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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渭平原“蓝天保卫战” 纳入清洁取暖试点
本报记者 王力凝 西安报道

汾渭平原燃煤治理空间大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18
年上半年空气质量状况， 汾渭平原

民在就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提到，汾渭平原是全国二氧化

数据来看，2015 至 2017 年，汾渭平
原城市总体 PM2.5 平均浓度值逐

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陕西省环保厅
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暖使用的清洁能源占比低，也是冬
季治理空气污染需要解决的首要

城市 PM2.5 浓度为 67 微克 / 立方
米，而同期长三角地区、北京市和京

硫浓度最高的区域， 煤炭在能源消
费中占比近 90%， 产业结构偏重且

年上升， 三年间总体上升幅度达
12.3%， 而同期全国 365 个城市的

陕西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从 2012 年
开始加速， 但现在的形势依然不容

问题。
实际上， 同样的困境也存在于

津冀及周边地区，PM2.5 浓度分别

规模偏小、装备水平低，大量燃用散

PM2.5 平均浓度下降了 11.1%。

乐观，特别是关中地区二氧化硫、氮

山西、河南的汾渭平原城市，而这些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安排，8

为 51 微克 / 立方米、56 微克 / 立
方米、66 微克 / 立方米。

煤，一些钢铁、焦化企业还不能实现
稳定达标排放， 亟须进一步加大治

7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
言人刘友宾在例行发布会上提到，

氧化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的 3.9
倍、3.6 倍。 另外，臭氧已取代 PM2.5

地区都是传统的产煤大省， 煤炭资
源丰富，清洁能源使用占比较低。

月 20 日开始，约 90 个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督查组将进驻汾渭平

在 169 个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排 名
中，临汾、咸阳、运城、西安、渭南、晋

理力度。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

汾渭平原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区域，将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

成为陕西最大的大气污染物， 治理
难度比 PM2.5 更大。

在黄薇看来，不同于京津冀等
已经有较为成熟治理思路和路径

原 11 城市， 将对区域内的燃煤
清洁替代、 小锅炉淘汰改造、工

中 6 个汾渭平原城市上了“相对较

黄薇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三角地区的做法， 建立大气污染防

该官员认为，煤炭占一次消耗

的地区，汾渭平原城市的能源消费

差的后 20 位城市”的黑名单。
除 了 公 众 最 为 关 注 的 PM2.5

时表示，近年来，汾渭平原城市的空
气污染物改善力度低于京津冀等地

治协作机制，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层层传导压力。

能源比较高、 工业产业占比高，产
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是陕西治理空

依赖煤炭， 清洁能源保障能力较
弱，对多污染协同治理的挑战更为

数据之外，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

区，多项污染物不降反升。以 PM2.5

“现在汾渭平原城市这种环保

气污染面临的主要难题。 而冬季采

严峻。

包含了山西省吕梁、 晋中、临
汾、运城，河南省洛阳、三门峡，陕
西省西安、咸阳、宝鸡、铜川、渭南
11 城市在内的汾渭平原地区，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保整治压力。

业企业环保设施等环保问题展
开全面督查。
“大气治理最关键的时间在
冬季， 老百姓感受最不好的时间
也在冬季。 ”8 月 1 日，在陕西省
上半年环境质量状况发布会上，

将获 3 亿中央财政支持
的申报工作。

后，试点城市城区清洁供暖率要达

米， 能耗为 1.67 亿吨标煤。 而到

煤燃烧问题。

陕西省环保厅新闻发言人、 副厅

批 12 个城市试点基础上， 国家财
政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

“现在一些城市的申请文件刚
提交。 ”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工作人

到 100%， 平原地区基本实现取暖
散煤替代；新建居住建筑执行节能

2030 年，采暖面积将超过 150 亿平
方米， 每年消耗 2.5 亿吨标煤。 与

陕西省环保厅新闻发言人、副
厅长郝彦伟 8 月 1 日提到， 陕西将

长郝彦伟称， 所以要制定好今年
的“冬防”方案，在应急期间最大

部、国家能源局决定将北方清洁供
暖试点申报范围扩大至京津冀大

员称，四部门要进行审核，初步确
定的申报城市还将进行公开答辩，

水平比现行国家标准提高 30%，城
区具备改造的建筑全部完成节能

此同时， 城镇采暖还带来了空气污
染、清洁能源难接入、热能浪费等多

对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和关中平原
地区的农村散煤要进行为期三年集

限度减少污染排放。
在中国北方地区，冬季空气污

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张家
口市和汾渭平原城市。

最终入围的城市名单将在确定后
公布。

改造，城乡结合部及辖县完成 80%
以上。

重问题。
陕西官方数据显示， 陕西省燃

中专项整治， 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
支持，开展煤改气、煤改电和煤改各

染之所以严重，燃煤供暖是主要因
素之一。

在具体的中央财政补贴标准
上 ， 张 家 口 市 比 照“2+26” 城 市 标

据了解， 中央财政给清洁取暖
试点城市的奖补，是一个引导资金，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高
级工程师赵玺灵认为， 城镇采暖是

煤、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电、工业余
热取暖面积占总取暖面积的比重分

种形式的新能源，减少煤炭使用。另
外， 陕西还制定了规模以上工业的

7 月底，国家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

准，为每年 5 亿元，汾渭平原城市每
年 3 亿元。

入围城市还需要拿出数倍的资金，
对当地的清洁取暖设施进行改造升

建筑能耗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冬季
取暖是北方冬季大气污染的主要来

别为 59%、37.3%、1.6%、1.2%和 0.9%，
2016 年全省清洁取暖率约 50%。

减煤措施，今年确定 500 万吨指标，
其中电力系统 300 万吨， 钢铁水泥

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扩大中央财
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

据陕西省环保厅人士透露，包
括西安、 咸阳等多个汾渭平原城

级、减少煤炭消耗、推进天然气可再
生能源供暖。

源之一。
根据清华大学的测算， 现在中

要提高清洁取暖的比例， 首要
任务是“减煤”，拆除不达标的燃煤

等非电力重点行业 200 万吨， 指标
将分配到每一个企业， 将对完不成

城市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将北方清洁供暖试点申报

市， 都已经启动了清洁供暖试点

按照要求， 三年示范期结束

国北方城镇采暖面积约 100 亿平方

锅炉， 治理无法集中供暖地区的散

指标的企业采取相关措施。

范围扩大至京津冀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
2+26”城市、张家口市和

清洁供暖推进能源转型
“减煤”之外，需要的是更为
充足的清洁能源供应。 现实中，燃
煤取暖是成本最低的取暖方式，改
为清洁取暖仍将面临着较高的成

供了舒适的温度和干净的环境，同
时这些卫生所的太阳能发电设备每
年还能为电网提供 520 万度电并产
生收益。

“短板”的缩影。
实际上， 一个城市的清洁取暖
改造， 仅依靠 3 亿元的中央财政补
贴是远远不够的。

开展 PPP 项目支持清洁供暖项目
建设运营、支持符合条件的清洁供
暖相关企业上市、支持企业利用多
种融资工具，引导保险公司、信托

大群众最能直接感受到的能源消
费方式转变。 通过试点，也能推动
清洁能源价格和体制的市场化运
行，加大清洁能源的保障能力，这

本压力。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李正国曾透露，公司 2016 年在
宁夏 544 个村级卫生所建设了光伏

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光伏取
暖方式成本较高， 每个村卫生所
单体投资约为 13 万元。 另外，由
于村卫生所只是在白天开业，晚

根据陕西的规划， 燃煤供热
锅炉以后将不再新建， 扩大热电
联产供热面积、推进天然气取暖、
地热能等 可 再 生 能 源 取 暖 、 电 取

计划、资管计划参与清洁供暖项目
建设运营。
“以西安为代表的汾渭平原城
市， 如果城区清洁供暖率能达

也将为汾渭平原城市开启能源转
型的新起点。
另一方面，清洁供暖改造过程
中， 难免会存在成本和补贴压力，

发电用电取暖的示范项目， 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

上没有人， 所以不需要考虑备用
电源问题。

暖、 工业余热取 暖 将 是 以 后 的
方向。

100%的目标， 将对北方地区全面
提升清洁高效供暖系统、 缓解冬

以及取暖技术问题。 黄薇建议汾渭
平原城市可以吸取京津冀地区清

据了解， 宁夏的这些村卫生所
此前都是烧煤炉子取暖， 通过改造

正因如此， 这种光伏取暖示范
项目， 现在还远达不到大规模推广

近期，陕西省在冬季清洁取暖
实施方案中也提到，将积极拓展资

季大气污染提供宝贵经验。 ”黄薇
认为， 汾渭平原城市的清洁供暖

洁供暖改造的经验教训， 因地制
宜、循序渐进，避免出现能源替代

为太阳能发电取暖， 为村民就诊提

的程度， 这也是清洁能源的高成本

金渠道， 鼓励引导发展绿色金融、

治理大气污染的切入点， 也是广

脱节问题。

汾渭平原城市。
如果成功入围， 汾渭平原城
市每年可以获得 3 亿元的中央财
政补贴。 按照要求，在三年示范期
结束后， 试点城市的城区清洁供
暖率达到 100%，平原地区基本实
现取暖散煤替代。
汾渭平原涉及的山西、河
南、陕西三省，都是煤炭资源相
对丰富的省份，清洁供暖的试点
改造，将影响着这些地方的能源
消费方式和能源替代的转变。

根据此次的《通知》，在去年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