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15 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获悉，我国今年起在深圳市试点实施新电
价机制，发展改革委已批复深圳市首个监
管周期电网输配电准许收入和输配电价。

据发展改革委介绍，2015 年至 2017 年
深圳市电网输配电价水平分别为每千瓦时
0.1435 元、0.1433 元和 0.1428 元， 比 2014
年的每千瓦时 0.1558 元下降 1 分多钱。

发展改革委有关方面负责人说，此次
核定深圳市输配电准许收入和输配电价，
标志着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迈出实质性步
伐，对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有着重要
意义，包括转变监管模式；改进定价方法；
建立成本约束机制；推进销售电价改革和
促进电力市场化。

电力市场化改革选择深圳，不只是因
为敢为人先的深圳精神，更多的是因为深
圳在电力市场建设方面较好的基础。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深圳市在电
价管理机制、销售电价结构等方面就进行
了改革， 包括对深圳供电局实行利润控
制，设立以电价调节准备金为基础的动态
平衡机制，根据用户的用电负荷特性改革
销售电价结构等。

“深圳市具有电价改革的体制条
件。”深圳市供电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2
年 1 月起， 按照南方电网公司的安排，深
圳供电局变更为南方电网全资子公司，实
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革的
综合条件好。

既然是试点， 深圳输配电价改革要
“试”出什么？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告
诉新华社记者，一方面，深圳试点为更大
范围的输配电价改革积累经验，为进一步
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独立
输配电价改革若能向全国推广，将彻底改
变目前电网的盈利模式， 为后续发电侧、
售电侧改革提供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深圳试点也探索了对于网
络型自然垄断企业的监管模式。 这位负责
人介绍，对电网企业监管由现行核定购售
电两头价格、电网企业获得差价收入的间
接监管，改为以电网资产为基础对输配电
收入、价格、服务全方位直接监管。 同时，
对输配电成本进行了严格监审，输配电价
逐年有所降低，强化了对电网企业的成本
约束。 此外，建立独立输配电价体系，有利
于增加销售电价调整的透明度。

根据部署，深圳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经
验将逐步推广。 去年 12 月，发展改革委批
复同意内蒙古西部电网开展第二个输配
电价改革试点，未来还将在全国更大范围
推进。 据新华社 1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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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

居民用电价格不会受影响
近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部署在深圳市启动输配电价改革试
点， 改变现行电网企业获取购售电
价差的盈利模式， 公布独立的输配
电价。 这标志着我国输配电价改革
迈出实质性步伐， 也是电力市场化
改革的破冰之举。

电力市场化改革为何从输配电
价入手？ 要动谁的“奶酪”？ 记者采
访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解读深圳
样本。

要动谁的“奶酪”

解读深圳样本

电价改革谁受益

发展改革委有关专家表示： 电力系
统庞大而复杂，电力体制改革的推进，绝
非易事。 此次深圳试点选择输配电价作
为切入点， 恰是因为电价是电力体制改
革的核心内容， 而输配电价是电价改革
最为关键的环节。

如果按照上下游环节划分，电力系统
由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四个部分组成，
由此也形成了上网电价（电网购入发电企
业电力的价格）、 输配电价 （输配电环节
价格）、销售电价。

2002 年国务院发布《电力体制改革方
案》， 拉开电力体制改革“大幕”， 核心就
是要 “打破垄断 、 引入竞争”。 随后 ，
2003 年出台的 《电价改革方案》， 提出长
期目标是要在进一步改革电力体制的基础
上， 将电价划分为上网电价、 输电价格、
配电价格和终端销售电价； 发电、 售电价
格由市场竞争形成； 输电、 配电价格由政
府制定。

“电价改革的思路就是‘管住中间、放开
两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景
春梅说， 在电力产业链上要放开竞争性业务，
在发电和售电两头形成“多买多卖”的格局，但
是没有输配电价的独立，“两头”就很难放开。

“以前电网的成本就好像是个 ‘黑匣

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刘树杰说，尽管以前发展改革委也公布过
输配电价， 但那只是电网购售电的实际价差，
而不是根据其资产和实际运维成本来确定的
输配电环节价格。

深圳试点，就是要打开电网成本这个“黑匣
子”。 刘树杰认为，深圳试点的意义表现在两方
面：一是改变了电网盈利模式，发电售电价格高
低与电网收入无关，因而电网企业与发电、售电
企业没有了利益之争，在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
接交易中将保持中立地位，避免干预电力市场的
有效运行；二是公布分电压等级输配电价，使得
电力市场买卖双方协商定价时有了更加科学的
依据，有利于促进电力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

旨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改革，对于
电力产业链生态的影响正逐步显现。 多位受访
专家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电力输配环节具有
自然垄断特性， 按国际通行做法应实行政府定
价。

既然是不适宜竞争的“自然垄断”和政府
定价，那么，电网收益如何界定？ 此次方案明
确，在成本监审基础上，按“准许成本加合理
收益”方式确定输配电总收入和输配电价。 电
网实际成本高于政府核定的准许成本时，高出
部分由企业自行消化；低于准许成本时，节约
成本可在企业与用户之间分享。

国家选择深圳市进行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
点，我国电力价格改革由此迈出了关键一步。电
力价格有一套较为复杂的体系， 多数人难以看
懂。 如果从为何改、如何改、谁受益三个步骤加
以阐释，可以看懂并不简单的电力价格改革。

第一步：为何改？
电力价格改革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

让电力回归它的市场属性。前不久，发展改革
委一次放开了 24 项商品和服务价格， 后面
还要放开更多价格。 电力也是一种商品，但
我国目前仍然对电力实行政府定价。

电力首先由发电厂生产， 然后通过电
网输送给用户。这一过程涉及三个价格：电
厂把电卖给电网的上网电价，电网输送电
力收取的输配电价，用户买电要支付的销
售电价。 我国有很多电厂，央企中有五大
发电集团， 各地方也有多个大型发电企
业，竞争还算激烈。 但尽管如此，上网电
价、销售电价都是由政府来定的，市场
竞争也难以让用户买到更便宜的电。而
输配电价，实际上包含在销售电价中，
并没有单独定价， 电网就是通过买电
卖电的差价来获取利润的。

电力价格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
在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这两端逐步
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市场化。 如果这
样， 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就有了选
择权， 电价可以由双方协商或市场
竞争而定。 对于中间的输配电价，
由政府根据电网准许成本加合理
收益的方式来确定。 简单地说，电
力价格改革就是要 “放开两头，

管住中间”，向电力市场化迈进。

第二步：如何改？

深圳市输配电价改革试点主要针对的是
具有网络型自然垄断性质的电网企业。 改革
后，对电网企业的价格监督方式将由现行核定
购电售电两头价格、电网企业获得差价收入的
间接监管，改变为以电网资产为基础对输配电
收入、成本和价格全方位直接监管，建立独立
的输配电价体系；实行事前监管，提前公布监
管周期内输配电价水平，引导合理投资，建立
健全成本约束与激励机制。

第三步：谁受益？

输配电价下调后， 电力用户电价是否相应
下调？ 按照预计销售电量测算，发展改革委批复
的 2015 年 -2017 年深圳输配电价水平，比 2014
年实际水平每千瓦时低 1 分多钱， 这是此次改
革试点的主要成果。 这个成果的受益者是广大
电力用户。 发展改革委已要求广东省提出降低
深圳市电力用户销售电价方案并尽快实施。

对电网来说，改革后它的收入和经营都会
变得更纯粹， 更多体现出公益性垄断企业特
点。 今后，电网企业将通过收取过网费的方式
获得收入， 发电售电价格高低与电网收入无
关，因而电网企业与发电、售电企业没有了利
益之争，在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中将
保持中立地位，一方面避免干预电力市场的有
效运行，另一方面将更多地去关注自身输配电
业务的运营和发展。

至于居民用电，由于属于不具备市场议价
能力的用电价格，仍将实行政府定价，不会在
这次改革试点中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