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晋发改资环发 (2022 J 101 号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
专项(煤电机组改造升级方向)

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通知

各市发展改革委，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污染治理和节

能减碳专项(煤电机组改造升级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通知》

(发改办环资( 2022 J 241 号)要求，为做好我省投资计划草案

编报工作，力口大对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工作的支持力度，有效提

升煤电机组清洁高效灵活性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O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带动作用，大力支持煤电机组节能

降耗改造、供热改造、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促进电力行

业节能减排，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项目申报方向

优先支持大型风光电基地周边配套调峰的煤电机组改造项

目。支持供电煤耗在 300 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上的煤电机组节煤

降耗改造，主要包括开展煤电机组汽轮机通流改造、锅炉和汽

轮机冷端余热深度利用改造飞能量梯级利用改造、清洁化利用、

综合升温改造等 。 支持煤电机组供热改造，推动具备条件的纯

凝机组开展热电联产改造优化已投产热电联产机组运行。支持

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推动现役机组应改尽改 。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项目入库。各市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项目储备

三年滚动投资计划有关要求，及时将符合投向要求和相关条件

的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储备项目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

(二)严格项目筛选。各市各部门要按照《关于开展全国

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通知} (发改运行( 2021 J 1519 号)有关
要求，结合本地区煤电机组改造升级实施方案，认真梳理、严

格筛选煤电机组改造升级项目，确保项目符合有关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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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支持范围和标准 。

(三)严才巳项目开工条件。拟申报项目要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投资管理的各种规定，切实履行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和

城乡规划、用地审批、节能审查、环评批复等工作程序，计划

新开工项目条件成熟，在建项目各项建设手续完备，确保投资

一经下达即可投入项目建设。

(四)严格落实项目资金。各地要结合财政承受能力、政

府投资能力和本地区建设需求，根据中央补助标准和地方建设

资金落实情况，合理申报投资计划 。 在申报正式文件中须注明

"经认真审核，所报投资计划符合我市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

资能力，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相关表述 。 企业投资项

目要提供资金到位情况 。

(五)严格项目监管。此前已经获得中央财政投资或其他

部门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支持，已经申报国家发改委或国家其

他部门的项目不得多头申报。 要认真进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筛查，对于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单位的项目不得支持 。

四、申报时间

各市.发展改革委、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协调相关企业积极报

送项目，各地项目由各市发展改革委统一汇总上报(综改区可

直接报送我委) ，请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前将本市投资计划草案

(含附件 1 、附件 2 )和各项目资金申请报告以正式文件一式三

份(含光盘)上报省发展改革委，逾期不再受理。资金申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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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制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发展改革委或当地市发展改

革委联系 。

联系人:胡慧东 0351-3119025 

附件: 1.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 202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备选项目汇总表(煤电机组改造升级方向)

2.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 202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

选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煤电机组改造升级方向)

(此文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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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汇总表(煤电机组改造升级项目)
项目汇总申报单位: 单位:万元

工程起
总投资 中央预算 审批(核准 节能审 环评批 土地批

规划选
项目开工情况

序号 备选项目方向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内投资需 、备案〉情 查情况 复情况 复情况 (己开工、未开
止年限 A口 ìiι 地方咨投银贷行款 自其筹价及 求 况及文号 及文号 及文号 及文号

址意见
工)

填表说明 :
l 本表请用EXCEL制

作:
2 .项目名称为企业名

粉~+具体项目名称:

3.工程起止年限样式

为2022-2023 ， 原则上
不超过2年;

4.主要建设内容应简
1 煤电机组改造升级项目 明扼要，突出重点，

并注明量化的主要目
标或效果(不超过150

字) ; 
5 .按规定不需要土地

批复、规划选址意见

的请用"j"标注:

6.相关审批文件未办

理或正在办理的 ， 请
勿列入。

2 煤电机组改造升级项目

3 煤电机组改造升级项目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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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
绩效目标申报表(煤电机组改造升级项目)

专项名称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

中央主管名称 发展改革委 专项实施期 2022-2023年

实施期金额: 年度金额:
资金
情况
(万

其中:中央补助 其中:中央补助

元)
地方资金 地方资金

J~' 实施期 目标 (2022-2023年〉 年度目标 ( 2022年〉

体

日 l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支持项目不少于X个。

标 2.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不少于X亿元。

一级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标

新增节能量 新增节能量

(万吨标准煤/年) (万吨标准煤/年)

数量指标
新增二氧化碳减排能力

数量指标
新增二氧化碳减排能力

产出 (万吨/年) (万吨/年〉

指标
新增系统调节能力 新增系统调节能力
(万千瓦/每年) (万千瓦/每年)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达标率 质量指标 项目建设质量达标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亿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亿

效益 元) 元)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建成后使用年限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建成后使用年限绩

效

指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 服务对象满意度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

标 指标 指标 度 指标 度

投资计划转发(分解) 投资计划转发(分解)
用时 用时

计划管理指标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

计划管理指标
"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

到位率 到位来

中央预算内资金到位率 中央预算内资金到位率

过程管 资金管理指标

理指标 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资金支付率 (中央预算内投 中央预算内资金支付率

资)
总投资完成率 总投资完成率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项目按计划开工率

项目管理指标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
项目管理指标

超规模、超标准、超概
算项目比例 算项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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