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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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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70883673179586B 企业名称：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法定代表人： 杨树密

注册资本： 26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年03月25日

营业期限自：2008年03月25日 营业期限至：

登记机关：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日期：2021年03月09日

登记状态：在营（开业）企业

 住所：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西外环路7657号（经济开发区大学科技工业园）

 经营范围：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液
氧、液氩、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正丁醇、苯、苯胺、电石、烧碱、
沥青、蒽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丙烷、甲
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甲缩醛、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异丁
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丙烯酸、甲酸、
甲烷、三聚甲醛、氢碘酸、碘甲烷、三氟化硼乙醚络合物、甲基磺酸、丙烷、异丙醇、硫酸汞、
氢氧化钾、乙酰丙酮、氯化钡、氯化钴、亚硫酸氢钠、二氧戊环
、重铬酸钾、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煤炭批发；重油、燃料油、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
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轴
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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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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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人员信息



序
号

姓名 职位 序
号

姓名 职位

1 杨树密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 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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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发起人）名称:兖矿集
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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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000万,币种:,认缴出资额折万
美元:,认缴出资方式:货币,认
缴出资时间:200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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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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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8-03-18;

2021年03月09日

2 2021年03月09日

3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
、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
液氧、液氩、液氮、甲醚、
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
、硫磺、正丁醇、苯、苯胺
、电石、烧碱、重油、沥青
、蒽油、萘、咔唑、精蒽、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
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
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
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
酯、丙烯、乙腈、甲缩醛、
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
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
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
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
（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
、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
液氧、液氩、液氮、甲醚、
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
、硫磺、正丁醇、苯、苯胺
、电石、烧碱、沥青、蒽油
、萘、咔唑、精蒽、甲苯、
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
甲基叔丁基醚、环氧丙烷、
甲硫醚、氨水、氨、甲酸甲
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
、甲缩醛、多聚甲醛、甲胺
、三甲胺、异丁醇、环氧乙
烷、丙酮、洗油、粗酚、二
氧化碳、碳酸（二）甲酯、
丙烯酸甲酯、丙烯酸、甲酸
、甲烷、三聚甲醛、氢碘酸
、碘甲烷、三氟化硼乙醚络
合物、甲基磺酸、丙烷、异
丙醇、硫酸汞、氢氧化钾、
乙酰丙酮、氯化钡、氯化钴
、亚硫酸氢钠、二氧戊环

、重铬酸钾、次氯酸钠溶液[
含有效氯＞5%]批发（无储

2020年05月19日



；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
、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
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铁矿石、镍矿石、
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
、轴承、阀门管件、建材、
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
、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
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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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化肥零售；煤炭
批发；重油、燃料油、焦炭
、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
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铁矿石、
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
五金工具、轴承、阀门管件
、建材、劳保用品、金属、
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
的货物或技术除外）；仓储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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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20年05月19日

5 邹城西外环路1888号（经济
开发区大学科技工业园）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西外环
路7657号（经济开发区大学

科技工业园）
2020年05月19日

6 陶书 杨树密 2020年03月20日

7

姓名:陶书,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执
行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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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述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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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密,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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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3月20日

8

姓名:陶书,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执
行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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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述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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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密,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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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3月20日

姓名:陶书,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执

姓名:陶书,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执



9

行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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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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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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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述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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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03日

1
0

姓名:苗志远,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张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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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书,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执
行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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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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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18日

1
1

姓名:苗志远,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姓名:张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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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书,证件类型:中华人
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执
行董事,证件号码:****,联系电
话:;姓名:周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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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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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18日

1
2 苗志远 陶书 2019年03月18日

1
3

姓名:杨建刚,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件号码:
****;姓名:张明,证件类型: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

务:监事,证件号码:****;

姓名:苗志远,证件类型:中华
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证件号码:
****;姓名:张明,证件类型: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职

务:监事,证件号码:****;

2014年11月06日

1
4

姓名:杨建刚 联系电话:****
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任免机构:股东
身份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姓名:苗志远 联系电话:****
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任免机构:股东
身份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2014年11月06日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
、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
、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1
5

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
液氧、液氩、液氮、甲醚、
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
、硫磺、正丁醇、苯、苯胺
、电石、烧碱、重油、沥青
、蒽油、萘、咔唑、精蒽、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
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
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
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
酯、丙烯、乙腈、甲缩醛、
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
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
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
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
（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
；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
、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
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铁矿石、镍矿石、
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
、轴承、阀门管件、建材、
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
、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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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
液氧、液氩、液氮、甲醚、
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
、硫磺、正丁醇、苯、苯胺
、电石、烧碱、重油、沥青
、蒽油、萘、咔唑、精蒽、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
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
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
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
酯、丙烯、乙腈、甲缩醛、
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
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
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
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
（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
；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
、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
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铁矿石、镍矿石、
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
、轴承、阀门管件、建材、
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
、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
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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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8月26日

1
6 F F 2014年08月26日

1
7 F5169 F5169 2014年08月26日

1
8 F F 2014年06月24日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
、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
液氧、液氩、液氮、甲醚、
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
、硫磺、正丁醇、苯、苯胺
、电石、烧碱、重油、沥青
、蒽油、萘、咔唑、精蒽、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
、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
液氧、液氩、液氮、甲醚、
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
、硫磺、正丁醇、苯、苯胺
、电石、烧碱、重油、沥青



1
9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
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
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
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
酯、丙烯、乙腈、甲缩醛、
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
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
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
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
（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
016年11月18日）；(有效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
；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
、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
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铁矿石、镍矿石、
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
、轴承、阀门管件、建材、
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
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公司经营的货物或技术除外
）。（涉及许可的项目须凭
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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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蒽油、萘、咔唑、精蒽、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
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
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
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
酯、丙烯、乙腈、甲缩醛、
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
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
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
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
、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
（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
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
；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
、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
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铁矿石、镍矿石、
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
、轴承、阀门管件、建材、
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
、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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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6月24日

2
0 F5169 F5169 2014年06月24日

清算信息

暂无清算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

序
号

许可文件
编号

许可文
件名称

有效期
自

有效期
至

许可机
关

许可内容

1

2020
年10
月10
日

2023
年10
月09
日

济宁市
应急部

门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甲醚、乙烯、丙烯、甲胺、三甲胺、环
氧乙烷、甲烷、液氧、液氩、液氮、二
氧化碳、氨、环氧丙烷、甲硫醚、甲酸



2 000696

危险化
学品经
营许可

证

2016
年11
月11
日

2019
年11
月18
日

甲酯、甲缩醛、丙酮、粗苯、甲醇、乙
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
酸乙烯酯、苯、甲苯、石脑油、甲基叔
丁基醚、醋酸甲酯、乙腈、碳酸（二）
甲酯、丙烯酸甲酯、二甲基甲酰胺、正
丁醇、二甲苯、苯乙烯、异丁醇、硫磺
、萘、咔唑、多聚甲醛、电石、苯胺、
沥青、粗酚、醋酸、醋酸酐、丙烯酸、
甲酸、烧碱、氨水、甲醛、蒽油、精蒽

3

鲁济危化
经【2020
】00069

6号

无
济宁市
应急管
理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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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司法协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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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许可文
件编号

许可文
件名称

有效期
自

有效期
至

许可机
关

许可内
容

状态
公示日

期

1

鲁H安经
[2014]0
00696

危险化
学品经
营许可

2013年
11月19

2016年
11月18

济宁市
安全生
产监督

甲醚、
乙烯、
丙烯、
甲胺、
三甲胺
、环氧
乙烷、
甲烷、
液氧、
液氩、
液氮、
二氧化
碳、氨
、环氧
丙烷、
甲硫醚
、甲酸
甲酯、
甲缩醛
、丙酮
、粗苯
、甲醇
、乙醇
、煤焦
油、醋
酸乙酯
、乙酸
丁酯、
乙酸乙
烯酯、
苯、甲
苯、石
脑油、
甲基叔
丁基醚
、醋酸
甲酯、 有效

2014年
12月04



号 证 日 日 管理局 乙腈、
重油、
燃料油
、洗油
、碳酸
（二）
甲酯、
丙烯酸
甲酯、
二甲基
甲酰胺
、正丁
醇、二
甲苯、
苯乙烯
、异丁
醇、硫
磺、萘
、咔唑
、多聚
甲醛属
、电石
、苯胺
、沥青
、粗酚
、醋酸
、醋酸
酐、丙
烯酸、
甲酸、
烧碱、
氨水、
甲醛、
蒽油、
精蒽。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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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7088367317958
6B

企业名称：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西外环路7657
号(经济开发区大学科技工业园)

邮政编码：273500

企业联系电话：0537-6721682  企业电子邮箱： 2338170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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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
酰胺、液氧、液氩、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正丁醇、苯、苯胺、电石
、烧碱、沥青、蒽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
丙烷、甲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甲缩醛、多聚甲醛、甲胺、三甲
胺、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丙烯酸
、甲酸、甲烷、三聚甲醛、氢碘酸、碘甲烷、三氟化硼乙醚络合物、甲基磺酸、丙烷、异丙醇、
硫酸汞、氢氧化钾、乙酰丙酮、氯化钡、氯化钴、亚硫酸氢钠、二氧戊环
、重铬酸钾、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
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售；煤炭批发；重油、燃料油、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
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轴
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品、金属、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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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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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 2008年0

3月18日 1, 26000 2008年0
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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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人 失业保险 150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50 人 工伤保险 150 人

生育保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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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2019年度报告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88367317958
6B

企业名称：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邹城西外环路1888号(经济开发区
大学科技工业园)

邮政编码：273500

企业联系电话：0537-6721682  企业电子邮箱： 2338170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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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
酰胺、液氧、液氩、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正丁醇、苯、苯胺、电石
、烧碱、重油、沥青、蒽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
、环氧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甲缩醛、多聚甲
醛、甲胺、三甲胺、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酸（二）甲酯、丙烯
酸甲酯、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化肥零售；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轴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
品、金属、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
货物或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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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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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集团
有限公司 26000 2008年0

3月18日 1, 26000 2008年0
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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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人 失业保险 150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50 人 工伤保险 150 人

生育保险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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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2018年度报告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88367317958
6B

企业名称：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邹城西外环路1888号(经济开发区
大学科技工业园)

邮政编码：273500

企业联系电话：15725378127  企业电子邮箱： gxscb@ykj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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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
酰胺、液氧、液氩、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正丁醇、苯、苯胺、电石
、烧碱、重油、沥青、蒽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
、环氧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甲缩醛、多聚甲
醛、甲胺、三甲胺、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酸（二）甲酯、丙烯
酸甲酯、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化肥零售；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轴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
品、金属、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
货物或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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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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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集团
有限公司 26000 2008年0

3月18日 1, 26000 2008年0
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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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人 失业保险 158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58 人 工伤保险 158 人

生育保险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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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2017年度报告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88367317958
6B

企业名称：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邹城西外环路1888号(经济开发区
大学科技工业园)

邮政编码：273500

企业联系电话：15725378127  企业电子邮箱： gxscb@ykj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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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
酰胺、液氧、液氩、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正丁醇、苯、苯胺、电石
、烧碱、重油、沥青、蒽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
、环氧丙烷、燃料油、甲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甲缩醛、多聚甲
醛、甲胺、三甲胺、异丁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酸（二）甲酯、丙烯
酸甲酯、丙烯酸、甲酸、甲烷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化肥零售；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轴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
品、金属、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
货物或技术除外）；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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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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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集团
有限公司

26000 2008年0
3月18日

1, 26000 2008年0
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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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人 失业保险 157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57 人 工伤保险 157 人

生育保险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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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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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实际缴费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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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2016年度报告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9137088367317958
6B

企业名称：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

企业通信地址：邹城西外环路1888号(经济开发区
大学科技工业园)

邮政编码：273500

企业联系电话：15725378127  企业电子邮箱： ykmhgxsc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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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
酰胺、液氧、液氩、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正丁醇、苯、苯胺、电石
、烧碱、重油、沥青、
蒽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丙烷、燃料油、
甲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乙腈、甲缩醛、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异
丁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碳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丙烯酸、甲酸
、甲烷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6年11月18日)。一般经营项目：
化肥零售；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轴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品、金属、
橡胶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技
术除外），仓储服务。（涉及许可的项目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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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集团
有限公司 26000 2008年0

3月18日 1, 26000 2008年0
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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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人 失业保险 158 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158 人 工伤保险 158 人

生育保险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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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