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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
——我国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通知 ，
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我国将在保持居民、农业
用电价格稳定的同时，有序放开全部
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
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
户都进入市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
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改
革，在“放开两头”即放开发电侧上网电
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
要一步。

“放开两头”取得重要进展
万劲松说，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管
住中间、放开两头”总体要求，此次改革
在“放开两头”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集
中体现为两个“有序放开”。
在发电侧，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我国燃煤发电电量占比高，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在发电侧上网电价
形成中发挥着“锚”的作用。目前，已有
约 70%的燃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
市场形成上网电价。此次改革，明确推
动其余 30%的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
电力市场，这将进一步带动其他类别电
源发电电量进入市场，为全面放开发电
侧上网电价奠定坚实基础。

在用电侧，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用
电价格。目前，大约 44%的工商业用电
量已通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此
次改革，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
都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电，
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尚未进入
市场的工商业用户中，10 千伏及以上的
工商业用户用电量大、市场化条件好，
全部进入市场；其他工商业用户也要尽
快进入。届时，目录销售电价只保留居
民、
农业类别，
基本实现
“能放尽放”
。
通知同时明确，对暂未直接从电力
市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代理购电价格主要通过场内集中竞价
或竞争性招标方式形成。鼓励地方对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
性优惠政策。
万劲松说，改革的核心是真正建立
“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从当
前看，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煤电”关
系，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从长远看，
将加快推动电力中长期交易、现货市场
和辅助服务市场建设发展，促进电力行
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并将对加
快推动发用电计划改革、售电侧体制改
革等电力体制其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通知明确，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
浮动范围。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

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 10%、下
浮原则上不超过 15%，扩大为上下浮动
原则上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
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一
级巡视员彭绍宗说，这有利于更好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让电价更灵活反映电力
供需形势和成本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激励企业增
加电力供应，抑制不合理电力需求，改
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
定供应。
“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
受上浮 20%的幅度限制，有利于引导高
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多上浮一些，这
样可以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成本上升
压力，抑制不合理的电力消费；也有利
于促进高耗能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他说。

对物价水平影响总体有限
此次改革将对工商业用户用电成
本和物价水平产生哪些影响？
彭绍宗说，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
扩大上下浮动范围，
在电力供需偏
紧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上
浮，在一定程度上推升工商业企业用电
成本。但分用户类别看，对高耗能企业
市场交易电价，规定其不受上浮 20%限
制，
就是要让用电多、
能耗高的企业多付

费。其他工商业用户，单位产品生产用
电少，用电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总体较
低，
市场交易电价出现一定上浮，
企业用
电成本会有所增加，
但总体有限。
他说，
考虑到不同用户的情况，
围绕
此次改革作了针对性安排：一是各地根
据情况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
并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确保平
稳实施；二是鼓励地方通过采取阶段性
补贴等措施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
行优惠；三是继续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
中小微企业融资、
制造
业投资等一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彭绍宗说，此次改革特别强调要保
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对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没有直接影响。如
果市场交易电价上浮，会一定程度推高
企业特别是上游生产企业用电成本，对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有一定推升
作用，但改革措施有利于改善电力供求
状况，更好保障企业用电需求，促进企
业平稳生产、增加市场供给，从总体上
有利于物价稳定。总体看，此次改革对
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通知明确，居民（含执行居民电价
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
等公益性事业用户）、农业用电由电网
企业保障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
政策。彭绍宗说，改革实施后，居民、农
业用户将和以往一样购电用电，方式没
有改变，电价水平也保持不变。

郑（州）万（州）高铁湖北段日
前在襄阳市境内铺下首段钢轨，
标志着郑万高铁湖北段正式进入
铺轨阶段，为该线路明年全线建
成通车奠定了良好基础。郑万高
铁全长 818 千米，总投资约 1195
亿元。图为郑万高铁两河口双线
特大桥横跨已经建成通车的保
（康）神（农 架）高 速 公 路 ，形 成
“X”字型的壮美景观。

局队在线

山西总队组织开展
汛情影响专题调研
本报讯 国庆假期，山西省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内涝、地质
灾害、
洪水等灾情，
铁路路基被冲垮、
汾河决堤等引发社会关注。为及时
了解近期强降雨过程引发的系列问题对山西农业生产、
居民生活等带来
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第一时间组织开展系列专题调研。
首轮系列调研重点围绕农业生产特别是秋粮收获和冬小麦种植、
畜牧业生产以及居民生产生活的受灾情况、
困难问题和应对措施展开，
调研地区覆盖受强降雨影响的市县。此次调研，
通过走访农业农村、
气
象、
粮食、
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
汇总部门情况和数据；
选取部分种粮大
户、
农情观察员、
辅助调查员、
养殖场（户）及部分城乡居民开展问卷调
查，
获取第一手资料，
深入全面了解灾情影响，
并及时形成调研报告。
此次调研布置及时、
组织有力，
充分体现了山西总队以实际行动践
行
“为国统计、
为民调查”
的责任担当，
发挥了国家调查队
“轻骑兵”
优势，
为党政领导了解灾情、
关注民生、
部署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 张鹏飞

粤沪两地座谈交流
人口与就业统计监测
本报讯 广东省统计局近日与来访的上海市统计局调研组进行
座谈，就人口就业、统计监测与分析研究、统计研究课题管理、国际统
计研究交流等进行交流探讨。
粤沪双方认为，广东和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新经
济发展较快，在统计工作中积累了很多前沿性的做法经验，双方有必
要加强交流，共同探讨破解难题，推动统计改革创新，以适应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统计工作的要求。
广东局向调研组详细介绍了广东人口就业和劳动工资统计工作
基本情况、灵活就业统计方面情况、广东统计科研情况和研究课题管
理工作机制，还就调研组感兴趣的广东“双百”信心调查、
“岭南杯”建
模比赛、
《统计思维与实践》和《统计学家》进行了介绍。
上海局调研组也分享了在人才统计和灵活就业人员统计分析、
开展统计课题研究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调研组表示，广东在统计
改革方面先行先试，
“7+n”统计创新项目取得重大成果。通过这次
调研，学习了广东好的做法和经验，收获很大，粤沪联动、取长补短很
有意义。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广东省统计局党建与业务创新台账
室，交流分享党建和业务融合经验。
黄春红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近日召开广西农业统计调查
业务培训会，总结今年农业统计调查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并对市县调查队和粮食大县统计局开展农业统计调查业务培训。
会议从四个方面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一是压紧压实市级队
粮食统计调查数据归口管理职责。市级队要加强与各县（市、区）统
计局沟通协调，加大调研力度，抓好工作布置、业务培训、工作质量监
督、考核评比等全流程管理，切实担负起组织实施的责任，发挥联系
总队和县队县局的纽带作用。二是抓好源头数据质量，努力改进和
完善数据质量评估方法。亲自参与秋粮实割实测的样方比例不得低
于 70%；加强全面统计基层培训，抓好“县—市—总队”三级审核；丰
富数据评估手段，积极开展非大县粮食监测点建设，为数据评估提供
有效依据。三是继续稳步推进信息化建设。谋划“e 农调”系统二期
建设，整合面积、产量、工作质量管理的处理系统；配足无人机、PDA
等硬件，加大“e 农调”系统使用范围。四是切实加强与农业农村局、
统计局、气象局、水利局等部门的联系，多形式加强合作，形成粮食统
计调查工作合力；工作中坚持独立性，确保依法开展统计调查。
培训期间，传达了全国农村统计报表制度布置暨农业生产形势
分析会精神，邀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气象科学研究所专家就广西粮
食生产发展的现状和形势、气象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开展培训，参训人
员分析汇报了本辖区今年秋粮生产形势并就粮食统计归口管理和监
测点建设开展交流讨论，总队农业处对去年以来农业统计调查业务
发现的问题进行提醒和再强调。
王同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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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统计调查人”征文

辅调员老刘
夏日的清晨，
一户农家院子里，
刘家
嫂子冲着房顶大声吆喝：
“老刘，别忙活
了，快下来吃饭吧！”楼顶平台上的老刘
站起来探头冲媳妇笑答：
“知道了，我把
这点粮食样本拿到平台摊开就下去！
”
老刘大名叫刘松林，是修武县小营
村的一名村委干部，也是国家统计局修
武调查队聘请的农业辅调员和农情观察
员，
一干就是 13 年的老辅调员。村里人
知道他是调查队聘请的辅助调查员，见
面唠嗑时总喜欢说他是给国家干活的人，
老刘听见总是很自豪地说：
“这是给国家
提供数据呢！咱得好好干，
认真干呐！
”
前几天，修武调查队的调查员小王
来到小营村抽中的粮食测产地块，冒着
39 摄氏度的高温和老刘一起逐块收割
样本，并帮着老刘用三轮车把样本送回
家。临别之时，小王千叮咛万嘱咐，请
老刘务必按制度上规定的样本存放方
法，进行晾晒和保管。老刘怕天气热，
又怕在室外晾晒虫吃鸟啄，索性把粮食
样本一袋一袋搬到了楼上的空房晾
晒。每天老刘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第二
天的天气预报，天气好时老刘上楼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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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快下雨时老刘又上楼及时关窗。
今天天气晴朗，太阳早早升起，红红的
面庞预示着今天是个好天气。老刘把
样本全部移到室外的平台上晾晒。怕
把样本弄混，老刘很小心地把样本标签
用砖头压着放到粮食样本边缘。
“老刘！就那点粮食，你摆弄个没
完没了啦，快下来吃饭吧！”刘家嫂子再
次催促老刘。老刘放好最后一个标签，
用大网罩住粮食，拍拍手，站起身来，长
长地舒口气，再次巡视下自己摊好的粮
食样本，满意地点点头，
“下楼吃饭喽！”
端起饭碗，刘家嫂子的唠叨随之而
来：
“我说老刘，这季的粮食样本也收上
来了。要不，你跟调查队的领导说一
下，咱别干了，行不？”
“为啥？”老刘闷闷地问。
“为啥？
！瞎耽误工夫呗，
有这时间干
点啥不比当辅调员挣的多呀！
”
刘家嫂子
白了老刘一眼，
猛地喝一口粥，
不耐烦地说。
“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俺这是
给国家搞服务呢！调查队的同志说了，
国家粮食产量数据里也有俺的贡献
呢！再说，国家也给咱发辅调员补贴了
呀！”哒哒哒，老刘拿起筷子轻轻地敲敲
桌边儿，
“去年你生病住院，调查队的同

志还拎着东西看望你呢，你都忘了？”
“ 调 查 队 的 同 志 是 挺 贴 心 的 ，可
是 ……”刘 家 嫂 子 嚅 嚅 地 还 想 劝 说 。
没等刘家嫂子说完，老刘着了急，
“可是
啥？！我乐意干辅调员，多光荣呀！吃
饭，吃饭！一会儿调查队的人来了，可
不许提钱的事啊！”
“刘师傅在家吗？”门口传来敲门
声，
老刘答应着，
“来了，
来了！
”
走了几步，
又折回来，冲着老伴郑重交代：
“国家现
在也困难呢，从上至下都过紧日子呢！
记着，不许提钱的事儿啊！”刘家嫂子红
着脸，收拾碗筷，嗯了一声算是答应。
打开门 ，老刘乐呵呵地迎进两个
人，
“哎呀，咱修武调查队的领导真敬业
啊，这么热的天，还下乡啊？”
“老哥，
我们今天过来一是来给你送
‘清凉’
，
买了花露水、
毛巾、
茶叶、
冰糖给
你消消暑；二是来看看粮食样本的晾晒
情况。
”
被称做刘队长的中年男人笑着边
答话边和一个年轻小伙子走进院子。
老刘边道谢边带着调查队的同志
上楼，刘队长和小王一看到老刘晾晒的
样本井井有条，不由地给老刘竖起了大
拇指。刘队长抓起一把样本查看籽粒
饱满程度，询问小麦的品种和往年长势

对比情况，又和老刘、小王讨论地块样
本的收割、脱粒、晾晒、保管的重要性，
聊得热火朝天。
从楼上下来，
只见刘家嫂子手里抱着
个襁褓中的婴儿，
掀开帘子走出门来笑嘻
嘻地打招呼：
“刘队长，
你们再坐会儿吧！
”
“呦，这是添人进口了呀！恭喜老
哥和嫂子得孙子啦！”刘队长快速翻着
口袋，拿出 100 元钱，塞进婴儿襁褓。
刘家嫂子忙不迭地拒绝，
“ 这怎么
行，不用给，不用给！”
“快收下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
意，给孩子的见面礼。”多年来，刘队长
已经养成了下乡时身上多多少少带点
现金的习惯，遇到辅调员家里有红白喜
事的时候不至于失礼。
“刘队长，今天中午不走了，就在我
家吃饭吧！让你嫂子做手擀面。”老刘
盛情挽留。
“谢谢老哥了，我们还要去下一个
村看样本呢！要不还真想吃嫂子做的
手擀面呢，走了啊！”刘队长笑着边说边
和小王走出家门。
目送刘队长和小王坐上车子走远，
老刘不知怎么的眼眶湿润了。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修武调查队）

宁夏总队举办
统计调查类图书捐赠活动

本报讯 为丰富宁夏各图书馆馆藏，同时宣传统计调查工作，国
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近日举办图书捐赠活动，向自治区图书馆捐
赠图书 86 种、138 册，向泾源县图书馆捐赠图书 100 余种、500 余册。
宁夏总队所赠书籍涉及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民生调查系
列分析报告、统计调查科普资料以及统计调查历史资料等方面，既
有统计调查基础知识的介绍，也有统计调查研究成果的汇集，不仅
丰富了自治区和泾源县图书馆的馆藏，更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统计
调查知识的了解掌握，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资料的文化价值和重
要作用。
有关图书馆对宁夏总队的捐赠表示真诚感谢。泾源县图书馆向
宁夏总队赠送了锦旗，并表示将馆藏和利用好这批图书，尽快将赠书
整理上架、开放借阅，积极发挥这批统计书籍的社会效益。 施宜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