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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高新区电代煤气代煤工作

实 施 方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打赢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做好燃煤散烧管控工作的安排部署，加

快推动我区电代煤、气代煤工作，促进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根据《河南省加强燃煤散烧管控行动方案》（豫气攻坚

办〔2016〕64号）、《关于印发河南省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7个实施方案及考核奖惩暂行办法的通知》（豫环攻坚办

〔2017〕71号）、《洛阳市加强燃煤散烧管控实施方案》和《洛

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电代煤气代煤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洛政办〔2017〕49号）要求，结合我区实

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区级统筹、突出重点、乡（镇）人民政府、徐家营

街道办事处为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按时限完成的原则，以

提高电能和天然气消费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降低大气污染

物排放为目标，从能源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强化环保

强制性约束和政策引导性扶持，严格控制增量和优化调整存

量并重，积极推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实施电代煤、气代煤，

最大限度地减少散烧煤使用量，加快提升电气化，形成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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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智能的新型能源消费方式，为实现全区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2017年10月底前，在集中供热管网无法覆盖区域和使用

炊事散煤领域，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全面推进

电代煤、气代煤，城市区（含禁燃区和农村地区）基本实现

电代煤、气代煤，确保完成电代煤、气代煤改造1980户（其

中民生工程1100户），在商业和公共领域推广热泵采暖3.3万

平方米，农村居民永久性实现厨炊电气化260户，城市区禁

燃区居民新增集中供气1046户，城市区禁燃区商户实施煤改

气255户，城市区禁燃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实施煤改气3户（具

体目标任务分解详见附件1）。2018年10月底前，完成区农村

地区燃煤户60%电代煤、气代煤等清洁能源替代。同时，通

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和督促检查，杜绝散煤复烧，降低燃煤污

染。

三、重点任务

（一）全面摸清需实施电代煤、气代煤基本情况

全面摸清需实施电代煤、气代煤（煤电、集中供热和原

料用煤企业、洁净型煤除外，下同）基本情况，组织乡（镇）、

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对辖区内工业、农业、商业分散燃

煤锅炉、窑炉、炉灶等燃煤设施情况、居民炊事及取暖散煤

使用情况、机关企事业单位采暖及食堂用煤情况进行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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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掌握辖区内分散燃煤锅炉、窑炉数量，散煤使用的居民、

商业、机关企事业单位户数、使用量、采暖和炊事用炉具情

况。通过排查摸底，登记造册，建立电代煤、气代煤项目实

施清单，为下步实施电代煤、气代煤项目，发放补贴资金提

供依据。同时，以高新区为单位，组织开展电代煤、气代煤

设备（产品）选型招标工作。

（二）全面推进电代煤、气代煤工作（2017年5月—2018

年10月底前）

在加快完善和推进城区集中供热、集中供气工程，逐步

提高集中供热率、燃气普及率基础上，在集中供热管网无法

覆盖区域和使用炊事散煤领域，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按照宜

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推进分散燃煤锅炉用煤、商业和

机关企事业用煤、户用散煤等采暖和炊事用煤的电能替代和

天然气替代，全力推动各项替代措施落实。

1、民用生活领域。在热力和燃气管网未覆盖的老旧城

区、城乡结合部或生态要求较高区域的居民住宅和农村地

区，加快新一轮电网改造升级，推广使用电暖器、发热电缆、

电热膜、冷暖空调、热泵等电采暖设备和电磁炉、微波炉、

电饭煲、燃气灶具（罐装液化气）等电气炊具替代厨炊散烧

用煤（柴）。在集中供热覆盖不到但管道天然气覆盖到的老

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产业集聚区、重点乡镇等居民住宅区，

推广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天然气集中采暖、燃气壁挂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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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灶具等多种天然气利用方式。在管道天然气覆盖不到的城

市禁燃区、城中村、重点乡镇及周边地区，加快天然气管道

延伸，积极推广使用管道天然气、生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压缩天然气等方式用于炊事和采暖，加大天然气替代散煤力

度，提高居民气化水平。

2、农业领域。在大棚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

产品干燥加工等领域，推广应用农光互补、热泵等新兴技术，

有序推进畜牧养殖企业冬季采暖设施改造。

3、工业领域。加快燃煤锅炉和燃煤工业窑炉（特殊生

产工艺除外）拆改。在生产工艺需要热水、蒸汽、热风的各

类行业，逐步推进蓄热式与直热式工业电锅炉、热泵应用，

积极推广使用天然气锅炉（窑炉）。在金属加工、铸造、陶

瓷、耐材、玻璃制品等行业，推广电窑炉或天然气窑炉。在

采矿、建材、食品加工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物料运输环节，

推广电驱动皮带传输。

4、商业和公共领域。在热力和燃气管网覆盖范围以外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商服公共领域，加快天然气管道延伸，

实施煤改气工程，推广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天然气集中采暖、

燃气壁挂炉、燃气灶具等多种天然气利用方式替代炊事和采

暖用散煤。对于不具备天然气供气条件的学校、医院、商场、

办公楼等热负荷不连续的公共建筑，推广碳晶、发热电缆、

电热膜、热泵等分散电采暖替代燃煤采暖。在全区范围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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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办公建筑、政府投资的学校、医院等满足社会公众公共需

要的公益性建筑，以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 2 万平方米的高速

公路服务区、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等承担城镇居民工

作生活服务功能的大型公共建筑，推广应用热泵、电蓄冷空

调、蓄热电锅炉、屋顶光伏发电、太阳能集中供热水、天然

气分布式能源或天然气集中采暖等。

四、政策措施

（一）严格环保准入。在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制定实施分散燃煤设施的限制性、禁止性环保加严措施，积

极推广使用电锅炉、电热水器、燃气锅炉、燃气热水器，开

展农村居民生活电代煤、气代煤试点并推广应用，确保电能

替代和天然气替代散烧煤切实压减。定期开展全区范围内燃

煤锅炉普查和质量监督，研究出台更严格的燃煤锅炉准入标

准，实施污染物超标排放惩罚措施。严格落实《洛阳市加强

燃煤散烧管控实施方案》，全面取缔劣质散煤销售点，确保

对所有散煤销售点实施全覆盖监管。

（二）强化环保治理。各乡、镇（办事处）和有关职能

部门加大对禁燃区内高污染燃料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依法取缔禁燃区域内所有散煤等高污染燃料销售点，限期拆

除或改造使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煤锅炉和各类窑炉、炉灶等燃

烧设施。加强对 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和各类燃煤工业

窑炉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10 蒸吨/时以上燃煤锅炉提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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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督导检查，确保按规定时间完成拆改任务。

（三）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有

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逐步形成反映时间和位

置的市场价格信号。支持电能替代用户参与电力直接交易，

实施燃煤锅炉、燃煤窑炉、拥有燃煤自备机组企业等电能替

代用户可以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委托第三方代理，以“分表

计量，集中打包”方式按增量开展电力市场化交易。电、热

生产企业和用户投资建设蓄热式电锅炉，提供调峰服务的，

可获得合理补偿收益。

（四）加大政策补贴力度。重点对城市区禁燃区实施集

中供气工程居民户、城市区禁燃区实施煤改气商户和纳入电

代煤、气代煤民生工程项目实施清单的城乡居民户，开展一

次性补贴。补贴时间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底，具体补贴标准

如下：

1、对城市区禁燃区内 1046 户燃煤居民户实施天然气集

中供气工程的，按照每户 1000 元标准进行燃气建设费一次

性补贴。对城市区禁燃区内 255 户燃煤商户实施煤改气，在

规定时间内报装的，按照每户 3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

补贴资金按照市、区 5：5 比例承担。

2、对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安装使用节能电采暖设备

或燃气采暖设备取代燃煤采暖炉的城乡居民用户（民生工

程），放宽阶梯电价或阶梯气价，按照“改造政府补贴、不

足用户补齐”的原则，按照政府招标设备中标价的 50%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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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设备购置补贴，每户最高不超过 2000 元（除电采暖

设备、燃气采暖设备外的户内生活和采暖配套设施，由居民

自行负责），补贴资金城市区按照市、区 4：6 比例承担。居

民“特困户”和“五保户”在电代煤、气代煤中应自行承担

的费用由区统筹解决。

对于同时符合天然气集中供气工程补贴标准和电（燃

气）采暖设备购置补贴标准的居民户，原则上只能享受其中

的一种补贴。

五、组织实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

区项目服务和经济发展局作为电代煤、气代煤工作的牵

头单位，制定电代煤、气代煤工作实施方案并督促落实。

乡（镇）人民政府、徐家营街道办事处负责向各社区宣

讲电代煤、气代煤工作相关政策，做好入户调查，细化电代

煤、气代煤到户，在居民户改造后做好统计工作，登记造册，

建立“电代煤、气代煤”项目实施清单，为下步实施“电代

煤”项目，发放补贴资金提供依据。

区工商分局负责强化流通领域商品煤经营主体的监管，

取缔无照经营行为。加强流通领域散煤质量监管工作，依法

查处销售不合质量标准散煤的违法行为。

区财政局负责制定补贴资金发放办法，将电代煤、气代

煤财政补贴资金列入年度预算，并积极向上争取有关政策资

金；做好招标工作，加强资金监管，按时拨付补贴资金，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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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资金依法合规使用。

区环保局负责将电代煤、气代煤工作全面融入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加大环境执法检查力度，按照《洛阳市 2017 年

燃煤散烧设施集中整治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做好工业、商

业、机关企事业单位燃煤设施的拆除工作。

区技术监督分局负责承压燃煤（油、柴）锅炉的普查和

改造承压锅炉的监督检验、使用登记变更手续以及汇总工

作。

区监察室负责做好各项补贴资金支出、使用的审计工

作。

（二）强化施工安全和资金管理。乡（镇）人民政府、

徐家营街道办事处和区直相关部门要按照属地和职责分工，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把安全和质量工作贯

穿于电代煤、气代煤工作全过程。各相关企业要文明施工、

环保施工、安全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又好又快实现

工程目标。财政、发改、环保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国家、

省、市节能环保政策，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支持，严格落实补

贴政策。乡（镇）人民政府、徐家营街道办事处要加强财政

补贴资金使用管理，严防骗取、套取补贴行为。

（三）加强调度考核。建立定期考核通报制度，区项目

服务和经济发展局依据本方案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定期进

行督导通报，及时掌握工作进度，查找存在问题，加强督办

考核，确保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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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宣传发动。区工商分局、项目服务和经济发

展局、财政局、环保分局、技术监督分局等部门要通过联合

召开电代煤、气代煤工作推进会等形式，向社会宣传解读我

区电代煤、气代煤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展示我区实

施电代煤、气代煤的决心。乡（镇）人民政府、徐家营街道

办事处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对电代煤、气代煤重要意

义、优点的宣传报道，不断提高全社会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的

认知度和自觉性，增强环保意识、自律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

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强大的工作合力。

附件：1.洛阳高新区 2017 年电代煤、气代煤项目实施计划

表

2.洛阳市电代煤、气代煤设备（产品）指导目录



― 10 ―

附件 1

洛阳高新区 2017 年电代煤、气代煤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

号

乡、镇、办

事处

电代煤、气

代煤（户）

其中：民生工

程（户）

禁燃区集中供

气（户）

禁燃区商户煤

改气（户）

禁燃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煤改

气（户）

热泵

（万平方米）

农村居民厨炊

电气化

（户）

高新区 1980 1100 1046 255 3 3.3 260

1 孙旗屯乡 1430 800 756 153 2 2 188

2 辛店镇 246 140 130 32 0 0.6 50

3 徐家营

办事处
304 160 160 70 1 0.7 22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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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电代煤、气代煤设备（产品）指导目录
产品名称 主要能效指标要求 使用场所

一、取暖用产品

热泵

达到《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721-2014）、《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4-2008）、《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541-2013）标准要求。

居民住宅小区、大型公共

建筑

冷暖空调

达到《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2021.3-2010）、《单元式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6-2004）、《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2013）要求。

户用

蓄热式电锅炉 达到《蓄热式电锅炉房设计施工图集》（03R102）要求。
居民住宅小区及大型公

共建筑

电热膜 达到《低温辐射电热膜供暖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19-2013）要求。 户用

电暖器 达到《电采暖散热器》（JG/T 236-2008）要求。 户用

发热电缆
达到《发热电缆地面供暖技术规程》（DB13/T 1308-2010）、《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CJ142-2004）

要求。
户用

电热毯、电热垫和

电热褥垫
达到《电热毯、电热垫和电热褥垫》(QB/T 2994-2008)、《电采暖散热器》（JG/T 236-2008）要求。 户用

燃气壁挂炉 达到《燃气采暖热水炉》（GB 25034-2010）、《燃气取暖器》（CJ/T 113-2015）要求。 户用

燃气直燃机空调
达到《中央空调冷水机组能效标准》（GB 19577-2004）、《多联式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1454-2008）要求。

居民住宅小区及大型公

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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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式燃气锅炉
达到《燃气采暖热水炉》（GB 25034-2010）、《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20665-2015）要求。
单栋楼宇

燃气区域锅炉房
达到《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2009）、《燃气工业锅炉能效》（DB37/T 817-2007）

要求。

一个或多个居民住宅小

区

燃气热泵空调
达到《燃气热泵空调系统工程技术规程》（CJJ/T 216-2014）、《燃气取暖器》（CJ/T 113-2015）要

求。

居民住宅小区及大型公

共建筑

二、厨炊产品

燃气灶 达到《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720-2014）要求。 户用

电磁灶 达到《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6-2014）要求。 户用

微波炉、光波炉 达到《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4849-2010）要求。 户用

电饭煲、电饭锅 达到《自动电饭锅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2021.6-2008）要求。 户用

电烤箱 达到《家用和类似用途便携式电烤箱》（QB/T 4506-2013）要求。 户用

电热水器 达到《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19-2008）要求。 户用

燃气热水器 达到《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665-2015）要求。 户用

太阳能热水器 达到《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6969-2011）要求。 户用

电蒸锅 达到《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蒸锅》（DB44/T 1931-2016）要求。 户用

电炸锅
达到《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深油炸锅、油煎锅及类似器具的特殊要求》（GB 4706.56-2008）

要求。
户用

电压力锅 达到《电压力锅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QB/T 4268-2011）要求。 户用

电饼档 达到《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蒸锅》（DB44/T 1931-2016）要求。 户用

电炒锅 达到《无油烟炒锅》（QB/T 4223-2011）要求。 户用

说明：

（一）本目录内产品适用于民用领域和公共建筑领域，工业、农业生产领域产品不包含在内。

（二）本目录内使用场所共分为居民住宅小区、户用、大型公共建筑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