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政办发〔2021〕43号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1年阳城县农村居民冬季取暖

清洁煤球供应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各

煤炭主体企业，各有关煤炭企业：

《2021年阳城县农村居民冬季取暖清洁煤球供应实施方案》

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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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阳城县农村居民冬季取暖清洁煤球供应

实 施 方 案

为切实做好全县农村居民冬季取暖保障工作，确保农村居民

温暖过冬，同时结合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求，减少燃煤污

染，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在全县禁煤区以外，对集中供热、“煤改电”、“煤改气”

等清洁取暖改造整村未覆盖区域的农村居民建立清洁煤球供应保

障机制，有效减少散煤污染，确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农村居民

温暖过冬。

二、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我县清洁煤球供应保障工作的领导，县政府成立

阳城县清洁煤球供应保障领导组。

组 长：杨二强 副县长

副组长：张 锋 县政府办副主任

李研斌 县能源局局长

成 员：蔡树峰 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局长

赵中怀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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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战兵 县财政局局长

崔晓利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谢马军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原怀庆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海义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家龙 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李 鹏 县公安交警大队大队长

各乡（镇）乡（镇）长

各煤炭主体企业主要负责人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能源局，办公室主任由李

研斌兼任。

三、供应范围、价格、方式、时间及标准

全县禁煤区以外，集中供热、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取暖改

造整村未覆盖区域的农村居民。

煤矿原料煤供应价为 314元 /吨，煤泥免费供应。

采用“免费供应”和“补贴购买”两种方案分别实施煤球供

应，每户居民可任选其一，但同一户居民不得同时选择两种方案



或重复享受政府补贴。

针对禁煤区以外的集中供热、煤改

电、煤改气等清洁取暖改造整村未覆盖区域的农村居民，通过确

村确户后，按照一户一补的标准，每户年享受政府补贴免费供应

优质煤球 254块（含配送）。

根据采暖季用量和农村居民需要，每

户年限量一次性购买清洁煤球 700块，每户实际购买价为 350元

（含配送）。

2021年 7月 1日开始至 2021年 9月 30日结束。

煤球产品要符合《商品煤质量民用型煤》（GB34170-2017）标

准，其主要指标：全硫≤0.5%、挥发分≤10%、发热量≥

21MJ/kg、冷压强度≥600N/个。

原料煤供应由全县范围内的 3号煤生产矿井承担，发热量要

达到 5300大卡，全硫≤0.5%，煤泥免费供应。

四、工作要求

由县能源局牵头，组织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局，共同对我县确定的六家煤球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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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复验，复验合格的方可参与煤球生产供应。

煤球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要符合国家质量标

准，在生产过程中，按照每吨 9：1的比例进行配料（原煤 90%，

煤泥 10%），严禁添加粘土。

各乡（镇）人民政府针对补贴购买的用户，按照

每户 350元 /700块煤球标准，统一收款登记，并与指定煤球厂

对接，签订生产供应协议后，将煤球款汇至煤球生产企业指定

账户。

煤球生产企业负责将本企业与各乡（镇）签订的

生产供应协议和收款回执单复印件报县能源局，县能源局审核无

误后开具《阳城县清洁煤球原料煤供应通知单》，煤炭生产企业按

照县能源局开具的供应通知单为煤球生产企业安排原煤及煤泥

供应。

煤球生产企业对口乡（镇）供应任务（另行安

排）。煤球生产企业要优先保障边远乡（镇）的煤球供应，并负责

将煤球配送到乡（镇）指定的行政村，运输和搬运过程中出现的损

耗由煤球生产企业自行负责。

1.供应结束后，各乡（镇）要在 2021年 11月 1日前将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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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的用户汇总，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县能源局（104室），

并附本乡（镇）2021年清洁煤球供应情况证明、本乡（镇）和各村

的煤球供应公示情况、各村各户的明细表。明细表中包括户主姓

名、身份证号、数量、金额等。

2.各煤炭生产企业和煤球生产企业要在 2021年 11月 1日前

将销售明细和相关凭证汇总制表后报县能源局。

3.县能源局对各乡（镇）、煤球生产企业上报的各类报表、凭

证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报县煤球供应领导组，由县财政局组织

审核后拨付补贴资金。

4.煤球生产企业按照免费供应的 254块 /户（0.785元 /块）和

补贴购买 700块 /户（0.285元 /块）的标准，向县能源局申请煤球

补贴资金，并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县能源局按照标准审核合格

后，将政府补贴资金拨付给煤球生产企业。

1.煤矿因遇特殊地质条件等原因影响煤质或时间供应的，要

及时上报所属煤炭主体企业，由煤炭主体内部调节供应，并上报

县供煤领导组办公室。

2.煤球生产企业因机器故障或其它原因不能满足供应需求

的，应立即上报县煤球供应领导组办公室，办公室及时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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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球供应领导组办公室，根据煤球生产企业供应进度情

况，有权进行调整供应。

4.清洁煤球出厂前必须采取“塑封”，张贴二维码溯源，运

输车辆实行严密覆盖等环保相关要求。

5.煤球生产企业必须对每批次出厂煤球进行检验，检验合格

后方可出厂，并将检验报告存档备查。

五、职责分工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本辖区内的优质

煤球供应工作负总责，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认真做好宣传、收款

统计、购买、资料汇总上报等工作。对禁煤区以外，集中供热、

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取暖改造整村未覆盖区域的农村居民进行

确村确户摸底统计，明确本乡（镇）及各村在册户数、免费供应户

数、补贴购买户数和实际供应总户数等，做到乡（镇）公示、村村

公示，严禁谎报、瞒报或冒名顶替、重复多报，确保统计数据真

实可靠。

负责全县清洁煤球供应统筹协调和保障原料煤供

应等工作。

负责清洁煤球供应补贴、资金管理及拨付等

工作。

负责煤球生产企业的环保管理，对



煤球生产企业环保达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负责对原煤及煤球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掺杂使假行为。

负责确定清洁煤球市场指导价、供应价，以及对

清洁煤球价格进行监管。

负责依法查处妨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违法行为，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严厉打击进入我县范围的劣质煤

和劣质煤球。

负责煤球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工作。

负责运输途中超限超载等问题的管理工作。

负责煤球生产企业土地使用的验收工作。

负责查处车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保障运

输车辆畅通。

负责协调督促所属煤矿企业优先保障煤球

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工作。

六、保障措施

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增强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

的工作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对照实施方案，建立和完善落实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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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供应工作的各项措施，切实把工作做细做实，把民生实事

办好。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

位要成立清洁煤球供应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一名分管负责同

志，明确专人抓好具体工作落实，并将分管领导、联络人员、联

系电话报县能源局 104室，电话：4221681。

广泛开展散烧煤污染治理宣传

工作，不断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散烧煤污

染治理工作的良好氛围。各乡（镇）、村要严格落实公示制度，设

立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同时完善应急处理机

制，妥善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

位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照职责分工，细化

措施、量化任务，统筹部署、协调推进，组织专门力量，加大督

查力度，严厉打击劣质煤煤球生产、流通行为，努力形成齐抓共

管的强大合力，确保清洁煤球供应工作的有序推进。

县政府将组织督查组对各乡

（镇）及有关单位落实清洁煤球供应工作情况进行督导，对工作任

务不落实、不履行或不认真，导致清洁煤球供应工作不能按时推

进按时完成的，或因工作失误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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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

附件：阳城县生产矿井计划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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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阳城县生产矿井计划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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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煤企业
任务分配

备注
末煤 煤泥

1 竹林山煤业 2180 411

2 义城煤业 1735 309

3 屯城煤业 1735 309

4 伏岩煤业 1735 309

5 西冯街煤业 1735 309

6 晶鑫煤业 1290 206

7 尹家沟煤业 1290

8 西沟煤业 1290

9 小西煤业 2180

10 四侯煤业 1735 309

11 大西煤业 1290 206

12 西河煤业 1290

13 相府集团 5292 1134

14 润东煤业 1735

15 固隆煤业 2180

16 大宁煤矿 6330

合 计 35022 3502

单位：吨



（此页无正文）

阳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印发阳

阳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各新闻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