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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

部署，进一步提升煤炭供给体系质量，推动煤炭行业“上大压小、

增优减劣”和产业结构调整，现就做好 30 万吨/年以下（不含 30

万吨/年，下同）煤矿分类处置工作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工

夫，加快退出煤炭落后产能，按照严格执法关闭一批、实施产能置

换退出一批、升级改造提升一批的要求，对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进

行分类处置，加快退出低效无效产能，提升安全生产保障水平，促

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推动、政府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主动适应

煤炭供需格局变化，推动小煤矿较多地区加快调整煤炭产业结构。

形成稳定的落后产能退出政策预期，引导市场主体提前制定退出计

划，根据退出时间给予差异化政策支持。

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积极稳妥开展 30万吨/年以下煤矿

分类处置工作，区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煤矿特点，先易后难，分

步实施，着力退出一批安全保障度低、生产效率低的小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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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先立后破、统筹兼顾。统筹做好去产能、保供应和稳价格

工作，根据先进产能释放、运煤通道建设、能源结构调整等情况，

合理安排分类处置工作进度，防止区域煤炭供应大起大落。

坚持上下联动、各负其责。企业承担煤矿关闭退出、升级改造

等工作主体责任，各地负责制定本省（区、市）30 万吨/年以下煤

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给

予资金奖补和政策支持。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采范围与依法划定、需特别保护

的相关环境敏感区重叠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应退尽退；生态破坏

严重或2015 年以来未批先建的30 万吨/年以下煤矿限期关闭或引导

退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要求，做好矿山

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

（三）工作目标。通过三年时间，力争到 2021 年底全国 30 万

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减少至 800 处以内，华北、西北地区（不含南疆）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基本退出，其他地区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原

则上比 2018 年底减少 50%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严格执法限期关闭一批。通过严格安全环保质量标准等

措施，加快关闭退出不达标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按照发改能源

〔2019〕764 号、发改运行〔2019〕785 号等文件要求，2019 年基

本退出以下煤矿：晋陕蒙宁等 4 个地区 30 万吨/年以下、冀辽吉黑

苏皖鲁豫甘青新等 11个地区 15 万吨/年以下、其他地区 9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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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的煤矿；长期停产停建（包括超过批准建设工期 1 年以上未

完成项目建设）的 30万吨/年以下“僵尸企业”煤矿；30万吨/年以下

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等灾害严重煤矿。属于满足林区、边远山

区居民生活用煤需要或承担特殊供应任务，且符合资源、环保、安

全、技术、能耗等标准的煤矿，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暂时保

留或推迟退出。

（二）政策引导主动退出一批。通过煤炭产能置换、中央财政

奖补资金支持等政策，以华北、西北、西南、“两湖一江”（湖北、

湖南和江西）地区及黑龙江省为重点，引导资源条件差、竞争力弱、

生态环境影响大的 30万吨/年以下煤矿主动退出。

（三）具备条件升级改造一批。支持剩余资源有保障、安全条

件较好的煤矿改造提升至 30 万吨/年及以上规模并实现机械化开采。

近三年来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煤矿不得作为升级改

造的实施主体。升级改造后的煤矿应具备合理服务年限，新增产能

部分要落实产能置换要求。鼓励具备条件的相邻矿井通过联合改造提

升能力。改扩建项目核准、初步设计审批、环评等手续最迟应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

（四）严格监管监察确需保留的少量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对

保留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建立清单、严

格管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监管监察，

采取有效措施，严防违法违规行为。煤矿企业要加快实施机械化、

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力争到 2020 年底前全部实现采煤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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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需保留及升级改造的煤矿，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生态

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规定。

三、实施步骤

（一）开展摸底排查。由省级淘汰煤炭落后产能牵头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核实辖区内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底数，根据部门职责梳

理、排查煤矿安全、资源、环保、质量、能耗等情况，对煤矿是否

符合相关法规、政策、标准提出认定意见。

（二）制定工作方案。省级有关部门按照限期关闭、主动退出、

升级改造、少量保留等类型，逐矿提出分类处置意见（汇总表样式

附后），明确处置工作任务分工、完成时限，形成本省（区、市）

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于 2019 年 9 月底前报国家

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工作方案制定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征求

煤矿所在市（地）人民政府的意见，并做好与以往小煤矿处置方案

的衔接。保留或推迟退出煤矿要逐矿说明现状、原因、煤炭供应对象

等情况。

（三）开展方案复核。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专家，

对各省（区、市）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进行复核，

重点是升级改造和保留的煤矿是否存在难以治理的安全隐患、是否

具备机械化改造条件，企业主体是否具备安全管理能力。对不符合

要求的方案，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指导地方修改完善。

（四）有序组织实施。省级有关部门向省级人民政府报告复核

后的方案，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和任务分工，组织开展分类处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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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拟淘汰退出煤矿要按照确定的退出时间倒排工期，明确停产时

限、井口封闭时间、安全保障措施、监管责任主体等事项，确保退

出期间安全生产。分类处置方案可根据需要动态调整，支持各地在

方案实施过程中及时增加一批关闭退出或升级改造煤矿，相关煤矿

同步移出确需保留或推迟退出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清单。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部门协调配合。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

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下成立专项联合工作组，加强对各地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的指导。各省级淘汰煤炭落后产

能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相关部门职责和企业主体责

任，确保分类处置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二）杜绝新增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核

准（审批）建设规模低于 30 万吨/年煤矿，其中晋陕蒙宁等 4 个地

区不得低于 60 万吨/年。截至 2018年底煤矿产能公告以外的煤矿原则

上不再保留或升级改造，确需保留或升级改造的要核实该煤矿已 有

立项批复和证照情况，凡审批程序、证照发放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不予

升级改造或保留。各地要严格执行《安全监管总局等十三部门 关于进

一步规范煤矿资源整合技改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0〕185 号）

有关要求，对超过批准建设工期 1年以上未完成项目建设 的煤矿，

取消技改资格，依法予以淘汰退出。

（三）严格煤矿淘汰退出标准。30万吨/年以下煤矿淘汰退出

工作要严格履行启动前公示、验收后公告等程序，淘汰退出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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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验收办法》有关规定执行。省级淘汰煤

炭落后产能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关闭煤矿及时开展验收。地

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本地区小煤矿关闭验收的技术规范和

实施细则。地方政府应监督煤矿企业在煤矿关闭退出前履行好矿山

生态修复义务，做好采煤沉陷地治理等工作，造成遗留矿山环境问

题的，由地方政府负责治理，中央财政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四）鼓励实施产能置换。继续执行发改办能源〔2018〕151

号、发改办能源〔2018〕1042 号等产能置换相关文件，符合条件的

30 万吨/年以下关闭退出煤矿在分类处置期间可继续适用提高折算

比例等产能置换优惠政策。鼓励地方组织企业集中交易退出产能指

标，分类处置期间关闭退出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采取集中交易形

式的，退出产能指标折算比例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提高 20%。2021

年底分类处置工作完成后，继续保留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产能原

则上不再作为置换指标参与产能置换。

（五）加强财政资金支持。2020 年前关闭退出的 30 万吨/年以

下煤矿，符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条件的，可按有

关程序和规定申领、使用专项奖补资金。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

多渠道筹集资金，引导小煤矿加快退出。

（六）严格煤矿证照管理。对责令停产整顿或长期停止生产、

不具备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颁证部门应暂扣其安全生产许

可证；经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

证。对纳入关闭退出范围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相关部门不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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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证照延期，煤矿关闭后及时注销

证照。确因回采工作面已准备完成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的煤

矿，颁证部门要严格审查其安全生产条件，证件延期不得超过煤矿

计划关闭退出时间，同时禁止煤矿施工新的开拓或准备工程。对存

在一企多矿或债权债务纠纷的煤矿企业，可暂时保留其营业执照或

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经营范围变更手续。煤矿关闭后，有关部门要按

规定做好相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事宜。

（七）加强工作督促检查。自 2020 年一季度起，省级淘汰煤

炭落后产能牵头部门应于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 10 日前，

将上一季度本地区 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有关部门将定期通报各地分类

处置工作方案落实情况，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工作指导，适时组织开

展专项督查。

附件：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意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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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X省（区、市）30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意见
汇总表

一、严格执法限期关闭一批

二、政策引导主动退出一批

序号 煤矿名称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所在地市
生产能力

（万吨/年）

计划关闭时间

（年、月）

1
2
3
…

序号 煤矿名称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所在地市
生产能力

（万吨/年）

计划关闭时间

（年、月）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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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备条件升级改造一批

四、少量保留一批

序号
煤矿

名称

安全生产

许可证编号

所在

地市

生产能力
（万吨/年）

计划完

成时间

（年、

月）

资源条件 剩余可采

储量（截至

2018年底，

万吨）

是否

正常

生产

建设

近三年是
否发生较
大及以上
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改造前 改造后 瓦斯

等级

水文地

质条件

采深

（米）

1
2
3
…

序号
煤矿

名称

安全生产

许可证编号

所在

地市

生产能

力（万

吨/年）

资源条件
是 否 与

大 型 煤

矿 井 田

平 面 投

影重叠

是 否

与 “三
区 ”重
叠

是 否 属

于高硫、

高 灰 煤

炭煤矿

是否正

常生产

建设

是 否 纳

入 2018
年 底 产

能 公 告

范围

瓦斯

等级

水文地

质条件

采深

（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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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1.“三区”重叠是指开采范围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重叠。

2.高硫、高灰煤炭煤矿是指既无降硫措施又无达标排放用户的高硫煤炭（含硫高于 3%）生产煤矿，不能就

地使用的高灰煤炭（灰分高于 40%）生产煤矿。

3.煤矿如暂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可填写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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