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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政办发〔2020〕15 号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怀柔区 2020 年农村地区“减煤换煤”

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怀柔区 2020 年农村地区“减煤换煤”工程实施方案》已

经区政府第 8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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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2020年农村地区“减煤换煤”工程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农村地区村庄“减煤换煤”工作，巩固现

有成果，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年北京市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工作实施方案》（京农

组办发〔2019〕4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尊重民意、注重实效和建管并

重”的原则，认真落实各项惠民政策。2020年继续巩固平原地区

村庄取暖无煤化成果；结合山区电网和村庄条件，稳步推进山区

村庄冬季取暖“煤改电”改造工作；对山区尚未实施“煤改清洁

能源”改造的村庄继续实施优质燃煤替代，落实山区村庄取暖优

质燃煤全覆盖。

二、实施范围

（一）取暖“煤改电”

1.对桥梓镇、琉璃庙镇、汤河口镇、九渡河镇、渤海镇、长

哨营满族乡共6个镇乡、12个村、3142户及上述村级公益活动场

所和具备电力供应条件的籽种农业设施实施取暖“煤改电”改造

工作，最终实施村庄名单按照市级批复为准，实施户数以实际改

造为准。

2.对2019年度实施取暖“煤改电”村庄中尚未进行改造的住

户，如其房屋符合改造条件，可以继续实施取暖“煤改电”，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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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19年度政策。2019年以前年度实施取暖“煤改电”的村庄，

本年度不再实施取暖“煤改电”。

（二）取暖“煤改气”

对已经实施取暖“煤改气”村庄中尚未进行改造的住户，按

照用户申请、村委会核实、镇乡政府初审、区农业农村局备案复

审的程序，确定新增“煤改气”用户。

（三）优质燃煤替代

对未实施取暖“煤改清洁能源”的村庄继续实施优质燃煤替

代。

三、政策补贴内容及标准

（一）取暖“煤改电”

凡在上述实施范围内且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农村住户、村级公

益性活动场所（如村委会、老年活动站、公共浴室等）和籽种农

业设施，可分别享受以下政策补贴。

1.电价补贴

（1）补贴范围

2014年至2020年实施整村取暖“煤改电”的农村住户；镇乡

街道辖区具备电力供应条件，经用户申请，怀柔供电公司、区农

业农村局、镇乡街道、村共同审核确认，且更换为电采暖专用表

的本区自行“煤改电”住户。

（2）补贴标准

对享受取暖“煤改电”电价补贴的住户，取消阶梯电价。在

每年采暖季（本年度11月1日至下年度3月31日）低谷电价时段（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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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至次日早8:00），在享受低谷段优惠电价0.3元/度的基础

上，由市、区两级财政各补贴0.1元/度，按照用户低谷段用电量，

每个采暖季用电补贴最高1万度/户。

2.户内线路改造补贴

用户电表以下至电采暖设备的户内线路部分，按照相关规范

要求统一组织实施。由区财政按照空气源热泵水暖机1500元/户，

蓄能电暖气2000元/户的标准安排资金。

3.设备购置补贴

空气源热泵水暖机、蓄能式电暖气属于补贴范围，按照以下

标准给予补贴，其余部分住户自筹。

（1）农村住户

空气源热泵水暖机：按照现有房屋建筑面积补贴200元/平方

米，最高不超过24000元（市、区财政各补贴100元/平方米）。

蓄能式电暖气：按照设备购置费用80%的标准给予补贴，最

高不超过8000元（其中市财政补贴设备购置费用的三分之一，不

足部分由区财政补贴）。

对经区民政局认定的低保户、低收入家庭和区退役军人局确

认的烈属个人承担的自筹电采暖设备购置费用由区财政再给予

80%的补贴，对经区民政局认定的特困人员（五保户）给予100%

补贴。

电采暖设备原则上按照“一户一表一补”进行补贴，即1个

户主姓名对应1个电表编号，只享受1次补贴，特殊情况由各镇乡

政府、村委会共同认定。对住户有特殊需求的，在政府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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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情况下，可由住户与企业协商，由企业按照不高于同类产

品市场价格供应超出中标范围内的电采暖设备。

（2）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

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取暖“煤改电”改造费用，按照上一年

度区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村庄户数实行定额补贴，500户以下、500

户以上（含）的村庄分别补贴16.2万元/村（市财政补贴1.2万元，

区财政补贴15万元）和17.4万元/村（市财政补贴2.4万元，区财

政补贴15万元），由区财政拨付至各镇乡政府统筹用于村级公益

性活动场所取暖煤改电，不足部分由各村自筹。

（3）籽种农业设施

全区具备电力供应条件的籽种农业设施实施的取暖“煤改

电”改造项目，市财政补贴取暖设备购置费的20%，其余部分由

籽种农业设施园区自行承担。工程改造完成并通过验收后，由区

财政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籽种农业设施园区。

4.采暖末端补贴

对山区“煤改电”村庄，按照最终审计安装空气源热泵水暖

机的总户数，以2000元/户的标准给予补贴。资金拨付至各镇乡，

由各镇乡政府统筹用于取暖“煤改电”村庄住户取暖末端改造。

山区村庄是指九渡河镇，渤海镇，琉璃庙镇，汤河口镇，宝

山镇，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雁栖镇八道河村、北湾

村、大地村、头道梁村、交界河村、西栅子村，怀北镇椴树岭村。

（二）取暖“煤改气”

1.气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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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贴时间及范围

本年度11月1日至下年度3月31日采暖季，对已经实施整村取

暖“煤改气”的农村住户实施采暖季用气价格补贴。

（2）取暖气价补贴标准

在执行市级气价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区财政按照山区用户

0.7元/立方米、平原用户0.5元/立方米的标准给予补贴，每户采

暖季用气量最高补贴2500立方米。

针对2018年7月1日后（2018年7月1日前2.28元/立方米）气

价涨价部分补贴，除市财政补贴外，不足部分由区财政承担，采

暖季每户最高补贴2500立方米。

2.设备补贴

沿用2017年政策，终端设备补贴价格按照设备总价的80%，

且每户最高不超过7600元的标准，由区财政依据审计结果给予一

次性补贴，其余部分住户自筹。对经区民政局认定的低保户、低

收入家庭和区退役军人局确认的烈属个人承担的自筹终端设备

购置费用由区财政再给予80%的补贴，对经区民政局认定的特困

人员（五保户）给予100%的补贴。

（三）优质燃煤替代

1.补贴范围

山区北五镇乡、九渡河镇域范围及因特殊情况未能实施“煤

改清洁能源”改造且具有北京市户籍的住户（以下简称农村住

户）、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如村委会、老年活动站、公共浴室

等）可分别享受以下政策。对已经实施整村煤改清洁能源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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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不再纳入补贴范围。取消订购炉具

补贴，有炉具采购需求的，由住户自行解决。

2.补贴标准

（1）农村住户

优质燃煤补贴按照中标价格，市财政补贴200元/吨、农户自

筹550元/吨，不足部分由区财政给予补贴，每户最高补贴4.5吨。

对经区民政局认定的低保户、低收入家庭和区退役军人局确

认的烈属个人承担的自筹燃煤费用由区财政再给予80%的补贴，

对经区民政局认定的特困人员（五保户）给予100%的补贴。

（2）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

采暖面积在260平方米（含）以下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优质

燃煤补贴标准同农村住户。采暖面积在260平方米以上、500平方

米（含）以下村级公益性活动场所最高补贴15吨；采暖面积在500

平方米以上的最高补贴20吨，燃煤补贴价格同农村住户。

四、时间安排

2020年6月底前完成电采暖设备招标工作；2020年7月底前完

成电采暖设备宣传展示及住户电采暖设备选型；2020年8月初开

始户内线路改造和设备安装；2020年10月底前完成电采暖设备安

装、户内线路、外电网改造工程和电采暖设备调试工作。

五、部门职责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地区“减煤换煤”工作实施方案制

定、总体工作推进以及组织沟通协调等工作；负责组织成员单位

对各镇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负责组织开展电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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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设备招标；负责籽种农业设施取暖“煤改电”任务落实；负责

运维费用核定；协调怀柔供电公司、怀柔燃气公司、各镇乡做好

各户用电量、用气量及补贴资金核准。

区发展改革委：依据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农村

地区取暖“煤改电”外电网工程立项审批。

区城市管理委：负责协调怀柔供电公司落实农村地区电网配

电设施改造；组织供气企业做好燃气供应及管道安全保障等工

作。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怀柔移动公司、怀柔联通公司、

怀柔电信公司涉及电力杆上的光缆迁移工作。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协调怀柔歌华公司等涉及电力杆上的

光缆迁移工作；负责协调上级文物部门做好农村地区电网配电设

施改造过程中涉及文物部门的审批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的筹集、保障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拨付补贴资金，并做好补贴资金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优质燃煤质量监督。

区园林绿化局：负责配合怀柔供电公司外网改造工程建设占

用林地和林木采伐审批；负责设施花卉果树苗圃取暖“煤改电”

任务落实。

区水务局：负责配合怀柔供电公司外网改造工程建设中所涉

及的行政审批工作。

区民政局：负责确定和提供取暖“煤改电”村的低保户、特

困人员（五保户）、低收入家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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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退役军人局：负责审核镇乡提供的取暖“煤改电”村烈属

名单。

公路分局：负责外网改造工程需沿公路架设电力杆涉及的占

用路两侧保护用地和跨越公路的审批手续。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怀柔分局：负责有关建设项目的规

划、用地研究和审批；配合各镇乡政府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怀柔供电公司：作为电网改造实施主体，负责电表以上线路

和外电网改造施工质量及安全；负责核准各户采暖季低谷段用电

量；负责电力供应应急保障。

怀柔燃气公司：协助做好取暖“煤改气”新增户的工程设计、

预算评审、招标和竣工评审工作；负责核准“煤改气”用户本年

度采暖季用气量和应补贴额度，并以审定后的等值整气量补贴给

农村住户；负责“煤改气”运维管理服务工作，对全区实施整村

“煤改气”的管网及供暖设备的安全及售后服务进行统一管理。

各镇乡街道：作为责任主体，负责制定本辖区“减煤换煤”

实施方案，成立相应办事机构，建立责任落实机制，明确具体责

任人；负责辖区“煤改电”设备的后期运维管理服务工作，对各

采暖设备企业的售后服务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储备电采暖

设备和专业维修人员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负责采暖设备安全

使用知识的培训、宣传及设备故障应急维修，处理用户对各设备

企业的投诉和故障报修工作，保障所有“煤改电”设备的正常使

用；做好未实施“煤改清洁能源”改造村庄的优质燃煤订购工作；

承担取暖“煤改电”工程的镇乡要积极配合供电部门外网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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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协调户内线路改造，负责就供电部门实施电网改造涉及的占

地、地上物腾退和补偿工作；组织实施村做好农村住户的核准确

认、统计、审核、订购、申报、验收等相关工作；涉及整村“煤

改气”的镇乡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农村管道天然气工程技术导则的通知》（建办城函

〔2018〕647号）要求，落实属地责任，建立健全安检制度。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村地区“减煤换煤”工作由区农业农村局综合协调，各有

关部门要及时沟通、密切协作。各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作为责

任主体，研究制定本区域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包村、包户的

工作机制，确保按时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做好政策解读，引导农

村住户积极支持、参与“减煤换煤”工作，营造农村地区“减煤

换煤”工作良好舆论氛围。

（二）加强精细化管理

聘请监理公司对设备安装进行全程监理、验收，对取暖“煤

改电”实施精细化、规范化管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取暖“煤

改电”“煤改气”和优质燃煤替代等项目资金进行审计。同时，

取暖“煤改电”户内线路改造和电采暖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各

镇乡要配合监理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做好竣工验收和入户审计

工作。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规定，对市、区财政补贴

资金专款专用、专项核算，禁止以任何名义虚报、套取、挪用、

挤占财政资金。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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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售后服务管理

各镇乡政府作为“煤改电”运维管理服务工作的责任主体，

负责统筹辖区内“煤改电”住户的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工作，监督

设备企业质保期内的设备运维工作；应建立镇乡“煤改电”运维

管理服务中心，及时解决百姓取暖过程中设备运行故障问题；“煤

改气”运维管理服务工作由区农业农村局委托怀柔燃气公司负责

统筹管理。本年度运维服务费由区财政直接支付镇乡和怀柔燃气

公司。

（四）加强工作经费保障

1.取暖“煤改电”

（1）村级工作经费。对当年整村农村住户取暖“煤改电”

工程的村庄，按照100元/户的标准，依据电采暖设备安装审定户

数给予村委会工作经费，专项用于取暖“煤改电”工作宣传培训、

资料印刷、人员组织等工作，各镇乡政府要做好经费使用监管工

作。

（2）监理费用。区农业农村局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项目

监理公司，依据电采暖设备安装审定户数，按照220元/户的标准

由区财政直接支付。

（3）审计费用。区农业农村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全面

审计，按照150元/户的标准由区财政直接支付。

（4）“煤改电”运维管理服务费。按照超过质保期150元/

户、其余50元/户的标准核算运维费，由区财政拨付至相关镇乡。

各镇乡政府可统筹用于成立运维管理服务中心、开展巡检巡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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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队伍组建、档案管理、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

（5）信息服务平台使用费用。全区实际安装使用485信息模

块的户数按照80元/户标准核算流量费，由区财政直接支付信息

服务企业。

（6）电采暖设备检测费用。第一轮送检费用由企业承担；

第二轮抽检费用，按照电采暖设备检测实际发生费用，由区财政

直接支付设备检测企业。

2.取暖“煤改气”

（1）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设备安装及

监理、审计等相关费用由区财政根据评审结果给予全额支付。

（2）“煤改气”运维管理服务费。按照取暖“煤改气”的

农村住户50元/户的标准，由区财政给予全额支付，用于巡检巡

护、日常调度和故障排查等工作。

（3）气价补贴审计费用。区农业农村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全面审计，按照 100 元/户的标准由区财政直接支付。

3.优质燃煤替代

（1）订购奖励经费。依据审定吨数，按照 20 元/吨的标准，

给予各村委会（居委会）订购奖励。

（2）配送费。企业负责将优质燃煤运送并卸至村委会（居

委会）指定的存储场所。村委会（居委会）负责组织人员配送到

户。配送费按照山区北五镇乡 100 元/吨，其余镇乡街道按照 80

元/吨的标准执行。

（3）优质燃煤替代审计费用。区农业农村局聘请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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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进行全面审计，按照 150 元/户的标准由区财政直接支付。

附件：怀柔区2020年“煤改电”改造计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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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注：最终实施村庄名单按照市级批复为准，实施户数以实际改造为准。

抄送：区委各部门。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8日印发

怀柔区2020年“煤改电”改造计划统计表

序号 镇乡 村庄名称 镇乡统计户数

（户）

备注

1 长哨营满族乡

西沟 164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项栅子 111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2 琉璃庙镇

龙泉峪 91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老公营 200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碾子湾 225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3 九渡河镇

吉寺 630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局里 309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黄花城 454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花木 519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4 渤海镇 景峪 178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5 汤河口镇 后安岭 75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6 桥梓镇 峪沟 186 外电网已改造，可直接接入

合计 6 12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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