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价  局
桂价格函 (2018) 7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征求调整

小水电上网电价有关方案修改意见的函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委，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

西农村投资集团，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大唐广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2017 年 12月 6 日， 我局召开了座谈会研究小水电价格上调问

题， 经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以及降本增效、 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

们草拟了调整小水电上网电价相关方案。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求，

现就相关调整方案征求贵单位意见，请于2018 年1月 9 日前将书面
意见反馈至自治区物价局，逾期不反馈视为无意见。如有不明之处，

请与我局商品价格处韩海龙同志联系，·电话: 0771-5851771， 电子

邮箱: dj062240163.como



附件: 一、 小水电上网电价调整方案
·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区小水电

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的通知 (桂价格  巴015) 139号)

。"          ""，

";搏赣 "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 不予公开
抄送: 本局正、 副局长， 价格综合处， 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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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小水电上网电价调整方案

"方案一:完全按照桂价格巴015) 139号调整小水电上网电价。

一是小水电现行价格低于 0·25元/千瓦时的， 一次性上调至 0·25
元/千瓦时。二是小水电价格为0·25元/千瓦时至0·32元/千瓦时的，

原则上每年只能调整一次， 每次上调幅度0·01元/千瓦时， 上调后
上网电价不能超过0·32元/千瓦时。根据初步测算， 2018年将增加
购电成本约R4亿元， 往后每年递增额逐步下降， 直至全部小水电

上网电价达到0·32元/千瓦时。执行该方案可满足小水电企业预期，

体现价格政策普遍性，全面启动调价机制， 缓解小水电经营困难，但

是增加购电成本较大， 对于输配电价冲击较大。

方案二: 只在 2018年将上网电价低于 0·25元/千瓦时的小水
电价格一次性上调至0·25元/千瓦时， 其他小水电上网电价继续暂
时冻结， 择期按照桂价格  (2015) 139号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同时
将小水电富余电量倒供大网最低保护价从现行的0·22元/千瓦时上
调至0·25元/千瓦时。执行该方案需增加购电成本约3500万元，分

步执行桂价格  巳015) 139专文件相关条款， 可缓解上网电价过低

的小水电企业经营压力， 同时通过对富余水电给予适当补偿， 一定

程度上缓解遭冻结的小水电企业经营压力和调价情绪， 但与小水电

企业调价预期落差大，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明显。

方案三: 只在 20l8年将上网电价低于 0·25元/千瓦时的小水
电价格一次性上调至0·25元/千瓦时， 高于0·25元/千瓦时且低于



0·28元/千瓦时的小水电上调 0·01元/千瓦时£¬ 其他小水电上网电
价继续暂时冻结£¬ 择期按照桂价格  (2015) 139号相关条款进行调
整£¬ 同时将小水电富余电量倒供大网最低保护价从现行的0·22元/
千瓦时上调至0·25元/千瓦时¡£执行该方案需增加购电成本约7100
万元£¬ 主要对于相对较低上网电价的小水电进行调整£¬ 缩小企业问
价格差距£¬ ·缓解企业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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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广 西 壮族  自  治  区

物价  局文  件
桂价格 (20t5) 139 号

: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进十步  ;; ;
完善我区小水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的通知

各市、 县物价局，"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水利电业集团

有限公司， 百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桂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 ， 为合理反映小水电市场价值，"规范和完善全区小水电上网
电价管理， 提高工作透明度， 简化电价审批程序， 根据 《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水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
·包014) 61号)精神， 结合广西实际， 现就我区小水电上网电

价形成机制通知如下; "
:一、L改革小水电上网电价定价机制

-"、 (一)本通知所称的小水电是指总装机容量在 50000千瓦
以下 (不含本数)独立核算的小水电站。 ·下属多电站未分开核

算且批复价格一致的企业视为一个独立核算主体。

(二) ·小水电上网电价实行标杆电价制度， 由自治区价格



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标杆电价包括小水电建设运营成本、 输电费

用、 库区赔偿安置、 税费等所有文出的补偿。

(三)标杆电价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当电力市场供求、

水电开发成本以及国家相关电价调整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时， 适时

调整小水电标杆上网电价。

二、 已建成小水电实行差别上网电价

(一)小水电现行价格高于色32元/千瓦时的， 统一调整为

0，32元/千瓦时。
， (二)小水电现行价格低于0·25元/千瓦时的， 丁次性上调

至0·25元/千瓦时。
" (三)小水电价格为0·25元/千瓦时及以上的， 原则上每年

只能调整一次， 每次上调幅度0·0l元/千瓦时， 上调后上网电价

不能超过0·32元/千瓦时。

"根据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拟定的广西进一步深化电
力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规定，在2巳7年12月 3t日前，上述(二)、

(三)款暂不实行。

三、新建、技改、 重建小水电定价管理

· (一)新建小水电实行价格上限约束电价。从2016年1月 1
日起， 新投入使用小水电上网电价统一按0·32元/千瓦时执行。

(二)对技改或利用已经建设的小水电资源进行扩建的电
站， 原上网电量保持原价， 新增的上网电量按本通知新建小水电

上网电价标准执行， 并按照上网电量加权核定电站的综合上网电

价。
(三)利周报废老电站资源在原地重建或另择新址重建小水

电的上网电价按新建小水电上网电价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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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建¡¢"扶改扩建¡¢ ·重建等小水电应在投入运营前向相

关价格主管部门申请核定上网电价¡£·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 £¬
丘申请核定上网电价的请示文件; ·" "

" · 2·项目审批部门对发电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批复文件;
"3·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
4·发电企业与电网经营企业签订的并网协议书或购售电合

同; · · "
¡¢ 5·按规定有权部门批准所发电量并入电网运行的文件¡£ ·，

·· · 四;报备审批权限· ·

·" "小水电按以下要求直接向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审批: ; "
(一) 向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审批的小水电
L自治区有关部门直属的小水电;
2·各地直接上自治区主电网的小水电;

· 3·未上自治区主电网 £¬但总装机容量大于8000千瓦(含本数) 
的小水电¡£

(二) 向设区市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审批的小水电
LL设区市有关部门直属小水电;
2·未上自治区主电网£¬但总装机容量在600(含本数)至8000

千瓦的小水电¡£ @£¬
(三)·向县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审批的小水电·: ·

自治区级¡¢设区市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审批权限除外的小水

电¡£·，
五¡¢其他

C一) 已批复的小水电现行上网电价中含有价格调节基金
的; 继续按原规定的标准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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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每次发布价格调整通知后「各级
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的要求统一审核小水电上

网电价后公开发布£¬并向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报备¡£对于新建¡¢ :
扶改扩建¡¢ 重建等小水电£¬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按审批权限，定价
方式自行批复其上网电价£¬ 并报备上级价格主管部门 ¡£

'(三)" "全区范围内各电网经营企业向小水电企业购买电量£¬ ··

必须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的价格执行£¬ 不得擅自变动价格£¬ :
违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四)严格执行价格纪律¡£各电站申报价格的材料必须真实 ¡¢
可靠£¬ 发现有弄虚作假现象的£¬ 价格主管部门除责令纠正外£¬ 情
节严重的要进行通报批评; 下级价格主管部门未按本通知的规定
要求审批价格的£¬ 由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进行纠正£¬ 并按规定追
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 (五)本通知从2016年1月 1 日起试行£¬ 桂价格字巴001)
105号¡¢桂价格  (2015) 78号同时停止执行¡£

书        ¡£ £¬£¬
¡£'崔栈£¬

: "蕊" :
·"£¬£¬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抄报: 自治区人民政府¡£
抄送: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能源局£¬南方电监局广西办事处£¬本局正¡¢副

局长£¬各处室¡¢局属单位£¬秘存¡£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价格综合处       ·      2015年12月31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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