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政〔2015〕42号以此文为准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 〔2015〕42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2015—2017年燃煤削减和

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郑州市2015—2017年燃煤削减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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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5—2017年燃煤削减和

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治

理制定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的函》 (豫发改环资函

〔2015〕114号)和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对环保部华

北督查中心约谈会议纪要任务分解的通知》(郑办网:〔2015〕98

号)精神,加强全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逐步削减燃煤总量,完

成燃煤消费量实现负增长的目标,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

案。

一、指导思想

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根本出发点,坚持能源安全保障与清洁发

展并重,加大改造力度,扩大治理区域,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

源设施建设,构建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城市能源体系,促进空气

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现状分析

(一)燃煤消费情况。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煤炭消费总

量2977万吨 (含巩义市467万吨),燃煤发电装机901万千瓦

(含巩义90万千瓦)。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消费240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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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含巩义322万吨),占比80.6%,制造业消费576万吨,占

比19.3%,原材料消费37万吨,占比0.1%。市内五区和三个

开发区煤炭消费483.9万吨,约占全市的16.2%。

(二)清洁能源利用情况。2014年,全市天然气消费量约18

亿立方米,光伏发电装机约32兆瓦,生物质发电装机达72兆

瓦。登封嵩山48兆瓦、新密尖山49.5兆瓦、荥阳飞龙顶49.5

兆瓦、新密牛坡岭49.5兆瓦、新郑49.5兆瓦等5个风电项目共

计246兆瓦已列入国家 “十二五”风电核准计划,其中登封嵩山

48兆瓦、新密尖山49.5兆瓦、荥阳飞龙顶49.5兆瓦风电项目

已取得核准文件。全市燃煤电厂煤炭消费占比很高,清洁能源发

展尚未形成一定规模。

三、工作目标

煤炭总量削减和燃煤替代目标:

(一)到2015年底,燃煤总量从2014年的2977万吨 (含巩

义467万吨)削减到2857万吨,工业企业削减燃煤约120万吨

(含巩义20万吨),发展清洁能源可替代燃煤303万吨。

(二)到2016年底,燃煤总量从2014年的2977万吨 (含巩

义467万吨)削减到2832万吨,工业企业削减燃煤约145万吨

(含巩义25万吨),发展清洁能源可替代燃煤375万吨。

(三)到2017年底,燃煤总量从2014年的2977万吨 (含巩

义467万吨)削减到2807万吨,工业企业削减燃煤约170万吨

(含巩义30万吨),发展清洁能源可替代燃煤45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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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措施

(一)严格控制新建燃煤发电机组。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

自备燃煤电站,除特殊情况遗留的新力电厂搬迁外,不再新建燃

煤发电项目。

(二)严格控制新建燃煤锅炉项目。禁止新建工业燃煤锅炉,

严格控制含燃煤供热锅炉项目审批,建成区禁止新、改、扩建燃

煤供热锅炉,全市范围内新、改、扩建项目应使用清洁能源。

(三)实行煤炭等量替代。新建燃煤项目需实行煤炭等量替

代,项目批复前需制定煤炭等量替代方案,等量替代方案由项目

所在县 (市、区)人民政府报市发展改革委。市发展改革委会同

市工信委、市环保局和市统计局审核通过后出具意见作为项目审

批、核准和备案的前置要件。

(四)严格节能审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

加强分类管理,严控高耗能项目审批。

(五)严格煤炭质量管理。加强我市煤炭质量、经营性煤炭

堆场设置、用煤单位燃煤排放、储煤场地扬尘污染等管理工作。

鼓励用煤企业开展清洁生产,采取有效节能措施,节约用煤,做

到增产不增耗。本市用煤单位和个人禁止使用劣质煤,发电企业

要使用全硫含量曑0.50%的低硫优质煤,民用煤全硫含量要曑

0.4%。

五、重点工作

(一)继续做好市区燃煤锅炉拆改。2015年,计划拆改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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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10台,建设配套热力管网14公里,配套燃气管网17公里;

2016年,完成市区剩余10台燃煤锅炉拆除或改造任务,各县

(市、区)主城区完成分散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或拆除工作;

2017年,各县 (市、区)产业集聚区完成分散燃煤锅炉清洁能

源改造或拆除工作。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市工信委、市城管局

(二)实施集中供热锅炉煤改气。推进二马路、郑东新区热

源厂燃煤锅炉改造,加快项目改造方案论证工作,力争2016年

底前完成改造任务。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市热力公司

(三)积极推进引热入郑工程。加快国电荥阳电厂供热改造

及配套管网建设,实现国电荥阳电厂向市区供热1400万平方米。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责任单位:市热力公司

(四)加快热电外迁工作步伐。加快新力电厂外迁工作,在

荥阳贾峪选址建设2台66万千瓦清洁燃煤供热机组,争取2015

年第四季度开工建设,2017年投产。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荥阳市政府、市供电公司、新力

电力公司

(五)强力推进工业企业燃煤削减工作。通过技术改造、淘

—5—



汰落后产能等措施对火电、水泥、耐材、造纸、铝加工、化工等

行业燃煤进行削减,到2015年底,燃煤量削减约120万吨。到

2016年底,削减燃煤约145万吨。到2017年底,削减燃煤约

170万吨。

牵头单位:市工信委

责任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各相关企

业

(六)积极推广使用洁净煤。加强全市煤炭市场经营管理,

制定散煤市场准入办法和煤炭质量控制标准,加强政策引导和执

法监管,堵死劣质煤进入郑州市场的进口,大力推广使用洁净

煤,降低燃煤对空气的污染。

牵头单位:市质监局

责任单位:各开发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市商务

局、市煤炭局

(七)清洁能源替代工程。积极向国家和省争取天然气指标,

逐步提高天然气消费占比,加快光伏发电、风能发电建设进度,

逐步扩大装机规模,大力推广生物质能、太阳能和地热能利用,

减少燃煤消耗;到2015年底,天然气利用量达到20亿立方米,

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34兆瓦,风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97.5兆

瓦,太阳能热利用面积达到1142万平方米,生物质固体成型燃

料年产达到25万吨,市区采用地热能热泵采暖 (制冷)建筑面

积达到758万平方米,可替代燃煤303万吨;到2016年底,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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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利用量达到25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总规模达到

100兆瓦,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50兆瓦,风能发电装机规模

达到147兆瓦,太阳能热利用面积达到1242万平方米,生物质

固体成型燃料年产达到25万吨,市区采用地热能热泵采暖 (制

冷)建筑面积达到828万平方米,可替代燃煤375万吨;到

2017年底,天然气利用量达到3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站总规模达到200兆瓦,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00兆瓦,太阳

能热利用面积达到1342万平方米,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年产达

到30万吨,风能发电装机规模达到197兆瓦,市区采用地热能

热泵采暖 (制冷)建筑面积达到898万平方米,可替代燃煤455

万吨。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市工信委、市城建委、市

农委、市科技局、市规划局

(八)大力推进燃煤电厂超洁净排放。积极推进燃煤电厂超

洁净排放项目建设,各燃煤发电企业要优化改造方案,合力安排

工期,加快项目进度,早日实现超洁净排放,进一步减少燃煤对

大气的污染。改造后燃煤电厂排放标准达到烟尘排放浓度曑

5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曑35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曑

50mg/m3。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市环保局、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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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燃煤发电企业

(九)积极协调引电入郑工作。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郑州北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进度,进一步优化电网网架结构,逐步

提高外来电的利用比重,减少本地发电企业燃煤消耗。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市供电公司、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制定详细的工作专

案,报市政府或市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批准后尽快实施,同时

要建立工作台账,把工作任务分解到相关县 (市、区)和相关燃

煤企业并明确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确保我市燃煤削减和清洁能

源建设任务落到实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市直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燃煤削减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研究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综合调度和协调,各县 (市、区)成

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推进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二)完善制度措施。建立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亲自抓、负总责的领导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把燃煤削减

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列入政府考核指标体

系,作为考核评价各级领导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定期严格考

核,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和措施落到实处,依据约束性指标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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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否决。

(三)加大资金扶持。市本级和县 (市、区)政府积极筹措

资金,对完成燃煤削减和清洁能源建设目标的单位和企业给予一

定的奖补,引导、鼓励燃煤企业积极挖潜,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技术水平和环保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发展清洁能源的奖励标准。

(四)明确责任分工。各牵头单位对行政区域内燃煤削减和

清洁能源建设负总责,制定本地燃煤削减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

案,确定工作重点和年度控制指标。各开发区管委会、县 (市、

区)政府要将燃煤削减和清洁能源建设任务明确到具体企业,完

善政策措施,并向社会公开。

(五)落实目标考核。为确保方案各项工作任务得到落实,

对方案明确的目标任务,要纳入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各责任

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对目标任务的督导督办力度,确保年

度任务完成。

附件:1.2015年各县 (市、区)燃煤削减任务分解表

2.2016年各县 (市、区)燃煤削减任务分解表

3.2017年各县 (市、区)燃煤削减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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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5年各县 (市、 区) 燃煤削减任务分解表

县 (市、区) 2015年比2014年燃煤削减量 (万吨)

全市合计 120

新密市
30

其中:燃煤发电21万吨、水泥1万吨、耐材5万吨、
造纸及其他3万吨

登封市
30

其中:燃煤发电21万吨、水泥5万吨、耐材及其他4
万吨

荥阳市
18.5

其中:燃煤发电15万吨、水泥3万吨、化工及其他
0.5万吨

新郑市
0.5

其中:化工及其他0.5万吨

中原区
15

其中:燃煤发电15万吨

上街区
2

其中:燃煤发电及其他2万吨

郑东新区
2

其中:燃煤发电2万吨

郑州高新区
2

其中:燃煤发电及其他2万吨

巩义市

20

其中:燃煤发电15万吨、水泥1万吨、耐材1.5万
吨、铝加工2万吨、化工及其他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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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6年各县 (市、 区) 重点燃煤削减任务分解表

县 (市、区) 2016年比2014年燃煤削减量 (万吨)

全市合计 145

新密市
36

其中:燃煤发电26万吨、水泥1万吨、耐材5万吨、
造纸及其他4万吨

登封市
36

其中:燃煤发电26万吨、水泥6万吨、耐材及其他4
万吨

荥阳市
22

其中:燃煤发电18万吨、水泥3.5万吨、化工及其
他0.5万吨

新郑市
0.5

其中:化工及其他0.5万吨

中原区
17

其中:燃煤发电17万吨

上街区
2.5

其中:燃煤发电及其他2.5万吨

郑东新区
3

其中:燃煤发电3万吨

郑州高新区
3

其中:燃煤发电及其他3万吨

巩义市

25
其中:燃煤发电20万吨、水泥1万吨、耐材1.5万
吨、铝加工2万吨、化工及其他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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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7年各县 (市、 区) 重点燃煤削减任务分解表

县 (市、区) 2017年比2014年燃煤削减量 (万吨)

全市合计 170

新密市
42

其中:燃煤发电32万吨、水泥1万吨、耐材5万吨、
造纸及其他4万吨

登封市
42

其中:燃煤发电32万吨、水泥4万吨、耐材及其他6
万吨

荥阳市
25.5

其中:燃煤发电20万吨、水泥5万吨、化工及其他
0.5万吨

新郑市
0.5

其中:化工及其他0.5万吨

中原区
19

其中:燃煤发电19万吨

上街区
3

其中:燃煤发电及其他3万吨

郑东新区
4

其中:燃煤发电4万吨

高新区
4

其中:燃煤发电4万吨

巩义市

30
其中:燃煤发电23万吨、水泥2万吨、耐材2万吨、
铝加工2.5万吨、化工及其他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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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发展改革委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二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0月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