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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十三五”明确未来能源发展和改革的战略导向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主要是控制煤炭。国家将制定煤炭消费总
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已经明确的是，2017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
长，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低到65%以下；2020年力争使
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62%以内，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
提高到60%以上。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在非化石能源占比20%的目标下，能源生产和消费“飘绿”

进程预计加快。
根据相关规划信息，2020年力争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5亿千

瓦左右。2020年前重点开发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
等河流，2020年后重点开发怒江和雅鲁藏布江。 按照坚持集中
式与分布式并重、集中送出与就地消纳相结合的原则，2020年，
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2亿和1亿千瓦以上。风电价格与
煤电上网电价相当，光伏发电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不可否认，基于资源禀赋的原因，未来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

源的地位不会改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将受到更高重视，国家能
源局官员甚至提出，“要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发展清洁能
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发电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主要方向。根据国家煤电节能减
排升级改造行动计划，新建燃煤机组供电煤耗低于每千瓦时300克
标煤，污染物排放接近燃气机组排放水平，2020年现役60万千瓦
及以上机组供电煤耗降至每千瓦时300克标煤。在最近几年，发电
企业环保压力将继续加码，环保投入在政策压力下不得不增加。

能源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能源体制存在自然垄断、行政垄断等问题，市

场竞争不充分。在能源价格管理上，政府对石油、天然气、电力
存在一定价格管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丧失，资源产品价
格发生扭曲。



降低煤炭消耗量

2017年上半年国家出台“2+26”
城市地区“煤改气”、“煤改电”、
“限煤”以确保完成“十三五”环保
任务，降低煤炭消耗量。
《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 发 改 环 资
[2014]2984 号）、《山东省2017年
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行动方案》实
（鲁发改环资〔2017〕857 号）中
指出2017年内全省净压减煤炭消费
2706万吨以上，全省2017年煤炭消
费总量控制在38233万吨。

限煤不等于禁煤

然而地方在解读相关政策时，

将“限煤”错误性解读为“禁煤”。

地方在执行政策时开始“上大拆

小”、“一刀切”，直接用天然气

取代煤炭，此举无疑影响中国的能

源结构。

不仅仅环保部有表态反对“一

刀切”，随着最近叫停“一刀切”

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也逐渐引起

各级地方政府的注意。

政策背景



概念解读

限制一

低热值煤

低热值煤受限

制将利好优质

煤尤其是洁净

煤的应用。

限制二

民用污染

在现实情况的
限制下，有限
的天然气必然
优先城市燃气、
取暖。

限制三

产能过剩

从现有煤化工
产业的格局来
说，产能虽然
稍微过剩但不
可或缺。

改革什么？

产业创新

无论是技术创
新控成本，抑
或材料管控见
实招……面对
问题、压力与
挑战，煤产业
力主转型升级。

“限煤”到底”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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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
正解

阻止低热值煤的进口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2年
9月出台之后，整治大气污染责任开始
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包括兰州、北京
、浙江、广东等地都开始提出提高燃煤
质量指标，禁燃低热值煤的要求。

俗话说，不破不立。怎样才能通过破立
之间的转变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竞争力
？面对煤业“寒冬”，煤业企业应自我
加压，深挖内潜，利用技术创新，加强
设备改造，释放新活力，推进企业科学
、持续发展。

环保税推动法律机制
环境保护税法的总体思路是由“费”改“
税”，即按照“税负平移”原则，实现排
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移。法律
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立法宗旨。

保障煤炭有序有效供应
目前老牌煤企仍在国家相关部委游说
，希望《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尽
快出炉。

保障煤业下游稳定
目前，国家发改委共收到全国各地上
报的104个煤化工项目，如果申请项
目全部在十二五期间开工建设，投资
规模将高达2万亿元。目前我国已建
和拟建的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乙
醇、煤制二甲醚等煤化工项目也很多
，耗煤数量非常巨大；

充分开发利用天然气赋存
同时，对于社会广泛提出的我国缺少
天然气资源的说法，也存在分歧。 实
际上，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问题只是在于开采利用不够。

促进煤产业创新升级

概念解读

理性面对国家政策正确理解国家战略



减提之间创新无限
——永恒能源逆势闯关亮点工作撷萃



公司介绍

“永恒能源”总部设立于香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专注于热能供应领域的发展，推行EMC&PPP&EPC托管模

式，提供项目节能减排一体化解决方案与专业运行管理服务，

投建企业生产用热项目，园区集中供热、民用供暖以及热电

联产项目类型。

公司集研发、设计、制造、建设、运营一体，自主研发

的多项创新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其中高效粉体工业锅炉

脱硫除尘脱硝一体化技术国内首创，得到国家发改委、环保

部、质检总局一致认可。目前公司已在福建泉州国家高新技

术开发区建立完成技术研发中心、核心设备制造基地与人员

培训基地，为迎接更多的项目服务做好坚实的基础。



山东

工业绿动力计划
工业用户

宁夏、陕西

燃煤锅炉整治
城镇集中供暖

陕西、福建

拆小并大
园区集中供热

浙江

重点整治燃煤小锅炉
工业导热油用户
燃气粉体双燃料系统

公司介绍



关键技术

04
03

02
01

为专业从事EMC¥EPC¥PPP等多种商业模式的工业与民用热能供应

。永恒能源“高效微排放煤粉锅炉一体化系统” 系中国唯一运
用煤炭清洁燃烧以及以废治废自主创新专利技术，可为客
户托付中小型集中供热、热电联产项目的节能与减排重任。

“永恒能源”系统与技术，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媲美天然气
排放标准，为燃煤锅炉解决“雾霾源”提供整装方案。

本系统的核心技术包括煤炭的清洁与高效应用、有效运输、煤炭

清洁燃烧、烟气处理（以废治废）及锅炉房三废处理与处置等
一体化节能与环保技术，帮助企业有效解决“清洁生产”需求。

公司成立至今已完成800蒸吨的锅炉改造项目，
总投资超过3亿元。



20t/h以上锅炉采用永恒能源“高效低碳节能减排一体化的煤炭清洁利用系统”，

其综合节能率可达50%以上。

环 保

• 系统不外加任何添加剂，以废治废，稳定

达到超低排放要求，媲美天然气锅炉；

• 减排率大于95%，一般煤粉锅炉减排50%；

• 清洁煤粉体燃料生产与配送采用全密闭方

式，不产生二次污染；

• 国内首创以废治废脱硫脱硝技术，不用任

何添加剂，得到环保部推广认可，不增加

二次污染。

安全可靠

• 脱硝采用低氮燃烧+FGR烟气循环技术，

避免炉外脱硝技术带来的安全隐患，避免

长期使用脱硝剂尿素或氨水对设备和运行

带来的风险与问题；

• DSC自动控制系统，配备联锁系统、防爆

系统惰性气体安全保护装置、二氧化碳气

体消防装置，实现锅炉运行安全；

• 自有专利技术的底置燃烧器使炉膛在燃烧

期间保持较低的温度，避免了因高温燃烧

带来的锅炉结焦事故，确保系统运行期间

的连续稳定。

经济节能

• 系统运行稳定，锅炉热效率88%以上， 燃

料燃烬率98%以上；

• 脱硫不外加添加剂，使用工艺固废直接脱

硫，节约运行费用；

• 脱硝不使用任何外置设备与添加剂，降低

投资成本，节约运行费用；

• 系统结合用户生产，设计热能回收再次利

用，降低能耗；

• 系统排水进循环池，不外排不浪费；

• 节煤量30%以上，节电量25%-30%；

• 立式结构布置节省用地，无需存煤场。

解决方案



●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供电项目
9.81兆帕高温高压热电联产工业园
项目名称：厦门雀巢（银鹭）食品工业园

热电联产供热项目
项目规模：总规模2*40 t/h +75t/h 
投产时间：2017年 4月
项目地址：厦门市翔安工业园区银鹭片区
总投资额：人民币1.8亿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10mg/m³

二氧化硫 20mg/m³
氮氧化物 100mg/m³

案例对比



●高效煤粉锅炉民用集中供暖项目
项目名称：泰安市泰山城区热力公司集中供暖
项目规模：14MW+2x29MW热水炉
投产时间：2017年 11月
项目地址：山东省泰安市省庄镇
总投资额：1300万（一期）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10mg/m³

二氧化硫 50mg/m³
氮氧化物 100mg/m³

案例对比



案例对比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济南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地区唯一保留的20T煤基燃料锅炉

项目规模：20t/h
投产时间：2013年11月
项目地址：山东济南
总投资额：人民币1400万元（超低排放标准）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10mg/m³

二氧化硫 50mg/m³
氮氧化物 100mg/m³



案例对比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济南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地区唯一保留的20T煤基燃料锅炉

类别 热效率 年耗标煤量（t） 烟尘（mg/m3）二氧化硫（mg/m3） 氮氧化物
（mg/m3）

改造前 65% 14100 30 200 200

改造后 88% 7200 10 50 100

年减排标煤（t） 年减排烟尘（t）年减排二氧化硫（t） 年减排氮氧化物（t） 年减排二氧化碳（t）

6900 5.58 38.6 34.3 2.29



案例对比

银川城市区域集中供暖项目



案例对比

●集中供暖项目
宁夏孔雀湖项目500万平方米 总规模480t/h    

类别 热效率 耗标煤
（公斤/平方米） 烟尘（mg/m3） 二氧化硫

（mg/m3） 氮氧化物（mg/m3）

改造前 65% 30-35 50 300 300

改造后 88% 16 30 200 200



项目名称：中田永恒洛南县300万平米供暖项目
政企合作PPP项目

项目规模：总规模240t/h 
投产时间：2016年11月
项目地址：陕西省洛南县
总投资额：6000万（一期）

陕西洛南县域集中供暖项目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20mg/m³
二氧化硫 50mg/m³
氮氧化物 200mg/m³



项 目 蒸汽锅炉
t/h 

热水锅炉
MW 

导热油炉
wKCal/h

热风炉
wKCal/h

热电联产
背压式机组

压力MPa 1.0-9.8 0.7-2.5 / / 9.81

温度℃ 185-540

95/70

200-380 500-600 540115/70

130/90

锅炉容量

20 14 600 500
35

35 29 800 800

65 42 1200 1000
75

75 58 1500 1200

100 70 1800 / 
130

130 90 2500 / 

锅炉类型



排放物水平优于天然气排放标准

永恒能源系统与技术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优于天然气排放标准，为燃煤

锅炉解决“雾霾源”提供整装方案。我

们的核心技术“以废治废粉煤灰脱硫”

以及“底置式低氮粉体燃烧风配系统”，

能够使锅炉排放轻松达到烟尘、SO2、

氮氧化物排放达 5、 30、50mg/Nm3，

低于国家标准（5、35、50mg/Nm3），

该技术2014年列入环境保护部推广技术

名录，2015年列入国家发改委重点低碳

技术名录，拥有国家发明专利技术6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

环保排放优势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福建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供热项目
达利园食品饮料-中国食品行业前茅

项目规模：20t/h
投产时间：2013年11月
项目地址：福建省惠安林口
总投资额：人民币1200万元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50mg/m³

二氧化硫 100mg/m³
氮氧化物 150mg/m³

案例对比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福建柒牌集团有限公司供热项目

项目规模：10t/h
投产时间：2012年5月
项目地址：福建省晋江市英林柒牌工业园
总投资额：人民币600万元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30mg/m³

二氧化硫 100mg/m³
氮氧化物 150mg/m³

案例对比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供热项目
项目规模：1500wkcal/h导热油锅炉

目前煤粉锅炉行业单台最大容量
投产时间：2015年5月
项目地址：福建省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区
总投资额：人民币1280万元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50mg/m³

二氧化硫 200mg/m³
氮氧化物 200mg/m³

案例对比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1）兴业科技绿色皮革-上市公司
（2）宝恩集团-大桓九皮革

项目规模：10t/h            &   25t/h
投产时间：2014年11月 &   2016年10月
项目地址：福建晋江 &   山东淄博
总投资额：600万元 &   950万元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50mg/m³

二氧化硫 200mg/m³
氮氧化物 200mg/m³

案例对比



●企业定制供热项目

项目名称：浙江百得利皮革导热油锅炉
煤粉与燃气两用锅炉系统

项目规模：700万大卡/h
投产时间：2016年
项目地址：浙江绍兴
总投资额：850万
环保排放标准： 烟 尘 20mg/m³

二氧化硫 50mg/m³
氮氧化物 150mg/m³

案例对比



八项发明专利 二十项实用新型专利

荣誉资质



“永恒能源”高效粉体工业锅炉微排放一体化系统技术
于2014年成功入选国家环保部鼓励推广环境保护技术目录

荣誉资质



“永恒能源”高效粉体工业锅炉微排放一体化系统技术
于2015年成功入选国家发改委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

适用的技术条件 建设规模
投资额
(万元)

节能量
(tce/a)

二氧化碳减
排量

（tCO 2/a）

该技术在
行业内的
推广潜力
（%）

预计总投
入(万元)

预计节能
能力(万
tce/a)

预计二氧
化碳减排
能力（万

tCO 2/a）

区域锅炉房供暖
改造、工业锅炉

改造

供热面积160万

m2的煤粉锅 炉
房系统改造

4549 12350 32604

新建10t/h立式
角管式煤粉蒸汽

锅炉

10t/h煤粉蒸
汽锅炉热力供

应系统
300 3556 9246

20t/h锅炉节能
减排改造

20t/h蒸汽锅
炉

1100 3102 8188

主要技术内容

典型项目

《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5年本 节能部分）

目前
推广
比例
(%)

未来5年节能减碳潜力

5

新型

高效

煤粉

锅炉

系统

技术

工业和民

用燃煤锅

炉供暖或

生产用蒸

汽、民用

供暖

采用煤粉集中制备、精
密供粉、分级燃烧、炉
内脱硫、锅壳（或水

管）式换热、布袋除尘
、烟气脱硫和全过程自
控等技术，实现燃煤锅
炉的高效运行和洁净排

放

3 8 8625 608 1581

序
号

技术名称 适用范围

荣誉资质



荣誉资质



感谢关注与支持！
联系方式：

Tel： 0595-28292168
Fax：0595-28292163
E-Mail：eemco-fj@eemco.cn
http://www.eemco.cn
微信公众号：永恒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