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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有效解决“垃圾围城”“垃圾上山下乡”等突出环境问题，

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指导各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布局，合理把握项目建设时序，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

改环资规〔2017〕2166 号）要求，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结合各地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布局方案，组织编制了《陕西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

专项规划(2020-2030 年)》。专项规划认真落实《生物质能“十三

五”发展规划》（国能新能〔2016〕291 号）、《陕西省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等有关规划要求，将国家能

源局《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国

能发新能〔2017〕31 号）中我省布局的项目全部纳入，并与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相衔接。 

《专项规划》主要阐述了 2020 年至 2030 年陕西省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发展布局、保障措施，规划基准年为 2019

年，近期至 2020 年，中期至 2025 年，远期展望至 2030 年，是全

省 2020-2030 年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基本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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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基础 

（一）国内外发展现状 

当前，世界各国生活垃圾常用处理方法主要有四种，即分类回

收、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其中，分类回收不是一种独立的处理

方法，它须与堆肥、焚烧或其他处理方法结合。卫生填埋方式简单、

工艺成熟、投资较低，是目前较普遍的垃圾处理方法之一，约占我

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的 55%，适用于场地资源丰富、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地区，填埋处理受限于填埋场数量和容量且易造成二次

污染。垃圾堆肥作为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重要途径，约占我

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的 10%，受到非技术的因素制约，发展受

限。垃圾焚烧发电是利用焚化技术将垃圾转化为灰烬、气体、微粒，

能够减少原生垃圾约 90%的体积和 80%的重量，达到“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的目的，可以极大减少垃圾填埋量，节约大量的土

地资源，减少填埋对地下水和填埋场周边环境的污染。同时提供热

力和电力，是真正实现垃圾“三化”处理的有效方式。 

（二）国内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现状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已投运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18 座（装机容

量 916 万千瓦），在建 167 座（装机容量 430 万千瓦），年处理垃圾

量 1.3 亿吨，年上网电量 393.2 亿千瓦时，垃圾焚烧量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约占无害化垃圾处理量的 34%，已成为我国垃圾处理的重要

方式。 

（三）省内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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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省内垃圾已基本形成垃圾填埋为主、焚烧发电为辅的生

活垃圾处理格局。垃圾填埋。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建成垃圾处理设

施约 124 座（其中市县级垃圾处理场 99 座），实现了县级及以上城

市全覆盖。焚烧发电。截至 2019 年底，全省已经核准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 18 个。其中已有 3 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焚烧线日处理量

为 4800 吨，约占垃圾应处理量的 13%，尚处于起步阶段。 

（四）存在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我省生活垃圾处理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垃

圾量的快速增加，垃圾处理各环节问题日益显现。 

一是垃圾收集方式单一。除西安市以外，各市县的垃圾收集以

混合收集方式为主，增大了垃圾的运输和填埋量，加大了无害化处

理和资源化回收的处置难度。 

二是垃圾处理工艺落后。目前陕西省各市县垃圾处理基本以填

埋为主，部分填埋场较简易，不仅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也对

附近居民的健康产生危害。 

三是填埋场处理能力不足。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垃圾收运体

系的逐步完善，各市县的垃圾填埋场将处于超负荷运行，部分填埋

场面临接近使用年限封场的困境。 

四是市场化运作水平低。各市县的垃圾处理基本上是通过政府

管理的环卫机构进行管理和处理，市场化运营水平低，政府协调难

度较大。 

五是焚烧发电“邻避效应”时有发生。当前，人民群众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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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发电处理方式的接受度仍需提高，“邻避效应”时有发生，

影响了社会和谐和项目实施。 

二、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生态文明

建设总体要求，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目

标，以先进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为支撑，建立城乡统筹、布局合理、

运营高效、技术领先、和谐共处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处理体系，实

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

章提供绿色保障。 

（二）基本原则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垃圾收集设施建设规划，打破各县

区行政区划，在充分考虑垃圾量充足，运距经济的前提下，确定项

目选址，实现区域内生活垃圾统筹规划，布局合理。 

因地制宜，加快推进。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综合考虑

选址、土地、环保等因素，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大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处理设施推进力度，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地实

施。 

立足现状，适度超前。根据区域垃圾处理现状和预测产生量，

适度超前规划设施处理规模。鼓励利用既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用地

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统筹生活、建筑、餐厨等不同类型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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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处理，鼓励开展静脉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等建设。 

技术先进，严格标准。鼓励先进技术应用，提高建设标准和水

平。严格市场准入，建立良性竞争机制，促进龙头企业和先进技术

进入市场，逐步淘汰落后技术，提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社会经济效

益。 

（三）发展目标 

2020 年前，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 36.7%；2021-2025

年，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 59.6%；2026-2030 年，焚烧

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 68%。 

（四）建设时序 

2020 年前，全省各设区市中心城区及垃圾填埋场面临封场的中

心城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计划全部开工建设；2021-2025 年，符合

规划选址条件且垃圾资源量有保障的重点（县）区，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开工建设；2026-2030 年，收运条件相对困难但通过区域统筹可

以达到建设条件的城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开工建设。 

（五）电力消纳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属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全省规划项目机组容

量均不大于 6 万千瓦；到 2030 年，关中地区建设装机 51.57 万千瓦，

陕北地区装机 7 万千瓦，陕南地区装机 12.3 万千瓦，年发电量 46 亿

千瓦时。根据《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9〕807 号）要求，分布式垃圾焚烧发电以就地消纳

为主，在政策层面，国家明确要求可再生能源要保障性收购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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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配额制。另外如全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网后，年发电量按

46 亿千瓦时计算，约占全省当前用电量的 2%左右，我省电网消纳能

力可满足发展垃圾焚烧发电的需求。 

三、重点任务 

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和城乡一体化处理，实现生活垃圾处理由填

埋向焚烧发电为主的方式转变，全面实现生活垃圾70%左右焚烧发

电，提高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水平。 

（一）依法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 

各市要强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前期风险评估、前移风险防范关

口。关中地区新建项目原则上必须作为城镇热源点进行建设。要严

格落实“三区三线”配套的综合空间管控措施要求，远离生态保护

红线区域，秦岭沿线选址应严格遵循《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要求，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和《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要求设定防护距离；2020 年

前开工项目应明确建设地点（四址坐标）；纳入专项规划并拟于

2021-2030 年开工建设的项目，建设地点明确到具体县(区)。 

（二）加快推进专项规划项目落地实施 

纳入本次规划的项目，相关部门应加快组织项目审批或核准等前

期手续，协助项目单位抓紧落实项目开工条件，推进项目落地实施。

市县有关部门要加大协调力度，优化项目审批工作流程，落实环境

容量、土地指标、补助资金等，建立绿色通道，加快项目实施。 

（三）实施项目定期评估考核和规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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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住建厅等相关职能部门每年对完成全省专

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考核，根据考评结果，对未按规定时限完

成选址或无法继续实施的项目，应及时调整出规划，将已完成选址

的新布局项目列入专项规划，保障项目滚动实施。 

（四）全面公开规划选址相关信息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规划要坚持开放透明，广泛征求社会各方

面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做好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与化解相关工作。

要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要求进行环境信息评价公示、征询公众意见，降低项目建设风

险，利用各种媒体提高民众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认知度。要完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信息公开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

向社会公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相关信息，鼓励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积极参与。 

四、资源量预测 

根据《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发展目标，

结合统计分析和调研数据，近期（2020 年前），全省各地级市中心

城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2 千克/日，县区中心城区及主要城

镇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1 千克/日，乡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

取值 0.55 千克/日～0.6 千克/日；中远期（2021-2030 年），全省各地

级市中心城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3 千克/日，县区中心城区

及主要城镇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取值 1.2 千克/日，乡村人均生活垃

圾产生量取值 0.65 千克/日～0.7 千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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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垃圾收集能力等指标，考虑垃圾分类

影响，预测 2020 年全省生活垃圾量约 35289 吨/日，2025 年全省生活

垃圾量约 39533 吨/日，2030 年全省生活垃圾量约 43988 吨/日。陕西

省各市区生活垃圾产量预测详见下表。 

陕西省各市县生活垃圾产生量预测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2020 年人

口数量 

（万人） 

2020 年生

活垃圾预

测量 

（吨/日）

2025 年人

口数量 

（万人）

2025 年生

活垃圾预

测量 

（吨/日）

2030 年人

口数量 

（万人） 

2030 年生

活垃圾预

测量 

（吨/日）

1 西安市 1015 10422 1077 11856 1143 13428 

2 铜川市 84 800 84 872 84 946 

3 宝鸡市 380 3329 383 3657 386 3989 

4 咸阳市 441 3770 447 4189 453 4619 

5 渭南市 501 4254 507 4732 512 5220 

6 汉中市 346 2859 348 3176 349 3495 

7 安康市 268 2182 270 2442 273 2707 

8 商洛市 241 1956 246 2207 251 2468 

9 延安市 228 2007 233 2238 238 2479 

10 榆林市 347 3137 358 3537 369 3959 

11 
杨  凌 

示范区 
21 197 22 219 23 241 

12 韩城市 40 376 41 408 41 437 

合  计 3911 35289 4015 39533 4123 43988 

五、发展布局 

按照“科学统筹、区域共享”的原则，从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垃

圾产生量、运距、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与分析，科学、合

理地对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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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布局 

按照总体布局要求和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到 2020 年，全省

规划建设生活焚烧发电项目 25 个，已建、在建及规划开工建设项目

总规模达到 26930 吨/日，装机容量 55.82 万千瓦；到 2025 年，全省

累计规划建设生活焚烧发电项目 36 个,建成投产规模达到 32780 吨/

日，装机容量 66.57 万千瓦；到 2030 年，全省累计规划建设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 41 个,建成投产规模达到 34930 吨/日，装机容量

70.87 万千瓦。 

（二）区域布局 

1.西安市（含代管西咸新区）。2020 年前，西安市开工建设五

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分别是高陵、鄠邑、蓝田、西咸新区、

灞桥区江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总处理能力 12750 吨/日，总装机

容量 27 万千瓦，全市除阎良区距离西安主城区较远、可与富平县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统筹规划外，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

100%。 

2.铜川市。2020年前，铜川市开工建设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焚烧线处理能力600吨/日，装机容量1.2万千瓦，服务区域为

王益区、印台区、新区、耀州区等。预测到2030年，项目投产后,全

市生活垃圾焚烧线总规模60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

的63.4%。 

3.宝鸡市。2020年前，宝鸡市开工建设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别为宝鸡城区和扶风项目总处理能力1780吨/日，总装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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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42万千瓦；2021-2025年，规划建设岐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装机容量1.2万千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

垃圾焚烧线总规模238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

59.7%。 

4.咸阳市。2020年前，咸阳市开工建设三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别为咸阳、兴平和乾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处理能

力2500吨/日，总装机容量6万千瓦；2021-2025年，规划建设彬州市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026-2030年，规划建设三原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圾焚

烧线总规模360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77.9%。 

5.渭南市。2020年前，渭南市开工建设四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别为渭南市中心城区、富平一期、大荔一期、蒲城一期项

目，总处理能力2700吨/日，总装机容量5.2万千瓦；2021-2025年，扩

建大荔二期，蒲城二期、富平二期，新建澄城和华阴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总处理能力2200吨/日，总装机容量3.75万千瓦。预测到

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圾焚烧线总规模5100吨/

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93.9%。 

6.汉中市。2020年前，汉中市开工建设三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别为汉中市城区一期、洋县和西乡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一期，总处理能力1200吨/日，总装机容量2.4万千瓦； 2021-2025

年，扩建汉中市城区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二期，装机容量1.5

万千瓦；2026-2030年，扩建西乡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装



 

 
 

11

 

机容量0.6万千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

圾焚烧线总规模240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

68.7%。 

7.安康市。2020年前，安康市开工建设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即安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装机容量2.4万千瓦；

2021-2025年，扩建安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装机容量1.2

万千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圾焚烧线

总规模180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66.5%。 

8.商洛市。2020年前，商洛市开工建设两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分别为商洛和镇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处理能力1500

吨/日，总装机容量3万千瓦；2026-2030年，规划扩建商洛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装机容量1.2万千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

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圾焚烧线总规模210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

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94.5%。 

9.延安市。2020年前，延安市开工建设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即延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1.2万千瓦；

2021-2025年，新建洛川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0.9万千

瓦；2026-2030年，建设志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0.9

万千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圾焚烧线

总规模155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62.5%。 

10.榆林市。2020年前，榆林市开工建设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即榆林市高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2.4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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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5年，建设神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1万千瓦；

2026-2030年，建设定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0.6万千

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全市生活垃圾焚烧线总规

模2100吨/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53%。 

11.杨凌示范区。作为中国第一个农业高科城，为提升示范区形

象，营造友好型社会，通过区域统筹，2019-2030年建设杨凌示范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装机容量1万千瓦，焚烧发电处理垃圾量占

应处理量的100%。 

12.韩城市。2019-2030年开工建设韩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装机容量0.6万千瓦；预测到2030年前规划项目投产后,焚烧发电

处理垃圾量占应处理量的74%。 

六、环境影响分析及评价 

（一）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大气污染源主要为净化处理后的焚

烧炉烟气，通过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贡献浓度可达标，大气环境

影响可接受。 

（二）水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项目外排放废水经厂内处理达标后，外排至城镇污水处理

厂；经渗滤液处理车间处理后的达标废水回用于生产或外排城镇污

水处理厂，不直接排入周边地表水环境，不会对水环境产生影响。 

规划项目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在于垃圾焚烧发电的垃圾储

坑及渗滤液调节池在事故情况下对地下水的影响。通过采取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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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防腐等措施，渗漏进入地下水的可能性较小，对地下水环境

的影响是可接受的。 

（三）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项目在设计各类水工构筑物时采用严格的防渗、防腐等措

施，水污染物污染土壤的概率较小。规划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中

重金属、 噁二 英类在执行国家标准的同时，参照欧盟 2010 标准，沉

降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较小。因此，各规划项目的实施对土壤环

境的影响是可接受的。 

（四）声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主要声源为焚烧炉、汽轮机、冷却塔、风

机、各类泵、空压机、安全阀排汽等运行噪声，对外部环境有一定

影响。项目从源头控制噪音，对主要生产设备采取隔声降噪措施，

可满足厂界噪声达标要求。 

（五）环境风险分析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要危险物质为启动燃料（柴油或天然

气） 噁、二 英、恶臭气体（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硫、氮氧化合

物、一氧化碳、氯化氢、重金属及其化合物等。规划项目在采取有

效的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后，此类项目环境风险可接受。 

（六）对策及措施 

严格执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

和《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从建立健全环境管理体系、

设定环境准入条件、加强环境社会风险化解措施、禁止和限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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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以及推广垃圾分类的政策等几方面提出环境影响预防措施；从

污染控制设施建设方面提出了环境影响最小化措施，根据选址不同

采取不同的污染控制措施，以确保环境影响可接受、促进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从生态补偿、区域污染物削减等方面提出环境影响修复

补救措施。 

（七）评价结论 

《陕西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20-2030 年）》

符合国家关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政策的要求。在落实各项污染治

理措施的基础上，规划的实施不会造成区域环境质量下降；规划符

合区域“三区三线”管控要求。在不断优化调整的基础上，规划的实施

具有一定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 

七、投资估算及经济社会效益 

（一）投资估算 

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项目建设总投资约为 186.57 亿元。

其中，2020 年前开工项目投资 144.27 亿元，到 2025 年项目新增投资

31.01 亿元，到 2030 年项目新增投资 11.29 亿元。 

（二）经济效益 

2020 年前开工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实现产值 15.3 亿元；2025 年

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实现产值 22.5 亿元；2030 年前规划项目

全部投产后，年实现产值 23.9 亿元。 

（三）节约能源 

2020 年前开工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 24.82 亿千瓦时,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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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节约 168.5 万吨标准煤；2025 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

34.69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234.5 万吨标准煤；2030 年前规划项目全

部投产后，年发电量 36.85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249.7 万吨标准煤。 

（四）环保效益 

2020 年前开工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处理生活垃圾 897 万吨，

可减少垃圾填埋量为 717.6 万吨；2025 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每

年处理生活垃圾 1093 万吨，可减少垃圾填埋量为 874.4 万吨；2030

年前规划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处理生活垃圾 1164 万吨，可减少垃

圾填埋量为 931.2 万吨，大幅度降低了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达到

了资源循环利用的良好效果。 

（五）社会效益 

通过规划项目实施，将极大改善项目服务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减

少垃圾占地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将使本区域的发展建立在可

持续利用和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上；同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

设运营将为社会提供约 3000 个就业岗位，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县要成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领导小组，县区发改、自然资

源、住建、林业、环保、城管执法等部门要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落

实政府主体责任，加强部门统筹协调，推进项目选址、相关审批手

续办理等各项工作，落实外部建设条件，协调解决遇到重大问题和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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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支持政策 

电网企业、税务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发电全额收购、上网

电价和税收优惠政策，市县财政要加大政策扶持和垃圾处理费用补

贴力度，及时发放补贴资金。发改部门要重点在项目审批协调、中

央预算内投资方面予以支持，自然资源部门要优先开展选址审查和

安排用地计划指标、加快核发建设用地预审和项目选址意见书，环

境保护部门积极做好环境污染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服务，其他部门要

各司其责，大力支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三）建立分类体系 

市县要制定垃圾分类标准体系实施细则，加快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制度，建立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长效机制，培养垃圾分类养成，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垃圾焚烧项目稳定运

行奠定基础。 

（四）加强宣传引导 

鼓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立科普展厅，着力打造科普基地

和循环经济教育基地，加强环境友好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媒介，

加大宣传力度，健全公众沟通工作机制,提高公众对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建设项目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五）强化监督考核 

省级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监管，项目选址确定后，禁止擅自

改变用途，严控周边土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定期开展项目专项检查，并从 2020 年开始发布上年度拟建项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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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情况，对工作不到位的给予通报，其中严重不到位的，将从国

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库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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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陕西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表（2020-2030 年） 

序号 
项  目   

地  址 
项目名称 

日垃圾  

处理量  

（吨/日）

装  机   

规  模   

（万千瓦）

项目计  

划投资

（亿元）

建设地点 统筹区域 

是否预

留项目

用  地

备注 

 总计  34930 70.87 186.57     

一 2020 年前计划实施项目 

1 

西安市 

灞桥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焚烧热电联产

项目 
3000 6 16 灞桥区

浐灞桥区、 灞生态区、新城区、临潼区等区

域 
是 

已核准 

2 
高陵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焚烧热电联产项

目 
2250 5 10.7 高陵区 高陵区、未央区（北部）、经开区等 是 已投产 

3 
鄠邑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焚烧热电联产

项目 
2250 5 10.5 鄠邑区

鄠邑区、高新区、雁塔区、莲湖区（西南部）、

长安区部分街道办 
是 已核准 

4 蓝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热电联产项目 2250 5 10.9 蓝田县
蓝田县、曲江新区、航天基地、长安区东部、

雁塔区东部等 
是 已投产 

5 
西咸新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焚烧热电联

产项目 
3000 6 17.24 西咸新区

西咸新区、未央区（西北部）、咸阳东部、

泾阳县南部等区域 
是 

已核准 

6 铜川市 铜川市生活垃焚烧发电项目 600 1.2 4 耀州区 王益区、印台区、耀州区、新区等 是 已核准 

7 
宝鸡市 

宝鸡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 1500 3.2 8.08 金台区 渭滨区、金台区、陈仓区等区域 是  

8 扶风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 280 0.22 1.3 扶风县 扶风县全境 是  

9 

咸阳市 

咸阳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500 4 8.55 礼泉县 咸阳中心城区、礼泉县、泾阳县西部乡镇 是 已核准 

10 兴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00 1 2.87 兴平市 兴平市、武功县东部乡镇 是 已核准 

11 乾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00 1 2.8 乾县 乾县、永寿县部分乡镇 是 已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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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渭南市 

渭南市中心城区垃圾焚烧发电处理项目 1200 2.4 6.25 华州区
临渭区、华州区、高新区、经开区及周边乡

镇 
是 

已核准 

13 
大荔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热电联产项目

（一期） 
400 0.7 2.5 大荔县 大荔县域、华阴市部分乡镇 是 

已核准 

14 富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 600 1.2 3.6 富平县 富平县域、阎良区 是 已核准 

15 蒲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 500 0.9 3.6 蒲城县 蒲城县县域、白水县部分乡镇 是 已核准 

16 

汉中市 

汉中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

（一期） 
600 1.2 3.24 汉台区 汉台区、勉县、城固县、南郑区 是 

已核准 

17 洋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00 0.6 1.63 洋县 洋县县域 是 已投产 

18 西乡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00 0.6 1.63 西乡县 西乡县域、镇巴县 是  

19 安康市 安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 1200 2.4 6.92 汉滨区
汉滨区、恒口示范区、高新区、瀛湖旅游区、

汉阴县、平利县、岚皋县、紫阳县、旬阳县
是 

 

20 
商洛市 

商洛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 1200 2.4 6.8 商州区
商州区、山阳县（部分）、洛南县、丹凤县、

商南县 
是 

 

21 镇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00 0.6 1.65 镇安县 镇安县、柞水县、山阳县（部分乡镇） 是  

22 延安市 延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650 1.2 3.4 宝塔区
延安市宝塔区、安塞区、甘泉县、子长县、

延川县 
是 

 

23 榆林市 榆林市高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1300 2.4 5.41 榆林市区 榆阳区、高新区、横山区、科创新城等 是 已核准 

24 
杨凌示范

区 
杨凌示范区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50 1 2.7 

杨凌示范

区 
杨凌示范区及武功县附近乡镇 是 

已核准 

25 韩城市 韩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00 0.6 2 韩城市 韩城市全域 是 已核准 

 小计  26930 55.82 144.27     

二 2021-2025 年计划实施项目 

26 宝鸡市 岐山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600 1.2 3.01 岐山县 岐山县域及蔡家坡、眉县部分地区 是  

27 咸阳市 彬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600 1.2 3.03 彬州市 彬州市、长武县、旬邑县、永寿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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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渭南市 

大荔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热电联产项目

（二期） 
400 0.7 2.32 大荔县 大荔县域 是 

 

29 蒲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 500 0.75 2.6 蒲城县 蒲城县县域及白水部分乡镇 是  

30 富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二期） 400 0.7 2.23 富平县 富平县县域及阎良区 是  

31 澄城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00 0.9 2.68 澄城县 澄城县域、合阳县 否  

32 华阴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00 0.7 2.41 华阴市 华阴市、潼关县、华州区东部乡镇 否  

33 汉中市 
汉中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

（二期） 
900 1.5 4.36 汉台区 汉台区、勉县、城固县、南郑区 是 

 

34 安康市 安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 600 1.2 3.16 汉滨区
汉滨区、汉阴县、平利县、岚皋县、紫阳县、

旬阳县 
是 

 

35 延安市 洛川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50 0.9 2.52 洛川县 洛川县、黄陵县、富县、黄龙县部分 是  

36 榆林市 神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00 1 2.69 神木市 神木市市域 是  

 小计  5850 10.75 31.01     

三 2026-2030 年计划实施项目 

37 咸阳市 三原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500 1 2.5 三原县 三原县域、淳化县及泾阳部分乡镇 是  

38 汉中市 西乡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 300 0.6 1.77 西乡县 西乡县域、镇巴县、石泉县 否  

39 商洛市 商洛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 600 1.2 2.8 商州区
商州区、山阳县（部分）、洛南县、丹凤县、

商南县（部分乡镇） 
是 

 

40 延安市 志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50 0.9 2.35 志丹县 志丹县、吴起县、安塞区西部乡镇 否  

41 榆林市 定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00 0.6 1.87 定边县 定边县全域 是  

 小计  2150 4.3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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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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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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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