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各地（已发）清洁取暖政策汇编

2018 年，北方地区清洁取暖中央财政试点已经达到 35

个，完成了 480 万户以上。近期，国家发布了《关于 201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的报告》。其中提到，今年中央财政积极支持污染防治。将

打赢蓝天保卫战作为重中之重，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安排 250 亿元，增长 25%。

（1）河北省：推进散煤清洁替代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燕赵都市报【政府工作报告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在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河北省人民政

府省长许勤】2018 年河北省清洁取暖改造 181.2 万户；坚决

打赢蓝天保卫战，2019 年持续加力治理生态环境，推进散煤

清洁替代。

◆ 石家庄：强力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 力争完成剩余

“双代”任务

@河北新闻网【石家庄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重点做

好九件大事】其中重点指出，加强污染源管控，强力推进农

村地区清洁取暖，力争完成剩余“电代煤”等任务，坚决防

止已淘汰的燃煤锅炉死灰复燃。



◆ 唐山：完成清洁能源替代 基本实现无散煤取暖

@河北新闻网【唐山 2019 年底基本实现无散煤取暖】《唐

山市打赢蓝天保卫战暨“退出后十”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出

台，明确提出，2019 年打好散煤整治和清洁能源替代攻坚战。

积极推进清洁取暖、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到 2019 年底，全市所有散煤用户将完成清洁能源替

代，基本实现无散煤取暖。

◆ 廊坊：完成 7.7 万户“煤替代” 率先实现农村地区

散煤“清零”

@廊坊日报【廊坊市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持续强化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2018 年廊坊市全面完成 7.7 万户“煤替代”

扫尾工程，三年累计完成 99 万户，在全省率先实现农村地

区散煤“清零”。

◆ 保定：2019 年坚持“以电定改” 推进电代煤，探索

采暖新模式

@搜狐焦点保定站【保定市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3 日 保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深

入落实减煤等综合管控措施，2018 年完成电代煤等改造 23.9

万户；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2019 年坚持“以电定改”，稳

妥推进电代煤，探索农村采暖新模式，按计划完成燃煤锅炉



淘汰改造任务。

◆ 沧州：坚持以电定改 2019 年稳妥推进电代煤工作

@沧州政府网【2019 年沧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3日在沧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沧州

市人民政府市长梅世彤】扎实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2018 年淘汰燃煤锅炉 855 台，完成电代煤等 23.45 万

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 年实施冬季清洁取暖攻坚行

动，坚持以电定改，稳妥推进电代煤工作。

◆ 衡水：科学治霾、铁腕治霾、精准治霾 2019 年衡水

市扎实推进清洁取暖

@河北省人民政府网【衡水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1 日在衡水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衡水市代

市长吴晓华】生态建设得到新加强，2018 年完成“电代煤”

等 27.07 万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坚持科学治霾、铁腕治霾、精准治霾，2019 年衡水市扎实推

进清洁取暖。

◆ 邢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9 年实施清洁取暖

24.18 万户

@邢台市人民政府【2019 年邢台市政府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在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由市长董晓宇发布】2018 年邢台市入选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新增“电代煤”等清洁取

暖 16 万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 年实施清洁取暖改

造 24.18 万户。

◆ 邯郸：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9 年完成清洁取暖

改造 55 万户

@邯郸广电融媒体【2019 年邯郸政府工作报告】邯郸市

2018 年完成清洁取暖工程 29.36 万户；PM2.5 平均浓度改善

居全省第二，空气质量为 6 年来最好。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9 年邯郸市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55 万户左右。

◆ 张家口：大力推进“以电替煤”“以电替油” 年

内新增清洁能源供暖 400 万平方米

@张家口新闻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3 日在张

家口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张家口市人民

政府市长 武卫东】2018 年张家口市新增清洁能源供暖面积

335.5 万平方米，成功入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2019 年大力推进“蓝天行动”，扎实实施散煤整治等攻坚战，

大力推进“以电替煤”“以电替油”，年内新增清洁能源供

暖面积 400 万平方米。坚决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建设宜居



张家口、首都后花园。

◆ 承德：大力开展散煤治理专项行动 2019 年完成 11

万户农村清洁取暖

@河北省人民政府网【承德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3 日在承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承德市

人民政府市长常丽虹】2018 年承德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

著成效，淘汰取缔燃煤锅炉 2695 台，实施农村“电代煤”

等 2844 户。2019 年大力开展散煤治理等 12 个专项行动，加

快淘汰 35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中心城区高污染物禁燃区

散煤全部取缔，完成 11 万户农村清洁取暖工作。中心城区

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160 万平方米，PM2.5 平均浓度等环境指

标完成省下达任务。

◆ 秦皇岛：37 微克/立方米以下 2019 年 PM2.5 平均

浓度下降

@秦皇岛日报【政 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6 日在秦皇

岛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秦皇岛市人民政

府市长张瑞书】2018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淘汰

燃煤锅炉 1019 台，按照“宜电则电”原则，完成清洁取暖

改造 1.2 万户。2019 年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确保 PM2.5

平均浓度下降到 37 微克/立方米以下。



（2）河南省：完成国家考核目标 PM2.5 平均浓度和优良天

数比例

@河南省人民政府网【政府工作报告 二○一九年一月十

六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河南省

人民政府省长陈润儿】大力推进污染防治，2018 年完成“电

代煤”等 112.4 万户，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1.6%、

2.8%。2019 年重点抓好污染防治，确保 PM2.5 平均浓度和优

良天数比例完成国家考核目标。

◆ 郑州：新增集中供热 500 万平方米 抓好清洁取暖示

范城市试点建设

@郑州市政务服务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2 月 21 日

在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郑州市人民

政府市长王新伟】2018 年清洁取暖等国家试点有序推进，累

计实现电代煤等 22.5 万户，新增供热面积 1600 万平方米。

2019 年抓好清洁取暖示范城市试点建设，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500 万平方米。

◆ 洛阳：中央财政奖补 9 亿元 三年完成电代煤工程

28.94 万户



@洛阳市人民政府【《洛阳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经过四部委评选，洛阳市顺利入围试点

城市，预计未来 3年可获得中央财政总计 9亿元的奖补资金。

农村地区以电替代灯方式为主，电代煤可因地制宜选取空气

源热泵（热风机）、直接电采暖、蓄热式电采暖、冷暖空调

等多种技术。洛阳市 3 年示范期内完成电代煤工程 28.94 万

户；其中第一年度完成电代煤等 12.6 万户，第二年度完成

电代煤等 11.4 万户，第三年度完成电代煤等 11.7 万户。

在中心城区以“引热入洛”、集中供暖为主，以热泵为

辅；在平原农村以电代煤为主、气代煤为辅、既有农房节能

改造示范；在山区农村以电代煤为主、气代煤为辅、低排放

生物质炉为补充。其中，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注重从热源侧

和用户侧两端发力，积极开展热泵热风机试点示范。

◆ 鹤壁：大力发展空气源热泵供热 2019 年新增农村

清洁取暖 2 万户

@鹤壁新闻网【河南省鹤壁市政府工作报告 二〇一九年

二月十四日在鹤壁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鹤壁市人民政府市长郭浩】2018 年鹤壁市清洁取暖试点年度

考评全国第一；2019 年加快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市建

设，大力发展空气源热泵等清洁能源供热，力争实现农村

“气做饭、电取暖、散煤清零”，确保清洁取暖建设保持全



国领先。持续推进产业低碳化、建筑绿色化、主要污染物减

量化、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化等。同时，2019 年鹤壁市新增

集中供热覆盖面积 300 万平方米，新增农村清洁取暖 2万户。

◆ 新乡：有效推动空气源热泵技术应用 2019 年完成

“电代煤”等 12 万户以上

@新乡市财政局网【《新乡市 2018-2019 年冬季清洁取暖

实施方案》】累计实现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450 万平方米以上，

推广可再生 能源供暖 25 万平方米以上；完成“双替 代”

改造 12 万户以上。在 2019 年 4 月底前，城区热源清洁化改

造覆盖面积 660 万平方米以上（不少于 6.6 万户），城乡结

合部、 所辖县及农村热源清洁化改造覆盖面积 1430 万平方

米以上（不 少于 12.3 万户）；城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

城乡结合部及县城清洁取暖率达到 90%,农村地区清洁取暖

率达到 60%。

建立集中连片整 村推进工作机制，打造农村清洁取暖

示范标杆，产生示范带动效 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

模式。在“电代煤”工程方面，各县（市）、区需充分了解

区域热负荷特性和电网支撑能力, 充分结合当地资源条件，

有效推动高能效比的空气源热泵、地源 热泵等技术的应用。

推进太阳能供暖与其他常规能源结合的多能互补供暖系统，

实现热水、供暖复合系统应用。



◆ 安阳：强力推广低温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2019 年计

划完成清洁取暖 25 万户

@安阳市人民政府【《安阳市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大力推进清洁取暖。认真落实《安阳市

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运用好中央专项补助资

金，切实提升安阳市清洁取暖水平，强力推进低温空气源热

泵热风机等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使用。大力推进分散清洁取

暖。在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乡镇、农村，因地制宜推进“电

代煤”、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清洁取暖方式。以“电代

煤”为主、以“气代煤”为辅，在市区及周边 3 公里范围力

争完成清洁取暖改造。2019 年安阳市计划完成清洁取暖 25

万户；2020 年安阳市计划完成清洁取暖 24.33 万户。

◆ 周口：实施电能清洁取暖工程 加快推广空气源热

泵技术应用

@周口市人民政府【《周口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 年）》】大力推进清洁能源取暖。在电力

供应有保障的地区，实施电能清洁取暖工程，加快推广地源、

水源和空气源热泵技术，建设一批分布式电能供暖项目；按

照因地制宜原则，建设一批地热、生物质、工业余热等供暖

示范项目，推广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电空调等分散式取暖。

2019 年全市城区、县城和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



分别提高到 60%、50%、20%；2020 年达到 70%、60%、30%。

（3）山东省：投资 1100 亿元 到 2020 年完成 540 万户清

洁取暖改造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的

若干意见》】到 2020 年，投资 1100 亿元，完成 540 万户清

洁取暖改造，55%的村庄实现清洁取暖。

巩固热泵强省产业地位 大力发展低温空气源热泵、热

泵热风机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

(2018—2022 年)》】到 2020 年，全省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

70%以上。其中，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基本实现清洁取暖全覆

盖，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 55%左右。到 2022 年，全

省清洁取暖率达到 80%以上。其中，县城及以上城市基本实

现清洁取暖全覆盖，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 75%左右。

济南、青岛、烟台等 3 市作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区，

要率先形成电取暖等替代散烧煤的清洁取暖基本格局。按照

宜电则电、宜可再生能源则可再生能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的原则，在优先发展集中供暖的同时，积极发展空气能等多



种能源取暖。根据气温、水源、土壤等条件特性，结合电网

架构能力，因地制宜优先选用低温空气源、污水源等热泵取

暖，发挥电能高品质优势，充分利用低品位的能源热量，提

升电能取暖效率。在不具备集中供暖条件的区域，发展热泵

热风机、户用空气源热泵等分散式电取暖。

在热力管网覆盖不到的区域和城市规划新区，根据热负

荷需求和可利用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空气源热泵、污水源热

泵等区域性集中供暖，作为城市集中供暖的重要补充。对农

村幼儿园、中小学、卫生院、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

及新型农村社区，应主要推广空气源热泵、海水源热泵等小

型集中供暖。对于经济基础较好、区域电网网架结构相对可

靠，且电力供应有保障的村镇地区或中心村，因地制宜有序

开展煤改电工程，推广空气源热泵、热泵热风机等取暖。

大力发展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泵热风机，积极发展污水

源热泵、吸收式热泵，进一步提升热泵产业层次和规模，形

成从主机制造、零部件制造、关键设备配套、技术服务等完

整产业链，打造青岛、烟台、潍坊、淄博、德州、莱芜等热

泵产业集群，进一步巩固山东省在全国热泵强省产业地位。

到 2022 年热泵产业 产值力争突破 500 亿元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28 年）》】在热泵产业方面，抓住国家推进北方地

区清洁供暖重大机遇，发挥山东省既有热泵产业基础，到

2022 年，山东省热泵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500 亿元；到 2028

年，山东省热泵产业产值力争突破 1000 亿元。在商场、医

院、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和新型社区，优先选用空气源、污

水源等热泵取暖，提升电能取暖效率。

在不具备市政集中供热的区域，优先推广热泵等集中供

热技术；对于不具备集中供暖条件的区域，优先推广家用空

气源热泵技术，或合理选择使用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等分散式

电采暖技术。到 2022 年，山东省热泵等电能取暖面积达到 3

亿平方米以上。大力推广“太阳能+”多能互补热利用模式，

实现太阳能与空气能等多能互补。到 2022 年，山东省“太

阳能+空气能”等清洁能源取暖面积达到 500万平方米左右。

◆ 济南：加快通过空气源热泵等方式 实现燃煤锅炉

煤改电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济南市“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试点城市”三年实施方案(2017-2020 年)》】3 年试点期

内 59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273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1 亿

元，市级配套财政资金 58 亿元，吸引社会资本 194 亿元。

按照六大技术路径部署工作，重点支持燃煤锅炉淘汰改造、

中深层地热清洁供暖、城乡清洁能源替代建设等，以技术引



领项目，完善后期运营维护，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有序开

展。

加快通过热泵(空气源、污水源等)等方式，实现燃煤锅

炉煤改电；本项任务共计划投入资金 26.5 亿元，其中使用

中央财政资金 3 亿元，地方财政资金 1.6 亿元，企业自筹资

金 21.9 亿元。在地热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农村较为分散地

区采取煤改电方式，逐步替代供热及炊事用煤，努力将商河

县建成全国“冬季清洁取暖无煤化示范县”。

重点实施城乡清洁能源替代。在我市广大农村地区及集

中供热未覆盖区域，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

的方针，因地制宜，采用电能替代分类实施。城乡清洁能源

替代任务共 48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62.72 亿元(不含清洁

燃煤替代劣质煤项目)，其中使用中央财政资金 8.2 亿元，

地方财政及社会资本出资 54.52 亿元。其中煤改电涉及 19

个项目，采用电能替代、谷电储能、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

支持清洁绿色电力采暖，总投资额 6.5 亿元，其中使用中央

财政资金 2.5 亿元;棚改旧改清洁供暖，涉及 9.5 万户，其

中使用中央财政资金 2 亿元。

积极推进煤改电工程 统筹推进清洁取暖工作

@大众网-大众日报【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7 日在



济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济南市市长孙

述涛】坚持不懈治霾，深入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

2019 年济南市继续统筹推进清洁取暖工作，积极推进煤改电

工程，切实抓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 商河县：年计划投资 3000.3 亿元 商河县冬季供暖

无煤化示范县项目入选

@济南市人民政府【《2019 年度市级重点项目安排》】商

河县冬季供暖无煤化示范县项目入选 2019 年度市级重点项

目。据了解，2019 年济南市共安排 270 个重点建设项目，总

投资 11602.7 亿元，年计划投资 3000.3 亿元。

◆ 青岛：改造 4.7 万户 2019 年实施农村冬季清洁取

暖

@青岛日报【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19 日在青岛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青岛市市长孟凡利】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8 年青岛市新增清洁能源供热能

力 2071 万平方米，新增农村清洁取暖 46580 户；2019 年青

岛市实施农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 4.7 万户。

@青岛政务网【《青岛市推进农村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以取暖清洁化为目标，因地制宜地确定清洁取暖改造方式，

主要包括电代煤供暖等；电代煤供暖。对热泵类电采暖设备



购置、安装及电表以内管线改造费用，市级财政按照 2000

元/户的标准一次性奖补区（市）。以社区为单位实施区域集

中供热的可再生能源取暖、多能互补取暖等清洁取暖工程项

目，依据建设项目的评估可供热面积,市级财政按照 22 元/

平方米且每户不高于 1540 元的标准一次性奖补区（市）。

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敬老院和村委会等非营利性公

益场所实施清洁取暖的，由各区（市）统筹解决，按照供暖

面积 150 平方米折算 1 户的标准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与居民

相同。上述项目由政府财力全额负担的，不再补贴。对具备

集中供暖实施条件的，原则上不实施分散取暖。房地产开发

企业配套建设的农村清洁取暖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已计入房

屋开发成本的，计入农村清洁取暖改造任务但不享受清洁取

暖补贴政策。市级财政清洁取暖奖补资金，原则上区（市）

财政应按 1.5 倍进行配套。鼓励有条件的区（市）进一步加

大补贴力度，减轻用户负担。

◆ 淄博：完成 14 万户 2019 年农村清洁取暖

@淄博市政府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2 日在淄

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市长于海田】淄博

市入选 2018 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全力以赴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 年完成 14 万户农村清洁取暖改

造任务,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2900 万吨以内。



◆ 济宁：改造 15 万户 2019 年电代煤等清洁取暖

@济宁市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0 日在

济宁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市长石光亮】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济宁市入选国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

点市，获中央奖补资金 15 亿元，完成清洁取暖 18.4 万户。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PM2.5 浓度均值降至 50 微克/立方

米、居“2+26”通道城市第 2 位。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济宁

市 2019 年改造电代煤等 15 万户，新增集中供暖面积 300 万

平方米。

◆ 聊城：改造 20 万户 2019 年 10 月底前清洁取暖完

成

@齐鲁晚报社【《聊城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宜电则电、多能互补”的技术路线，选择适宜的取暖

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城区和农村清洁取暖工程。到

2020 年冬季采暖季前，全市完成 65 万户清洁取暖改造任务。

按照示范带动、面上推广、分步实施的原则，2019 年、2020

年清洁取暖任务按 20 万户、15 万户进行分解。

实现主城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100%，县城清洁取暖覆

盖率达到 85%，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75%。对未列

入三年拆迁计划且集中供热管网不能到达的城中村、城郊村、



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采用空气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取暖

的用户，纳入财政补贴范围。2019 年 10 月底前完成 20 万户；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 15 万户。

◆ 威海：新增 5000 户 2019 年农村清洁供暖

@威海市政府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8 日在威海

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威海市市长张海波】

2019 年加强农村散煤燃烧治理，新增农村清洁供暖用户 5000

户。

@齐鲁壹点【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6 日在枣庄市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市长石爱作】营造更美

的人居环境，2019 年枣庄市稳步推进农村清洁取暖。

◆ 日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重点领域燃煤锅

炉“煤改电”

@日照社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9 日在日照市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日照市市长李永红】2018

年完成农村清洁取暖工程 2.5 万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日照市 2019 年继续推进沿海养殖、工业领域燃煤锅炉“煤

改电”。

◆ 菏泽：新增 7 万户 2019 年农村清洁取暖



@菏泽大众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19 日在菏泽

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菏泽市市长陈平】完

成“电代煤”等 7.6 万户，被列为第二批全国冬季清洁取暖

试点城市，全年 PM2.5 平均浓度改善率全省第 1 位。打造生

态宜居环境，深化农村“七改”工程，2019 年菏泽市新增农

村清洁取暖 7 万户。

@滨州日报【2019 年滨州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滨州

市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7.3 万户。

◆ 滨州：计划投资约 49.88 亿元 2019 年实施清洁取

暖改造 17.4 万户

@滨州市人民政府【《滨州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

推进方案》】到2021年,滨州市城市城区清洁取暖率达到100%,

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农村地区清洁取暖

率达到 80%以上,力争达到 100%。未来三年，滨州市市需实

施清洁取暖改造约 4162.6 万平方米。其中,城市城区、县城

和城乡结合部新增集中供热面积约 1242.6 万平方米;农村地

区实施清洁取暖改造面积约 2920 万平方米、36.5 万户；三

年计划总投资约 110.89 亿元,其中,城市城区、县城和城乡

结合部计划投资约 38.45 亿元,农村地区计划投资约 72.44

亿元；2019 年完成 17.4 万户,2020 年完成 9.1 万户。

2019 年,全市计划投资约 49.88 亿元；其中,城市城区、



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投资约 17.57 亿元,具体项目由各县(区)

和相关部门论证确定后实施;农村地区投资约 32.31 亿元,拟

实施清洁取暖改造 17.4 万户。2020 年,全市计划投资 28.73

亿元。其中,城市城区、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投资约 10.56 亿

元,具体项目由各县(区)和相关部门论证确定后实施;农村

地区投资约 18.17 亿元,实施清洁取暖改造 9.1 万户。对按

时完成任务的县(区),根据任务量等情况给予 100万元-1000

万元不等的奖励。

（4）山西省：推广使用空气源供暖 充分利用低温热源热

量

@山西省发改委【《山西省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到

2021 年清洁取暖率达到 75%左右，替代散烧煤 600 万吨。其

中，电供暖、气供暖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原则，2021

年要占比达 20.7%。有序推进冬季取暖“煤改电”工程。结

合采暖区域的热负荷特性、环保生态要求、电力资源、电网

支撑能力等因素，因地制宜发展电供暖。统筹考虑电力、热

力供需，实现电力、热力系统协调优化运行。

在热力管网覆盖不到的区域，推广空气源热泵等分散式

电供暖。根据气温、水源、土壤等条件特性，结合电网架构

能力，因地制宜推广使用空气源、水源、地源热泵供暖，发



挥电能高品质优势，充分利用低温热源热量，提升电能取暖

效率。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差别化探索，同等条件下优

先选择成本最低、效益最好多种技术设备和能源互补融合、

系统集成的综合采暖解决方案，打造“经清效益好、推广效

果佳”的清洁取暖“煤改电”典型示范项目。

@山西日报【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2019 年推动清洁取暖和散煤替代由城市建成区向农村扩

展。

县(市)建成区清洁取暖率达 100%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

率达 60%以上

@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有效推进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集

中资源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4市和汾渭平原 4市等重点区

域散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20 年 10

月底前,县(市)建成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地区

清洁取暖覆盖率力争达到 60%以上。积极争取将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4市和汾渭平原 4市全部纳入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的试点城市范围。制定山西省清洁取暖资金支

持政策。



发展空气能可再生能源 增加京津地区清洁能源消纳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

协作实现联动发展意见重点任务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在

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上，国家支持山西省全面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进一步提升区域精准治霾能力和水平。加大

“煤改电”等冬季清洁取暖工程、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的资金

补贴力度。支持山西省因地制宜发展光伏、空气能、地热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增加京津地区对山西省清洁能源的消

纳。

◆ 太原：改造 3 万户以上 2019 年太原实施农村清洁

供暖

@山西晚报【聚焦太原市“两会”2019 年太原实施农村

清洁供暖改造 3 万户以上】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太原市 2019

年实施农村清洁供暖改造 3 万户以上。@三晋都市报【2019

年太原市生态环境保护要做这些事】2 月 20 日，太原市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太原市 2019 年持续

推进散煤治理，进一步控制燃煤污染。同时，继续实施农村

清洁供暖改造，太原市全年完成改造 3 万户以上，清徐县、

阳曲县力争实现辖区清洁供暖全覆盖，全市农村地区清洁供

暖覆盖率达到 70%以上。



◆ 临汾：惠及居民 5000 余户 2019 年完成清洁取暖

1900 万平方米

@临汾日报【2019 临汾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临汾市

完成“煤改电”、集中供热等清洁取暖改造 15 万户；成功

申报国家清洁群暖试点城市，争取到 9 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

持。临汾市 2019 年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1900 万平方米，建筑

节能提升改造 130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5000 余户。

改造 18.65 万户 2019 年“一城三区”完成清洁取暖

@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7-2019 年“一城三区”清

洁取暖工程的指导意见》】清洁取暖可采用的方式主要有空

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方式，各片区可结合区域内电力保障

等条件和群众意愿，选择适宜的改造方式。2019 年“一城三

区”区域划分任务目标：

“一城”——市区城市规划区 155 平方公里区域，东至

108 国道、西至公路西环、南至南外环——108 国道、北至

公路北环，共 70 个村、53 个社区、5.03 万户、1182 万平方

米的取暖面积；尧都区平川区——“一城”之外的尧都区平

川区域，共 121 个村、5.13 万户、1006 万平方米的取暖面

积；襄汾县区——襄汾县城建成区及其以北区域，共 91 个



村、3.62 万户、425.8 万平方米的取暖面积；洪洞县区——

洪洞县城建成区及其以南区域，共 84 个村、4.87 万户、738.8

万平方米的取暖面积。

户内电采暖设备购置主要有空气能热泵电采暖设备。由

县（区）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形式确定设备采购目录清单，用

户在中标企业清单内自主选择所需设备。进入招标范围的生

产企业和设备须符合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对

10t/h 及以下燃煤取暖锅炉和农业大棚、畜禽养殖等农业生

产设施的取暖用煤进行清洁能源替代改造。采暖用电每度电

补贴电价的三分之二，每户最高补贴电量 1 万千瓦时，市、

县（区）各承担 50%。

行政事业单位清洁取暖改造列入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

划，先实施后补贴。学校、养老院等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

清洁取暖改造，参照行政事业单位补贴标准，给予支持。营

利性生产经营场所清洁取暖改造，由县（区）制定相关办法。

利用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项目运行用电参照居民用电价格

执行。

◆ 大同：2020 年 10 月底前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达 60%

以上

@大同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大同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热则热、多能



源供暖等，确保群众安全取暖过冬。2020 年 10 月底前，县

（市）建成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100%，农村地区清洁取暖

覆盖率力争达到 60%以上。@大同日报【两会专题报道 凝心

聚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市政协委员刘畅：建议开发新能源供

热，如空气源热泵供暖、地源热泵供暖、污水源热泵供暖等，

这样，可以实现大同市冬季清洁取暖。

◆ 运城：有序推进冬季取暖“煤改电”工程 建议使

用 COP 较高空气源热泵采暖

@运城市人民政府【《运城市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2018 年 8 月—2019 年 7 月全市完成清洁取暖改造面积 1552

万平方米，占全部改造面积的 30.6%；城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县城清洁取暖率达到 76%，平原农村清洁取暖率达到

21.6%。2019 年 8 月—2020 年 7 月，全市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面积 1625 万平方米，占全部改造面积的 32%；县城清洁取暖

率达到 88.3%，平原农村清洁取暖率要达到 55.5%。2020 年

8 月－2021 年 7 月，全市完成清洁取暖改造面积 1899 万平

方米，占全部改造面积的 37.4%；县城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

平原农村清洁取暖率要达到 100%。

有序推进冬季取暖“煤改电”工程。建议使用能效比

（COP）较高的空气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电采暖设备，

鼓励利用低谷电力，有效提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根



据气温、水源、土壤等条件特性，结合电网架构能力，因地

制宜推广使用空气源、水源、地源热泵供暖，发挥电能高品

质优势，充分利用低温热源热量，提升电能取暖效率。农村

通过“煤改电”改造使用电采暖或热泵辅助加热取暖，采暖

用户与居民家庭“煤改电”采暖执行同样的电价政策。

◆ 晋中：达 569 万平方米，占比 4% 到 2021 年电供暖

（含热泵）面积

@晋中市人民政府【《晋中市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2018—2021 年）》】到 2021 年，电供暖（含热泵）面积达

到 569 万平方米，占比 4%。2019 年，市辖区清洁取暖覆盖

率达到 90%以上；2020 年 10 月底前，县（市）建成区清洁

取暖覆盖率达到 100％；2021 年，市辖区全部实现清洁取暖。

2019 年，太谷、祁县、平遥、灵石、介休建成区及城乡

结合部（含中心镇）清洁取暖率达到 70%以上，其中建成区

清洁取暖率达到 90%以上；其他县、区建成区及城乡结合部

（含中心镇）清洁取暖率达到 50%以上，其中建成区清洁取

暖率达到 70%以上；2020 年，所有县（区、市）建成区清洁

取暖率达到 100%；2021 年，所有县（区、市）建成区及城

乡结合部（含中心镇）清洁取暖率达到 80%以上，其中建成

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

2019 年，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力争达到 40%以上；



2020 年，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力争达到 60%以上；2021

年，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70%以上。结合采暖区域

的热负荷特性、环保生态要求、电力资源、电网支撑能力等

因素，因地制宜推广试点示范电供暖。在热力管网覆盖不到

的区域，推广空气源热泵等具备分散式电供暖，鼓励利用低

谷电力，有效提升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灵石县“煤改电”项目，完成村内电网提升改造及“煤

改电”相关设备安装，三年累计完成空气源热泵煤改电供热

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榆社县空气源热泵“煤改电”项目，

三年累计完成煤改电供热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和顺县“煤

改电”项目，三年累计完成空气源热泵煤改电供热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农村地区以村或自然村为单位通过“煤改电”改

造使用电采暖或热泵辅助加热取暖，采暖用户与居民家庭

“煤改电”采暖执行同样的电价政策。

◆ 长治：2020 年 10 月 1 日前 完成电代煤地区自动划

入“禁煤区”

@长治市人民政府【《长治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有效推进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多

能源供暖，确保群众安全取暖过冬。积极推进实施民用散煤

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20 年 10 月底

前，县（市）建成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率力争达到 60%以上；2020 年 10 月 1 日前，各县城建成

区全部建设成为“禁煤区”，辖区内完成以电代煤等清洁能

源替代的地区，自动划入“禁煤区”。

积极争取成为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

试点城市，严格落实国家出台的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金融支持

政策，争取对清洁取暖等重点项目的省级基本建设投资支持，

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大气污染防治和节能改造。

◆ 晋城：加快落实《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优先

以乡镇或区县为单位整体推进

@晋城市人民政府【《晋城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有效推进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多

能源供暖，确保群众安全取暖过冬。加快落实省、市《冬季

清洁取暖实施方案》，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位整体推进。

2020 年 10 月底前，县（市）建成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

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力争达到 60%以上。

积极实施“以电代煤”改造 推广较成熟的空气源热

泵技术

@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晋城市城区冬季清洁取暖实施

方案》（2018-2020 年）】到 2019 年底，城区全域清洁取暖率



达到 95%；到 2020 年底，城区全域实施清洁取暖。2019 年

计划完成 2149 户居民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在集中供热无法

到达的区域，积极实施“以电代煤”改造。“以电代煤”改

造可采用目前市场上较成熟的技术路线，比如：空气源热泵

等方式进行。

◆ 阳泉：深入推进散煤治理工作 重点推进冬季清洁

取暖工程

@山西新闻网【阳泉通报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进展情况】

在冬季清洁取暖方面，截至目前全市共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26187 户。在燃煤小锅炉淘汰方面，到目前全市共计淘汰燃

煤锅炉 135 台。@阳泉日报【副省长贺天才来我市调研督导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2019 年深入推进清洁取暖和散煤

治理工作。@阳泉日报【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暨经济工

作会议召开】要求重点推进冬季清洁取暖工程，继续加快棚

户区改造，抓好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项目。

◆ 吕梁：清洁采暖改造 10 万户 年内完成集中供热清

洁 1050 万平方米

@吕梁日报【2019 年吕梁市政府工作报告】保持铁腕治

污的决心和定力不动摇，持续开展环保督察问题“回头看”。

2019 年年内全市完成集中供热清洁改造 1050 万平方米，清



洁采暖改造 10 万户，城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200 万平方米，

农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21 万平方米。

◆ 原平：提升电能取暖效率 推广使用空气源热泵供

暖

@原平市人民政府【《原平市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到 2021 年，电供暖（含热泵）和天然气供暖面积目标达到

58 万平方米，占比 2.9%。2019 年，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清

洁取暖覆盖率达到 60%以上；2021 年，原平市的建成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全部实现清洁取暖。2019 年，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覆盖率力争达到 40%以上；2021 年，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覆

盖率达到 60%以上。

有序推进冬季取暖“煤改电”工程，结合采暖区域的热

负荷特性、环保生态要求、电力资源、电网支撑能力等因素，

因地制宜发展电供暖。统筹考虑电力、热力供需，实现电力、

热力系统协调优化运行。在热力管网覆盖不到的区域，推广

空气源热泵等分散式电供暖，鼓励利用低谷电力，有效提升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根据气温、水源、土壤等条件特

性，结合电网架构能力，因地制宜推广使用空气源、水源、

地源热泵供暖，发挥电能高品质优势，充分利用低温热源热

量，提升电能取暖效率。

大力发展热泵、蓄热及中低温余热利用技术，进一步提



升余热利用效率和范围。在城市污水厂或污水主管道周边，

优先实施污水源热泵供暖。农村地区以村或自然村为单位通

过“煤改电”改造使用电采暖或热泵辅助加热取暖，采暖用

户与居民家庭“煤改电”采暖执行同样的电价政策。因地制

宜，将农村炊事、养殖、大棚用能与清洁取暖相结合，充分

利用空气源热泵等多种清洁能源供暖。

（5）陕西省：科学使用空气源热泵供暖 新增可再生能源

供暖达 0.8 亿平方米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陕西省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2017-2021 年）》】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供暖，到 2021 年全

省可再生能源供暖面积达到 8000 万平方米。有序推进电供

暖，结合陕西省电力装机盈余、区域用热需求等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发展电供暖。在非连续性供暖的学校、办公楼等场

所，以及热网覆盖不到的城乡区域，推广空气源热泵热风机

等电供暖。依据水源、气温和土壤条件，科学使用空气源、

水源、地源热泵供暖，到 2021 年全省电供暖面积达到 3000

万平方米。

到 2019 年，全省（关中和陕北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63%；到 2021 年，全省清洁取暖率达到 70%以上。农村地区

综合采用电、可再生能源等取暖方式，加快替代散烧煤取暖。



关中地区冬季大气污染较为严重，是陕西省清洁取暖发展的

重点区域，要率先实现清洁取暖。2019 年，城市城区清洁取

暖率达到 90%以上，县城和城乡结合部（含中心镇、下同）

达到 70%以上，农村地区达到 40%以上，35 蒸吨/时以下燃煤

锅炉全部拆除。2021 年，城市城区全部实现清洁取暖，县城

和城乡结合部清洁取暖率达到 80%以上，农村地区达到 60%

以上。

陕北地区，2019 年，城市城区、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清洁

取暖率达到 60%以上，农村地区达到 20%以上。2021 年，城

市城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80%以上，2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

炉全部拆除；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清洁取暖率达到 70%以上，

10 蒸吨/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拆除；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

达到 40%以上。

强化重点区域联动治理 持续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治理

@陕西省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7 日在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陕西省省长刘

国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铁腕实施蓝天保卫战和汾渭平

原攻坚方案，强化区域联动治理，2019 年持续推进清洁取暖、

散煤治理。



所有 35 蒸吨/h 以下燃煤锅炉 关中地区全部实行清洁

能源改造

@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修订版）》】在关中地区整村

推进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燃煤（薪）的清洁能源

替代，采取以电代煤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关中地区完

成农村散煤治理定村确户清单，扎实做好中央财政支持北方

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工作；2019 年底前，关中地区所有每小时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每小时 20 蒸吨及以上已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的除外）全部实行清洁能源改造。

坚持铁腕治霾 加快清洁能源替代 2019 年底完成煤

改电替代目标任务

@西安市人民政府【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2 月 15 日在

西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西安市人民政

府代市长李明远】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打赢蓝天

保卫战，坚持铁腕治霾，加快清洁能源替代。@西安市人民

政府【《西安市“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要求推

进煤改电、煤改热，减少或替代燃煤使用。2019 年底前力争

完成煤改电、煤改热或清洁能源替代目标任务。



最高补贴 4000 元/户 西安市煤改洁财政奖补调整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调整《煤改洁财政奖补政策》的

通知】延长运行费用补贴时间。补贴时间由原来的 1 年调整

为 3 年，即在政策执行期内实施煤改电的居民均可享受 3 年

运行费用补贴，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0 元。@西安市财政局【《西

安市城乡居民煤改清洁能源财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对实

施居民家庭煤改电采暖改造的用户，购买电取暖设备费用给

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补贴比例为费用总额的 60%，每户最高

补贴 3000 元,不足部分由居民自行承担。单个采暖产品购置

价低于 100 元的不予补贴。

对于购置电采暖设备并签订煤改洁合约（协议）承诺书

的城乡居民，在首个供暖季结束后,依据供暖期电费缴费凭

证按照每度电 0.25 元一次性给予财政补贴，补贴金额最高

不超过 1000 元。安装了峰谷分时计量表的居民同时享受峰

谷电价补贴。调整后政策执行期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均为

2019 年 10 月底。

◆ 咸阳：3 亿元中央财政补贴 足额兑现补助 扎实推

进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惠民生

@咸阳日报【2019 咸阳“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带你看

重点和亮点】2018 年咸阳市成功争取全国冬季清洁取暖试点，



中央财政连续三年每年支持 3亿元，铁腕治霾向纵向深推进。

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

足额兑现补助政策。

19.87 万户、2563 万㎡ 今年 9 月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咸阳市人民政府【《咸阳市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施

方案》】试点立标阶段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完成清

洁取暖改造 19.87 万户、2563 万㎡，占全部改造面积的

26.67%。其中，市主城区改造 4.65 万户、600 万㎡，清洁取

暖率达到 69.1%；城乡结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改造 15.22

万户、1963 万㎡，清洁取暖率达到 42.95%。

全面实施阶段 2019 年 10—2020 年 9 月：完成清洁取暖

改造 31.66 万户、4084 万㎡，占全部改造面积的 42.50%。

其中，市主城区改造 6.06 万户、782 万㎡，清洁取暖率达到

88.72%；城乡结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改造 25.60 万户、

3302 万㎡，清洁取暖率达到 63.59%。

达标示范阶段 2020 年 10—2021 年 9 月：完成清洁取暖

改造 22.97 万户、2963 万㎡，占全部改造面积的 30.83%。

其中，市主城区改造 3.5 万户、452 万㎡，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城乡结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改造 19.47 万户、2511

万㎡，清洁取暖率达到 79.28%。



在热源清洁化改造方面，主要以电力、可再生能源等清

洁能源供暖实现燃煤替代建设；清洁取暖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实用、适度统一”的原则，宜电则电、宜热则热，力推

电代煤，积极推进空气源热泵、地热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供给

取暖方式。市主城区和县城优先采取集中供热路径，农村地

区主要采取“电取暖、气做饭等其它清洁能源补充”的路径。

农村实行电主导、气辅助等清洁能源为补充。灵活选择空气

源热风机等成熟的电热取暖产品；即整村整镇推进，一镇一

条技术路径、同一技术产品，实现技术统一、品牌一致、运

营维护一体，确保清洁取暖建设有序推进。

◆ 宝鸡：采取以电代煤等清洁能源替代 大幅度提升

清洁取暖覆盖面

@广播宝鸡【宝鸡 2019 年怎么干? 政府工作报告！干货

都在这！】强化保卫蓝天白云，2019 年宝鸡市对 35 蒸吨以下

燃煤锅炉实现“清零”，大幅度提升清洁取暖覆盖面。@宝

鸡市人民政府【《宝鸡市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方案 (2018-2020 年)》】加快清洁取暖改造。禁止审批建设

燃煤取暖锅炉，新增供暖全部使用电、可再生能源供暖（包

括空气源热泵供暖、地热供暖、工业余热供暖等），优先采

取分布式清洁能源集中供暖。

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外的统筹布局电、地热等清洁能



源取暖项目。整村推进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燃煤

（薪）的清洁能源替代，采取以电代煤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

源替代。到 2019 年底，山区农村替代实现全覆盖。2019 年

底前，所有 35 蒸吨/时以下燃煤锅炉（20 蒸吨/时及以上已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除外）、燃煤设施和工业煤气发生炉、

热风炉、导热油炉全部拆除或实行清洁能源改造。

◆ 汉中：优先利用空气源热泵清洁取暖 推广以可再

生能源替代传统燃煤热源

@汉中市人民政府【《汉中市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2017-2021 年）》】农村地区优先利用空气源热泵等多种清

洁能源取暖，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电供暖。同时，积极以可再

生能源等各类清洁热源改造替代传统燃煤热源。鼓励主城区

采用空气源热泵、地热等多种清洁供热形式，热源全部采用

清洁能源。积极推进电供暖，结合汉中市电力装机盈余、区

域用热需求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电供暖。

结合采暖区域的环保生态要求、电网支撑能力，积极推

广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等类型电供暖。在居民公用采暖领域，

重点推进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办公楼等热负荷不连续的

公共建筑电供暖项目。根据气温、水源、土壤等条件特性，

结合电网架构能力，推广使用水源、地源、空气源热泵供暖，

发挥电能高品质优势，充分利用低温热源热量，提升电能供



暖效率。

◆ 潼关：大力推广空气源热泵电取暖设备 完成煤改

电、煤改清洁能源 1 万户

@潼关县人民政府【《潼关县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方案

(2018-2021 年)》】到 2019 年，全县清洁取暖率达到 65%，

城区清洁取暖率达到 70%，农村达到 50%；到 2021 年，全县

清洁取暖率达到 75%以上，县城和城乡结合部清洁取暖率达

到 80%以上，农村地区达到 60%以上。用 4 年左右的时间，

全县确保完成煤改电、煤改清洁能源 1 万户。

城区及城乡结合部推动煤改电和各类清洁能源供暖，

2021 年力争清洁取暖率达到 80%以上。农村地区优先利用电

能等多种清洁能源供暖，节能取暖新技术和设施得到推广应

用，取暖消费结构趋于优化，取暖效率提升，到 2019 年清

洁供暖达到 40%以上，2021 年达到 60%以上。因地制宜将农

村炊事、养殖、大棚用能与清洁取暖相结合，充分利用电等

清洁能源取暖，加快替代散烧煤取暖。

有序推进电取暖。结合潼关县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设施

齐备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电取暖。鼓励在天然气管网

以及热网覆盖不到的城乡区域开展“煤改电”取暖，在非连

续性取暖的学校、办公楼等场所，大力推广空气源热泵等电

取暖设备。依据水源、气温和土壤条件，科学使用空气源、



水源、地源热泵取暖。

◆ 延安：禁止新建燃煤集中供热站 新增供暖全部使

用可再生能源供暖

@延安市人民政府【《延安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

案（2018-2020 年）》】稳步推进清洁供暖。制定清洁供暖实

施方案，禁止新建燃煤集中供热站，新增供暖全部使用电、

可再生能源供暖（包括空气源热泵供暖、地热供暖、工业余

热供暖等）,优先采取分布式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加大对现

有燃煤集中供热站实施清洁化改造力度，燃煤集中供热站应

逐步予以拆除，鼓励使用电、地热等清洁能源取暖措施，暂

不具备清洁能源供暖的执行超低排放标准并逐步完成清洁

能源改造。

各县区政府负责逐步开展辖区“煤改电”相关工作。积

极推进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燃煤（薪）的清洁能

源替代，采取以电代煤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加大燃

煤锅炉拆改力度，按照“应拆即拆，拆改结合”原则，2020

年底前，延安市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燃煤设施和工业煤

气发生炉、热风炉、导热油炉全部拆除或实行清洁能源改造；

供热供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区域采取以电代煤等清洁能源替

代；2019 年完成 50%,2020 年完成 20%。



◆ 商洛：新增供暖全部使用空气源热泵供暖 现有燃

煤集中供热站年底前改造完毕

@商洛市人民政府【《商洛市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修订版）】禁止新建燃煤集中

供热站。新增供暖全部使用电、可再生能源供暖（包括空气

源热泵供暖、地热供暖、工业余热供暖等）,优先采取分布

式清洁能源集中供暖，现有燃煤集中供热站 2019 年底前改

造完毕。2020 年底前，全市所有 10 蒸吨/时以下燃煤锅炉全

部拆除或实行清洁能源改造。

◆ 铜川：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9 年加快煤改电走

在全省前列

@铜川市政府网【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2 月 13 日在铜

川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铜川市市长李智

远】2018 年扩大集中供热 16 万平方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2019 年加快煤改电等走在全省前列。

替代 6000 户 2019 年完成城乡居民清洁能源

@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政府【2019 年 1 月 28 日在铜川市王

益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铜川市王益区人民

政府区长王蒙】2018 年实施城乡居民"煤改电"3684 户。2019



年，完成城乡居民清洁能源替代 6000 户。

整村推进以电代煤 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燃

煤

@铜川市人民政府【《铜川市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深入推进散煤治理。整村推

进农村居民、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燃煤（薪）的清洁能源替

代，采取以电代煤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完成农村散

煤治理定村确户清单。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热则

热，制订 2018 至 2019 年铜川市散煤治理方案。

新增供暖全部使用电、可再生能源供暖（包括空气源热

泵供暖、地热供暖、工业余热供暖等），优先采取分布式清

洁能源集中供暖。优化热源点规划布局，推动热电联产富余

热能向合理半径延伸，覆盖范围外的统筹布局电、地热等清

洁能源取暖措施。加大燃煤小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

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淘汰力度。2019 年底前，所有每小

时 35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拆除或实行清洁能源改造。

（6）甘肃省：实施县级以上城市煤改电 有序推进城乡冬

季清洁供暖

@“中国·甘肃”门户网【2019 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 1 月 26 日在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甘肃省省长 唐仁健】2019 年有序推进城乡冬季清洁供

暖，实施县级以上城市煤改电，采取多种清洁能源供暖形式

开展农村改灶、改炕工作。

总面积争取达到3000万平方米 争取2021年完成电代

煤等 200 万户

@甘肃省发展改革委【《甘肃省冬季清洁取暖总体方案

（2017-2021 年）》】积极开展空气热能、工业余热采暖等示

范试点，全面、分类、有序推进各地清洁取暖，重点布局城

郊及县城、积极带动农村地区。到 2021 年，甘肃省完成电

代煤等 150 万户以上、争取达到 200 万户，力争新增可再生

能源取暖面积 1500 万平方米、全省总面积争取达到 3000 万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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