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天然氣市場回顧：“煤改氣”政策大盤點
[導語]2015 年入冬以來，北方連續的霧霾天氣使得“煤改氣”再次被提上
日程。又加之，國家正逐步放開天然氣定價市場化，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直
降 0.7 元/立方米，在政策鼓勵下，“煤改氣”更是大勢所趨。
2015 年，國家進一步推進天然氣價格市場化改革，逐步理順非居民用天然
氣價格。為了治理大氣污染，國家及地方政府紛紛出臺相關規定，全面整治燃煤
小鍋爐，加快推進工商業“煤改氣”進程，並出臺配套相關政策，各地有哪些針
對“煤改氣”的優惠措施呢？
北京
為鼓勵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改造，北京市財政局、市環保局提高了補助標
準。2002 年制定的《北京市鍋爐改造補助資金管理辦法》規定，20 蒸噸以下燃
煤鍋爐每蒸噸補助 5.5 萬元、20 蒸噸以上的補助 10 萬元，在此基礎上，2014
年進一步加大了力度，將郊區縣燃煤鍋爐補助標準統一增加到每蒸噸 13 萬元。
另一方面，市發展改革委出臺《關於調整燃煤鍋爐房清潔能源改造市政府固定資
產投資政策的通知》（京發改〔2014〕1576 號），擴大了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改
造固定資產支持範圍，對 20 蒸噸以上燃煤鍋爐按照原規模改造工程建設投資 30%
比例安排補助資金。這些政策措施，有力推進了燃煤鍋爐“煤改氣”任務的落實。
天津

為加快以細顆粒物（PM2.5）為重點的大氣污染治理，切實改善環境空氣品質，
依照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國發〔2013〕37 號）、《京津冀及周邊
地區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實施細則》（環發〔2013〕104 號），結合天津
市實際，制定《天津市清新空氣行動方案》，實施補貼等優惠政策。鼓勵計程車
每年更換高效尾氣淨化裝置，鼓勵使用原裝生產雙燃料計程車。配合國家開展縮
短公車、計程車強制報廢年限的研究。大力推廣節能和新能源汽車，實施新能源
汽車財政補貼。到 2017 年底，投入運營 6000 輛新能源和清潔能源公車（其中純
電動公車 2000 輛），配套建設 16 座充換電站，每年新增的公車中新能源和清潔
能源車的比例達到 60%。到 2015 年底，投入運營 1000 輛清潔能源長途班線客車
和通勤客車。在農村地區積極推廣農用電動車。
河北
邢臺市：為推廣使用天然氣，河北將設立天然氣利用專項基金，對天然氣利
用、燃煤鍋爐煤改氣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和政策支持。根據《邢臺市城區原煤散
燒治理實施方案》，按照“改造政府補貼、不足用戶補齊”的原則，對實施“煤
改氣”的燃煤用戶購買燃氣壁掛爐進行補貼，每戶補貼 3000 元。
邯鄲市：邯鄲市煤改氣工程指揮部辦公室答覆，為進一步改善城市環境空氣
品質和居民生活條件，邯鄲市政府決定對主城區及周邊外擴 5 公里區域內燃煤使
用者實施“煤改氣”工程。今年 10 月底前，對主城區及周邊外擴 5 公里區域內
309 個村莊（社區）、130053 戶全部完成“煤改氣”工程。
山東
滕州市：為實現燃煤鍋爐改造工作的順利推進，出臺了一系列補貼政策和獎
勵辦法：對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改造的燃煤鍋爐，驗收合格後按 5 萬元/
蒸噸給予獎補；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完成改造的燃煤鍋爐，驗收合格後，按

3 萬元/蒸噸給予獎補；2015 年 12 月 31 日後，取消獎補政策並全面拆除城市建
成區內 40t/h 以下燃煤鍋爐；對在實施燃煤鍋爐改造過程中不進行改造也不繼續
使用的鍋爐，將在其自行拆除並經過驗收後，按 1 萬元/蒸噸進行獎補。
棗莊市：財政以獎代補支持燃煤鍋爐“煤改氣”改造 ：2013 年 12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燃煤鍋爐改造的市屬行政、事業單位，按 15 萬元/蒸
噸給予補助。對各區（市）、高新區按 5 萬元/蒸噸給予獎補。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對各區（市）、高新區完成改造並經過驗收的燃煤鍋爐，按 3 萬元/蒸噸
進行獎補。2015 年 12 月 31 日後，取消獎補政策並全面拆除城市建成區 40t/h
以下燃煤鍋爐。對在實施燃煤鍋爐改造過程中不進行改造也不繼續使用的鍋爐，
將在其自行拆除並經過驗收後，按 1 萬元/蒸噸進行獎補。
濟南市：按“煤改氣”計畫，2013—2015 年擬對濟南市區範圍內 35 蒸噸以
下燃煤鍋爐實施“煤改氣”，預計改造燃煤鍋爐 198 台，計 2812 蒸噸，每年可
有效減少燃煤消耗 107 萬噸。濟南市財政將對“煤改氣”企業改造費用和運行成
本分別實行財政補貼，據初步測算，2013-2015 年財政補貼總資金將達 12 億元。
河南
三門峽市環保局制定了《市區燃煤鍋爐(設施)大氣污染整治優惠政策》，
對主動淘汰拆除鍋爐設施的單位給予資金補助。補助辦法規定，對市區內所有餐
飲、洗浴行業的燃煤鍋爐以及其他生產性燃煤鍋爐，位於集中供熱覆蓋區之外而
且 2013 年 11 月 15 日採暖期前集中供熱管網不能到達的燃煤採暖鍋爐，凡是具
有環保手續並採用清潔能源按要求整治到位的，根據燃煤鍋爐容量給予環保補助
資金，燃煤大灶每台補助 3000 元；0.5t/h 以下(含 0.5t/h)燃煤鍋爐每台補助
2.5 萬元；0.5t/h 以上、1t/h 以下(含 1t/h)燃煤鍋爐每台補助 3.5 萬元；2t/h

燃煤鍋爐每台補助 5.5 萬元；4t/h 燃煤鍋爐每台補助 10 萬元；6t/h 燃煤鍋爐每
台補助 15 萬元。

江蘇
2014 年江蘇省財政廳和省經信委聯合出臺《江蘇省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省級
財政補貼實施細則》，省財政對納入全國新一輪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範圍的揚州
等 6 市，在 2013—2015 年間推廣應用新能源汽車及充換電設施建設的費用將給
予補貼。其中，純電動客車每輛補助 20 萬元。
安徽
亳州市建立城市建成區鍋爐淘汰、改造補助機制，將在 2014 年年底前，
完成建城區每小時 10 蒸噸及以下的生活燃煤小鍋爐淘汰、改造任務；2015 年底
前，完成建城區每小時 10 蒸噸及以下的工業燃煤小鍋爐淘汰、改造任務。對在
規定時間內完成淘汰、改造並經驗收合格的，核發《大氣污染物排放許可證》，
並給予財政補助。補助標準為：每小時 10 蒸噸及以下的，每台補助 3 萬元；每
小時 1 蒸噸以上的，每增加 1 蒸噸，增加 2 萬元財政補助。
巢湖市積極鼓勵小鍋爐業主主動拆除。並及時兌現到位獎勵資金，對 0.03
蒸噸以下一台鍋爐給予 5000 元補助；0.03 蒸噸以上至 1 蒸噸以下的，給予 1.5
萬元補助；1 蒸噸以上的給予 2.5 萬元補助。
浙江
對於“煤改氣”，紹興市有明確的政策支援，在設備方面，補助金額將根據
改造時間來確定，2012 年底全部完成改造的，每台定型機補助 12 萬元；2013
年 6 月底前全部完成改造的，每台定型機補助 8 萬元；2013 年底前全部完成改

造的，每台定型機補助 4 萬元。2014 年以後完成改造的，將視資金積餘情況而
定，但補助額度將不超過 4 萬元。此外，在天然氣價格上，也有優惠。凡納入紹
興市印染企業“煤改氣”計畫、簽訂目標責任書並按期完成改造任務的企業，即
日起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享受天然氣價格下浮 20%的優惠。
福建
閩清縣設立專項資金加大對建陶企業“煤改氣”改造力度及對已完成煤
改氣建陶企業獎補力度，同時擬對燃煤的建陶企業實施差別電價，2014、2015、
2016 年燃煤企業的生產用電電度電價分別在正常電度電價基礎上加 0.3、0.6、
0.9 元/千瓦時。
湖北
為鼓勵需“煤改氣”企事業單位按時淘汰燃煤鍋爐，2013 年荊州市採取
了補貼政策：將按燃煤鍋爐小時蒸發量給予獎勵，獎勵標準為每蒸噸 3 萬元。此
外，用燃煤鍋爐改為燃氣鍋爐的，取得荊州市城市天然氣特許經營權的公司也將
對用戶實行用氣價格折讓補貼，補貼標準為每蒸噸 8 萬元，折讓期限至補貼費用
折讓完畢為止。將燃煤鍋爐改為工業蒸汽集中供熱的，集中供熱單位對使用者實
行用汽價格折讓補貼和開口費優惠，補貼標準為每蒸噸 8 萬元，折讓期限至補貼
費用折讓完畢為止。開口費由每蒸噸 3.5 萬元優惠為每蒸噸 1.5 萬元。
宜城市政府出臺《宜城市燃煤鍋爐煤改氣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計畫
從 2014 年起用 3 年時間逐步完成燃煤鍋爐“煤改氣”工作。按照計畫，城區天
然氣管道覆蓋範圍內的服務行業、機關企事業單位等使用燃煤的鍋爐、餐飲爐
灶、茶水爐，要在 2015 年底前完成“煤改氣”任務；城區及經濟開發區範圍內
的企業 10 蒸噸/時以下燃煤鍋爐，要在 2016 年底前完成“煤改氣”改造任務。
對率先按期完成鍋爐改造的單位，市財政將按照“以獎代補”的方式給予補助。

湖南
邵陽市非居民用戶改用天然氣的，由市燃氣公司優惠管道燃氣庭院管網設
施建設費 30%；並由財政按鍋爐每蒸噸 1 萬元、爐窯每台 1 萬元、餐飲服務業每
個灶頭 600 元的標準給予補助。對要求改用天然氣的普通居民用戶，市燃氣公司
按每戶 1800 元收取開戶費；低保、殘疾人、五保戶按每戶 1300 元收取開戶費。
江西
江西省新餘市從市節能減排財政綜合示範項目經費中專門撥出資金用於
鍋爐整治改造，改成天然氣的每蒸噸補助 5 萬元。去年 12 月，城區 4 噸以下燃
煤鍋爐全部改造完成，補助資金 513.69 萬元。
（來源：卓創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