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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煤旷先进产能建设

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的通知

各产煤省 (自 治区)能 源局、发展改革委、煤炭行业管理部门,

有关中央企业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能源保供的决策部署 ,

有效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加强煤炭产

能管理,加快释放先进产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需求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煤炭产能管理保障稳定供应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保供,要求在确保安全清洁高

效利用的前提下有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加强煤炭产能管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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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煤炭增产增供工作的基础支撑,是推动煤矿安全生产、煤炭

绿色开发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做好产能管理工作有利于全面掌握生产能力状况 ,盘 活存量煤炭

资源9增 强增产挖潜的针对性;有 利于促进煤炭生产能力接续 9

推动煤矿高标准生产建设 ,统筹能源保供和双碳 目标任务实现。

各地能源煤炭管理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能源保供决策部署和能源迎峰度夏会议精神,提高政

治站位 ,强 化统筹协调 ,将加强煤炭产能管理作为发挥煤炭兜底

保障作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安排落实,结合本地实际持续推进。

二、加快实施
“
十四五

卯
煤炭规划 ,确保煤炭产能接续平稳

(一 )推动
“
十四五

”
煤炭规划抓紧落实落地。各产煤省 (区

)

有关部门要按照加快推进、适度超前的要求,根据
“
十四五

”
喋

炭规划 目标要求,建立煤矿项 目台账 ,可适度增加部分储各项 目,

于⒛22年底前将规划产能目标全部落实到具体煤矿项 舀;刳 订项

目建设年度计划,动 态跟踪调度 ,按 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会 同

省级 自然资源、生态环保、林草等部门,加快推动规划、采矿、

用地、环评、用林用草等各项手续办理 ,成 熟一个,上报一个 ,

确保 ⒛⒉ 年底前全部具各核准条件。指导督促煤矿企业进一步优

化工期安排,强 化施工组织,推动新建煤矿加快建设进度 ,尽早

建成投产。根据规划执行情况和供需实际提出规划调整建议 ,适

时开展中期评估调整。

(二 )坚持全国煤炭产能管理
“
一本账

”
。实施煤炭产能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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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账
”

管理,是调整完善调控政策、做好产能接续安排的重要基

础。各产煤省 (区 )要对现有产能进行分类梳理、建立台账、动

态跟踪,摸清产能总量、结构、接续、增产潜力等基本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 ,对本地区煤炭 自给状况和未来变化趋势作出科学研判 ,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新增产能要做到因地制宜、因矿制宜 ,

统筹考虑矿区接续、运力条件、配套设施等因素,尊 重煤矿建设

基本规律 ,统 筹发挥多种增产扩能手段的优势 ,对新建、改扩建、

调整建设规模、核增产能等不同方式作出科学安排 ,实行
“
一本

账
”

集中统一管理 ,保持煤炭产能接续平稳。对确需退出的产能

要及早掌握、纳入规划、稳妥处置 ,制 订保供方案,避免产量出

现断崖式下跌。要加强对上述工作的组织和跟踪管理 ,有关情况

在全国煤矿产能登记公告管理信
`急

系统上及时按月更新。

(三 )优化调整煤矿产能置换政策。新建、改扩建 (含技改

扩能、资源整合、调整建设规模 )煤矿产能置换方案审核确认 ,

由项 目核准 (审 批 )前调整为投产前 ,推动先进产能煤矿加快建

设。项 目单位可出具产能置换承诺函并经项 目核准 (审 批 )机关

确认后,先行办理煤矿核准 (审批 )等 建设手续 ,在投产前提供

产能置换方案送请项 目核准 (审 批 )机关审核。产能置换要求未

落实到位的,项 目单位不得进行竣工验收,各产煤省 (区 )煤炭

行业管理部门不得进行产能公告。

产能置换承诺函要求及上报程序。产能置换承诺函需承诺投

产前将产能置换指标落实到位 ,并就项 目的建设性质、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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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投产时间等基本情况等予以明确。地方上报承诺函时,要对

项 目建设规模是否符合
“
十四五

”
煤炭规划进行说明,项 目较多

的省份可集中上报。承诺函上报参照项目核准程序 ,项 目核准 (审

批 )机关从煤炭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审核。本通知印发前

已编制产能置换方案但未获确认的,可 继续按照原政策实施。已

购买部分指标的,可 申请确认部分指标 ,其佘指标以承诺方式落

实。

优化调整核增产能煤矿产能置换政策。经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研究确定 ,核 增产能煤矿采用承诺方式进行产能置换的,其 落实

产能置换指标的期限调整为取得核增产能批复后 1年 内落实,不

能按期落实的煤矿产能恢复至核增前产能,列 入煤炭行业失信名

单。

三、加强矿区总体规划管理 ,规范煤矿生产建设

(一 )梳理掌握 已规划煤炭矿区实施情况。近年来 ,国 家规

划了一批煤炭矿区,对指导煤矿正常建设和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产煤省 (区 )有关部门要加强动态管理 ,系 统梳理辖区内已批

复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实施进展情况,分析研判存在的主要问题 ,

研究提出下一步工作考虑 ,形成书面报告于 9月 底前报送国家能

源局。

(二 )科学编制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各产煤省 (区 )煤炭矿

区总体规划部门要及时组织编制 (修编 )辖 区内规划,并按照资

源集约化、规模化开发原则,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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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规划
“
一张图

”
上统筹协调解决空间矛盾冲突后 ,科学合

理划分井 (矿 )田 ,确 定建设规模。优先规划大型、特大型现代

化煤矿 ,提高装各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综 合考虑资源条件、技

术进步、安全生产等因素确定矿井建设规模 ,智 能化低瓦斯矿井

设计生产能力最高可按 2500万 吨/年规划。新建、改扩建煤矿设计

服务年限原则上应与煤炭工业设计规范一致 ,对部分资源赋存条

件好、工作面单产大、适宜建设大型智能化煤矿但资源量偏少的

项 目,经论证后服务年限可以适当降低 ,但最低不得少于 30年 。

规划总规模 1000万 吨/年及以下的矿区,其 总体规划由省级煤炭矿

区总体规划部门审批,进一步加快矿区总体规划手续办理。

(三 )严格有序开展 已核准煤矿项 目建设规模调整。煤矿项

目原则上应一次规划、一次设计、一次建设到位 ,严格履行基本

建设程序。已核准煤矿项 目有扩能增产条件的,项 目单位在投产

前可向原核准机关申请调整建设规模。调整后建设规模超出规划

确定规模 30%以 内的,且调整后生产建设煤矿的总规模不超规划

总规模 ,可 直接提出申请 ;调 整后超出确定规模 30%(含 )~1OO%

(含 )的 ,在完成规划调整及规划环评手续后,可提出申请 ;超

出确定规模 100%的 ,不 予调整。调整建设规模的大型煤矿剩余服

务年限不低于 30年 。煤矿项 目在规划设计建设中要严格按照煤炭

工业设计规范的要求,严禁
“
未批先建

” “
批小建大

”
。

调整建设规模涉及新增用地的,项 目单位须重新办理用地预

审,并提供 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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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新增用地的,在 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调整建设规模的

项 目,可 以不进行用地预审,但须在申请文件中予以说明。建设

规模调整后9煤炭企业要依法依规办理用地、用草、环评、取水

许可、水土保持、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煤矿在相关手续办理完

成前,不得按照调整后规模建设。调整后的建设规模与采矿许可

证上的生产规模不一致的,可在后续办理其他采矿登记事项时一

并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调整。

四、全力以赴做好煤炭增产保供 ,保障能源供应形势平稳

(一 )积极组织煤炭安全增产保供。各产煤省 (区 )要坚决

落实煤炭安全保供责任 ,严格按照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签订的煤炭

安全保供责任书确定产能产量 目标组织煤矿生产建设 ,切 实保障

煤炭稳定供应。各地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 ,配

合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督促煤炭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坚持不安全不生产。

(二 )突 出抓好发电供热用煤供应保障。各产煤省区煤炭行

业管理部门要配合会同有关方面,强 化电煤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

监管,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问责机制,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

确保电煤中长期合同量、价执行到位。督促煤炭企业严把产品质

量关,向 市场供应符合有关政策要求和合同约定的商品煤 ,严禁

掺杂使假、以次充好。

(三 )加快推动停产停建煤矿复工复产。推动停产停建煤矿

尽快恢复生产建设 ,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既有产能作用 ,促进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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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增产增供。各产煤省 (区 )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

情况,研究制订停产停建煤矿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对因安全事故、

隐患整改等停产的煤矿 ,要加快隐患排查整改,在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后尽快复产。对因手续不全停产停建的煤矿 ,要积极会同省

级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协调推动相关手续办理。

对长期停产停建、复工复产无望的煤矿,要依法依规引导平稳退

出。各地工作方案于 9月 底前报送国家能源局 ,方 案实施进展、

总结情况分别于今年 12月 底和 ⒛23年 9月 底前报送。

五、加强组织实施

各产煤省区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加 大协调力度 ,强化

部门协作9形成工作合力,推动任务落实和措施落地 ,按要求报

送方案及有关情况。有关中央企业和地方骨干企业要发挥好示范

带头作用 ,按照本通知要求,落实先进产能建设和安全增产保供

主体责任 ,突 出电煤履约,确保煤炭安全稳定供应,促进行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中的重要情况,请及时向国家能源|局 报告。

联系人 :国 家能源局煤炭司 吴林林  010-81呢 9379

邮 箱:wuⅡ @nea。 gov。cn  传 真:010-81929370

附件:建设煤矿产能置换承诺函 (参考样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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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页无正文 )

(依 申请公开 )

— 8—



位

能

按

指

单

产

 
ハ

能

为

 
双
 
昭
灬

标

附件

建设煤矿产能置换承诺函 《参考样式 )

我公司拟新建或改扩建 (技 改扩能、资源整合、调整建设规

模 )煤矿 ,并作出产能置换承诺,具体如下。

-、 煤矿项目情况

(一 )新建煤矿

1。 ×××煤矿项 目位亍×××矿区,行政区划隶属×××,项 目单位

为×××集团×××公司;煤矿规划建设规模×××万吨/年 ,拟核准建设

规模×××万吨/年 ,预计 ⒛××年××月投产。按照产能置换政策应落

实产能指标×××万吨/年 ,其 中已落实产能指标×××万吨/年 ,还需

落实产能指标×××万吨/年 。

以上共×××处煤矿 ,拟 新增生产能力×××万吨/年 ,竣工投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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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总规模×××万吨/年 ,按照产能置换政策应落实产能指标×××

万吨/年 。

二、承诺内容

按照产能置换政策要求,我 公司承诺 9在投产前将上述产能

置换指标落实到位并编制上报产能置换方案 ,产 能置换方案未获

确认前,不 擅 自开展竣工验收和投产,如有违反 自愿接受国家有

关部门的信用惩戒。

特此承诺。

单位负责人 (签字 ): 单位盖章

202×∠F× j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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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

矿山安监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

组,有关派出机构。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2ˉ年L7'用 27 日印夕乏

Ⅷ鼙鏊羼嚣翳鼍爵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