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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申报范本编制说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申报范本编制说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申报范本编制说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申报范本编制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申报、审核、认定程序，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06 年 9 月联合发布的《国家鼓励

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07 年下发的《申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要求，特编

制本申报范本。

申报范本是结合近两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和认定的实际情况，选取了部

分省市有代表性的企业申报材料为例，编制过程中，隐去了企业名称、地名及其

他相关信息。按照下一步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申报材料规范化的要求，对

申报材料进行了调整，明确对申报材料具体内容的要求，主要涉及：

1、对 10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含垃圾电厂）的环保达标证明材料的要求；

2、对 10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含垃圾电厂）的灰渣处理证明材料的要求；

3、对 10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含垃圾电厂）的燃料来源证明材料的要求；

4、对 10万千瓦等级及以上容量申报资源综合利用机组认定企业的资格要求

和申报材料要求；

5、在《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管理暂行规定》

（发改办环资[2007]1564号）所列申报材料要求的基础上，需添加的文件要求；

6、重新修订后的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

7、申报材料的装订、排版要求，包括页码标注、目录编制、申报文件材料

的排列顺序等；

8、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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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申报材料中，材料封面应详细注明申报企业所在省份、工商登记的规范的申报材料中，材料封面应详细注明申报企业所在省份、工商登记的规范的申报材料中，材料封面应详细注明申报企业所在省份、工商登记的规范的申报材料中，材料封面应详细注明申报企业所在省份、工商登记的

企业名称、申报认定机组序号、机组容量、申报认定年度、资料上报日期等信企业名称、申报认定机组序号、机组容量、申报认定年度、资料上报日期等信企业名称、申报认定机组序号、机组容量、申报认定年度、资料上报日期等信企业名称、申报认定机组序号、机组容量、申报认定年度、资料上报日期等信

息，力求醒目、简明扼要。材料装订必须确保文件在查阅和传递过程中不发生息，力求醒目、简明扼要。材料装订必须确保文件在查阅和传递过程中不发生息，力求醒目、简明扼要。材料装订必须确保文件在查阅和传递过程中不发生息，力求醒目、简明扼要。材料装订必须确保文件在查阅和传递过程中不发生

散乱，防止文件资料遗失，尽量采用胶装方式，并在胶封书脊处标注散乱，防止文件资料遗失，尽量采用胶装方式，并在胶封书脊处标注散乱，防止文件资料遗失，尽量采用胶装方式，并在胶封书脊处标注散乱，防止文件资料遗失，尽量采用胶装方式，并在胶封书脊处标注““““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材料和企业名称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材料和企业名称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材料和企业名称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材料和企业名称””””。。。。

所有正式证明文件的签章均应清晰可辨。对于有一定历史的批复文件，可所有正式证明文件的签章均应清晰可辨。对于有一定历史的批复文件，可所有正式证明文件的签章均应清晰可辨。对于有一定历史的批复文件，可所有正式证明文件的签章均应清晰可辨。对于有一定历史的批复文件，可

采用扫描后打印的方式制作副本。采用扫描后打印的方式制作副本。采用扫描后打印的方式制作副本。采用扫描后打印的方式制作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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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申报请示（或企业简介）

1、关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2、××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0MW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请认定请示

3、××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0MW发电机组 2010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证书复印件

（复审机组需提供）

申报材料按照此样式将同类型文件进行分类申报材料按照此样式将同类型文件进行分类申报材料按照此样式将同类型文件进行分类申报材料按照此样式将同类型文件进行分类，，，，以彩色以彩色以彩色以彩色（（（（纯色即可纯色即可纯色即可纯色即可））））

页分隔开页分隔开页分隔开页分隔开，，，，标题内容需指明此章节下所附主要文件名称标题内容需指明此章节下所附主要文件名称标题内容需指明此章节下所附主要文件名称标题内容需指明此章节下所附主要文件名称。。。。具体形式可具体形式可具体形式可具体形式可

参照本页示例，大章节标题之后附有小章节内容及所跨页码范围。参照本页示例，大章节标题之后附有小章节内容及所跨页码范围。参照本页示例，大章节标题之后附有小章节内容及所跨页码范围。参照本页示例，大章节标题之后附有小章节内容及所跨页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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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我公司现承诺：此次上报材料中的所有文件和数据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我

公司愿意承担相关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请在此加盖企业公章

2012 年 月 日

““““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为新增加的要求为新增加的要求为新增加的要求为新增加的要求，，，，声明由申报认定企声明由申报认定企声明由申报认定企声明由申报认定企

业出具业出具业出具业出具，，，，并对上报材料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对上报材料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对上报材料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对上报材料和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申报企业法人代表申报企业法人代表申报企业法人代表申报企业法人代表

须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标注时间，详情参照上面范例。须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标注时间，详情参照上面范例。须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标注时间，详情参照上面范例。须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标注时间，详情参照上面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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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0MW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请认定请示

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及相关部门：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国家鼓励

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申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我公司 2×

50MW煤矸石发电机组于 2006年 12月首次获得经国家发改委审核批准，省经委

颁发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现将我公司申请办理 2012年复审资源综合利用

资料和认定请示呈上：

一、企业概况

我公司是××省发展改革委（经信委）于 2001年元月批准的××省第一批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企业，成立于 1998年 12月，一期资本金 12925万元，

由××能源有限公司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67:33的比例投入。公司规划

总装机容量容量为 700MW，一期为 2×50MW直接空冷凝汽式循环流化床机组，

申请认定请示申请认定请示申请认定请示申请认定请示（（（（或企业简介或企业简介或企业简介或企业简介））））内容要求内容要求内容要求内容要求：：：：文件中应详细注明企业项文件中应详细注明企业项文件中应详细注明企业项文件中应详细注明企业项

目建设审批目建设审批目建设审批目建设审批、、、、核准时间核准时间核准时间核准时间、、、、文号文号文号文号、、、、建成投产时间建成投产时间建成投产时间建成投产时间，，，，企业名称或经营主体变企业名称或经营主体变企业名称或经营主体变企业名称或经营主体变

更更更更、、、、重大技改备案重大技改备案重大技改备案重大技改备案（（（（例如锅炉由链条炉改为循环硫化床锅炉例如锅炉由链条炉改为循环硫化床锅炉例如锅炉由链条炉改为循环硫化床锅炉例如锅炉由链条炉改为循环硫化床锅炉、、、、机组容量机组容量机组容量机组容量

变更等）等重要信息。变更等）等重要信息。变更等）等重要信息。变更等）等重要信息。

复审机组应注明历次通过国家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时间复审机组应注明历次通过国家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时间复审机组应注明历次通过国家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时间复审机组应注明历次通过国家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时间、、、、享受退税享受退税享受退税享受退税

总金额总金额总金额总金额、、、、废弃物利用总量废弃物利用总量废弃物利用总量废弃物利用总量、、、、燃料来源情况燃料来源情况燃料来源情况燃料来源情况、、、、环保达标情况环保达标情况环保达标情况环保达标情况、、、、灰渣去向和灰渣去向和灰渣去向和灰渣去向和

主要利用途径等内容。主要利用途径等内容。主要利用途径等内容。主要利用途径等内容。

请示请示请示请示（（（（或简介或简介或简介或简介））））应加盖企业公章应加盖企业公章应加盖企业公章应加盖企业公章、、、、标注时间标注时间标注时间标注时间。。。。对于复审机组对于复审机组对于复审机组对于复审机组，，，，须在须在须在须在

请示后附上资源综合利用证书复印件请示后附上资源综合利用证书复印件请示后附上资源综合利用证书复印件请示后附上资源综合利用证书复印件（（（（影印件影印件影印件影印件））））或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的或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的或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的或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的

正式文件正式文件正式文件正式文件。。。。复审机组申报材料中未附加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审机组申报材料中未附加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审机组申报材料中未附加上述证明材料的复审机组申报材料中未附加上述证明材料的，，，，认定评审过程认定评审过程认定评审过程认定评审过程

中可能会被视同初审机组进行审核。中可能会被视同初审机组进行审核。中可能会被视同初审机组进行审核。中可能会被视同初审机组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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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为 2×300MW直接空冷凝汽式循环流化床机组。我公司位于××省××市

××矿工业广场，占地面积 360亩，员工××人。

二、项目批准建设及竣工验收情况

一期工程 2×50MW循环流化床直接空冷发电机组于 200×年××月由国家

发改委批复项目可研。于 200×年××月××日开工建设。主体工程由××电建

四公司承建，经过工程建设者近 14个月的紧张施工，1#2#机分别于 2004 年 12

月和 2005年 1月投产发电。2006年 7月通过了工程总体竣工验收。

三、工艺流程、关键技术和并网情况

1111、工艺流程

我公司将××矿分选和洗选后的煤矸石通过汽车运输运抵煤矸石场，经过破

碎后的煤矸石通过输煤皮带送至煤仓，再由皮带给煤机将煤仓中的煤矸石送到锅

炉进行燃烧。煤矸石燃烧产生的热量把水加热成具有一定压力和温度的水蒸汽，

高温高压的水蒸汽推动汽轮机，汽轮机与发电机同轴同速同方向旋转，旋转的发

电机转子与发电机静子做切割磁力线运动，在静子的绕组中产生电流，洁净的电

能通过升压后并入××省电网。煤矸石燃烧后产生的粉煤灰用于回填排土场、水

泥填料、制作粉煤灰砖和建设公路等综合利用。

2222、关键技术

我公司采用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哈尔滨锅炉厂制造的循环硫

化床锅炉，设计燃料为煤矸石，炉内低温燃烧，加入石灰石后实现炉内脱硫，同

时能有效抑制氮氧化物的产生。

3333、并网情况

我公司与××省电力公司签有《并网协议》，公司发出的电能升压后经过

220KV输电线路通过××变电站与××省电网并网。

四、燃料情况

我公司是典型的煤电联营坑口电厂，××露天矿年产原煤 8000万吨以上，

每年形成的 1000余万吨矸石、煤泥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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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源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煤矸石电厂，以改善环境、节约土地、提高资

源利用率，变废为宝，变煤矸石为洁净电。我公司一期年消耗煤矸石约 60万吨，

平均发热量为 11708千焦/千克，灰份 49％、挥发份 40％、硫 0.6％、水份 8％。

五、设备情况

我公司一期装机容量 2×50MW，三大主机分别选用哈尔滨锅炉厂制造的

HG-235/9.8-L.MG 型循环流化床锅炉，锅炉出力为 235t/h，使用年限 30 年；选

用东方汽轮机厂生产的 NZK50-8.83/535 型单缸冲动直接空冷凝式汽轮机和山东

济南发电机厂生产的 WX18Z-047LLT型发电机，发电机出力为 50MW。我公司

于 2011年 8月经××市锅炉监督检验所检验并出具了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六、指标情况

发电标准煤耗：372克/千瓦时

厂用电率：10％

供电标准煤耗：415克/千瓦时

供热标准煤耗：34千克/吉焦

七、炉渣及粉煤灰综合利用途径、利用量

我公司积极开展炉渣及粉煤灰综合利用途径，目前的情况是：××市鑫乐混

凝土搅拌有限公司消耗约 5万吨，××市××区××兴民粉煤灰利用中心消耗粉

煤灰约 10万吨。其余灰渣量回填至×××矿排土场，进行洒水碾压覆土绿化，

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Ⅱ类场地要求进行排

放，不会造成排放物的二次污染。

八、主要脱硫措施、环境达标排放及监测情况

我公司采用在循环流化床锅炉中加入石灰石作为脱硫剂，通过向炉膛中加入

石灰石除去燃烧过程中产生的 SO2，脱硫后的最终产物是硫酸钙，脱硫效率约为

90％以上，公司已经安装了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行良好。公司于 2011年 11月

委托××市环境监测站对我公司进行了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验收监测，并出

具了监测报告，检测项目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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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综合利用电厂上年度享受税收优惠情况及申报年度预计享受税收优惠情

况

我公司 2010年享受增值税减半税收优惠政策金额为 970万元。2012年度预

计享受税收优惠金额 900万元。

我公司企业所得税由国税部门管理。

十、经济效益及财务分析情况

我公司截止 2011年底，已累计消化煤矸石 300多万吨，极大地缓解了当地

的环境污染，已累计发电 19.86亿千瓦时，完成产值 6.7亿元，上缴各项税费 9000

多万元，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我公司 2011年度一期经济效益和财务分析情况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实现了 14452万元，主营业务成本完成 11243万元，其中：折

旧 3706 万元、燃料费 5174万元、水费 56万元、材料费 486万元、修理费 735

万元、职工薪酬 348万元、其他费用 738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完成 13万元、管理费用 550万元、财务费用 1560万元。

2011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为 1900万元，上交各项税费 2600万元。

十一、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基本计量手段

我公司根据生产安全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监督管理制度》、《起重安全管理制度》、《二类障碍、

异常、未遂调查统计规定》、《发包工程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考核办法》、

《防火责任制度》、《二十五项反事故措施实施细则》、《文明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培训管理制度》、《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发电机运行规程》、《锅炉运行规程》、

《输煤运行规程》《化学运行规程》等大量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我公司基本计量手段主要有：燃料在进入煤场时采用电子汽车衡计量；锅炉

入炉煤采用电子皮带称计量。燃油采用燃油计量计；安装有在线烟气监测系统对

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计量；发电量在厂内 220KV设置电度表计量，供电量在××

变电站设置电度表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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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需说明事宜

根据《关于印发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

××省<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及相关规定，

我公司发电机组所需燃料全部采用固体废弃物煤矸石，符合上述国家规定。

综上所述，我公司一期工程 2×50MW机组以煤矸石为燃料生产的电力和热

力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条件，呈请组织对我公司资源综合认证进行复审。

特此请示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章）

二○一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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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0MW发电机组 2010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证书复印件

…………………… 复审机组复审机组复审机组复审机组，，，，应提供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综合利用机应提供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综合利用机应提供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综合利用机应提供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综合利用机

组通过认定的文件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组通过认定的文件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组通过认定的文件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组通过认定的文件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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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

1、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旧版）

2、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2012年版）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是申报材料中最重要的基础文件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是申报材料中最重要的基础文件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是申报材料中最重要的基础文件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是申报材料中最重要的基础文件，，，，相相相相

关重要信息和数据均应如实在申报表中体现关重要信息和数据均应如实在申报表中体现关重要信息和数据均应如实在申报表中体现关重要信息和数据均应如实在申报表中体现。。。。根据机组认定评审过程中遇到的问根据机组认定评审过程中遇到的问根据机组认定评审过程中遇到的问根据机组认定评审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相关专家的建议题和相关专家的建议题和相关专家的建议题和相关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申报表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我们对申报表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我们对申报表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我们对申报表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使之更符合专家评审认使之更符合专家评审认使之更符合专家评审认使之更符合专家评审认

定对相关信息需求。定对相关信息需求。定对相关信息需求。定对相关信息需求。

相关改动可对照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相关改动可对照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相关改动可对照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相关改动可对照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机组机组机组））））认定申报表认定申报表认定申报表认定申报表（（（（旧版旧版旧版旧版））））和资源综合和资源综合和资源综合和资源综合

利用电厂利用电厂利用电厂利用电厂（（（（机组机组机组机组））））认定申报表认定申报表认定申报表认定申报表（（（（2012201220122012 年版年版年版年版）））），，，，新版改动和添加的内容有相应注解新版改动和添加的内容有相应注解新版改动和添加的内容有相应注解新版改动和添加的内容有相应注解。。。。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10101010万千瓦等级及以上申报认定的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时间须两年以上。万千瓦等级及以上申报认定的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时间须两年以上。万千瓦等级及以上申报认定的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时间须两年以上。万千瓦等级及以上申报认定的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时间须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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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旧版）

企业名称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详细地址 ××××

成立时间 1998.12 企业类型 合资经营 隶属关系 股份制 职工人数 ×××

企业总资

产（万元）
××万元 法人代表 ××× 联系人及电话 ×××××

年综合利用产值（万元） 年利润总额（万元）
上一年度减免税种及

减免税额（万元）
累计减免税额（万元）

14897 1900 增值税，970万元 增值税，2000万元

电厂（机组）审批部门、

及核准文号和核准时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能源[200×]××××号

总装机容量 2×50 （台×MW）
年总发电量 60758 （万 kW·h）

年总供热量 156846 （百万千焦）

认定机组的装机容量(台×

千瓦)
汽轮机型号及

设计供气能力

锅炉序号、型号

及容量

年发电量

(万 kW·h)
年利用小

时数

机组投

产时间

首次认定时

间

#1 1×5万
NZK50-8.83/535

供汽：40t/h

HG-235/9.8-L.MG

容量：235t/h
28695 5500 2004.12 2006.12

#2 1×5万
NZK50-8.83/535

供汽：40t/h

HG-235/9.8-L.MG

容量：235t/h
32063 6000 2005.01 2006.12

燃料种类
低位发热量

（kj/kg）

年燃用量

（万吨、万立方

米）

燃料来源（产地）

及运距（公里）

占入炉总燃料

比例（重量比）

入炉混合燃料情况

低位发热

量（kj/kg）
灰份

（%）

含硫量

（%）

煤矸石 11372 60万吨 ××矿，2.5公里 100% 11372 48 0.6

发电标准煤耗（g/kW·h）

368

热电比 0.09 热化系数 0.87 总热效率（%） 34.23

并网情况 并入×电网 厂自用电率（%） 11.44% 电价核定 325.3元/千千瓦时

脱硫及除

尘情况

采取何种脱硫装置 炉内石灰石固硫 脱硫效率（%） 90%

采取何种除尘方式 电袋除尘器 除尘效率（%） 99.99%

粉煤灰、灰

渣排放量
30万吨/年

灰、渣综合利用

量及主要途径

主要用于制作加气砖、水泥

配料、回填排土场

灰渣综合

利用率

（%）

100%

企业申报说明：

证书到期办理复审，

法人代表签字：××× （公 章）

2012年 月 日

注：企业申报说明中需说明是否为首次认定还是证书到期办理复审



- 11 -

地市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2012年 月 日

省级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初审意见：

根据国家的相关文件规定，××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于 7月 22 日对该企业 2×50MW 发电机组进

行了评审认定。

该企业利用煤矸石发电，年利用 60 万吨煤矸石与××能源公司签有供应协议，燃料来源稳定，产生

的灰渣制作建材产品及覆土绿化，环保排放达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企业的申报材料与专家组的考察评

审意见及市经委组织的现场取样测试结果基本一致，符合上述文件规定，同意上报国家，请予以审核认

定。

（公章）

20××年×月×日

注：省级初审意见中要证明所用燃料能够有效供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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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机组）认定申报表（2012年版）

企业名称 此处应与企业公章和税务登记名称一致此处应与企业公章和税务登记名称一致此处应与企业公章和税务登记名称一致此处应与企业公章和税务登记名称一致 详细地址

成立时间 企业类型 隶属关系 职工人数

企业总资

产（万元）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年综合利用产值（万元） 年利润总额（万元）
上一年度减免税种及

减免税额（万元）
累计减免税额（万元）

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

电厂（机组）审批部门、及

核准文号和核准时间
此格应详细注明机组可研批复文号、审批部门和核准时间此格应详细注明机组可研批复文号、审批部门和核准时间此格应详细注明机组可研批复文号、审批部门和核准时间此格应详细注明机组可研批复文号、审批部门和核准时间

总装机容量 （台×MW） 年总发电量 （万 kW·h）

是否被列入小火电关停范围 此处为新添加内容此处为新添加内容此处为新添加内容此处为新添加内容 年总供热量 （百万千焦）

待认定机组

序号
装机容量
(MW)

汽轮机型号及

设计供气能力
锅炉型号、炉型

年发电量

(万 kW·h)

年利用小

时数

机组投

产时间

历次通过认

定时间

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 此处修改过此处修改过此处修改过此处修改过 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

燃料种类

平均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

（kj/kg）

年燃用量

（万吨）

燃料来源（产地）

及运距（公里）

占入炉总燃料

比例（重量比）

入炉混合燃料情况

平均低位

发热量

（kj/kg）

灰份

（%）
含硫量（%）

此处修改此处修改此处修改此处修改

发电标准煤耗（g/kW·h）

注意此处是发电标煤耗注意此处是发电标煤耗注意此处是发电标煤耗注意此处是发电标煤耗，，，，而非供而非供而非供而非供

电标煤耗电标煤耗电标煤耗电标煤耗

热电比 热化系数 总热效率（%）

并网情况 厂用电率（%） 小改动小改动小改动小改动
上网电价及

当地标杆电价
（此处有改动）（此处有改动）（此处有改动）（此处有改动）元/（kW·h）

脱硫及除尘

情况

采取何种脱硫装置 脱硫率（%） S0S0S0S02222平均排放浓度

采取何种除尘方式 除尘率（%）
（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mg/Nm

3

（年平均值）

NOx 排放

浓度
（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mg/Nm

3
(平均值) 烟尘排放浓度

mg/Nm
3
(平均值)

（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此处新添） 灰渣综合

利用率

（%）
粉煤灰、底

渣排放量

粉煤灰量： 万吨/年

底渣量： 万吨/年

灰、渣综合利用

量及主要途径
万吨/年

企业申报说明：

法人代表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注：企业申报说明中需说明是否为首次认定还是证书到期办理复审。

多种燃料混多种燃料混多种燃料混多种燃料混
合的，应逐合的，应逐合的，应逐合的，应逐
项列举项列举项列举项列举

炉型须指明是否炉型须指明是否炉型须指明是否炉型须指明是否
循环流化床或者循环流化床或者循环流化床或者循环流化床或者
其他类型其他类型其他类型其他类型

纳入小火电关停机组不受理认定申请纳入小火电关停机组不受理认定申请纳入小火电关停机组不受理认定申请纳入小火电关停机组不受理认定申请

此处有改动，灰此处有改动，灰此处有改动，灰此处有改动，灰

和渣分列和渣分列和渣分列和渣分列

填写混合燃料的平均填写混合燃料的平均填写混合燃料的平均填写混合燃料的平均

热值、灰分、硫分热值、灰分、硫分热值、灰分、硫分热值、灰分、硫分
余热余压、高炉煤气余热余压、高炉煤气余热余压、高炉煤气余热余压、高炉煤气、、、、转转转转
炉煤气机组年利用量应炉煤气机组年利用量应炉煤气机组年利用量应炉煤气机组年利用量应
按热值折算成标煤按热值折算成标煤按热值折算成标煤按热值折算成标煤，，，，并注并注并注并注
明单位明单位明单位明单位““““标准煤标准煤标准煤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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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公章）

2012年 月 日

省级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章）

2012 年 月 日

注：省级初审意见中要证明所用燃料能够有效供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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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企业经营执照、税收登记证等材料

1、企业经营执照

2、税收登记证

3、电力业务生产许可证

第三部分申报资料主要包括第三部分申报资料主要包括第三部分申报资料主要包括第三部分申报资料主要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企等相关企等相关企等相关企

业经营许可、纳税等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具体证件复印件相关的内容业经营许可、纳税等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具体证件复印件相关的内容业经营许可、纳税等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具体证件复印件相关的内容业经营许可、纳税等证明。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具体证件复印件相关的内容，，，，

地方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提出相应的要求。地方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提出相应的要求。地方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提出相应的要求。地方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提出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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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项目可研批复、建设审批（核准）、竣工验收、并网协议等证明文件

1、关于××××煤矸石电厂 2×50MW机组项目可研的批复（发改××[20[20[20[20××]]]]××××号）

2、#1、#2机组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3、××煤矸石发电公司#1、#2机组并网调度协议

第四部分申报资料要求企业提供的是第四部分申报资料要求企业提供的是第四部分申报资料要求企业提供的是第四部分申报资料要求企业提供的是：：：：建设建设建设建设（（（（或改造或改造或改造或改造））））综合利用发电工程项综合利用发电工程项综合利用发电工程项综合利用发电工程项

目的批复文件目的批复文件目的批复文件目的批复文件，，，，包括可研批复包括可研批复包括可研批复包括可研批复、、、、项目核准批复项目核准批复项目核准批复项目核准批复。。。。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机组重大技术改造、、、、容量变更等容量变更等容量变更等容量变更等

相关备案文件。相关备案文件。相关备案文件。相关备案文件。

申报企业须在相关文件复印件显著位置注明文件中所涉及机组与申报认定申报企业须在相关文件复印件显著位置注明文件中所涉及机组与申报认定申报企业须在相关文件复印件显著位置注明文件中所涉及机组与申报认定申报企业须在相关文件复印件显著位置注明文件中所涉及机组与申报认定

表中相应机组序号之间的关联。表中相应机组序号之间的关联。表中相应机组序号之间的关联。表中相应机组序号之间的关联。

如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发生变更时如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发生变更时如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发生变更时如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发生变更时，，，，应在所附项目审批应在所附项目审批应在所附项目审批应在所附项目审批、、、、核准文件的基础上核准文件的基础上核准文件的基础上核准文件的基础上，，，，

增加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变更手续文件复印件和相关说明增加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变更手续文件复印件和相关说明增加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变更手续文件复印件和相关说明增加企业名称和法人主体变更手续文件复印件和相关说明，，，，相关内容也应在企业相关内容也应在企业相关内容也应在企业相关内容也应在企业

简介中有所体现；简介中有所体现；简介中有所体现；简介中有所体现；

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机组重大技术改造，，，，涉及机组主机设备重大变更的涉及机组主机设备重大变更的涉及机组主机设备重大变更的涉及机组主机设备重大变更的（（（（如鼓泡床锅炉改造为循如鼓泡床锅炉改造为循如鼓泡床锅炉改造为循如鼓泡床锅炉改造为循

环流化床锅炉环流化床锅炉环流化床锅炉环流化床锅炉）））），应附相应的技改审核、批复文件或备案文件；，应附相应的技改审核、批复文件或备案文件；，应附相应的技改审核、批复文件或备案文件；，应附相应的技改审核、批复文件或备案文件；

机组容量发生变更的，须提供变更批复，或相关情况说明。机组容量发生变更的，须提供变更批复，或相关情况说明。机组容量发生变更的，须提供变更批复，或相关情况说明。机组容量发生变更的，须提供变更批复，或相关情况说明。



- 16 -

1、关于××××煤矸石电厂 2×50MW机组项目可研的批复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文件
发改××[2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222××××50MW50MW50MW50MW煤矸石电厂煤矸石电厂煤矸石电厂煤矸石电厂

项目可研的批复项目可研的批复项目可研的批复项目可研的批复

××省发展改革委：

报来《关于报送××××2×50MW 煤矸石资源综合利用示范

电厂项目可研报告的请示》（××[200×]××号）收悉。经研究，

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提高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

境，同意建设××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工程。

二、该工程总装机容量为 10 万千瓦，建设安装 2 台 5 万千

瓦发电机组，配 2 台 220 吨/时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三、该工程估算总投资 51700 万元，项目资本金为 12925 万

元，占总投资的 25%，由××省地方电力公司和××煤炭工业公

司按 70%、30%比例出资，项目资本金以外的融资部分申请银行

贷款解决。

#1#1#1#1、、、、#2#2#2#2，，，， 2222××××50MW50MW50MW50MW机组建设批复。机组建设批复。机组建设批复。机组建设批复。

如上所示，项目批复文件显著位置如上所示，项目批复文件显著位置如上所示，项目批复文件显著位置如上所示，项目批复文件显著位置，，，，

标注审批文件中所指机组序号。标注审批文件中所指机组序号。标注审批文件中所指机组序号。标注审批文件中所指机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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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该期工程用煤矸石等劣质燃料，年耗煤 60 万吨，由×

×煤炭工业公司供应，采用汽车运输到厂。机组冷却水采用××

污水处理厂中心，锅炉灰渣和粉煤灰全部实现综合利用，电力送

出工程以 220 千伏电压等级接入××变电所。

五、该工程拟由××省地方电力公司和××煤炭工业公司联

合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建设、经营管理和还本付息。

六、略

二○○ 年 月 日

主题词：综合利用 项目可研 批复

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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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机组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
2222××××50MW50MW50MW50MW直接空冷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直接空冷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直接空冷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直接空冷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

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工程竣工验收证书工程竣工验收证书

建 设 单 位：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生 产 单 位：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设计单位： 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设计院

主体施工单位： ××省电建××公司

主体调试单位：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日期： 20×× 年 月 日

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显著位置，也应标明报告中所提及机组对应的序号。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显著位置，也应标明报告中所提及机组对应的序号。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显著位置，也应标明报告中所提及机组对应的序号。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显著位置，也应标明报告中所提及机组对应的序号。

对于对于对于对于 13.513.513.513.5万千瓦及以上容量发电机组，在附加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万千瓦及以上容量发电机组，在附加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万千瓦及以上容量发电机组，在附加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万千瓦及以上容量发电机组，在附加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

须另附环保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须另附环保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须另附环保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须另附环保竣工验收报告复印件。。。。环保竣工报告中如有需要整改的内容环保竣工报告中如有需要整改的内容环保竣工报告中如有需要整改的内容环保竣工报告中如有需要整改的内容，，，，整改完整改完整改完整改完

成情况也应另添加文件加以说明。成情况也应另添加文件加以说明。成情况也应另添加文件加以说明。成情况也应另添加文件加以说明。

#1#1#1#1、、、、#2#2#2#2 机组工程机组工程机组工程机组工程

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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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工程

工程地点 ××省××市××区×××矿工业广场

建设依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能源 [200×]****号文件

建设规模 安装两台 50MW 直接空冷循环流化床锅炉机组

开工日期 2003 年 10 月 1 日 竣工工期 2005 年 1 月 31 日

总概算值 56451 万元 总决算值 57800 万元

形成额定发电能力

工程概况：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月 日，注册资本金

12925 万元，由××国际电力集团公司与××煤炭工业公司按 7：3的比例投入。

公司位于××省××市×××露天煤矿工业广场，占地面积 114 亩，西接××公

路，同时紧邻×××矿自备铁路，交通便利。公司规划总装机容量容量为 700MW，

项目分两期进行，一期工程为 2×50MW 直接空冷凝汽式循环流化床燃煤矸石机

组，该项目选用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炉膛温度可控在 850℃左右，是炉内掺烧

石灰石最佳脱硫温度，脱硫效率可达 86％以上：采用直接空冷技术，用水量仅

为同规模湿冷机组的 30％，日最大用水量仅为 3000 立方米，并在正常运行后实

现污水零排放，最大限度节约水资源；采用高效的五电场静电除尘器，除尘效率

可达 99．81％~燃烧煤矸石，年可消化煤矸石 60 多万吨。该项目是真正集资源

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节水、供热为一体的优势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1 机组于 2004 年 12 月投产，#2 机组于 2005 年 1 月投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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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委员会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参照原电力工业部《火力发电

厂基本建设工程启动及竣工验收规程(1996 年版)》，组织××××煤矸石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一期 2×50MW 煤矸石发电工程竣工验收。会议听取了建设、设计、

施工、调试、生产、监理等单位的工作总结汇报。

经过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一致认为：××××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

×50MW 煤矸石发电工程已按国家发改委以及××省发改委的要求进行建设，按

要求提前完成了主体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辅助设备的施工、厂区道路等基础设

施的施工。

该工程为××省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省经济委员会以×经资

源字[2006]8 号文件《关于公布××省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企业的通知》)，

设计总体布局合理，工艺先进可靠，自 2005 年 1 月 31 日全部投产以来，主辅设

备及系统投运正常，消防、环保、劳动安全卫生的设施已按设计要求与主体工程

建成使用，并达到了相应的规定标准，主体工程和辅助的施工安装质量优良，工

程竣工资料齐全、完整、准确。机组投产后，运行安全可靠，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达到了设计要求。

验收委员会一致同意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希望××××煤矸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完善各单项验收单位提出的意见，制订相应的整改措施，再接再厉，不断

提高管理水平和机组运行水平，在安全文明生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取

得更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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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委员会名单

验委会

职务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主任

委员
…… ××国际电力集团公司

副主任

委员

…… ××煤炭工业公司

…… 省发改委

…… 省经委

…… 省电监办

委员

…… 省发改委

…… 省经委

…… 省环保局

…… 省公安厅消防局

…… 省安监局

…… 集团工程管理公司

…… 集团工程管理公司

…… ××市发改委

…… ××市经委

…… ××市环保局

…… ××市消防支队

…… ××市××区发改局

…… ××市××区经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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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程建设的单位代表签名

建设单位： …………

生产单位： …………

设计单位： …………

施工单位： …………

调试单位： …………

主管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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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2机组并网调度协议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并网调度协议

甲方：××省电力公司

乙方：××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并网调度协议具体内容略 ……………………

#1#1#1#1、、、、#2#2#2#2机组并网协议机组并网协议机组并网协议机组并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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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编号：×××××)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并网调度协议

本并网调度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下列双方签署：

甲方：××省电力公司，系一家电网经营企业，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税务登记号：…………………，住所：××省××市××街×××号，

法定代表人：……。

乙方：××××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系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发电企业，

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税务登记号：…………………；住所：××

× ，法定代表人：……。

签于：

甲方经营管理适于电厂运行的电网，并同意乙方电厂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并入

电网运行。

乙方在××省××市拥有并经营管理总装机容量为 100 兆瓦(MW)的煤矸石

火力发电厂(以下简称电厂)，并同意根据接入系统方案的批准文件和与甲方签定

的并网协议、购电合同及本协议的约定将该电厂并入甲方电网运行。

为保证电力系统安全、优质、经济运行，规范调度和并网运行行为，维护协

议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

用的原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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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市级和市级以上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报告和环保达标排放证明

1、××省××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

2、××市环保局出具的环保达标排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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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

××省××市环境监测站

监 测 报 告

项目名称：××××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

放验收监测

委托单位：××××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Ο一Ο年 月

根据新的认定管理要求，对申报企业提供的环保监测报告和证明提出了新的根据新的认定管理要求，对申报企业提供的环保监测报告和证明提出了新的根据新的认定管理要求，对申报企业提供的环保监测报告和证明提出了新的根据新的认定管理要求，对申报企业提供的环保监测报告和证明提出了新的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对于对于对于对于10101010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含垃圾电厂含垃圾电厂含垃圾电厂含垃圾电厂）））），，，，须提供市级须提供市级须提供市级须提供市级（（（（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或以上））））

环保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环保监测报告，监测报告要求，不仅要有污染物排环保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环保监测报告，监测报告要求，不仅要有污染物排环保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环保监测报告，监测报告要求，不仅要有污染物排环保部门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环保监测报告，监测报告要求，不仅要有污染物排

放数值放数值放数值放数值，，，，还应有相应的结论还应有相应的结论还应有相应的结论还应有相应的结论，，，，即是否符合当地执行的环保排放标准即是否符合当地执行的环保排放标准即是否符合当地执行的环保排放标准即是否符合当地执行的环保排放标准；；；；10101010万千瓦等万千瓦等万千瓦等万千瓦等

级及以上机组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报告，报告中也应有排级及以上机组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报告，报告中也应有排级及以上机组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报告，报告中也应有排级及以上机组须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环保部门提供的监测报告，报告中也应有排

放数值和相应结论。放数值和相应结论。放数值和相应结论。放数值和相应结论。

所有申报认定的企业在提供环保监测报告的同时，还须提供相应等级环保部所有申报认定的企业在提供环保监测报告的同时，还须提供相应等级环保部所有申报认定的企业在提供环保监测报告的同时，还须提供相应等级环保部所有申报认定的企业在提供环保监测报告的同时，还须提供相应等级环保部

门出具的近二年内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环保达标排放的证明；所有垃圾电厂都须门出具的近二年内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环保达标排放的证明；所有垃圾电厂都须门出具的近二年内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环保达标排放的证明；所有垃圾电厂都须门出具的近二年内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环保达标排放的证明；所有垃圾电厂都须

提供二提供二提供二提供二噁英排放监测报告。工程环保验收报告不能代替环境监测报告和环保达标英排放监测报告。工程环保验收报告不能代替环境监测报告和环保达标英排放监测报告。工程环保验收报告不能代替环境监测报告和环保达标英排放监测报告。工程环保验收报告不能代替环境监测报告和环保达标

证明。证明。证明。证明。

申报资料提交时，材料中所申报资料提交时，材料中所申报资料提交时，材料中所申报资料提交时，材料中所

附的环保监测报告有效期须附的环保监测报告有效期须附的环保监测报告有效期须附的环保监测报告有效期须

在本认定周期内在本认定周期内在本认定周期内在本认定周期内。。。。（（（（如如如如：：：：认认认认定定定定

2012201220122012 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年资源综合利用电厂，

须提须提须提须提交交交交2012012012011111年年年年6666月～当前时月～当前时月～当前时月～当前时

间内的环保监测报告。间内的环保监测报告。间内的环保监测报告。间内的环保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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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业污染源全

面达标排放验收监测

监测单位：××市环境监测站

站 长：……

分管站长：……

报告编写：……

审 核：……

审 定：……

项目负责人员：……

现场监测人员：

姓 名 … … … …

上岗证号 …… …… …… ……

姓 名 … … … …

上岗证号 …… …… …… ……

地址：…市…路

邮编：………

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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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报告说明

1、报告无本站业务专用章、骑缝章、CMA 章无效。

2、报告内容需填写整齐、清楚；涂改、无审定、批准者签字无

效。

3、监测委托方如对本报告有异议，须于收到本报告之日起十日

内向本站提出，逾期不予受理。无法保存、复现的样品，不受理

申诉。

4、由委托单位自行采集的样品，本站仅对送检样品监测数据负

责，不对样品来源负责。

5、未经本站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6、未经本站书面批准，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品广告，违者

必究。

7、本结论只对该次测试工况、测试所用煤种及测试产品负责。

8、本报告数据有效期为壹年。

9、本报告监测数据不经本站同意，任何单位不得随意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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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业环境管理检查

为了解××××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设施的整体运行情况，考核企

业管理水平，分析保证全公司污染源排放稳定达标的程度，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

进行了现场检查：

4.1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明确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主要有

《环境保护技术监督管理制度》、《环保监测管理制度》、《环保技术监督检查

及考核制度》、《环保技术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突发生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等制度，并且各项环保制度执行情况较好。详见表 4-1。

表 4-1 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表

序号 检 查 内 容 完 成 情 况

1
是否有明确健全的环境管理制

度和监测制度，执行情况如何

制定了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制定了监测

制度，但目前不能开展污染源监测工作。

2

环境管理是否纳入企业生产管

理和经济考核体系，执行情况如

何

已纳入厂生产管理和经济考核体系，执行情况良好。

3
有无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制度和

防止污染事故应急措施

制定有环境保护技术监督制度、环境污染分析与事

故处理制度、环保设施检修检查制度，环保实验室

安全工作规程，环保资料、技术档案管理及保密制

度、环保技术监督负责人岗位责任制等

4.2 环保设施运转率及完好率

经检查该公司的主要生产设备及配套的环保设施的运行台帐表明，全厂环保

设施运转率高，设施完好，基本能保证正常运转。具体内容见详表 4-2。

…………………… 监测报告前半部分内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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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主要环保设施实际运行时数调查表

主 机 系 统 配套环保设施
环保设施运

转率
名 称 运行时数(h) 名 称

运行时数

(h)
数量

1
#
锅炉 7580 1#袋式除尘器 75SO 1 100

2
#
锅炉 7210 2#袋式除尘器 7210 1 100

输煤系统 7920 袋除尘器 7920 8 100

1#石灰石粉仓加粉 7580 袋除尘器 7580 2 100

2#石灰石粉仓加粉 7210 袋除尘器 7210 2 100

灰库 7580 袋除尘器 7580 2 100

渣库 7210 袋除尘器 7210 2 100

生活污水处理站 8760 1 100

含煤废水处理系统 7920 1 100

工业废水处理站 7920 1 100

隔油池 — 1 100

酸碱废水中和池 262 1 100

4.3 环境保护机构设置、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及落实情况

该公司有环保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全公司环保制度和车间环保环境管理制

度，各项环保措施及环保制度落实较好。

4.4 监测能力

该公司未配备与环境监测分析有关的监测仪器、设备，不具备监测能力，只

定期要求地方环保部门对全公司的污染设施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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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5.1.1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和现场检查情况分析，得出验收监测的综合结论。

(1)制度情况：该公司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完善，制订了一些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情况良好。

(2)环保设施情况：通过对该公司的环保设施的现场检查，我们查看了公司

自试运行以来的环保设施运行记录，可知该公司环保设施配套主机的运转率为

100％，有维修台帐，使环保设施的完好率为 100％。

(3)企业自检自查自我监督情况：由于该公司制订了完善的环保责任制考核

办法，使得环境管理的监督工作按有关制度执行。

(4)本次验收监测，废气污染源中烟尘、粉尘、SO2和 NOx达标排放量均达到

了相应排放总量 8596 的要求。监测无组织排放源 2个，颗粒物浓度排放达到了

国家规定的要求。厂界四周共布设 10 个监测点，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均为 100%。

5.2 建议

(1)加强对锅炉除尘器的日常维护和管理，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确

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应尽快安装锅炉石灰石自动给料系统，即时准确调整石灰石的添加量，

保证最佳脱硫效率，进一步削减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

(3)公司应加强环保机构建设，成立专门的环境监测科室，培训专业监测技

术人员，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提高自我监测能力。

(4)建议企业尽快规范排污口设置，在全厂“三废”及噪声排放处设置明显

的标志，标志的设置应执行《环境保护图形排放口(源)，9(GB15562.1-1995 和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控制标准》(GB19599-2001)中的有关规定。

所有申报企业均须提供有数所有申报企业均须提供有数所有申报企业均须提供有数所有申报企业均须提供有数

据据据据、、、、有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有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有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有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

无相应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无相应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无相应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无相应结论的环保监测报告

一律不予受理一律不予受理一律不予受理一律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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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情况登记表

一、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
××××煤矸石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产

品

发电量 71868 万千

瓦时

建公司年月 2002 年

行业类别 发电

所在地点 ××市××区

达标验收监测单位 ××市环境监测站

工业生产用水量(万吨) 712800
表和励

全年废水排放量(吨)

其中:处理达标率(吨)

废水排污口数(个)

其中安装在线监测口(个)

全年废气排放量(万 NM3) 308070
备注

废气排放筒数(个) 15

其中：安装在线监测筒数(个) 1

全年废渣产生量(吨) 270330

其

中

综合利用量(吨) 170000
环保管理机

名称
环保科

处理处置量(吨) 100330
环保管理人

员数
5 人

限于篇幅，环保监测报告其他内容略限于篇幅，环保监测报告其他内容略限于篇幅，环保监测报告其他内容略限于篇幅，环保监测报告其他内容略……………………



- 33 -

2、××市环保局出具的环保达标排放证明

× ×× ×× ×× × 市 环 境 保 护市 环 境 保 护市 环 境 保 护市 环 境 保 护

局局局局

关于××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2机组

环保达标排放的证明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2 机组从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2 年 月 日期间，环保设施运行正常，该公司环保设施配套主机

的运转率为 100％，环保设施的完好率为100％。

此期间内，该公司对外排放的废气污染源中烟尘、粉尘、SO2和

NOx达标排放量、排放浓度均达到了目前执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要求，排放总量也符合环保要求。监测无组织排放源 2个，颗粒物

浓度排放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厂界四周共布设10个监测点，昼

间和夜间达标率均为100%。

特此证明。

××市环境保护局（签章）

二〇一二年 月 日

本页中的证明材料为范例样本本页中的证明材料为范例样本本页中的证明材料为范例样本本页中的证明材料为范例样本，，，，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仅供参考，，，，环保达标排放证明中环保达标排放证明中环保达标排放证明中环保达标排放证明中，，，，所列的时所列的时所列的时所列的时

间如范例所示，应将当前认定期即间如范例所示，应将当前认定期即间如范例所示，应将当前认定期即间如范例所示，应将当前认定期即 2011201120112011年度涵盖在内。出具证明的单位如前所年度涵盖在内。出具证明的单位如前所年度涵盖在内。出具证明的单位如前所年度涵盖在内。出具证明的单位如前所

述，述，述，述，10101010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由市级环保部门出具，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由市级环保部门出具，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由市级环保部门出具，万千瓦等级以下机组由市级环保部门出具，10101010万千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由万千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由万千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由万千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由

省级环保部门出具。省级环保部门出具。省级环保部门出具。省级环保部门出具。

对于垃圾电厂，环保达标排放证明应指出废水、废渣是否得到处理。对于垃圾电厂，环保达标排放证明应指出废水、废渣是否得到处理。对于垃圾电厂，环保达标排放证明应指出废水、废渣是否得到处理。对于垃圾电厂，环保达标排放证明应指出废水、废渣是否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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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现场核查报告、检测证明和燃料来源等相关材料

1、××市××××××委员会关于××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现场核查情况的报告（P35～P36）

2、××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出具的入炉燃料检测报告（P37～P39）

3、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矸石买卖合同（P40～P42）

4、煤矸石燃料主要来源矿区（或矿井、洗选厂）情况说明情况说明（P43）

5、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等（P44～P46）

第六部分申报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第六部分申报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第六部分申报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第六部分申报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入炉燃料检测报告入炉燃料检测报告入炉燃料检测报告入炉燃料检测报告，，，，地方资源综合利用地方资源综合利用地方资源综合利用地方资源综合利用

管理部门组织的现场核查报告管理部门组织的现场核查报告管理部门组织的现场核查报告管理部门组织的现场核查报告，，，，对于煤矸石电厂对于煤矸石电厂对于煤矸石电厂对于煤矸石电厂，，，，还应包括同煤矿生产企业或洗还应包括同煤矿生产企业或洗还应包括同煤矿生产企业或洗还应包括同煤矿生产企业或洗

选厂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规范合同及其他可以证明废弃物来源稳定可靠的相关选厂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规范合同及其他可以证明废弃物来源稳定可靠的相关选厂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规范合同及其他可以证明废弃物来源稳定可靠的相关选厂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规范合同及其他可以证明废弃物来源稳定可靠的相关

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对垃圾电厂对垃圾电厂对垃圾电厂对垃圾电厂，，，，应有同市政管理部门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和市政管理部门出应有同市政管理部门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和市政管理部门出应有同市政管理部门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和市政管理部门出应有同市政管理部门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和市政管理部门出

具的垃圾供应处理证明。具的垃圾供应处理证明。具的垃圾供应处理证明。具的垃圾供应处理证明。

对于煤矸石发电机组，燃料来源原则上不应超过对于煤矸石发电机组，燃料来源原则上不应超过对于煤矸石发电机组，燃料来源原则上不应超过对于煤矸石发电机组，燃料来源原则上不应超过 30303030公里，燃料由矿区或洗公里，燃料由矿区或洗公里，燃料由矿区或洗公里，燃料由矿区或洗

选厂直接供应的选厂直接供应的选厂直接供应的选厂直接供应的，，，，应有签订合同期两年以上并在有效期内的燃料供应合同应有签订合同期两年以上并在有效期内的燃料供应合同应有签订合同期两年以上并在有效期内的燃料供应合同应有签订合同期两年以上并在有效期内的燃料供应合同。。。。同时同时同时同时

要说明近三年来，矿区煤种、煤炭产量、原煤入洗量。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要说明近三年来，矿区煤种、煤炭产量、原煤入洗量。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要说明近三年来，矿区煤种、煤炭产量、原煤入洗量。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要说明近三年来，矿区煤种、煤炭产量、原煤入洗量。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

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及及及及

矿区产量等情况。矿区产量等情况。矿区产量等情况。矿区产量等情况。

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要进一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要进一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要进一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要进一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

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

申报材料中应附有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提供的现场燃料核查报告申报材料中应附有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提供的现场燃料核查报告申报材料中应附有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提供的现场燃料核查报告申报材料中应附有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提供的现场燃料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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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委员会关于××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期现场核查情况的报告

××市××××××委员会文件

××××字[201×] 号 签发人：……

关于上报××××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现场核查情况的报告

××省××委：

根据××× [200 ] 号文件精神，我们对××××煤矸石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一期提出的资源综合利用复审认定申请材料进行了初

审，并按照文件要求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同时随机抽取了入炉

燃料，并委托××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进行检验，现将核查情

况汇报如下：

该厂为煤电联营坑口电厂，场址距××露天矿约 1.4 公里，该煤

矿是我国较大的露天炭开采基地，每年伴随煤炭生产加工过程中将生

产 1000 余万吨煤矸石，××煤矸石电厂一期年可综合利用煤矸石70

万吨，发电燃料供应非常稳定。

××煤矸石电厂一期 2005 年 1 月双机投运后，机组运行稳定，

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市一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

部门提供的现场核查报告部门提供的现场核查报告部门提供的现场核查报告部门提供的现场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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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已累计发电 32.83 亿千瓦时，完成产值 6.93

亿元，上缴各项税费6800 多万元，累计消化煤矸石323 万吨。

该厂在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灰渣排放物大部分进行了综合利用；其

余灰渣量排放至×××矿排土场，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Ⅱ类场地要求进行排放，并进行洒水碾压覆土

绿化。

该厂在发电过程中，采用在循环流化床锅炉中加入石灰石脱硫，

脱硫效率在 90%以上，并已经安装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行良好。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抽取的煤矸石样本，经检验，低位发热量为

2806 大卡/克，全硫分 0.56%，挥发分 48.15%。

综上所述，××煤矸石电厂一期在燃料供应、机组运行、生产经

营、灰渣综合利用、环保措施等几方面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条

件。

特此报告

附：××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试所煤矸石检验报告

二○一二年 月 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核查 情况 报告

2012 年 月 日印发

（共印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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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入炉燃料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M100………

检 验 报 告

产品名称：煤矸石

受检单位：××××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检验类别：

××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

报告日期：2012 年 月 日

有资质的燃料检测机构提供有资质的燃料检测机构提供有资质的燃料检测机构提供有资质的燃料检测机构提供

的燃料监测报告的燃料监测报告的燃料监测报告的燃料监测报告，，，，报告有效期报告有效期报告有效期报告有效期

要求同环保达标排放证明。要求同环保达标排放证明。要求同环保达标排放证明。要求同环保达标排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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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

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M1004………

产品名称 煤矸石 抽样地点

受检单位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商标

生产单位 —— 产品号 ——

委托单位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样品批号 ——

样品状态 完好

规格型号 —— 样品等级 ——

检验类别 抽样数量 5kg

检测依据 根据国家 GB/T212-2008、GB/T23-2008 等检测 抽样基数

样品备注 一期入场煤 送样日期 2012- -

封样状态 未封 送样人员 ……

检

验

结

论

共检五项均为实测值

（检验专用章）

试验环境 温度：20℃ 湿度：40% RH

批准 （签字） 2011- - 审核 (签字) 2012- -

主检 （签字） （签字） 2012- -

备注

录入 …… 校对 （签字） 打印日期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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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报告（续页）

报告编号：M1004………

检验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项目结论

分析水（Mad） % 2.78

全水（Mar） % 3.90

灰分（Ad） % 48.54

挥发份（Vdaf） % 47.77

焦渣特征 2

全硫（St,d） % 0.58

发热量（Qnet,ar） %
11.58(2768

卡/克)

氢（Had） 2.23

固定碳（FCad） %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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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矸石买卖合同

煤矸石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2011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北京市

买方：××××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省××××区×××号

卖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市××区××大街 1号××大厦

为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合同双方在平等互利、自愿一致的基础上，就

20××年度煤炭买卖事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友好协商，达成

一致意见，共同签订本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第一条 燃料品质

1.1 燃料品名：煤矸石

1.2 燃料产地：××

1.3 燃料规格：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2700-2900 大卡/公斤。

第二条 数量及交货期限

2.1 数量：60 万吨（一期）。

2.2 合同交货期限：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3 分月供货计划：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原则上按月均数量均衡安排。

有效合同中，有效合同中，有效合同中，有效合同中，

应有合同签订应有合同签订应有合同签订应有合同签订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合同执行期限在燃料合同执行期限在燃料合同执行期限在燃料合同执行期限在燃料

供应合同中应明确注供应合同中应明确注供应合同中应明确注供应合同中应明确注

明，否则将认为燃料明，否则将认为燃料明，否则将认为燃料明，否则将认为燃料

无法实现稳定保障。无法实现稳定保障。无法实现稳定保障。无法实现稳定保障。

作为燃料来源和稳定性证明材料的煤作为燃料来源和稳定性证明材料的煤作为燃料来源和稳定性证明材料的煤作为燃料来源和稳定性证明材料的煤

矸石、煤泥买卖合同，应为规范合同，没矸石、煤泥买卖合同，应为规范合同，没矸石、煤泥买卖合同，应为规范合同，没矸石、煤泥买卖合同，应为规范合同，没

有合同有效期，或有效期已过的合同应不有合同有效期，或有效期已过的合同应不有合同有效期，或有效期已过的合同应不有合同有效期，或有效期已过的合同应不

予认可。予认可。予认可。予认可。

对于矿业集团内部煤矿、洗选厂与煤对于矿业集团内部煤矿、洗选厂与煤对于矿业集团内部煤矿、洗选厂与煤对于矿业集团内部煤矿、洗选厂与煤

矸石电厂之间的燃料供应关系，矿业集团矸石电厂之间的燃料供应关系，矿业集团矸石电厂之间的燃料供应关系，矿业集团矸石电厂之间的燃料供应关系，矿业集团

应出具详细的说明，同时提供前面所述的应出具详细的说明，同时提供前面所述的应出具详细的说明，同时提供前面所述的应出具详细的说明，同时提供前面所述的

矿区煤炭产量矿区煤炭产量矿区煤炭产量矿区煤炭产量、、、、煤矸石燃料产生量等说明煤矸石燃料产生量等说明煤矸石燃料产生量等说明煤矸石燃料产生量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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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交货方式和运输

3.1 交货方式：实行××电厂到厂交货。

运输方式：汽车运输。

3.2 收货人名称：××××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第四条 价格

4.1 结算价格=基本价格+质量调整价+其他因素调整价

4.2 基本价格：质量项目符合第 1.3 条所述“燃料规格”的燃料全额含税价

如下：

××煤矸石到厂含税价××元/吨。

超出年度合同数量部人那什么为市场数量，按照随行就市原则，由双方协商

确定并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4.3 质量调整价：

4.3.1 热值以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2700-2900Kcal/kg 为基准。热值低于

2500Kcal/kg 每低 100 大卡/公斤，减价 6.00 元/吨，不足 100 大卡/公斤按比例

计算。

4.3.2 其他因素调整价：

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果由于国家有关部门政策变动，对买卖双方交易价

格产生影响，则买卖双方应进行调整。

买方知晓并承认，如国务院及各产煤省区人民政府将在 2009 年继续实施煤

炭相关税费改革，双方同意，将在相关政策出台后立即就此项改革给卖方带来的

政策性成本增加部分，在合同基本价格中进行调整。

4.4 若当期市场价格与合同基本价格发生较大背离时，买卖双方应协商调整

合同基本价格。

第五条 质量检验和数量核定

5.1 质量检验：

质量由卖方化验并提供经买方确认的化验结果为准。



- 42 -

第十条 生效及其它

10.1 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生

效，有效期自签字之日起，至 20××年 12 月 31 日或买卖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

止。

10.2 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一方不能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

第三方。

10.3 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合同双方各执贰份。

10.4 本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双方可另签补充协议。

买方： （章） 卖方： （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合同具体内容略合同具体内容略合同具体内容略合同具体内容略……………………

燃料供应合同的缔约方燃料供应合同的缔约方燃料供应合同的缔约方燃料供应合同的缔约方，，，，应均为应均为应均为应均为

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企业法人，，，，任何与私人签订的燃任何与私人签订的燃任何与私人签订的燃任何与私人签订的燃

料供应合同，将不予认可。料供应合同，将不予认可。料供应合同，将不予认可。料供应合同，将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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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煤矸石燃料主要来源矿区（或矿井、洗选厂）情况说明情况说明

本部分的要求主要针对申报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煤矸石本部分的要求主要针对申报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煤矸石本部分的要求主要针对申报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煤矸石本部分的要求主要针对申报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的煤矸石

电厂。对于燃料由矿区或洗选厂直接供应的，应在此处说明电厂。对于燃料由矿区或洗选厂直接供应的，应在此处说明电厂。对于燃料由矿区或洗选厂直接供应的，应在此处说明电厂。对于燃料由矿区或洗选厂直接供应的，应在此处说明

近三年来近三年来近三年来近三年来，，，，燃料来源矿区煤种燃料来源矿区煤种燃料来源矿区煤种燃料来源矿区煤种、、、、煤炭产量煤炭产量煤炭产量煤炭产量、、、、原煤入洗量情况原煤入洗量情况原煤入洗量情况原煤入洗量情况。。。。

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燃料由工贸公司提供的，在提供上述说明的同时，还须提供

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及矿区产量等情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及矿区产量等情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及矿区产量等情燃料主要来源于哪些矿区（矿井、洗选厂）及矿区产量等情

况。况。况。况。

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要进一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要进一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要进一省级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在审核申报材料时，要进一

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步核实燃料来源可靠性和稳定性，尤其是燃料来源于同一煤

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矿和洗选厂的申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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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度#1、#2 锅炉

发电用煤矸石季报和月报数据

单位：吨

季 度

发电用煤矸石量

#1 锅炉 #2 锅炉 季度合计 年度合计

第一季度 96960 87536 184496

591074

第二季度 35675 57868 93543

第三季度 50639 89352 139991

第四季度 97649 75695 173044

合 计 280923 310451 591074

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在下一步将逐步为燃料在线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在下一步将逐步为燃料在线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在下一步将逐步为燃料在线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在下一步将逐步为燃料在线

监控报告代替，燃料在线监控报告应包含燃料热值、燃料燃用量监控报告代替，燃料在线监控报告应包含燃料热值、燃料燃用量监控报告代替，燃料在线监控报告应包含燃料热值、燃料燃用量监控报告代替，燃料在线监控报告应包含燃料热值、燃料燃用量、、、、燃燃燃燃

料灰分等相关信息。料灰分等相关信息。料灰分等相关信息。料灰分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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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1201201201×年 1111月
发电厂生产情况月报

项 目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季 本年累计 备注

总产值 万元 1583.15 1583.15 1583.15

发电量 万千瓦时 6642.30 6642.30 6642.30

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 小时 664 664.23 664.23

发电最高负荷 千瓦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发电厂用电量 万千瓦时 737.79 737.79 737.79

发电用厂用电率 % 11.11 11.11 11.11

厂供电量 万千瓦时 5904.54 5904.51 5904.51

线损、变损率 % 0.45 0.45 0.45

发电用标准煤量合计 吨 24516.00 24516.00 24516.00

其中：发电原煤折合标准煤量 吨 24516.00 24516.00 24516.00

发电燃油折合标准煤量 吨 - -

发电燃气折合标准煤量 吨

供电标准煤耗率 克/千瓦时 415 415 415

发电标准煤耗率 克/千瓦时 369 369 369

发电用燃油量 吨

发电用燃气量 万立方米

发电用低热值燃料量 吨 65129.00 65129.00 65129.00

发电煤耗率 克/千瓦时 981 981 981

供热量高负荷 吨/小时

低热值燃料发热量 大卡 2634.96 2634.96 2634.96

供汽量 吨/小时

供水量 吨/小时

供热量 吉焦 19143.50 19143.50 19143.50

其中：抽汽供热 吉焦

供热用厂用电量 万千瓦时 11.00 11.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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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月 本季 本年累计 备注

供热厂用电率 千瓦时/吉焦 5.75 5.75 5.75

供热用标准煤量合计 吨 1320.49 1320.49 1320.49

其中：供热原煤折合标准煤量 吨 1320.49 1320.49 1320.49

供热燃油折合标准煤量 吨

供热燃气折合标准煤量 吨

供热标准煤耗率 千克/吉焦 68.98 68.98 68.98

供热用低热值燃料量 吨 3508.00 3508.00 3508.00

供热煤耗率 千克/吉焦 183.25 183.25 183.25

供热用燃油量 吨

供热用燃气量 万立方米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5874.67 5874.67 5874.67

上网电价 元/千瓦时 0.3153 0.3153 0.3153

其它用量 万千瓦时

上网率 % 88.44 88.44 88.44

等效可用系数 % 100.00 100.00 100.00

企业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统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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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灰渣处理协议（合同）及灰渣利用途径说明

1、灰渣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情况说明

2、同××企业签订的粉煤灰（炉渣）利用协议书（合同有效期至 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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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渣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情况

我公司一期年灰渣排一天量约 30 万吨，我公司与××矿联

公司合资建设了粉煤灰加气块砖厂，年消耗粉煤灰 3万吨、××

市鑫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消耗粉煤灰约 5 万吨、××市××区

××兴民粉煤灰利用中心消耗粉煤灰约 15 万吨、××永诚伟 业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消耗粉煤灰约 5 万吨。其余灰渣量排放至××

×矿排土场，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Ⅱ类场地要求进行排放，并进行洒水碾压覆土绿化。

××煤矸石发电公司

二〇一二年 月

申报认定电厂灰渣综合利用率须达到申报认定电厂灰渣综合利用率须达到申报认定电厂灰渣综合利用率须达到申报认定电厂灰渣综合利用率须达到 85%85%85%85%以上，同时应提供如上以上，同时应提供如上以上，同时应提供如上以上，同时应提供如上

所列下游企业灰渣利用途径和利用量说明所列下游企业灰渣利用途径和利用量说明所列下游企业灰渣利用途径和利用量说明所列下游企业灰渣利用途径和利用量说明，，，，利用说明中所指灰渣利用利用说明中所指灰渣利用利用说明中所指灰渣利用利用说明中所指灰渣利用

企业均应同申报认定电厂签订规范的灰渣买卖合同企业均应同申报认定电厂签订规范的灰渣买卖合同企业均应同申报认定电厂签订规范的灰渣买卖合同企业均应同申报认定电厂签订规范的灰渣买卖合同，，，，且灰渣利用企业且灰渣利用企业且灰渣利用企业且灰渣利用企业

必须具备灰渣处理能力必须具备灰渣处理能力必须具备灰渣处理能力必须具备灰渣处理能力。。。。相应的灰渣利用企业应出具相关证明相应的灰渣利用企业应出具相关证明相应的灰渣利用企业应出具相关证明相应的灰渣利用企业应出具相关证明，，，，证实证实证实证实

灰渣的去向和用途。灰渣的去向和用途。灰渣的去向和用途。灰渣的去向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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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炉渣）利用协议书（不符合要求的无效协议）

××××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经化验你公司发电机组生产副产品粉煤灰及炉查符合我单

位使用要求，我单位原则同意根据年生产计划使用你单位粉煤灰

及炉渣。

年计划使用量 吨。

（单位公章）

本页所列举的灰渣处理协议实例本页所列举的灰渣处理协议实例本页所列举的灰渣处理协议实例本页所列举的灰渣处理协议实例，，，，根据新的要求根据新的要求根据新的要求根据新的要求，，，，此协议不符合此协议不符合此协议不符合此协议不符合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要求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要求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要求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要求，，，，实际执行过程中实际执行过程中实际执行过程中实际执行过程中，，，，待认定电厂与下游灰渣处待认定电厂与下游灰渣处待认定电厂与下游灰渣处待认定电厂与下游灰渣处

理企业必须签订有效的买卖合同，同个人签订的灰渣处理协议无效理企业必须签订有效的买卖合同，同个人签订的灰渣处理协议无效理企业必须签订有效的买卖合同，同个人签订的灰渣处理协议无效理企业必须签订有效的买卖合同，同个人签订的灰渣处理协议无效。。。。

合同中未注明有效期、签订日期、无约定价格等规范合同中要素的合同中未注明有效期、签订日期、无约定价格等规范合同中要素的合同中未注明有效期、签订日期、无约定价格等规范合同中要素的合同中未注明有效期、签订日期、无约定价格等规范合同中要素的，，，，

不予认可不予认可不予认可不予认可，，，，市级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应对灰渣的流向和利用方式进市级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应对灰渣的流向和利用方式进市级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应对灰渣的流向和利用方式进市级资源综合利用管理部门应对灰渣的流向和利用方式进

行核实和监督，对于伪造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行核实和监督，对于伪造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行核实和监督，对于伪造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行核实和监督，对于伪造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

对于垃圾电厂对于垃圾电厂对于垃圾电厂对于垃圾电厂，，，，灰渣处理应由有相应资质的灰渣处理公司负责灰灰渣处理应由有相应资质的灰渣处理公司负责灰灰渣处理应由有相应资质的灰渣处理公司负责灰灰渣处理应由有相应资质的灰渣处理公司负责灰

渣的无害化处理，无相应协议或处理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渣的无害化处理，无相应协议或处理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渣的无害化处理，无相应协议或处理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渣的无害化处理，无相应协议或处理合同的，一律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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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有资质机构出具的锅炉检测报告

#1机组 电站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2机组 电站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锅炉监测报告应由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提供锅炉监测报告应由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提供锅炉监测报告应由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提供锅炉监测报告应由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提供，，，，检测报告中如有检测报告中如有检测报告中如有检测报告中如有

涉及运行安全涉及运行安全涉及运行安全涉及运行安全，，，，且注明应立刻进行整改的且注明应立刻进行整改的且注明应立刻进行整改的且注明应立刻进行整改的，，，，整改后应附上相应的整改整改后应附上相应的整改整改后应附上相应的整改整改后应附上相应的整改

说明。多炉对应一机的，应注明锅炉对应的机组序号。说明。多炉对应一机的，应注明锅炉对应的机组序号。说明。多炉对应一机的，应注明锅炉对应的机组序号。说明。多炉对应一机的，应注明锅炉对应的机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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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组电站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1#1#1#1机组用锅炉机组用锅炉机组用锅炉机组用锅炉

报告编号：DGDZ-××-××

电站锅炉外部检验

报 告

登记编号：…………………

使用证号：锅×F0127

使用单位：××××煤矸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编号：1#

检验日期：2011.11.15

检 验 员：……

××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锅炉检测报告锅炉检测报告锅炉检测报告锅炉检测报告，，，，应由具备监应由具备监应由具备监应由具备监

测资质的机构出具测资质的机构出具测资质的机构出具测资质的机构出具，，，，认定申认定申认定申认定申

报材料中的检测报告须在报材料中的检测报告须在报材料中的检测报告须在报材料中的检测报告须在

有效期内，不在有效期内有效期内，不在有效期内有效期内，不在有效期内有效期内，不在有效期内

的，应有合理的说明。的，应有合理的说明。的，应有合理的说明。的，应有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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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机组 电站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登记编号：………………… 使用证号：锅×F0127

使用单位
××××煤矸石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矿区

邮政编码 ×× 用途 发电 联系人 ……

产品编号 2785 受热面积 联系电话 131********

制造日期 2003 年 12 月 日 制造单位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额定蒸发量 235 t/h 锅炉型号 HG-235/9.8-L-MG31

投用日期 2004 年 12 月 日 锅筒工作压力 11.2 MPa

燃料种类 烟煤、矸石 使用压力 9.8 MPa

给水温度 237 ℃ 燃料方式 沸腾

过热蒸气压力 9.81 MPa 过热蒸气温度 540 ℃

使用单位编号 1# 水处理型式 锅外

水压试验日期 2010.7 水压试验压力 12.5 MPa

缺陷位置、程度（必要时附图）及处理意见：

应加强运行管理，完善各种见证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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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DGDZ-08-01

序

号
项目 合 格 要 求 检验记录

1

锅

炉

房

1、锅炉名牌内容齐全，挂放合格 合格

2、设备布置应便于通行、操作和检修；无杂物堆放 合格

3、露天、半露天布置应有防雨、防风、防腐、防冻、防雷措施 合格

4、控制室、值班室有隔音层；排气管有消声器 合格

5、照明合格、灯具开关完好；炉间通道、主要平台楼梯、操作盘、

控制室、汽包水位表和除渣地点应有事故照明，随时可以切换投入
合格

6、通风换气装置完整、良好 合格

7、地坪完整，不积水；沟道畅通，盖板齐全与地面齐平 合格

8、低于地坪的地下室、设备井周应有栏杆、护板，设备井内有防

水、排水设施，照明充足
合格

9、楼梯平台的栏杆、护板，通道无杂物，楼板应标明载重量
未标明载重

量

10、锅炉房底层、运转层和控制室至少设两个出口，门向外开，窗

扇完整明净
合格

11、电梯完好，使用证齐全 无电梯

12、承重梁柱支吊件无过热、腐蚀，承力正常 合格

13、消防设施齐全、设备完好，随时可用 合格

2
管道、阀门、

支吊架

1、支吊架无变形、过热、腐蚀，焊接无裂纹，弹簧承力正常，吊

架螺帽无松动
合格

2、管道有色环和工质流向箭头，阀开关方向、标示牌、开度指示

及限位装置
合格

3、管道阀门无泄漏，阀门参数与管道参数相符 合格

4、汽水系统连接符合设计规定，无泄漏 合格

3

炉

墙

保

温

1、炉墙、炉顶密封良好，无开裂、鼓凸、脱落、冒烟、喷粉，炉

墙无明显晃动
合格

2、保湿完好，有伸缩缝，露天锅炉的主蒸汽、再热汽管道有防雨

设施
合格

3、炉墙、保温外壁温度不大于 50℃ 合格

4、燃料室、烟、风道各门孔密封良好，无过烧变形，耐火材料无

脱落
合格

4 吹灰器 运行正常，冷却良好，不致吹损受热面 合格

5

膨

胀

情

况

1、悬吊式锅炉膨胀中心固定 合格

2、汽包、联箱等膨胀指示器装置守好，指示正常（包括方向和膨

胀值），有定期检查膨胀量的记录
记录不全

3、各部件膨胀不受阻碍 合格

6

安

全

阀

1、数量不少于两只，排气量满足要求 合格

2、动作灵活、准确，定期试验合格，有记录，不漏气 记录不全

3、安装合理；排汽管固定方式正确，排汽正确引出室外；有疏水

管引至安全地点
合格

4、铅封限位、防护设施齐全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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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

爆

门

1、燃烧室防备爆门密封良好，动作灵敏、无积灰 合格

2、膜板防爆门未腐蚀、破损，镀锌铁皮厚度不大于1.2mm，并有0.1～

0.2mm 划痕或双 U 形搭接，动作时应引向安全方向排放
合格

8

水

位

表

1、至少装设两只彼此独立的就地水位表和两只远传水位表，分段

蒸发锅炉每一蒸气段至少装一只就地水位表
合格

2、汽侧连接管向表侧倾斜；汽水连接管保温良好，可以冲洗 合格

3、水位清晰、高低水位标记明显，支撑牢固，有保护罩，照明良

好
合格

4、远传，就地水位表每班至少校对一次，有校对记录 记录不全

9

压

力

表

1、有定期校验记录和铅封，并在有效期内 合格

2、精确度不低于 1.5 级 合格

3、量程为正常压力值的 1.5～2 倍，有高低压力限红线；表盘刻度

清晰
合格

4、照明或采光良好 合格

10

其他

监测

仪器

1、炉膛火焰监视装置良好 合格

2、汽温、汽压、给水流量、蒸汽流量、水位等自动记录仪表运行

正常，记录曲线连续清晰
合格

3、按规定装设温度表，运行良好，校验合格 合格

11

自动调

节及保

护装置

1、设计规定的保护、连锁装置应正常投埃，无随意退出或停用 合格

2、保护、连锁装置电源可靠 合格

3、保护、连锁装置定期校验，有记录及校验人签字 记录不全

12
化学

监督

1、严格执行加药、排污、取样化验等化学监督制度，保证正常的

锅炉内，外水工况，汽水品质符合有关规定
合格

2、汽水聚样装置，取样点布置符合规程，化学在线仪表制动正常 合格

13
人员

素质
运行人员经过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合格

检验结论 允许运行

允许工作压力： 11.2/9.8 MPa

允许工作工作温度：540 ℃

下次外部检验日期：2011.11

结论说明：

检验员： （签字） 2011 年 11 月 29 日
××市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所

（章）
审 核： （签字） 2011 年 11 月 29 日

签 发： （签字） 2011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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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组电站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2#2#2#2机组用锅炉机组用锅炉机组用锅炉机组用锅炉

报告编号：DGDZ-09-02

电站锅炉外部检验

报 告

登记编号：……………

使用证号：锅×F0128

使用单位：××××煤矸厂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使用编号：2#

检验日期：2011.11.15

检 验 员：……

××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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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机组 电站锅炉外部检验报告

登记编号：……………… 使用证号：锅×F0128

使用单位
××××煤矸石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单位地址 ×××矿区

邮政编码 036800 用途 发电 联系人 ×××

产品编号 2786 受热面积 联系电话 131*********

制造日期 2003 年 12 月 日 制造单位 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

额定蒸发量 235 t/h 锅炉型号 HG-235/9.8-L-MG31

投用日期 2004 年 12 月 日 锅筒工作压力 11.2 MPa

燃料种类 烟煤、矸石 使用压力 9.8 MPa

给水温度 237 ℃ 燃料方式 沸腾

过热蒸气压力 9.81 MPa 过热蒸气温度 540 ℃

使用单位编号 1# 水处理型式 锅外

水压试验日期 2004.7 水压试验压力 12.5 MPa

缺陷位置、程度（必要时附图）及处理意见：

应加强运行管理，完善各种见证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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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DGDZ-08-01

序

号
项目 合 格 要 求 检验记录

1

锅

炉

房

1、锅炉名牌内容齐全，挂放合格 合格

2、设备布置应便于通行、操作和检修；无杂物堆放 合格

3、露天、半露天布置应有防雨、防风、防腐、防冻、防雷措施 合格

4、控制室、值班室有隔音层；排气管有消声器 合格

5、照明合格、灯具开关完好；炉间通道、主要平台楼梯、操作

盘、控制室、汽包水位表和除渣地点应有事故照明，随时可以切

换投入

合格

6、通风换气装置完整、良好 合格

7、地坪完整，不积水；沟道畅通，盖板齐全与地面齐平 合格

8、低于地坪的地下室、设备井周应有栏杆、护板，设备井内有

防水、排水设施，照明充足
合格

9、楼梯平台的栏杆、护板，通道无杂物，楼板应标明载重量
未标明载重

量

10、锅炉房底层、运转层和控制室至少设两个出口，门向外开，

窗扇完整明净
合格

11、电梯完好，使用证齐全 无电梯

12、承重梁柱支吊件无过热、腐蚀，承力正常 合格

13、消防设施齐全、设备完好，随时可用 合格

2

管道、阀

门、支吊

架

1、支吊架无变形、过热、腐蚀，焊接无裂纹，弹簧承力正常，

吊架螺帽无松动
合格

2、管道有色环和工质流向箭头，阀开关方向、标示牌、开度指

示及限位装置
合格

3、管道阀门无泄漏，阀门参数与管道参数相符 合格

4、汽水系统连接符合设计规定，无泄漏 合格

3

炉

墙

保

温

1、炉墙、炉顶密封良好，无开裂、鼓凸、脱落、冒烟、喷粉，

炉墙无明显晃动
合格

2、保湿完好，有伸缩缝，露天锅炉的主蒸汽、再热汽管道有防

雨设施
合格

3、炉墙、保温外壁温度不大于 50℃ 合格

4、燃料室、烟、风道各门孔密封良好，无过烧变形，耐火材料

无脱落
合格

4 吹灰器 运行正常，冷却良好，不致吹损受热面 合格

5

膨

胀

情

况

1、悬吊式锅炉膨胀中心固定 合格

2、汽包、联箱等膨胀指示器装置守好，指示正常（包括方向和

膨胀值），有定期检查膨胀量的记录
记录不全

3、各部件膨胀不受阻碍 合格

6

安

全

阀

1、数量不少于两只，排气量满足要求 合格

2、动作灵活、准确，定期试验合格，有记录，不漏气 记录不全

3、安装合理；排汽管固定方式正确，排汽正确引出室外；有疏

水管引至安全地点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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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铅封限位、防护设施齐全 合格

7

防

爆

门

1、燃烧室防备爆门密封良好，动作灵敏、无积灰 合格

2、膜板防爆门未腐蚀、破损，镀锌铁皮厚度不大于 1.2mm，并

有 0.1～0.2mm 划痕或双 U 形搭接，动作时应引向安全方向排放
合格

8

水

位

表

1、至少装设两只彼此独立的就地水位表和两只远传水位表，分

段蒸发锅炉每一蒸气段至少装一只就地水位表
合格

2、汽侧连接管向表侧倾斜；汽水连接管保温良好，可以冲洗 合格

3、水位清晰、高低水位标记明显，支撑牢固，有保护罩，照明

良好
合格

4、远传，就地水位表每班至少校对一次，有校对记录 记录不全

9

压

力

表

1、有定期校验记录和铅封，并在有效期内 合格

2、精确度不低于 1.5 级 合格

3、量程为正常压力值的 1.5～2 倍，有高低压力限红线；表盘刻

度清晰
合格

4、照明或采光良好 合格

10

其他

监测

仪器

1、炉膛火焰监视装置良好 合格

2、汽温、汽压、给水流量、蒸汽流量、水位等自动记录仪表运

行正常，记录曲线连续清晰
合格

3、按规定装设温度表，运行良好，校验合格 合格

11

自动调

节及保

护装置

1、设计规定的保护、连锁装置应正常投埃，无随意退出或停用 合格

2、保护、连锁装置电源可靠 合格

3、保护、连锁装置定期校验，有记录及校验人签字 记录不全

12
化学

监督

1、严格执行加药、排污、取样化验等化学监督制度，保证正常

的锅炉内，外水工况，汽水品质符合有关规定
合格

2、汽水聚样装置，取样点布置符合规程，化学在线仪表制动正

常
合格

13
人员

素质
运行人员经过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合格

检验结论 允许运行

允许工作压力： 11.2/9.8 MPa

允许工作工作温度：540 ℃

下次外部检验日期：2010.7

结论说明：

检验员： （签字） 2011 年 11 月 29 日
××市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所

（章）
审 核： （签字） 2011 年 11 月 29 日

签 发： （签字） 2011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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