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鄂发 改办价格 匚⒛ 19)2号

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关于制定增量
配电网配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州 、直管市 、神农架林 区发展 改革委 、物价局 ,国 网湖北
省 电力公 司,各 配电网企业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及 省委 、省政府关于深化价格机
制改革 、电力体制改革等有关精神 ,科 学合理制定本省增 量配电
网配电价格 ,促 进配电网业务健康发展 ,现 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制定地方 电网和增量 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转发给你
们 ,同 时结合本省实际,就 制定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请 一并贯彻执行 。
”
一、本通知所称 “
增量配电网 是指本 省 内按照 《有序放开
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发 改经体 E2016〕 212o号 )规 定投资 、
运营的增量配电网。
二 、本省配电网区域 内电力用 户的用 电价格 ,由 上 网电价或
市场交易电价 、上一级电网输配电价 、配电网配电价格 、政府性
基金及附加组成 。用户承担 的配电网配电价格 与上 一级电网输配

电价之和不得高于其直接接入相同电压 等级对应的现行省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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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输配电价 。 以上价格均含线损 。
三、对于非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 的配电网项 目,可 以选择
准许收入法 、最高限价法和标尺 竞争法三种定价方法 中的一种或
几种方 法确定配电价格 。对于同一类型配电网,应 选择相 同定价
方法。
(一 )准 许收入法 。由省发展 改革委核定配电网企业监
管周

期 内的准许成本 、准许收益、价 内税金 ,确 定监管周期 内的年度
准许收入 ,并 根据配电网预测 电量核定监管周期的独立配电价
格。
(二 )最 高限价 法。各 电压 等级配电价格最
高限价标准为用

户直接接入相 同电压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与增量配电
网接入 电压 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输配电价之差值 。当差值水平变
化时,增 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最高限价标准相应调整 。具体 由各增
量配电网企业在最高限价范围内制定各 电压 等级具体配电价格

,

报省发展 改革委备案后 实施 。
(三 )标 尺竞争法。省发展 改革委将根据省
内增量配电网的

实际运行情况 ,适 时分类制定标杆 配电价格 。
四、对于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的增 量配电网项 目,配 电价
格通过招标形成 ,招 标价格不得超过最高限价 。
五 、配电价格通过招标形成的,有 效期限以配电项 目合 同约
定期 限为准 ;未 通过招标形成的,配 电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 三
年 ,从 增量 配电网投入运行的第 一个完整 自然年度起算 。
省发展 改革委将根据本省增量配电网的实际运行 情况 ,适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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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完善配电价格定价机制 ,必 要时调整未通过招标形成的配电
价格的监管周期 。
六 、其余未尽事宜按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制定地方 电网和
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发 改价格规 E2017〕 ”ω 号 )
执行 ,如 遇问题 ,请 及时向省发展改革委反映。
附件 :国 家发展 改革委 《关于制定地方 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
电价格的指导意见》

办公室

湖北省

办公室

抄送:国 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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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发 改价 格规 (⒛ 17〕 ” 69号

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 《区域 电网输 电价格
定价办法 (试 行 )》 《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
价格定价 办法 (试 行 )》 和 《关于制定地方电网
和增量配 电网配 电价格 的指导 意见 》的通知
各省 、 自治 区 、直 辖 市发展 改革委 、物价 局 、电力 公 司 ,国 家电
网公司、南方 电 网公 司、内蒙古电力 公司

:

根 据 《中共 中央 国务 院关于推进价格机 制 改革 的若干 意 见 》
(中 发 〔2o15〕

28号

)、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深化 电力

体制改革的若干 意 见》 (中 发 〔2o15〕 9号 )的 相关规定 ,为 纵深
推进输配 电价 改革 ,建 立规 则 明晰 、水平 合理 、监 管有 力 、科 学
透 明的输配 电价 体系 ,经 商 国家 能源 局 ,我 们制定 了 《区域 电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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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电价 格定价办法 (试 行 )》 《跨省跨 区专项 工程输电价格定价
办法 (试 行 )》 和 《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 电价格 的
指导意见 》 ,现 印发给你们 ,请 按照执行。试行过程 中如遇相关
问题和 情况 ,请 及时报告。

附件 :1。 区域 电网输 电价 格定价 办 法 (试 行 )
2.跨 省跨 区专项 工 程输 电价格定 价办法 (试 行

)

3.关 于制定地 方 电网和 增 量 配 电 网配 电价 格 的指 导 意
见

抄送 :国 家能源 局 ,国 家能源 局各 派 出监 管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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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 于制定地方 电网 和增曼配 电网配 电价 格 的指导意见
“
”
为科学合理制定地方 电网和坫虽配 电网 (以 下简称 配 电网 )
配 电价格 氵促进 配 电网业务健康发 展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
敢革的若干意见》(中 发 (⒛ 15)2β 号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深化电力体 制敢革的若干意见》(中 发

(2015)9号

)《 国家发

展敢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售 电公司准入与退 出管理办法>和 (
⒛ 16〕 21⒛
有序放开配 电网业务 管 理办 法>的 通知》(发 改经体 〔
号

)《 国家发展改萆委国家能源局关 于规范开展坩昱配 电业 务改革

2016〕 2鲳 0号
试点的通知》(发 改经体 〔

)《 国家发展敢革委关于全

⒛ 17〕 1941号 )相 关规
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 》(发 改价格 〔
定 ,提 出以下指导意见。
-、

总体要求

”
按照深入推进 电力体 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
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的基本思路 ,对 地方政府或其他 主 体建设运营的地方 电网和按照
《有序放开配 电网业务管理 办法》投 资、运营的坩昱配 电网核定独
立配 电价格 ,加 强配 电价格监管 ,促 进 配 电业务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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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建 立 机制与合理定 价相结合。通过 制度和规则建设 ,既 提
高政府定价 的科学 性 ,加 强对配 电网的成本 、价格监管 ;又 规范 配
电网企业 的价 格行为 ,形 成科学合理 、公开透 明、激励有效的配 电
价格 ,促 进 售 电侧 市场公平竞争。
二 是弥补成本与约束激励相 结合。在严格成 本监审基础上 ,按
照弥补配 电网企业 合理成本并获得合理 收 益的原则核定配 电价格

,

促进配 电网健康 可持续发展 ,提 供安全可靠 电力服务 ;同 时建 立激
励约束机 制 ,促 进 配 电网企业 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 ,以 尽可能 低的
价格为用户提 供优质配 电服务。
三 是公 平开放与平 等负担相 结合。配 电网与 省级 电网具有平等
的市场 主 体 地位 。省 级 电网应 向地 方 电网 和 坩虽配 电网无 歧视开
放 ,配 电网应 向售 电公 司无歧视 开放。配 电网企业应 按照相 同的原
则和标准承担政策性交又 补贴 。
二 、定价方法
配 电网区域 内电力用户的用 电价格 ,由 上 网 电价或市场 交易 电
价 、上 -级 电网输配 电价 、配 电网配 电价格 、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组
成。用户承担的配 电网配 电价格与上 一级 电网输配 电价之 和不得 高
于其苣接 接入相 同电压等级对应 的现行省 级 电网输配 电价 。
省级价格主 管部 门应根据 本省情况 ,充 分征求有 关企业和社会
意见后 ,选 择合适 的配 电价格定 价方法。核定配 电价 格时 ,应 充分
考虑本地 区上 网电价 、省级 电网翰配 电价 、趸售 电价 、销售 电价等
现行 电价 ,并 结合地 区经济发 展需求 、交又补贴等情况 ,合 理选 取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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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参数 。

(-)对 于招标方 式确定投资主体 的配 电网项 目 ,采 用招标定
价 法确定配 电价格 。竞标主体应 同时做 出投资规模 、配 电容虽 、供
电可靠性、服务质昱 、线损率等承诺。政府相关主 管部 门对合 同约
定 的供 电服 务标准等进行监 管和考核 ,没 有达 到约定标准的 ,相 应
核减配 电价格。

(二 )对 于非招标 方式确定 投资 主体 的配 电网项 目 ,可 以选 择
准许收入法 、最高限价法和 标尺竞争法 三种定价方法 中的 一种或几
种方法确定配 电价 格。对于同 一类型配 电网 ,应 选择 相 同定价方法。
一是准许 收入法。省级价格 主 管部 门在能源主管 部 门确定配 电
网规划投 资及项 目业主确定 投资计划后 ,参 照 《省级 电网输配 电价
定价办法 (试 行 》 (发 敢价格 (⒛ 16〕 27ll号 ),核 定 配 电网企业
监 管周期 内的准许成本 、准许收益 、价 内税金 ,确 定监 管周期 内的
年度准许 收入 ,并 根据配 电网预 测 电旦 核定监管周期的独 立配 电价
格。
”
二 是最 高限价 法。先按照“
准许成本加合理 收益 的方法 测箅某
个配 电网的配 电价格 ,再 参 照其他具 有可此性的配 电网配 电价格

,

结合供 电可靠性 、服务质呈 等绩 效考核 指标 ,确 定该配 电网的配 电
最高限价 ,由 配 电网企业 制定具体 配 电价格方案 ,报 省级 价格 主 管
部 门备案。鼓励 各地探索建 立最高限价随居 民消费价格 指数和效率
提 高要求挂钩的 调整机制。
”
三 是标 尺竞 争法。先 按照 “
准许成 本加合理 收 益 的方法 测箅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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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配 电网的配 电价 格 ,再 按测 箅的该配 电网配 电价格与本 省其他 配
电网配 电价格的 加权平均来 最终确定 该配 电网 的配 电价格。在 首个
监 管周期 ,可 给予该配 电网以 较高权重 。配 电网差异较小 的地 区

,

也 可以 同类型 配 电网社会 平均先进 水平为基 准 ,按 省分类 制定标杆
配 电价格。
三 、调整 机制
配 电网配 电价格调整 ,应 明确 价格监管周 期 ,做 好过 渡阶段 价
格衔接 ,并 参 照 《省级 电网输配 电价定价办法 (试 行 冫 建 立 平滑
处理 机制、定 期校 核机制 和考核 机制。

(-)明 确配 电价 格监 管周期。 政府制定 配 电价格 的监 管周期
原则上 为 三 年。招标确定配 电价格的有效 期限 ,以 配 电项 目合 同约
定期限 为准。

(二 )做 好过渡 阶段价 格衔接。 配 电价格确定前 ,电 力用户 与
配 电网 结箅 的 输配 电价 暂按其接 入 电压 等级对 应 的现 行省级 电网
输配 电价执行。配 电网区域 内列入试点范 围的非水 可再生能 源或地
方 电网 区域 内既有 的小水 电发 电项 目与 电力用户开展 就近交 易时

,

用户仅 支付 所使用 电压 等级 的配 电价格 ,不 承担 上一 电压 等级的输
”
配 电价。配 电 网区域 内不 得以常规 机组 “
拉专线 的方 式 向用户 亘接
供 电。

(三 )做 好与 存昱地 方 电网配 电价格衔接 。省级 价格主 管部 门
应按 照尊重历史 、合理 衔接的原则 ,在 不增加 交又补 贴的前提 下

,

制定地方 电网配 电价格 ,与 现 行省级 电网输配 电价 、趸售 电价 等做
_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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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衔接 ,并 逐步过渡到按本 指导意见确定 的方法核定配 电价格。

(四 )鼓 励建 立激励机制。在 一个 监 管周期 内 ,配 电网 由于成
本下降而坩加收入的 ,下 一监 管周期可由配 电网和用户共同分享

,

以激励企业提 高经 营效率、降低配 电成本。
四、结箅制度
配 电网与省级 电网之间的结箅 电价 ,按 现行省级 电网相应 电压
等级输配 电价执行 。配 电网企业可根据实 际情况 ,自 主选 择分类结
算 电价或 综合结算 电价与省级 电网企业 结箅 电费。不 同电压等级输
配 电价 与 实际成 本差 异过 大的 ,省 级价 格 主 管部 门可根据 实 际情
况 ,向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 门申请调整省级 电网输配 电价结构。

(-)分 类结箅 电价。配 电网企业 根据配 电网区域 内实际供 电
用户类 别、电压等级 和用户用 电容 昱 向电力用户收取 电费 ,再 按省
级 电网分 电压等级 、分用户类别的输配 电价 ,向 省级 电网企业 支付
输配 电费。

(二 )综 合结箅 电价。配 电网企业 根据配 电网接 入省级 电网的
接 网容虽和 电压 等级 ,按 省级 电网两部制 输配 电价 ,向 省级 电网企
业 支付输配 电责。
配 电网区域 内的 电力用户 (含 自发 自用 电昱 )应 承担 国家规定
的政府 性基金及附加等杜会 责任 ,由 配 电网企业代收 、省级 电网企
业 代缴。在配 电网与省级 电网接入点 ,由 省级 电网专为配 电网建设
变 电站 的 ,省 级价格 主 管部 门可探 索核 定 由配 电网承担 的接 入费
用 ,并 适 当调整配 电网与省级 电网之间的结算 电价 。配 电网与发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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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的 结箅 ,按 照调度 协议约定 的主体执行。
五 、相关要求
配 电网配 电价格的制定和调整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负责 ,报 国
务 院价格 主 管部 门备案。省 级价格主 管部 门要按照指导意见 要求

,

抓 紧制定配 电网成本监 审和价格 管 理规 则 ,加 快推进 配 电价格 改革
工作 。

(-)配 电网实行业 务分离。配 电网企业应 设 立独 立企业 法人

,

依法取得 电力业 务许 可证 ,捋 配 电网业 务与其他业务 分离 ,成 本独
立核箅。 目前 配售 一体化经营的配 电网企业 的配 电业 务、市场化 售
电业 务应逐步实现 独 立核箅。

(二 )严 格执行配 电价格。省级价格 主 管部 门制定 并公布配 电
区域 内 电力 用户 与配 电网 结箅 的分 电压 等级 、分用户类 别配 电价
格。配 电网企业可探索结合负荷 率等 因素制定 配 电价 格套叠 ,由 电
力用户选 择执行 ,但 其水 平不得超过 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制定的 该类
用户所在 电压 等级 的输配 电价 。配 电网企业对未参 与 电力 市场 的 电
力用户应严 格执行价格主 管部门制定 的 目录销售 电价 。

(三 )推 动僖息 公开 ,强 化社会监 督。省级价 格 主 管部 门制定
和调整配 电价格 9要 通过 门户网站等指定 平 台向社会公开价格水 平
和相关 依据。配 电网企业 要定期通过企业 网站等平 台公 布成本 、收
入等相关信息 。各地 耍加快建立配 电价格监管数据库 ,推 进 价格后
息公 开透 明 ,强 化社会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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