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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级燃煤锅炉淘汰及 

清洁能源改造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支出开展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6 号），我们接受成都市财

政局委托，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对成都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经信委”）2018 年市级

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踏勘了金牛

区和崇州市等 8 个区（市）县经科局和 46 家补助企业，累计发

放问卷/满意度调查表 785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为有效提高我市空气质量、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根据国务

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37

号），2017 年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治霾十条”“650”工程，要求

大力推进在用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包括全市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所有燃煤锅炉全部“清零”，加快推进 10 蒸吨

及以下燃煤锅炉、木材及生物质燃料锅炉的淘汰。2017 年市委

市政府出台《成都市环境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实施方案》（成委

厅〔2017〕151 号），明确了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奋斗目标和重

点任务分工，根据政府分管领导批示精神，2018 年在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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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中安排 1.5 亿元用于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工

作，由成都市经信委牵头实施。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升工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推

进全市燃煤锅炉淘汰和清洁能源改造工作，实现全市燃煤锅炉

全部“清零”的目标。 

2.年度目标 

成都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2017 年至 2018

年陆续出台有关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先后印发《成都市

全面推进燃煤锅炉淘汰及升级清洁能源改造工作方案》（成淘汰

落后办〔2017〕9 号）、《进一步巩固锅炉淘汰成果实现全域燃煤

锅炉“清零”工作方案》（成淘汰落后办〔2018〕15 号）等文件。 

按照“属地负责、部门联动、按期关停”原则，各区（市）

县政府是该项目改造的工作和责任主体，负责组织辖区内所有

在用、停用燃煤锅炉改造工作，在清洁能源替代中，具备条件

的燃煤锅炉实施“煤改电”；未列入质监局统计的水位容积小于

30 升或压力小于 0.1Mpa 的燃煤、木材、生物质锅炉一并拆除或

封存不再使用；到 2017 年底，实现全市燃煤锅炉“清零”目标。 

2018 年对未完成改造的 63 台锅炉继续整改，其中：10 台

10 蒸吨的燃煤锅炉采取拆除、煤改电、煤改气等方式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淘汰；对 18 台 10 蒸吨以上的燃煤锅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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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详细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计划横道图，并按工程进度

推进，原则上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改造，对未完成改造

的，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停止使用；对全市 35 台生物质锅

炉和其他现存锅炉加强监管。 

（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支持方式 

2017 年 5 月，成都市经信委会同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等部

门联合拟定了燃煤锅炉淘汰及改造补助标准（成环报〔2017〕

434 号）。2018 年 4 月，成都市经信委等 4 部门印发《成都市

2018 年度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项目资金申报指南》

（成经信财〔2018〕46 号），进一步明确了补助范围、补助标准、

补助条件等内容。 

补助范围：全市已办理了锅炉使用证，经有关部门共同认

定后，实施了锅炉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的燃煤锅炉（含木材及

生物质锅炉）。 

补助条件：淘汰或改造后使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并符

合环保排放标准；2016 年 10 月 1 日以后完成燃煤锅炉淘汰及清

洁能源改造，且未享受过燃煤锅炉资金补助的项目。 

补助标准：直接淘汰的，每蒸吨补助 6 万元；燃煤锅炉“煤

改电”的，每蒸吨补助 12 万元；燃煤锅炉“煤改气”的，每蒸吨补

助 6 万元，其中加装低氮燃烧装置的再增加 3 万元（即每蒸吨

补助 9 万元）。 

补助资金通过企业申报、逐级验收、公示等程序后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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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方法 

本项目按照前期准备、单位自评、现场踏勘、报告撰写四

个阶段，科学运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以现场评价为主，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二）评价指标 

根据市财政局 2019 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项目特点，按“专

项资金”指标体系设计本项目评价指标，根据项目特点设置禁燃

区内燃煤锅炉“清零”、是否新建燃煤锅炉、促进二氧化硫污染

物排放减少等效果指标，评价燃煤锅炉淘汰或改造工作成效。 

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整体上看，该项目政策依据充分，绩效目标基本明确，审

核流程基本规范，监督措施基本到位，为完成全市环境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目标，提升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打赢蓝天保卫战

奠定基础，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个别项目改造难度大进度滞后、

部分区（市）县资金拨付不及时、企业改造负担较大等问题。 

经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 92.46 分，其中项目决策满

分 15 分、得分 15 分，项目管理满分 15 分、得分 13 分，项目

绩效满分 70 分、得分 64.4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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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必要性（政策依

据） 

项目符合中央、省、市决策部

署；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进行决策和实际需求的吻

合度分析 

3.00 3.00 
科学决策 
（5 分）   

可行性（政策完

善） 

可行性论证分析，项目运行程

序规范，规划、管理办法、指

导意见等制度健全完善。 
2.00 2.00 

明确性 
项目预期提供的产品、服务、

效益或其他目标明确细化、可

衡量。 
3.00 3.00 

绩效目标 
（5 分） 

合理性 
绩效目标设定符合实际需求，

合理可行。 
2.00 2.00 

项目决

策 
（15 分） 

资金管理 
（5 分） 

资金分配 

资金分配管理科学合理，规范

有序；体现支持重点和公平合

理性，符合财政资金改革方

向。 

5.00 5.00 

投入管理 
（5 分）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实际拨付金额/预
算安排资金总额*100% 

5.00 3.19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性 
财务、收入、资产、采购等制

度健全 
2.00 2.00 

财务监控有效

性 
有财务监控机制，并得到执

行；会计、成本核算准确 
1.00 1.00 

财务管理 
（5 分） 

资金使用规范

性 
资金使用符合规定，拨付手续

齐全 
2.00 2.00 

项目申报规范

性 
1.00 1.00 

资金分配规范

性 
1.00 0.95 

项目管

理 
（15 分） 

项目管理 
（5 分） 

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性 

申报、初审、程序审核、专家

复审、项目公示、项目抽查，

对完成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

能源改造且未享受燃煤锅炉

资金补贴的项目，经验收合

格、公示无意见后，切块拨付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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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资格审核（含复

审）规范性 
1.00 0.88 

信息公开情况 

区（市）县财政，由区（市）

县拨付到项目业主。 
财务、收入、资产、采购等制

度健全有财务监控机制，并得

到执行；会计、成本核算准确。

资金使用符合规定，拨付手续

齐全。  

1.00 0.98 

完成数量 
实际完成任务量/绩效目标设

定任务量*100% 
5.00 5.00 

完成质量 

符合绩效目标设定的验收标

准，达到行业基准水平；主要

从项目验收及现场踏勘等面

进行分析 

5.00 4.75 

完成时效 
（实际完成时间-绩效目标设定

完成时间）/绩效目标设定完成

时间*100% 
5.00 5.00 

项目完成

（20 分） 

完成成本 
（实际完成成本-预计完成成

本）/预计完成成本*100% 
5.00 3.25 

禁燃区内燃煤

锅炉“清零” 

因原计划淘汰和改造的锅炉

清单发生动态调整，实际执行

的淘汰任务系区市县经信部

门实地统计后上报实施清单，

设置本指标旨在通过现场评

价判断是否存在仍在用的燃

煤锅炉但未纳入淘汰清单的

燃煤锅炉，是否全面实现“清零 

10.00 10.00 

项目绩

效（70
分） 

项目效益 
（40 分） 

是否新建燃煤

锅炉 

设置该指标旨在通过现场踏

勘、群众投诉举报查实等方

式，查证是否有新建燃煤锅炉

和生物质锅炉的情况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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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是否有效促进

二氧化硫污染

物排放减少 

设置该指标旨在通过查阅数

据等方式评价燃煤锅炉淘汰

和改造对二氧化硫减排的贡

献情况 

10.00 8.00 

满意度 根据项目点满意度计分 10.00 8.96 

长期影响

力（10 分） 
配套措施 

现场通过以下几点进行评价： 
1、是否建立并落实防止燃煤

锅炉死灰复燃保障机制。2、
是否建立并落实有效控制燃

煤生产或销售使用措施。3、
对特种设备目录外的锅炉，是

否建立并落实管理措施和清

查方案。4、是否建立、推动

或参与“重污染天气联合应急

等方面深化合作”，在“推动成

都平原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和“开展大气污染‘冬病

夏治’，协调重点排放企业错峰

生产”2 个方面参与协作。 

10.00 9.50 

合计     100.00 92.46 

四、项目资金安排（含分配）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1.项目预算安排情况 

2017 年 7 月，市级财政对市质监局年初确认的 952 台在用

燃煤锅炉（包括木材、生物质锅炉）实施淘汰和清洁能源改造

的项目进行补助。2017 年 11 月，市经信委向市财政局提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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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请市财政新增 2018 年燃煤锅炉淘汰和清洁能源改造项目

专项资金的函》，由于受中央环保督察、大气污染防治形势影响，

经各区（市）县政府认定，全市共有燃煤锅炉 1332 台（不含

0.1 兆帕以下的燃煤锅炉），初步测算需安排补助资金 3.3 亿元。

2018 年 1 月，成都市经信委等 3 部门关于成都市落实燃煤锅炉

淘汰和清洁能源改造项目配套资金的行动方案中该项目资金由

市级财政和各区（市）县财政按照 6:4 分担原则筹措并承担资金

缺口。根据 2018 年第一批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补助项

目资金分配表，11 个中心城区按照以上分担原则承担，10 个郊

县补助资金全额由市级财政承担。市级承担部分由市环保局负

责从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中安排 2 亿元予以解决，其中 2018 年安

排 1.5 亿元，2019 年安排 0.5 亿元。2018 年 7 月，市经信委复

审后符合补助条件的锅炉 1272 台，需补助资金 21,758.09 万元，

其中：市级财政补助 19,891.77 万元，区（市）县财政承担 1,866.32

万元。详见下表： 

项目数量及资金变动情况表 
项目变动  时间 数量（台） 资金（市级） 数据来源 

2017 年 7 月 952 无 成都市质监局 
项目前期阶段 

2017 年 11 月 1332 3.3 亿元 各区（市）县政府 
项目计划阶段 2018 年 7 月 1272 1.99 亿元 成都市经信委 

资金下达阶段 1284 2.02 亿元 成都市经信委 

2.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项目年初预算资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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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数量 1272 台，实际完成 1284 台，多完成 12 台，补助资金缺

口从 2018 年第二批工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的资金和 2019 年第

一批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进行安排，该项目共争取到市级财政

补助资金 2.02 亿元。 

项目执行过程中如需资金由各区（市）县财政自行解决，

市级财政不再配套资金。具体如下： 

（1）2018 年 5 月，成都市 2018 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分配

方案实际安排预算 1.5 亿元，用于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

工作。 

（2）2018 年 9 月，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同意成都市经信委上

报调剂弥补 2018 年燃煤锅炉补助项目缺口资金 4,891.77 万元。 

（3）2018 年 11 月，成都市经信委报市财政局商定省财政厅

下达的 2018年第二批工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资金中安排新津县

燃煤锅炉补助资金 151 万元。 

（4）2019 年 4 月，成都市经信委报市财政局商定 2019 年第

一批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新津县和崇州市燃煤锅炉补助资

金 15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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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算执行表 

序

号 
文件 文号 

列入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

预算 
（万元） 

实际下

拨 
（万元）

1 

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一批燃煤锅炉淘

汰及清洁能源改造补助项

目资金》的通知 

成财企〔2018〕
74 号 

2110301-大
气 

 
15,000.0

0 
15,000.0

0 

2 

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二批燃煤锅炉淘

汰及清洁能源改造补助项

目资金》的通知 

成财企〔2018〕
91 号 

2111001-能
源节约利用

 
4,891.77 4,876.771

3 

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省安排 2018 年淘汰落后产

能补助资金》的通知 

成财企〔2018〕
119 号 

2150299-其
他制造业支

出 

 
151.00 151.00 

4 

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工业发展专

项资金（淘汰落后产能项

目）》的通知 

成财企〔2019〕
20 号 

2159904-技
术改造支出

 
151.40 151.40 

合计 20,194.1
7 

20,179.1
7

1注：2018 年第二批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补助项目资金预算安排 4,891.77 万元，实

际下拨 4,876.77 万元，未拨付 15 万元待各区（市）县经科局资金下拨清理后由成都市经信委再行

申报调整。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1.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区市县配套情况 

2018 年市级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项目资金共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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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1 个区（市）县，其中：11 个中心城区市级补助 2,799.48 万

元，区级财政配套 1,866.32 万元；10 个郊县市级补助 17,379.69

万元，县级财政无配套资金。详见下表： 

2018 年区（市）县燃煤锅炉资金分配汇总表 
补助资金总额 

市级承担 60% 区县分担 40% 
区（市）

县 
申报锅炉台数

（台） 
核定蒸吨数

（吨） 
（万元） （万元） 

中心城区按 6:4 分担，市级财政承担 60%，区财政承担 40% 
高新区 2 3.43 22.12 14.75
天府新区 14 17.8 64.08 42.72
青羊区 1 1 3.60 2.40
金牛区 4 20 72.00 48.00
武侯区 5 11.56 48.82 32.54
成华区 3 4.04 14.54 9.70
龙泉驿区 8 12.64 45.50 30.34
新都区 118 222.6 890.64 593.76
温江区 54 122.96 470.86 313.90
双流区 58 136.65 546.97 364.64
郫都区 84 170.07 620.35 413.57

郊区区县全额拨付（其中：财政局要求青白江区参照郊区区县执行） 
青白江区 34 245.4 1,267.40
简阳市 66 234.75 1,670.60
都江堰市 44 135.82 886.92
彭州市 101 332.7 2,577.00
邛崃市 78 198.03 1,480.35
崇州市 174 593.1 4,111.35
金堂县 231 95.502 582.31
新津县 48 331.07 2,414.42
大邑县 153 379.24 2,358.44
蒲江县 4 5.15 30.90
合  计 1,284.00 3,273.51 20,179.17 1,8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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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评价抽取项目点位数及项目点位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抽查 8 个区（市）县共收到市级资金 15,018.18 万元，

已兑付给企业 9,746.09 万元，执行率 64.9%。其中简阳市、崇州

市、新津县资金拨付率较低。详见下表： 

2018 年区（市）县燃煤锅炉抽取点位资金分配汇总表 
应补助资金总额（万元） 已拨企业资金总额（万元） 

序号 
区（市）

县 总计 
市级承

担 60% 

区级

分担
40% 

总计 
市级承

担 60%

区县

分担
40% 

 市级 
资金结

余  

 市级资

金拨付

率  

1 金牛区 120.00 72.00 48.00 72.00 72.00   100.00%
2 双流区 911.61 546.97 364.64 1,057.61 546.97 510.64  100.00%

3 
青白江

区 
1,267.40 1,267.40 1,258.40 1,258.40  9.00 99.29%

4 简阳市 1,670.60 1,670.60 1,107.60 1,107.60  563.00 66.30%
5 彭州市 2,577.00 2,577.00 2,460.00 2,460.00  117.00 95.46%
6 崇州市 4,111.35 4,111.35 774.00 774.00  3,337.35 18.83%
7 新津县 2,414.42 2,414.42 1,589.42 1,589.42  825.00 65.83%
8 大邑县 2,358.44 2,358.44 1,937.70 1,937.70  420.74 82.16%
合  计 15,430.82 15,018.18 412.64 10,256.73 9,746.09 510.64 5,272.09 64.90%

按规定金牛区和双流区应自行分担 40%，经查金牛区应配

套补助资金 48 万元，实际配套未到位；双流区应配套补助资金

364.64 万元，实际配套 510.64 万元，多配套 146 万元覆盖 9 家

企业 12 台燃煤锅炉（未纳入市级补助资金名单），由双流区财

政自行承担。截至评价日，抽查点位的未拨付市级补助资金除

崇州市外（崇州市财政局结余 1,997.04 万元，崇州市新经科局

待拨付 1,340.31 万元）均暂存于当地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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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方式、措施及执行情况 

按照成都市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下发的《成

都市全面推进燃煤锅炉淘汰及升级清洁能源改造工作方案》（成

淘汰落后办〔2017〕9 号）和《进一步巩固锅炉淘汰成果实现

全域燃煤锅炉“清零”工作方案》（成淘汰落后办〔2018〕15 号），

成都市经信委制定了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计划，从项

目申报、验收审核、公示、拨付资金等方面对项目实施进行了

规范，并会同市环保局、质监局等部门对各区（市）县燃煤锅

炉淘汰及改造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截至评价日，除 3 台燃煤锅

炉未完成改造外，已基本实现全域“清零”的目标。 

（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制定及执行情况 

成都市经信委未针对该项目出台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

管理参照《成都市市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成财

建〔2015〕56 号）执行。根据现场评价情况，除部分企业申报

材料、验收资料不符合申报指南外，其余补助企业基本符合专

项资金补助规定。 

六、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1.项目完成数量 

2018 年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补助资金项目按照市

级补助资金量分解到 1284 台燃煤锅炉。截至评价日，已完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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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1281 台，剩余 3 台未完成改造。 

2.项目完成质量 

经检查项目验收资料以及结合现场踏勘和问卷调查情况，

已实施的淘汰及改造项目基本符合申报指南规定的改造标准，

除部分项目申报资料不规范、不完善外，未发现项目质量方面

的问题。 

3.项目完成时效 

根据分解下达目标数，截止 2017 年底已完成改造任务 1257

台，其中 10 蒸吨以下 1210 台，10 蒸吨及以上的大型燃煤锅炉

47 台。2018 年计划完成剩余的 28 台 10 蒸吨及以上大型燃煤锅

炉已有 24 台完成改造，1 台因统计错误核查后无此锅炉，另有

3 台未完成改造，延期改造的燃煤锅炉已于 2018 年取得成都市

人民政府延期批示（成府办〔2018〕4-2-503 号）（成府办（四

秘）〔2018〕-4014 号），其中：大邑县四川远星橡胶有限责任公

司 1 台 40 蒸吨燃煤锅炉因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申请延期、新津

县中储粮油脂成都有限公司 2 台 10 蒸吨燃煤锅炉因国家宏观调

控问题申请延期。 

（二）项目效果情况 

2018 年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项目已按照目标任务

基本实现全域“清零”，对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起到了积极促进

作用，同时改造工作也获得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1.有效促进二氧化硫（SO�）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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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 年成都市 SO�年均浓度限值均未超国家标准，

且逐年降低。2018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与 2015 年相比下降了

35.71%-75%2。 

二氧化硫 2015-2018 年均浓度汇总表 

单位：ug/m³ 
序号 年度 中心城区浓度 郊区浓度 数据来源 

1 2015 年 14 14-36 
2 2016 年 14 9-25 
3 2017 年 10-15 10-16 

2015-2017 年成都市环境质量公

报 

4 2018 年 9 
2018年成都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数据 
注：二氧化硫（SO�）、二氧化氮（NO�）及悬浮颗粒物（PM）是工业排放中的主要污染

物 [1][2][3][4]，同时，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SO�浓度指数是空气质量监测

常用主要指标之一。我市在用锅炉主要为燃煤锅炉，能源消耗中煤炭占比较高，且煤炭含硫量高，

根据分析数据工业区大规模原煤使用显著提升 SO�浓度[5] [6]，通过燃煤锅炉淘汰及改造，能有效

降低煤炭使用量和二氧化硫浓度。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二氧化硫年

平均浓度限值 60 ug/m³。 

2.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形成 

根据现场评价情况，抽查的区（市）县大部分建立了长效

监管机制，制定了防止燃煤锅炉死灰复燃措施和燃煤锅炉生产

及销售监管等相关制度方案。同时对已关停的锅炉不定期随机

抽查，有效巩固了燃煤锅炉淘汰及改造成果，防止新建燃煤锅

炉。 
                                                              

2注：根据《成都市节能减排降碳综合工作方案（2017—2020 年）》要求“2020 年二氧化硫排

放量较2015年下降40.2%”，因二氧化硫排放量2018年仅取得成都市平均数，在2015年成都市

环境质量公报中将浓度区分为中心城区和郊区，通过 2018 年全市二氧化硫平均数与 2015 年中心

城区、郊区的二氧化硫浓度最大值计算得出该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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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本次现场评价选取的 46家受补助的企业来看，

改气或改电后由于配套及优惠措施落实不到位、天然气价格较

高等因素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未按规定配套资金、资金拨付不及时 

1.部分区（市）县未按规定配套资金 

根据现场评价情况，部分区（市）县未按要求配套资金，

如：金牛区金牛宾馆应补助 120 万元，其中区（市）县财政应

配套 48 万元，实际未配套。 

2.部分区（市）县资金拨付率不高 

本次抽查区（市）县总的资金拨付率为 64.9%，3 个区（市）

县资金拨付率较低。 

简阳市资金拨付率 66.3%，未拨付 563 万元，系 3 台锅炉已

停用去功能化但未拆除，以及简阳市石桥镇美洁洗涤服务部补

助资金计算错误，资金结存在简阳市财政局。 

崇州市资金拨付率 18.83%，未拨付 3,337.35 万元。崇州市

财政局根据市经科局申请拨付资金至市经科局，市经科局审批

后再拨付企业。崇州市财政局未拨付市经科局 1,997.04 万元、

已拨付崇州市经科局资金中有 1,340.31 万元待市经科局财务室

审核后拨付企业。 

新津县资金拨付率 65.83%，未拨付 825 万元，系中储粮油

脂成都有限公司 2 台燃煤锅炉尚未改造、中粮（成都）粮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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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公司和蓝星（成都）新材料有限公司已改造，待提交资

料后拨付。 

（二）补助对象、补助标准等有待进一步明确 

1.补助对象不明确 

资金申报指南规定的补助范围为全市已办理了锅炉使用证

的燃煤锅炉，而持有锅炉使用证的单位并非一定是燃煤锅炉所

有人，易产生法律纠纷。  

如：崇州市成都市岭源纸业有限公司通过与成都联达纸业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资产租赁合同，获得联达纸业 2 台 25 蒸吨燃

煤锅炉的使用权，本项目实施后，岭源纸业组织燃煤锅炉改造

并申报补助资金 375 万元，岭源纸业拥有锅炉使用证符合项目

补助范围，但因该锅炉使用权与所有权不一致，此项补助易产

生法律纠纷。 

2.资金拨付标准不统一 

现场踏勘发现部分企业燃煤锅炉已去功能化、主体未拆，

未收到补助资金，而同样情况的部分企业已收到补助资金，资

金拨付标准不统一。如：简阳市四川凯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四川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去功能化、主体未拆，

未收到补助；青白江区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和成都丽雅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已去功能化、主体未拆，已全额收到补助。 

（三）审核把关不严 

1.部分项目不符合补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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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项目改造时间不符合规定 

资金申报指南规定 2016 年 10 月 1 日以后完成改造的锅炉

享受补助政策，而部分企业在该时间节点前已完成改造。 

如：新津县成都维尔格化工有限公司 1 台 4 蒸吨煤改气，

补助 20 万元，该单位于 2016 年 2 月完成改造；新津腾中筑路

机械有限公司 1 台 1.71 蒸吨煤改气，补助 10.26 万元，该单位

于 2016 年 8 月完成改造。 

（2）部分单位申报资料不完整 

①资金申报指南要求申报材料需提供原燃煤锅炉使用证或

证明材料（盖质监部门鲜章的复印件），锅炉报废或移装证明复

印件，而部分企业无以上证明文件。如：崇州市成都森隆纸业

有限公司 1 台燃煤锅炉，型号：SHX15-1.25-AI，未取得锅炉使

用证，用 2016 年 1 月 14 日成都市质监局签字的特种设备安装

改造维修告知单替代申报所需资料，市级审核后待补助 90万元。 

②资金申报指南要求企业在 2018 年 5 月 10 日前提交资料

（加装低氮装置的需提供低氮排放监测报告）完成申报，成都市

经信委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在市政府网站对本次补助名单进行

公示，而部分企业在公示后才提交资料。如：彭州市的成都华

融化工有限公司收到补助资金 300 万元，提交的低氮改气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报告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四川蜀邦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补助资金 240 万元，根据彭工服发领办

〔2018〕26 号文件显示截止 2018 年 9 月 11 日该企业未提交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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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简阳市四川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补助 500

万元，而 1 台 25 蒸吨、1 台 35 蒸吨燃煤锅炉实际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停用，2019 年 6 月办理完成注销登记手续，并于 2019

年 7 月底前提交申报补助资金资料。 

2.资金申报审核不严 

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市级财政多拨付资金。如：青白江区成

都天天绿食品有限公司安排补助资金 18 万元，实际应补助 12

万元，多余 6 万元已退回青白江财政局；简阳市石桥镇美洁洗

涤服务部安排补助资金 6 万元，实际应补助 3 万元，多余 3 万

元留存简阳市财政局；大邑县成都市荣胜木业有限公司改造前

有 3 台锅炉，因大邑县经科局统计失误造成额定蒸发量计算错

误，市级补助 79.74 万元，根据现场踏勘并结合申报资料应补助

40.8 万元，多补助 38.94 万元留存大邑县财政局。 

（四）部分补助项目未公示 

按照资金申报指南流程，成都市经信委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在市政府网站对本项目名单进行公示，已公示 1272 台，但实

际补助 1284 台，有 12 台未公示，系 2017 年新津县经科信局上

报成都市经信委后遗漏该批燃煤锅炉，经新津县经科信局反映

后补入 2018 年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项目。 

（五）部分区（市）县长效配套措施不完善、巡查未留痕 

双流区经科信局仅建立燃煤锅炉淘汰工作联动机制、防止

燃煤锅炉死灰复燃保障机制，未建立有效控制燃煤生产/销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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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措施和其他应急深化合作的联控联防措施；大邑经科信局

2017 年下半年至 2018 年上半年通过不定期巡查，对锅炉改造后

的情况进行监督跟踪，但未形成资料。 

（六）配套政策及设施落实不到位 

1.优惠电价落实不到位 

彭州众友压克力有限公司燃煤锅炉为煤改电，截至现场评

价日该企业暂未享受电能替代项目优惠电价政策，电锅炉暂未

启用。 

2.燃气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 

现场踏勘崇州市成都森隆纸业有限公司、岭南纸品有限公

司等部分企业计划申请煤改气且加装低氮燃烧装置的补助标

准，即 9 万元/蒸吨，但该区域天然气管道未铺设完成或未通气，

导致企业通过高价自建 CNG 站等方式维持生产，由于无天然气

无法按期出具低氮排放监测报告，实际按 低标准淘汰接受补

助，即 6 万元/蒸吨。 

（七）燃煤锅炉改造政策未根据实施对象、实际情况划分实

施范围，造成资源浪费 

现场踏勘了解到，部分燃煤锅炉企业 2017 年按环保要求投

入资金更新燃煤锅炉的脱硫脱硝、除尘系统，且改造后污染排

放物指标符合国家标准，但因我市加快实施燃煤锅炉“清零”政

策的出台，更新改造后燃煤锅炉要求不再使用，造成更新投入

资源浪费，增加企业负担。如：中储粮油脂成都有限公司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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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燃煤锅炉自 2015 年投入使用，累计投入 2,800 余万元，

2017 年应环保要求再投入 148 万元进行脱硫、脱硝设备升级改

造，改造后排放物标准符合《GB1372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截至评价日，该

企业燃煤锅炉仍正常使用。 

八、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补助范围 

针对燃煤锅炉改造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事权与所有权不

清，易造成法律风险的问题，建议项目参与部门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进一步明确补助范围，避免补助对象不一致。 

（二）严格执行资金申报指南的规定，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建议项目牵头部门严格执行资金申报指南及相关管理办

法，对不符合改造时间、申报资料不完整、未进行公示的燃煤

锅炉等不符合资金申报指南规定的及时清理，分析原因，将多

补助或不符合补助条件的收回补助资金，确保专项资金公平、

公开、公正。  

（三）进一步落实项目长效管理机制 

建议项目牵头部门落实多部门联动机制，加强与其他部门

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及时通报协调解决锅炉节能环保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防止燃煤锅炉死灰复燃，积极推动、参与“重污

染天气联合应急等方面深化合作”，在“推动成都平原城市群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和“开展大气污染‘冬病夏治’，协调重点排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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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错峰生产”等方面联动协作。 

（四）强化项目甄别，避免“一刀切”  

燃煤锅炉淘汰及清洁能源改造目的是优化能源结构，促进

节能减排，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建议有

关部门在环保工作基础上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根据燃煤锅炉

不同情况分类提出整治要求，保证锅炉淘汰前有替代热源，对

项目的环保效益、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考量，保障企业正常运行。 

（五）加快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建议项目牵头部门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加快燃气管道基础设

施建设和电价优惠政策落地执行，为清洁能源改造夯实基础。

同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环境保护基础上充分利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边角料，如进行沼气循环利用，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创建低碳环保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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