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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相关政策

一、国家部委

1.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

为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部行合作优势，充

分借助绿色金融措施，大力支持工业节能降耗、降本增效，

实现绿色发展。

来源：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

/c6698694/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6698694/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669869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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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4 月 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

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来源：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4/07/content_5380299.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4/07/content_53802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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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19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作

计划》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节约能源法》和《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充分

发挥节能监察的监督保障作用，持续提高工业能效和绿色发

展水平，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工业绿色发展规

划（2016-2020 年）》，制定《2019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点工

作计划》。

来源：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

/n3057544/c6703024/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4/c6703024/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44/c670302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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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14 日对外公布，这对加快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改革，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

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来源：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4/14/content_53828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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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申报 2019 年节能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的通知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纲要（2014—2020 年）》要求，促进节能产业行业诚信

体系建设，提高行业企业诚信意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2019

年中国节能协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继续

开展节能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来源:

http://www.cecaweb.org.cn/home/column.php?portal_id=1&colu

mn_id=16&column_group=&column_type=0&parent_id=15

http://www.cecaweb.org.cn/home/column.php?portal_id=1&column_id=16&column_group=&column_type=0&parent_id=15
http://www.cecaweb.org.cn/home/column.php?portal_id=1&column_id=16&column_group=&column_type=0&parent_i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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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的通知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

监测系统推广建设工作方案》《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要求，结合机构改革情况，进一步明确牵头部门和建设单位。

各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逐级分解任务，将目标责任落实到

人，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调动相关单位工作积极性，加快推进系统建设，确保到

“十三五”末将本地区重点用能单位能源消耗数据接入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来源：

http://www.ndrc.gov.cn/fzgggz/hjbh/hjzhdt/201904/t20190412

_933198.html

http://www.ndrc.gov.cn/fzgggz/hjbh/hjzhdt/201904/t20190412_933198.html
http://www.ndrc.gov.cn/fzgggz/hjbh/hjzhdt/201904/t20190412_9331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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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发布实施《国家节能中心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

评选和推广工作办法（2019）》的通告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国家节能中心组织开展了首届

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评选及后续宣传推广工作。在首

届探索实践的基础上，针对节能技术推广难、选择难、融资

难等突出问题，结合参评专家建议、面向社会公开征求的意

见，国家节能中心修订完善了《国家节能中心重点节能技术

应用典型案例评选工作办法（2017）》，形成了《国家节能

中心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评选和推广工作办法

（2019）》。

来源：

http://www.chinanecc.cn/website/News!view.shtml?id=2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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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节能中心关于 2019 年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征

集工作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十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等要求和《国家节

能中心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评选和推广工作办法

（2019）》（节能〔2019〕21 号），国家节能中心组织开展

2019 年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评选和推广工作，现面向

全社会公开征集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

来源：

http://www.chinanecc.cn/website/News!view.shtml?id=22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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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动全社会节水，全面提

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保障国家水

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制定《国家节水行动方案》。

来源：

http://hzs.ndrc.gov.cn/newgzdt/201904/t20190418_933470.html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高效节

能家电产品销售统计调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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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评价考核办法》（厅字〔2016〕45 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

统计局、原环境保护部、中组部等部门印发《绿色发展指标

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发改环资〔2016〕

2635 号）要求，做好绿色产品（高效节能产品）市场占有率

指标统计工作，经统计局批准，现将《高效节能家电产品销

售统计调查制度》予以公告。

来源：

http://hzs.ndrc.gov.cn/newgzdt/201904/t20190417_933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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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

为满足低碳、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求，科学推进应对

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

中心发布了《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提供中国、

亚洲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监测信息，科学客观地反映气候

变化的基本事实。

来源：

http://www.cma.gov.cn/2011xwzx/2011xqxxw/2011xqxyw/201904/

t20190403_5195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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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的通知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的有力支撑。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现提出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来源：

http://www.gov.cn/xinwen/2019-04/08/content_53804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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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

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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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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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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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天数比例完成国家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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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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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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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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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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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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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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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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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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9WYrtOzLkXqnStOxkR3P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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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

开展 2019 年供热领域重点用能单位能效对标的通知》

能效对标是指企业为提高能效水平，与同行业先进企业的能

效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标杆，通过管理和技术改造，达

到标杆或更高能效水平的节能实践活动。通过开展重点用能

单位能效对标活动，可以有效引导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缓解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能源和资源约束。为进一步提

升企业能效水平，深入落实《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令第 15 号）要求，市发展改革

委、市城市管理委联合组织开展供热领域重点用能单位能效

对标活动。

来源：

http://fgw.beijing.gov.cn/zwxx/tztg/201904/t13718857.htm

http://fgw.beijing.gov.cn/zwxx/tztg/201904/t137188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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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印发

2019 年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

按照《北京市 2019 年清洁生产促进工作要点》确定的重点

行业和领域，关注污染防治，关注高精尖产业、城市运行保

障服务业、居民生活服务业绿色发展，试点推动京津冀清洁

生产协同发展，确定 178 家单位列入本年度清洁生产审核单

位名单。

来源：

http://fgw.beijing.gov.cn/zwxx/tztg/201904/t13741163.htm

http://fgw.beijing.gov.cn/zwxx/tztg/201904/t137411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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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征集 2019 年节能技术

产品和案例的通知

推广和应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是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提升能效水平的有力支撑。本次征集的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应符合全市产业发展方向，并适于广泛推广应用，主要包括

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公共机构节能及其他具有

较高推广示范意义的节能技术和产品，或者通过优化配置，

实现节能的技术集成方案。本次征集的节能新技术、新产品

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各项节能指标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申报的技术产品须已批量生产，且具有实际的应用案

例。应用案例须实际运行一年以上，并优先选取本市的节能

案例，具有较好的经济性和实用性，节能效果显著。

来源：

http://fgw.beijing.gov.cn/zwxx/tztg/201904/t137266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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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印发上海市 2019 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重点工

作安排的通知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

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上海市将进一步

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强化举措，努力实现节能减排取得新

突破。结合本市实际，现制定 2019 年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

变化重点工作安排。

来源：http://fgw.sh.gov.cn/gk/xxgkml/zcwj/zgjjl/356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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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的意见

为加快推进河北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助力美丽河北建设，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加快建设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逐步

构建以法治为基础、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因地制宜的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格局，有力助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来源：

http://info.hebei.gov.cn//eportal/ui?pageId=6806152&articl

eKey=6860424&columnId=680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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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政府令第 158 号）

为了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减量

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大连市实际，制定《大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

来源：

http://www.dl.gov.cn/gov/detail/detail.vm?diid=109D0100019

0306341519031505&lid=3_4_1

http://www.dl.gov.cn/gov/detail/detail.vm?diid=109D01000190306341519031505&lid=3_4_1
http://www.dl.gov.cn/gov/detail/detail.vm?diid=109D01000190306341519031505&lid=3_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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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典型案例

1.大理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

PPP 项目

大理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

PPP项目重启资格预审，该项目静态总投资金额为919,135.14

万元。资格预审公告要求，社会资本方的投资能力(银行存款)

不低于 60,000.00 万元，融资能力不低于 789,956.34 万元。

此次项目建设内容变更为五项，包括：①生态修复及湿地工

程;②生态监测廊道工程;③生态搬迁工程;④管网完善工

程;⑤实验地建设工程(带湿地修复科研功能)。

2.兰州新区全力打造甘肃省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区

兰州新区近日出台《关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七个方面明确了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措施

和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大做强以设施农业为主的

全域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打造全省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区、确保到 2020 年顺利

完成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3.聊城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6 个特色镇年度税收约 7 亿

聊城市按照“产业上特而强、功能上聚而合、形态上精

而美、机制上新而活”的目标，积极推动特色小镇培育。目

前，各特色镇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推动主导产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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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细”发展，打造形成特色品牌。烟店、石佛、陈集等

镇发展成为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产业强镇。6 个特色镇实现

年度税收约 7 亿元，新增 45 个项目，投资额达 206 亿元，

主导产业成果显著，经济建设全面增效提速。

4.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今年起，新建建筑百分百成为

“绿色建筑”

为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已形

成《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推进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发展实施

方案（草案）》，并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方案提出，从今

年开始，全区新建建筑要全部建成绿色建筑。积极推广和引

导绿色建筑建设中采用绿色建材，重点推进保温结构一体化

技术、新型绿色建材的应用。此外，还要推动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推进光伏发电、地源和空气源热泵、太阳能光热、建

筑垃圾资源化等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

5.太原市加快建设“绿色邮政” 快递包装推行“绿色化”

2018 年，太原市大力推广环保袋、中转箱、笼车等物料

设备应用，推动韵达等快递企业累计投入可循环中转袋 8 万

余个，电子面单使用率超过 94%，预计全年可减少一次性编

制袋使用 900 万条。此外，推动邮政企业（自营网点）、快

递企业（许可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分品牌统一设置各类快件

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推动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电子运单使用

率达到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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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网（ditan360.com）成立于 2009 年，是由国家发改委主

管的中国投资协会、《中国投资》杂志社共同主办，是成立最早、影

响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低碳经济门户网站，是倡导“绿色、低碳、循

环、可持续”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低碳产业发展、促进低碳经济投融

资、开展低碳领域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现由《中国投资》杂志社旗

下北京蓝色星球低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运营。同时，中国低碳网还是

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简称“绿专委”）的秘书处

单位，肩负着贯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掘宣传绿色低碳优秀典型，

鼓励促进区域尤其县域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任。

中国低碳网平台“五大”战略布局

一 网：中国低碳网融媒体平台

一智库：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专家顾问委员会（“绿专委”）

一基金：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专项基金

一中心：绿色低碳志愿者管理中心

一联盟：绿色低碳产业联盟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 4 号院 B 区 105

电话：010-83553650、8355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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