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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

广东省质横技术监督屈
丈件

粤环 (2018) 28 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开展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各地级以上市质监局，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2010 年以来，我省 3000 余台燃煤锅炉改烧生物质成型燃料，

为规范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推进锅炉敃用天然气、 电等清洁能

源、 减少污染物排放， 根据《广东省工业锅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

(2016-2018 年）》（粤环 (2016) 12 号）和《广东省打嬴蓝天

保卫战 2018 年工作方案》（粤环 (2018) 23 号）的要求， 结合

“散乱污 ” 专项整治行动， 省环境保护厅、 质监局于 2018-2019

年联合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含直燃生物质锅炉）专项整治

行动， 通知如下：



一、整治对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广东省工业锅

炉污染整治实施方案(2016-2018年）》（粤环(2016) 12号），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淘汰和治理的对象主要包括：直接燃用生物质

的锅炉、 不符合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要求的锅炉、 集中供热热

网覆盖范围内的分散供热锅炉、 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的锅炉、

燃用煤及其制品的双燃或多燃料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燃煤锅

炉改造成生物质成型燃料不符合法定改造程序的锅炉、 经有批准

权人民政府批准关闭企业的锅炉等。

二、整治措施

（一）加强对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的管理。

各地质监部门应以《广东省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清单》

为基础， 组织对辖区内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核

查，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经核实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清单。

新建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应为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不

允许双燃料或多燃料设计）。对于符合质监部门使用登记条件的，

还必须依法办理环保手续后， 方可投入使用。

（二）严格监管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的污染物排放。

各地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污染物排放

的监管， 组织开展对排放口的监督性监测检查， 生物质成型燃料

锅炉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要达到或优于现行天然气锅炉对应排放标

准（按9%折算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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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厅、质监局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各地生物质成型燃料

锅炉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查，通报工作进度。

附件： 1. 全省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整治计划表

2. 市符合专用锅炉要求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

清单(2018年6月底前质监部门提供，环保部门每

季度报送监测进展情况）

3. 市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整治进度汇总表（不

统计附件2锅炉）

4. 市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整治清单（不含附

件2清单）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 \ / 

2018年5月22 甘

gddaqichu@l 63.com 

省质监局 曾向东020-38835655

glc@gdq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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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8年5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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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省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整治计划表

序号 地市（区） 整治任务

珠三角

1 广州 507 

2 深圳 126 

3 珠海 61 

4 佛山 122 

5 惠州 538 

6 东莞 916 

7 中山 410 

8 江门 697 

9 肇庆 107 

合计 3484 

非珠三角

10 汕头 211 

11 韶关 103 

12 河源 64 

13 梅州 106 

14 汕尾 203 

15 阳江 130 
. 

16 湛江 345 

17 茂名 207 

18 消远 138 

19 潮州 188 

20 揭阳 140 

21 云浮 64 

合计 1899 

广东省合计 5383 



附件2

-市符合专用锅炉要求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清单 (2018年6月底前质监部门提供， 环保部门每季度报送监测进展情况）

足否位千高
注
识

咧
炉

生
燃

忱
井

殷
种
庄

类
枷
（习

仄
斤号 地市 区县

设
佼用证纭号 设备空号 枚用日期 更纭日月 伎用单位 使用单位地址

污染燃科铁
伪炉月选

锅炉氖役
码 燃区 （含械 （益吨小村） 戍已燃料l生物区气

市建成区） 化）

扛例：1 广州 均械区
Ill叩0600 怀粤 Sill.II• 

功II心27 2017041915 广州市东鹏食品饮凡 广州市增坟市石冗饥
否 工业生产 11 生物质2006030106 AWBSl7 l.2$-All 2833 有限公旬 岗尾村大穸

花侨I 2 广州 增械区
1300440600 锅乓 选15-1.6-

2014-1·25 2017081416 广州兴市华辽材竹尺 广州市增校中乐镇汪
否 工业生产 IS 生物滇成型燃料妞1动05 AWB727 M 5700 公司 迳村霞迳iJj

备注： l. 此表以 «r东省燃用生物质成雯燃料锅炉清单，为基刊，权骨各地质立衍门6月底首关供的清单整理， 环保却门至桉时问节点戛求报送监测情况．

2. 实龙销号管理， 已完成立浏的锅炉用赁色标识，尚未完成立汀的用线色标识．

进口是否 符放口是否
吵除尘方 识炉皮己方 锅炉只珩方

安装找旺 安懿在线监
式 式 式

拉 沼

皮凡个布袋 无 无 几 否

块风屯袋 无 无 丸 否

达标情况
监测完庄时 （达衍／禾

备注
问 达岗未

监沟）

2018年9月 达

问未开展尘
测



附件3

市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整治进度汇总表（不统计附件2锅炉）

序号 地市
应完成锅炉数云

已报废／注销锅炉数云（台） 已整改锅炉数至（台） 报废和整改完成合计（台） 完成比例％
已整改锅炉完成尾气监测数

（台） 泣（台）

范例1 广州市

范例2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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