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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位于河南省北部，因

相传“仙鹤栖于南山峭壁”而

得名

■下辖浚县、淇县、淇滨区、

山城区、鹤山区5个行政区和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

省级城乡一体化示范区、4个省

级产业集聚区

■总面积2182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180万

 鹤壁基本情况



鹤壁文化底蕴浓厚，

穿城而过的淇河，是诗

歌 文 化 的 重 要 源 头 ，

《诗经》中有39篇直接

描绘淇河两岸的自然风

光和风土人情。

所辖淇县古称朝歌，

是殷商文化发源地之一

和《封神演义》演绎地，

境 内 的 云 梦 山 被 誉 为

“中华第一古军校”。

文化底蕴浓厚

   示范区鹿台阁                                                             淇河天然太极图

     淇县云梦山                                                      淇县中华第一古军校



■国家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市

■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市

■国家节水型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

等51个“国字号”名片。

全国试点示范领先

自然生态优美、城乡发展协调、政务服务高效

淇河城市风景

桃园公园（海绵城市工程） 政府二号院（节能减排改造）



清洁取暖

工作思路

政府推动 技术创新 居民可承受企业为主 运营可持续



清洁取暖

鹤壁模式

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四条工作经验 五项保障机制



清 洁 取 暖

鹤壁模式 建设成果 示范成效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五项保障机制三个基本原则 四条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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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煤取暖全部清零
工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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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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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

经济实力

基础设施

污染防治

政策机制

技术路线

l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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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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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集中供热 l 空气源热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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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五项保障机制三个基本原则 四条工作经验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城区“集中为主，分散为辅”,

农村“宜气则气，宜电则电”,

全面实现清洁取暖全覆盖。

热  源  侧

积极推进城乡建筑能效提升，

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

坚持“宜改则改”，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用  户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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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五项保障机制三个基本原则 四条工作经验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聚焦“三类地区”精准发力

突出“三个环节”多策并举 城区 农村县城和城乡结合部

1

经济实力强
人口密度大
基础设施好

发展速度快
人员流动大
基础设施差

建筑能效低
居住不集中
经济较落后



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突出“三个环节”多策并举

聚焦“三类地区”精准发力

做好“三相结合”全面推进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2

热源端

l 最大限度的降低居民的取暖成本。

城市地区充分挖

掘超低排放热电

联产的集中供热

能力，农村地区

采用高能效的热

泵类电力供暖。

五项保障机制四条工作经验



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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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类地区”精准发力

做好“三相结合”全面推进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2

热网端

l 不断降低能源输配损耗。

城区加大老

旧供热管网

替换改建，

农村加大电

网改造力度。

五项保障机制四条工作经验



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突出“三个环节”多策并举

聚焦“三类地区”精准发力

做好“三相结合”全面推进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2

用户端

l 最大限度降低居民的取暖负荷和取暖支出

重点推进既有

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优先改

造使用清洁能

源取暖的既有

建筑。

五项保障机制四条工作经验

浚县后岗村 淇县刘拐庄村



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突出“三个环节”多策并举

做好“三相结合”全面推进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相结合

生活散煤清零，PM2.5有效下
降，空气质量改善。

与百城提质相结合

清洁取暖各项工程同步规划、
实施、建设，城市基础承载能
力大幅提升。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

村容村貌整洁，环境安全卫生，
居民温暖幸福，建设美丽乡村。

聚焦“三类地区”精准发力

3

五项保障机制四条工作经验



四条工作经验 五项保障机制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清洁供、节约用、投资优、可持续”的总体思路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补初装不补运行”的财政补贴机制

   “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煤清零”的技术路径



四条工作经验         “清洁供、节约用、投资优、可持续”的总体思路  

热源精选清洁供

低温空气源热风机

生物质颗粒加工基地

确定低温空气源热风机为农村主导
技术路径，契合农民节省理念和用热习
惯。同时借鉴清华大学技术经验，探索
推进数字化智能生物质炉取暖，降低运
行成本。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清洁供、节约用、投资优、可持续”的总体思路  

降低能耗节约用

制定系列服务手册，引导农户
科学使用清洁取暖设备。
规范操作节约用。

新建居住建筑全面执行75% 的
节能设计标准；既有建筑能效
提升改造效果不低于30%。
提高效能节约用。

根据城乡差异，因地制宜选择适用的清
洁取暖技术路线。
技术保障节约用。

1 3

2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四条工作经验



         “清洁供、节约用、投资优、可持续”的总体思路  

合理配比投资优

着眼财政补得起

“双侧同推”农民户均财政补贴约8000元左右，

地方财政可承受。

着眼农民拿得起

出台补贴政策，补贴后农民“热源侧”和“用户

侧”改造户均付费3500元。

农民清洁取暖改造付费分析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四条工作经验



         “清洁供、节约用、投资优、可持续”的总体思路  

后期运行可持续 简便使用可持续
严控清洁取暖产品质量，空气源热风机、生物

质炉均实现智能化控制，使用方便，故障率低。使用成本可持续
单台低温空气源热风机平均耗电0.75-1度/

小时，农民户均取暖成本670—1120元；数

字智能化生物质炉户均取暖做饭成本700—

1150元，成本较改造前使用散煤大幅下降。

服务到位可持续
推行一站式服务，采用服务商模式，规范企

业标准，确保清洁取暖项目持续健康发展。

生物质炉智能化控制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四条工作经验



     “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煤清零”的技术路径

坚持“电取暖”为主进行农村热源清洁化改造

结合各类能源使用成本，
尊重农民用热习惯，积
极推进分散电采暖，农
村电网改造同步跟进，
保证农民取暖成本自控、
安全清洁、经济可持续。

淇滨区曹庄村
热风机安装施工

浚县周庙村
农村电网改造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煤清零”的技术路径

坚持“气做饭”为主优化农村餐饮用能

平原地区实现管道天然气“村村通”，丘陵和山区等偏远地区通过燃气瓶组站实

现天然气覆盖，实现电气“阶梯”用量优化组合，降低农村居民用能支出。确保

实现“散煤清零”目标，避免“返煤”现象发生。

鹤山区窦马庄燃气瓶组站施工现场 淇县高村农村燃气管线入户安装 浚县刘井固村居民使用燃气做饭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煤清零”的技术路径

坚持“房保温”和热源改造同步推进

大力推进能效提升改造，改善既有居住建筑热性能，推动农房降低能耗，提高农房居
住舒适度，降低冬季采暖支出。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煤清零”的技术路径

坚持改造区域取暖做饭“煤清零”

通过取暖和餐炊方式的变革，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原则，实现

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散煤清零”。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补初装不补运行”的财政补贴机制

结合农村清洁取暖户均面积及技术参

数，通过认真调研和科学对比，推荐

使用节能高效设备，确保取暖成本可

控。

展开基层调研

明确中央财政资金只补贴清洁取暖改

造初期投资，不再制定市级的电价、

气价价格优惠政策。

鹤壁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示范项目
资金奖补政策（试行）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补初装不补运行”的财政补贴机制

农户积极缴费

明确中央财政资金只补贴清洁取暖改

造初期投资，不再制定市级的电价、

气价价格优惠政策。

鹤壁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示范项目
资金奖补政策（试行）

较好调动了农民安装使用清洁取

暖设备，科学节约用能的积极性、

主动性。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① ②

③

④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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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1、整村明确一个清洁取暖技术路径

《鹤壁市既有农房能效
提升整村推进技术方案》

《鹤壁市清洁能源替代散煤
供暖技术导则（试行）》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2、能效提升改造遵循一套技术标准

农村建筑典型模型

农村建筑典型模型汇总表 农村建筑改造效果图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3、户均清洁取暖改造费用控制在一万元左右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4、取暖季户均运行成本控制在1千元左右

每户单日耗电量统计分析 低温热风机运行费用占比分析
 

通过安装低温热风机监测仪，科学分析采暖季运行费用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5、取暖设备使用实现一键化操作

低温空气源热风机一键启停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生物质取暖炉智能化一键控制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6、运营维护实现一平台服务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6、运营维护实现一平台服务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六个一”的建设推广标准

6、运营维护实现一平台服务

供暖报修微信小程序 监管平台服务中心供暖维修师傅APP报修流程图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五项保障机制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一是高效的
组织领导机制

二是完备的
工作推进机制

三是系统的
政策引导机制

四是领先的
技术创新机制

五是科学的
资金补贴机制

四条工作经验一个中心发力 两侧同步改造 三个基本原则



五项保障机制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一是高效的组织领导机制

市长郭浩在浚县东方嘉园小区
调研清洁取暖工作

市委书记马富国在淇滨区化皮屯村
调研清洁取暖工作

l 不断完善清洁取暖领导机制。

l 试点城市建设市县乡三级协同推进。

l 形成了市委市政府宏观指导、各部门协

调联动、县区主力实施的高效推进工作

模式，全程引领工作推动。



五项保障机制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二是完备的工作推进机制

l 统筹协调能源供应、项目建设、资金

支持、环保监测等各类资源，推动农

村清洁取暖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

l 确保工作有计划、项目有监管、绩效

有考评、日常有督导。

鹤壁市建立清洁取暖领导小组工作机制

鹤壁市形成清洁取暖建设监管工作机制



五项保障机制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l 印发《鹤壁市冬季清洁取暖建设资金筹集及分配方案》《关于开展全市清洁取

暖建设工作督导的通知》等27个配套政策性文件，对项目招标、试点建设、

项目监管、工程验收、绩效考核等提出要求，建立起多层次的清洁取暖制度框

架和政策体系。

三是系统的政策引导机制



五项保障机制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四是领先的技术创新机制

热源清洁化+建筑能效提升

l 实践保温窗帘+节能吊顶

l 全国率先热风机规模化推广

l 生物质炉智能化

l 参编6个省级技术导则

l 建设全域清洁取暖监管平台

创新推广取暖全要素监测



五项保障机制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五是科学的资金补贴机制

l 采取因素法测算分配并按照先预拨、

后清算的方式拨付专项资金。

l 积极创新清洁取暖资金筹措途径，鼓

励采用特许经营、合同能源管理等多

种模式，推进清洁取暖项目建设。

l 农村地区执行让惠于民的财政补贴政

策，科学引导企业投资清洁取暖建设，

拓宽资金筹措途径。 鹤壁市清洁取暖财政资金管理架构图



清 洁 取 暖

建设成果 示范成效鹤壁模式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



淇滨区集中供热管网建设工程 福田佳苑小区智慧无人值守热力站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六项主要工程）



清华大学
智能生物质取暖炉

开发区大赉店镇姬屯村
生物质颗粒加工车间

山城区石林镇柏乐村
生物质颗粒加工车间

浚县善堂镇
生物质颗粒加工车间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六项主要工程）



低温空气源热风机室内机

浚县白寺乡后岗村低温空气源热风机安装施工现场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六项主要工程）

优选一线品牌设备 低温空气源热风机压缩机



浚县白寺村居民使用天然气做饭示范区纬十路LNG燃气瓶组站 淇滨区上峪乡燃气管网工程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六项主要工程）



淇滨区鹤源二区
城区既有居住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工程

淇县北山门口村
农房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工程

浚县财政局办公楼
县城既有公共建筑能效提升改造工程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六项主要工程）



淇县大石岩村农村电网改造工程

清洁取暖“建设成果”（六项主要工程）



淇滨区钜桥镇岗坡村是鹤壁市

2017年首批改造的清洁取暖试点村，全

村386户，共1300口人。岗坡村按照

“电取暖、气做饭、房保温、煤清零”

的技术路径，通过“热源侧”推广低温

空气源热风机，“用户侧”进行农房能

效提升改造，同时管道天然气入户解决

餐炊用能，电网扩容改造保障取暖用电

需求，实现了全村清洁取暖率100%，散

煤取暖清零的工作目标。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岗坡村农房能效提升改造后村容村貌大幅提升



村民张国峰家中常住4口人，主要

从事农业生产，2017年11月底，岗坡

村清洁取暖改造后，热风机取暖清洁

高效，房屋能效提升改造后保温性能

好，经过4个冬季的运行计算，单台热

风机平均耗电0.75—1度/小时，再加上

一些电费优惠，一个冬季的取暖用电

在1千元左右，真正实现了清洁取暖

“用得起、用得好、用得久”。

清洁取暖“鹤壁模式”

居民取暖用得好

老百姓满意度高



清 洁 取 暖

示范成效建设成果鹤壁模式



　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考核成绩全国领先

清洁取暖三年考核成绩优秀鹤壁市终期考核验收现场会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考核成绩全国领先

鹤壁市清洁取暖中期评估汇报会 中期评估专家组现场调研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鹤壁模式广泛认可

全国“北方十五省（区、市）农村清洁取暖用户侧
能效提升现场经验交流会”

全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推进会议 第二届中国清洁供热产业峰会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鹤壁模式广泛认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第6528号、第8282号建议答复的函》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鹤壁模式广泛认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工程师陈宜明，标准定额司
一级巡视员倪江波莅鹤调研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莅鹤调研清洁取
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熊国平莅鹤调研
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清洁取暖硕果累累

鹤壁市荣获“北方农村清洁取暖典型模式示范基地” 鹤壁市参编《河南省既有建筑农房能效提升技
术导则》荣获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清洁取暖硕果累累

鹤壁市清洁取暖典型案例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清洁取暖硕果累累

人民日报报道鹤壁清洁取暖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清洁取暖硕果累累

河南日报报道鹤壁清洁取暖
中国能源报报道《鹤壁如何打造清洁

取暖全国标杆》
中国建设报报道《河南鹤壁开启农

村清洁取暖新模式》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清洁取暖硕果累累

鹤壁市清洁取暖双课题荣获国家华夏奖二等奖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知名院校开展调研

课题研究报告联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展清洁取暖
技术研讨

《中原地区清洁取暖建筑能效提升政策和技术
体系及“鹤壁模式”研究》验收会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多地赴鹤参观学习

洛阳市市长刘宛康来鹤考察学习

济宁市副市长柳景武来鹤考察学习 咸阳市副市长孙亚政来鹤考察学习

许昌市副市长卢希望来鹤考察学习



鹤壁市清洁取暖示范成效

多地赴鹤参观学习

淄博市住建局来鹤考察学习 菏泽市住建局来鹤考察学习沈阳市发改委来鹤考察学习鄂尔多斯市能源局赴鹤考察学习 



河南省鹤壁市城市管理局

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