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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友展和改革委員会 山西省能源局

美千F「友 《美子逆一歩仇化能耗双控工作推遊声立

高皮量友展的若千措施 (試行 )》 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宣有美部11,山 西装型妹茨示疱区:

《美千辻一歩仇化能耗双控工作推逃声立高反量友展的若

千措施 (拭行 )》 已径省委、省政府同意,現 F「 友体11,清汰

真倣好貫御落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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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天元正文 )

(1ヒ 文主功公升 )

菱痕禾口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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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逆一歩仇化能耗双控工作推避声立

高度量友展的若千措施

(武 行 )

力深入貫物中央笙済工作会洪精神,次真落実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省委埜済工作会和省 “両会"要求,在破迷峰破中
～

背景

下科学有序倣好能耗双控工作,大力支持百千化声立培育工程 ,

仝方位推功高反量友晨,特 tll定女口下措施。

一、仇化能耗双控考核政策

(一 )新増可再生台ヒ源消費不納入能源消費恙量考核。“十

四五"期 日,以 2020年可再生能源屯力消幼量力基数,対毎年校

上年新増的可再生能源屯力消幼量,不納入能源消費恙量考核。

(二 )原 JH‐用台ヒ不納入能耗双と考核。根据国家碗定的用作

原材料的能源声品消費,包活生声帰燈、芳燈、化肥、水方、醇

美等声品辻程中的原料用能,不幼入能源消費張度和恙量考核。

(二 )芦な能耗張皮,増強恙量管理洋桂。堅持市能仇先 ,

強化能源消費張度豹束性指林管控,有妓増強恙量管理弾性。対

各市能源消費張度的考核以省委省政府下迷的目林力准。対能耗

恙量的考核,允許各市根据能耗張度下降曰林和 GDP増速目林

自行碗定年度能耗恙量目林,井扱省IEA府各案;在対各市逃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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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叶,格根据実際径済増速,調整恙量曰林井瑳行考核。

(四 )対遅板え咸能耗張皮下降目林的地市姶子美励。各市

要釆取有力措施,碗保能耗張度下降目林任券完成。対超額完成

能耗強度年度下降曰林任券的地市,市 能量千次年筵大部分近近

笑励分各市,筑等用千重点工程建没。

工、分美実施市能市査

(五 )対整体能戒水子義高的オ止実行工面清単管理。杵平

均能妓水平較高的高端装各、数字庁立、新能源汽卒、ミ航、信

奄1等庁立幼入正面清単,在項目市能常査吋,宣接辻行市能常査

オ}ヒ 夏。

(大 )対工面清手以タト的オ上実行台蹴 先邊al■ 常熟。対単位

増加値能耗 (等介値,下 同)低子仝省 2025年単位 GDP能耗目

林的項目,在市能常査叶,仇先逃行市能常査llL隻 。

(七 )対能機 夫釣新x声止実行林着al■ tt■・L。 対能耗量

較大,仁太子声立従美鍵地位、対声立従友展有較大影噛的新共

声立,在晩保単位庁品能耗迷至1国 家規定林粁水平 (未友布林粁

水平的声品参照国家能耗限額林准先逍値,下 同)的前提下,項

目能耗可由項目所在地市“十四五"新増能耗空同解決。

(入 )対“両高"項 目実行能れ春代申熱。対我省碗定的“両

高"項 目,要按照 《山西省堅決邊制“両高"項 目盲曰友晨行劫方

案》要求,汗格倣好市能常査工作。

(九 )対能耗槙え釣部分声立実行声立撻記奏。対光伏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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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晶 、藍宝石K晶等声立,把能残林粁水平作力首要准入条件 ,

接声立鍵配会的項目鰊合能耗不得高子全国能耗水平。

(十 )え喜市台ヒ常査承券制管理。対幼入正面清単管理、年

鰊合能耗 5000叱林准煤以下的項目,在符合区域能汗管理規定

的前提下,造用子固定姿声投資項目承労tll,企立作出承芳后目F

可批隻,項 目市能詮牧合格后方可投声。

三、大力支持重点工程項目友展

(十一 )依好重点行上市能共造工作。次真落実《山西省重

点行立能耗双控行功方条 (2021-2025年 )》,オL実汗展煤屯、

焦化、銅鉄、有色、建材、化工及煤友洗地行立市能茨造行功,

有妓降低能耗水平,力新共声立友晨勝出能耗杢同。

(十二 )支持新共声上友晨準辻姪洋恙量がた。仇先友晨低

能耗高声値的新共声立,大力友晨数字笙済,着力推功現代服券

立友晨提反増致,不断倣大変済恙量,力 能耗強度下降莫定堅共

基砧。

(十二 )実行国家重え項目能れ早列。対符合 《“十四五"

国家重大項目能耗単夕1実施方案》中的項目,.扱各国家常核同意

后,実施能耗単夕1,在能耗双控考核叶対項目能耗量逃行わ戒。

(十四 )化先満足重点工葎用能需ネ。対夕1入省象重点工程

的♯“西高"項 目,各象要仇先支持,仇先逃行市能常査tlL隻 。

附件:百千仏声立分炎市能常査目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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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百千乞声立分美市能宙査目飛

序号 声並癸型 国民蜜済行立代偶 市能申査方式

1 高端装各+1造
接照国家銃廿局 《哉略性新米庁立分炎
(2018)》 執行 (2641行立除外 )

正面清単管理

, ブレケ生ヤi占 レヾ

暫以 《国民姪済行立分炎》中大美力 63、

64、 65,中 美力 391、 392、 396、 397、 398

的行立力主 (数据中′む力林粁性常批 )

3 現代金融
哲以 《国民経済行上分美》中大炎力 66、

67、 68、 69的行立力主

4 現代物流

暫以 《国民経済行立分美》中大奥力 57、

58、 59,中 炎力 532、 543、 552、 602、 609,

小美力5612的行立力主

5
市能有新能源

汽牟

接照国家銃廿局 《哉略性新共声上分炎
(2018)》 執行 (2926、 2659、 2530、 2641、

2652、  3042、  3011、  2614、  3042、  3091イ子
立酵ヽタト)

6 近航

哲以 《国民径済行立分炎》中中炎力 562、

563,小 炎力 3741、 3744、 3749、 4343的行
立力主

一７ 煤成気
暫以 《国民経済行立分美》中 0721、 1120、

45H、 4513行 立力主

8 数字唸1意
按照国家銃廿局 《哉略性新業庁立分炎
(2018)》 抗行

9 信を1

哲以 《国民径済行立分美》中大炎力 65,

中炎力 391、 392、 397、 398,小 炎力 3562、

3563、 3569、 3824、 3829的 行立力主

10 量子声立

具体行立苑国根据項目情現由相夫部11核

パこ
破基恙片

つ
乙 人工智能

13
第一庁立、定筑
立、第二声立

接照 《国民径済行立分炎》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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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声土美型 国民経済行並代硝 市能申査方式

14 新材料
接照国家銃汁局 《哉略性新共庁立分炎
(2018)》 抗行

先邊性常批

15 市能不保
按照国家銃廿局 《哉略性新共声立分炎
(2018)》 執行

16 光机屯

暫 以 《国民盗済行立分炎》中 2664、 2665、

3042、 3052、 3061、 3062、 3472、 3473、 3545、

3871、 3874、 4040行 並力主

17 合成生物
哲以 《国民笙済行立分美》中2541、 2831、

2832行立力主

18
現代医葬和大

健康

暫以 《国民盗濤行立分美》中大炎力 27,

中炎力 358、 892、 893、 899,小 炎力 1491、

1492的行立力主

19 破化磋
暫以 《国民経済行立分美》中3091行立

～3099行立中的破化桂力主

20 藍宝石長晶
哲以 《国民姪済行立分炎》3099行立中的
人生図1玉力主 按声立健配套

的項目朱合能

耗不得高予仝

国能耗水平
う
ん 光伏拉棒K晶

暫以 《国民径済行立分美》中3099行立中
的多晶磋棒、単晶桂棒、其他社及磋原料カ
主

悦明:1.声 立炎型中包括的行立苑国供力初歩分炎,如均国家或我
省相美政策不符的,以 国家和我省政策力准。

2.正文及附件中未渉及的行立,接相美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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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友展和改革委員会亦公室     2022年 5月 2フ 日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