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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兖矿东平陆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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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邮箱 39393575@qq.com



（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内容请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页面为准）

政府部门公示信息

照面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00MA3R233K9Y 企业名称：兖矿东平陆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 何雨生

注册资本： 91997.507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年11月22日

营业期限自：2019年11月22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2021年01月15日

登记状态：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彭集街道财智大厦

 经营范围：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管理；道路货物运输；铁路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服务；货
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国际与国内贸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建筑材料、橡胶制品、润滑油脂、水泥、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工产品）、铁矿石、镍矿
石、铁精粉、钢坯、焦炭、水煤浆、螺纹钢、五金、不锈钢制品、有色金属、煤炭、木材、木制
品、纸制品、纸浆、造纸原料、农副产品、粮食的销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
号

股东名称 证照/证件类型 证照/证件号码 股东类型

1 泰安市东原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
司)

91370923MA3BXD
BX83 企业法人

2 火星人网络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外资) 68901092-000-01-1
8-1 外国(地区)企业

3 香港泰中能源有限公
司 营业执照(外资) 64557261-000-03-1

9-2 外国(地区)企业

4 泰安市东岳金财投资
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
司)

9137090059781730
33 法人股东



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
司)

9137000016612237
4N 企业法人

6 兖煤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营业执照(外资) 58665579-000-07-1

7-7 外国(地区)企业

7 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
司)

9137000016664083
3R 企业法人

主要人员信息

序
号

姓名 职位
序
号

姓名 职位

1 孙元华 董事 2 朱传章 董事

3 侯庆东 董事 4 王兴文 董事长

5 张涛 监事 6 王珂 董事

7 乔丙龙 董事 8 何雨生 总经理

9 淳于江辉 董事 1
0 秦文峰 副总经理

1
1 曲建丰 副总经理 1

2 毛玉强 职工监事

1
3 赵峻峰 副总经理 1

4 王俊岩 副总经理

1
5 刘树彬 监事

分支机构信息

暂无分支机构信息

变更信息

序
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变更日期

1 91997.5074 92093.5 2021年01月15日

2 投资总额变更92093.5 2021年01月15日



3

股东（发起人）名称:兖煤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证件(照
)类型:营业执照(外资),证件(
照)号码:****,认缴出资额:36
600万,币种:人民币元,认缴出
资额折万美元:5202.6326,认
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
间:2020-03-31;股东（发起
人）名称:泰安市东原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证件(照)类型: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证件(
照)号码:****,认缴出资额:30
00万,币种:人民币元,认缴出
资额折万美元:426.4453,认

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
间:2020-03-31;股东（发起
人）名称:香港泰中能源有限
公司,证件(照)类型:营业执照(
外资),证件(照)号码:****,认缴
出资额:6000万,币种:人民币
元,认缴出资额折万美元:852.
8906,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
缴出资时间:2020-03-31;股
东（发起人）名称: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证件(照)类型: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证
件(照)号码:****,认缴出资额:
6000万,币种:人民币元,认缴
出资额折万美元:852.8906,

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
时间:2020-03-31;股东（发
起人）名称:瑞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件(照)类型: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公司),证件(照)号
码:****,认缴出资额:5400万,
币种: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
万美元:767.6015,认缴出资

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
0-03-31;股东（发起人）名
称:泰安市东岳金财投资有限
公司,证件(照)类型: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公司),证件(照)号码
:****,认缴出资额:3000万,币
种: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
美元:426.4453,认缴出资方

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0-
03-31;

股东（发起人）名称:兖煤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证件(照
)类型:营业执照(外资),证件(
照)号码:****-000-07-17-7,
认缴出资额:36600万,币种:
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美
元:5202.6326,认缴出资方式
: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0-0
3-31;股东（发起人）名称:
泰安市东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证件(照)类型: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证件(照)号码:*
***,认缴出资额:3000万,币种
: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美
元:426.4453,认缴出资方式:
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0-03
-31;股东（发起人）名称:香
港泰中能源有限公司,证件(照
)类型:营业执照(外资),证件(
照)号码:****-000-03-19-2,
认缴出资额:5400万,币种:人
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美元:
,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
资时间:2020-03-31;股东（
发起人）名称:兖州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证件(照)类型: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证件(照)
号码:****,认缴出资额:6000
万,币种:人民币元,认缴出资
额折万美元:852.8906,认缴

出资方式:货币,认缴出资时间
:2020-03-31;股东（发起人
）名称:瑞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证件(照)类型: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公司),证件(照)号码:*
***,认缴出资额:5400万,币种
: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美
元:767.6015,认缴出资方式:
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0-03
-31;股东（发起人）名称:泰
安市东岳金财投资有限公司,
证件(照)类型: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公司),证件(照)号码:***
*,认缴出资额:3000万,币种:
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美
元:426.4453,认缴出资方式:
货币,认缴出资时间:2020-03
-31;股东（发起人）名称:火
星人网络有限公司,证件(照)
类型:营业执照(外资),证件(照
)号码:****-000-01-18-1,认
缴出资额:32597.5074万,币

2020年12月24日



种:人民币元,认缴出资额折万
美元:,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
缴出资时间:2021-01-21;

4

文件送达接受人：陶书,联系
人:李俊杰,联系电话:****,移

动电话:,电子邮箱:,地址:,邮政
编码:;

文件送达接受人：兖矿东平
陆港有限公司,联系人:方志,

联系电话:****,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地址:,邮政编

码:271500;

2020年12月24日

5 60000 91997.5074 2020年12月24日

6 2020年12月24日

7 60000 91997.5074 2020年12月24日

8 陶书 何雨生 2020年08月27日

9

姓名:赵峻峰,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副总经理,证件号码:****,联系
电话:;姓名:朱传章,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职务:董事,证件号码:****,联
系电话:;姓名:陶书,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职务:董事长兼总经理,证件号
码:****,联系电话:****;姓名:

张涛,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职务:监事长,
证件号码:****,联系电话:;姓
名:淳于江辉,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秦文峰,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监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侯庆东,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梁久明,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孙元华,证件类型:中华

姓名:王俊岩,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副总经理,证件号码:****,联系
电话:;姓名:毛玉强,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职务:职工监事,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曲建丰,证件
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职务:副总经理,证件号
码:****,联系电话:;姓名:王兴
文,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职务:董事长,证
件号码:****,联系电话:;姓名:
赵峻峰,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副总经
理,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朱传章,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何雨生,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总经理,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淳于江辉,证件
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职务:董事,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秦文峰,证
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身份证,职务:副总经理,证件
号码:****,联系电话:;姓名:侯
庆东,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职务:董事,证
件号码:****,联系电话:;姓名:

2020年08月27日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刘树彬,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监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乔丙龙,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

孙元华,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董事,
证件号码:****,联系电话:;姓
名:刘树彬,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监
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乔丙龙,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王珂,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董
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张涛,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监
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1
0 2020年08月27日

1
1

姓名:赵峻峰,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副总经理,证件号码:****,联系
电话:;姓名:朱传章,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职务:董事,证件号码:****,联
系电话:;姓名:陶书,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职务:董事长兼总经理,证件号
码:****,联系电话:****;姓名:

张涛,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职务:监事长,
证件号码:****,联系电话:;姓
名:淳于江辉,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秦文峰,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监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侯庆东,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梁久明,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孙元华,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姓名:王俊岩,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副总经理,证件号码:****,联系
电话:;姓名:毛玉强,证件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职务:职工监事,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曲建丰,证件
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职务:副总经理,证件号
码:****,联系电话:;姓名:王兴
文,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职务:董事长,证
件号码:****,联系电话:;姓名:
赵峻峰,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副总经
理,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朱传章,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何雨生,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总经理,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淳于江辉,证件
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职务:董事,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秦文峰,证
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身份证,职务:副总经理,证件
号码:****,联系电话:;姓名:侯
庆东,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职务:董事,证
件号码:****,联系电话:;姓名:
孙元华,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

2020年08月27日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刘树彬,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监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乔丙龙,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

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董事,
证件号码:****,联系电话:;姓
名:刘树彬,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监
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乔丙龙,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王珂,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董
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姓名:张涛,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监
事,证件号码:****,联系电话:;

清算信息

暂无清算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

暂无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

暂无行政处罚信息

经营异常信息

暂无经营异常信息

严重违法信息

暂无严重违法信息

抽查检查信息

暂无抽查检查信息

司法协助信息

序
号

被执行人 股权数额 执行法院 执行通知书文号 类型|状态

1 瑞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400 山东省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 股权冻结|冻结



2 瑞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400 山东省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股权冻结|冻结

3 瑞星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400 山东省泰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 股权冻结|冻结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暂无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暂无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企业自行公示信息（企业自行公示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即时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股东及出资信息

暂无股东及出资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

暂无行政许可信息

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暂无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

暂无行政处罚信息

2020年度报告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900MA3R233
K9Y

企业名称：兖矿东平陆港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彭集街道财智
大厦

邮政编码：271500

企业联系电话：0538-2587688  企业电子邮箱： 495402133@qq.com

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经营状态：开业 企业控股情况：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否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是否有对外担保信息： 否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是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管理；道路货物运输；铁路货物运输；货物装卸
服务；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国际与国内贸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建筑材料、橡胶制品、润滑油脂、水泥、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工产品）、铁矿
石、镍矿石、铁精粉、钢坯、焦炭、水煤浆、螺纹钢、五金、不锈钢制品、有色金属、煤炭、木
材、木制品、纸制品、纸浆、造纸原料、农副产品、粮食的销售。

网站网店信息

暂无网站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
额（万元

）

认缴出资
时间

认缴出资
方式

实缴出资
额（万元

）

实缴出资
时间

实缴出资
方式

1
香港泰中
能源有限

公司
6000 2019年0

3月31日 1, 6000 2019年1
2月13日 1,

2

泰安市东
原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3000 2020年0
3月31日 1, 3000 2019年1

2月10日 1,

3
瑞星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5400 2020年0

3月31日 1, 5400 2019年1
2月12日 1,



4
兖煤国际
（控股）
有限公司

36600 2020年0
3月21日 1, 36600 2019年1

2月13日 1,

5
火星人网
络有限公

司

4987485
1.32

2021年0
1月21日 1, 4987485

1.32
2020年1
2月31日 1,

6

泰安市东
岳金财投
资有限公

司

3000 2020年0
3月31日 1, 3000 2019年1

2月12日 1,

7
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2019年0

3月31日 1, 6000 2019年1
2月13日 1,

对外投资信息

暂无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
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13 人 失业保险 13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3 人 工伤保险 13 人

生育保险 13 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
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
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
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
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
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暂无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序
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1 泰安市东源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5% 3% 2020年12月24日

2 火星人网络有限公
司 1% 35% 2020年12月24日

3 兖煤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61% 40% 2020年12月24日

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10% 7% 2020年12月24日

5 瑞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9% 6% 2020年12月24日

6 香港泰中能源有限
公司 10% 6% 2020年12月24日

7 泰安市东岳金财投
资有限公司 5% 3% 2020年12月24日

2019年度报告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900MA3R233
K9Y

企业名称：兖矿东平陆港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彭集街道财智
大厦

邮政编码：271500

企业联系电话：0538-2587688  企业电子邮箱： 495402133@qq.com

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经营状态：开业 企业控股情况：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否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否

是否有对外担保信息： 否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否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网站网店信息

暂无网站网店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
额（万元

）

认缴出资
时间

认缴出资
方式

实缴出资
额（万元

）

实缴出资
时间

实缴出资
方式

1
兖州煤业
股份有限

公司
6000 2019年0

3月31日 1, 6000 2019年1
2月13日 1,

2
瑞星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5400 2020年0

3月31日 1, 5400 2019年1
2月12日 1,

3

泰安市东
原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3000 2020年0
3月31日 1, 3000 2019年1

2月10日 1,

4
香港泰中
能源有限

公司
6000 2019年0

3月31日 1, 6000 2019年1
2月13日 1,

5
兖煤国际
（控股）
有限公司

36600 2020年0
3月21日 1, 36600 2019年1

2月13日 1,

6

泰安市东
岳金财投
资有限公

司

3000 2020年0
3月31日 1, 3000 2019年1

2月12日 1,

对外投资信息

暂无对外投资信息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
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0 人 失业保险 0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0 人 工伤保险 0 人

生育保险 0 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
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
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
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
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
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暂无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