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国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相关文件

1、2018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8〕500 号）

2、2018 年 4 月 2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桂价格〔2018〕43 号）

3、2018 年 5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
商业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2018〕732 号）

4、2018 年 5 月 2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明确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执行
有关问题的复函》（桂价格函〔2018〕178 号）

5、2018 年 7 月 1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桂价格〔2018〕63 号）

6、2018 年 7 月 1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利用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等措施降
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8〕1053）

（二）自治区降电价相关文件

1、2018 年 1 月 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对“一户一表”居民实施用电促销政
策的通知）（桂价格〔2018〕4 号）

2、2018 年 3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广西电力体制改
革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发〔2018〕18 号）

3、2018 年 3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水电与火（核）
电发电权交易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8〕21 号）

4、2018 年 3 月 2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工业园区和现代服务业
电力市场交易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8〕22 号）

5、2018 年 4 月 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价格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桂价格〔2018〕33 号）

6、2018 年 4 月 2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临时调整我区丰水期居民“一户一表”
生活电量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格〔2018〕41 号）

7、2018 年 5 月 2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一户一表居民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复函》
（桂价格函〔2018〕172 号）

8、2018 年 6 月 1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居民用电促销工作的通知》
（桂价格〔2018〕51 号）

9、2018 年 6 月 1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公布第一批执行农产品冷链物流低
谷时段用电企业名单的通知》（桂价格〔2018〕52 号）

10、2018 年 7 月 31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
关事项的通知》（桂价格〔2018〕73 号）

11、2018 年 8 月 1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完善部分环保行业用电支持政策的
通知》（桂价格〔2018〕75 号）

12、自治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 10 大工业用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用户、大
数据中心用户准入名单，因用户数量较大内容较多不便列示，请直接登录广西电力交易中心网
站（https://pm.gx.csg.cn），在“通知公告栏”查询。

今年以来，国家和自治区陆续推出一系列降电价措施，其中：国家层面政
策主要是为了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自治区物价局按 ` 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出
台文件；自治区层面政策主要是扩大市场化范围、降低自治区级工业园区（10
千伏大工业）和自治区 38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用户用电价格。相关政策文件按
类型及时间先后顺序如下：

一、降电价相关文件汇总

二、上述文件的具体内容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明确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执行有关问题的复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利用扩大跨省区电力交易规模等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对“一户一表”居民实施用电促销政策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广西电力体制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水电与火（核）电发电权交易方案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工业园区和现代服务业电力市场交易方案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临时调整我区丰水期居民“一户一表”生活电量有关问题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一户一表居民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复函》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居民用电促销工作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公布第一批执行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企业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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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价格〔2018〕5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公布第一批执行

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企业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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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广西电

力体制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发〔2018〕18 号）精神，结

合《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开展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用电优惠政策相

关工作情况的函》（桂商建函〔2018〕25 号）提供的农产品冷链

物流企业名单，现就执行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从 2018 年 4月 1日起，经自治区商务厅认定的广西农垦

国有东湖农场等179 家企业享受低谷用电政策，即农产品冷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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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冷库用电，低谷时段（23时至次日7时）用电价格按照应执

行的目录电度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的 50%执行，其余

时段价格不变。

二、请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供电企业

做好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工作，执行过程中如遇问题，

请及时向自治区物价局反映。

附件：广西第一批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执行低谷时段用电

企业名单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2018年6月15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报：自治区人民政府。

抄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本局正、副局长，价格

综合处、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分局，秘存。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价格综合处 2018年 6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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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第一批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执行

低谷时段用电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冷库地址

南宁市（50家）

1 广西农垦国有东湖农场 宾阳县王灵镇东湖农场一工区一队蔬菜处理中心

2 广西鑫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宾阳县新圩镇三塘村

3 宾阳县佳好食品有限公司 宾阳县宾州镇临浦街180号 B2号地

4 宾阳县聚丰米业有限公司 宾阳县芦圩工业集中区B-9-11-1号地

5 宾阳县新发精米有限责任公司 宾阳县宾州镇风景路

6 宾阳县鑫开米业有限公司 宾阳县黎塘镇新埠村3队东塘北面南梧公路南面

7 宾阳县鑫鸿米业有限公司 宾阳县黎塘镇

8 宾阳县洺华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宾阳县露圩镇周黎村（原周黎小学）

9 宾阳县露圩镇梁焕海养殖场 宾阳县浪利村委平浪村

10 广西东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平路25号 2号仓库二层东面

11 广西晨康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平路48号

12 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一东盟经济开发区宁武路6号

13 横县鑫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横县石塘镇新陈村

14 横县利亮农产品合作社 广西横县平马镇快龙村委里衣路段

15 广西马恒物流有限公司
横县横州镇茉莉花大道与城司北路交汇处附近东北（横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内）

16 广西横县凤凰花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横县百合镇洪庐村

17 横县桔扬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横县马岭镇兴华村209国道旁

18 南宁市横县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横县横州镇江北大道333号贵源国际新城6#楼负一层

19 南宁市横县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横县店二楼和负一楼

20 南宁农产品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青秀区长虹路88号

21 南宁市储备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良庆区

沙河路8号

22 广西佳年农业有限公司 双桥镇伊岭村

23 南宁市武鸣区宝达农业有限公司 双桥镇平陆工业园

24 南宁市武鸣区政兴果业经营部 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村21组宾隆二级公路变电站

25 皇氏集团华南乳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丰达路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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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冷库地址

26 南宁国际综合物流园有限公司 南宁良庆区银海大道1223号

27 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16号

28 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169号

29 广西华兴食品有限公司 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邕武路

30 南宁市国翠农业专业合作社 南宁市坛白1队国翠基地

31 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友爱南路22号南棉商业街216号

32 南宁市白沙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南宁市白沙大道109号龙光普罗旺斯香槟庄园2、3号裙楼

33 南宁市白沙南城百货有限公司碧翠园分店 南宁市友谊路西二里19号中房碧翠园B组团

34 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昌泰分店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6号昌泰大厦负一楼

35 南宁市白沙南城百货有限公司壮锦分店 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36号

36 南宁市良庆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五象大道金盛商业广场2楼

37 广西南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鲁班分店 南宁市鲁班路4号振宁现代鲁班18号楼负一楼

38 南宁市南铁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南宁市衡阳路南铁北二区通泰商场一楼

39 南宁市江南南城百货有限公司亭江分店 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大道20号江南购物广场负一层

40 广西兴南城物流有限公司 南宁市经开区那历路西侧

41 南宁市新城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南宁市东葛路135号岭南家园

42 广西南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新阳分店 南宁市新阳路286号振宁阳光康城地下一楼

43 南宁市兴宁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南宁市望州南路188号香樟林1、2、3号楼地下一层

44 南宁市兴宁南城百货有限公司明秀分店 南宁市明秀东路88号

45 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青秀区中柬路6号昌泰大厦负一楼

46 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天健店 南宁市兴宁区长兴路1号

47 南宁市白沙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36号

48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南宁永牧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鲁班路1号五丰食品联合公司冻品批

发市场8栋0号房

49 南宁市好往角柑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南宁市西乡塘区双定镇兴平村古典坡雷墓白

50 南宁壮宁食品冷藏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市友谊路21-2号

柳州市（32家）

1 柳州天之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柳太路9号

2 广西新柳邕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市瑞龙路99号广西新柳邕市场2#楼

3 柳州八桂农网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柳州市鹧鸪江路15号柳州电子商务产业示范园14号楼

4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解放北路30号

5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飞鹅路123号

6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潭中西路15号富丽嘉园1号楼商铺

7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燎原路东三巷8-1号

8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东环路230号居上V8城负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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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冷库地址

9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高新一路北二巷2号东城印象中心负一楼

10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市燎原路东三巷8-1号商业楼

11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柳城县金时代购物广场10.11号楼

12 广西步步高商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柳州广场路10号

13 柳州市跃进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柳州市跃进路88号“冠亚·尚城国际”地下负一层

14 柳州市柳中南城百货有限公司阳光分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2号阳光100城市广场负一层

15 柳州市柳中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柳州市高新五路18号兴佳清华坊35栋 2楼

16 柳州市龙屯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柳州龙屯立交桥旁车辆厂

17 柳州市南城百货有限公司柳太分公司 柳州市柳太路1号柳工颐华城14#

18 柳州市柳石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柳石路153号地下负一层

19 柳州市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柳州市飞鹅二路谷埠街国际商贸城F座

20 柳州市天誉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柳州市鹧鸪江路7号

21 广西融水县福融贝江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融水县融水镇康田工业园

22 广西柳州市秋野家生态农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融水县融水镇水东村小洞屯

23 三江县仙池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三江县侗乡大道中央国际步行街7栋1号

24 三江县鑫隆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江县良口乡良口村鑫隆茶厂内

25 广西三江县杰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三江县斗江镇牙林村小龙胜屯

26 三江县东竹茶叶 三江雅柳路67号

27 柳州市侗天湖农业生态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三江县独峒大塘坳水库

28 广西柳城县饮料食品厂 柳城县大埔镇河西大道河西工业园区富民路

29 柳江县张公岭冷库物流有限公司 柳江县基隆开发区门头路口

30 鹿寨朝阳宏昌创新大果山楂家庭农场 鹿寨县中渡镇朝阳村上洪屯灯盏岭

31 广西悦采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鹿寨县鹿寨镇五里亭

32 鹿寨县贵盛茧丝工贸有限公司 鹿寨县工业园二区

桂林市（23家）

1 桂林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西省桂林市恭城县茶东路127号

2 广西智兴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恭城县燕新工业园区

3 恭城裴氏农品有限公司 桂林市恭城县燕新工业园区

4 广西桂林鹏宇兄弟桔柑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恭城县栗木镇建安村豆腐田

5 广西桂林文碧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恭城县莲花镇

6 桂林普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城县燕新工业区59号

7 桂林恭城丰盛园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恭城县莲花镇竹山村68号

8 桂林恭城丰华园食品有限公司 桂林市恭城县恭城镇燕新工业园

9 桂林市灌阳县兴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灌阳县西山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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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州县新军生态食用菌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全州县绍水镇绍兰村委

11 爱鸟界红心猕猴桃种植合作社 桂林市全州县咸水镇洛江村委太阳安村

12 广西桂林平乐同安永丰农产品有限公司 同安笔头工业区

13 平乐源兴农产品有限公司 平乐县源头镇车田水果物流中心

14 广西立橙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平乐县工业集中区二塘工业园区西区

15 桂林市南城百货有限公司平乐分公司 桂林市平乐县新安街114号

16 桂林福慧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桂林平乐县沙子镇河东街37号

17 平乐县广源农产品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

18 平乐县万家食品有限公司 源头镇九洞村

19 平乐县七星桥食品有限公司 平乐县张家镇湖洋村委湖洋村

20 桂林市穿山科技产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七星区环城南一路3号桂林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

21 桂林冠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灵川县大圩镇

22 兴安县泽源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兴安县兴安镇福在村委三里陡自然村

23 桂林永福喜农商贸有限公司 桂林市永福县百寿镇陵园街

梧州市（3家）

1 苍梧县沙仙子果蔬专业合作社 苍梧县沙头镇永乐村沙头镇家畜定点屠宰厂内

2 岑溪市汇港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岑溪市马路镇丰木村（善村）

3 广西岑溪九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广西岑溪市糯垌镇古兰村

北海市（7家）

1 合浦众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浦县石湾镇众利农产品物流中心（石湾镇石湾路沙朗段

西侧处）

2 北海玖嘉久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市工业园区科锦路18号

3 北海荣桂贸易有限公司 北海市工业园区科兴路34号

4 北海中盛生态产业有限公司 北海市银海区平阳镇三合口新中盛基地

5 北海强宇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工业园区香港路12号

6 广西金海盈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工业园区香港路12号

7 北海保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市北部湾西路106号

钦州市（3家）

1 灵山县东明果品加工厂 灵山县石塘镇三墩顶万宝山

2 钦州宏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钦州市金海湾西大街1222号

3 广西海陆物流有限公司 钦州市钦北区皇马工业园

防城港市（7家）

1 广西东兴东成食品工贸开发有限公司 东兴市东盟大道（西）东成海产品加工厂内

2 东兴市长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东兴市江平工业园区潭吉片区D-2-4#地块

3 东兴北部湾国际海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东兴市东兴镇长湖路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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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城港七彩云果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兴市江平工业园区潭吉片区B-3-1#

5 东兴京港食品有限公司 东兴市江平工业园区潭吉片区B-4-3-3#地块

6 东兴市思丰海产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兴市工业园14-1号地块

7 东兴市怡诚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东兴市江平工业园

贵港市（7家）

1 贵港市宏泉鹏泰商贸有限公司 贵港市港北区建设中路182号港福时代广场1-2幢负一楼

2 广西桂平广德利食品有限公司 贵港市桂平市长安工业园

3 广西金瑞宝食品有限公司 贵港市桂平市金田镇茶林村

4 广西深通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贵港市桂平市南木镇金龙村大棚蔬菜园区

5 广西柏力食品有限公司 贵港市平南县工业园（下渡营业厅）

6 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平南分店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朝阳路风柜口中心购物广场负2楼

7 桂平市新万联超市 贵港市桂平市新万联超市生鲜区内

玉林市（10家）

1 广西神龙王农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陆川县马坡镇朱砂工业区

2 广西神龙王集团陆川猪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陆川县良田镇莲塘村

3 广西丰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陆川县米场镇红英开发区新英食用菌基地内

4 陆川县绿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陆川县马坡镇新山村马坡塘队

5 广西陆川县隆田制丝有限公司 陆川县古城镇盘龙开发区

6 陆川县联昌茧丝有限公司 陆川县塘榄村红山农场

7
广西聚银牧业集团岭南客家陆川县猪肉制品有

限公司
陆川县横山镇龙兴街2号

8 广西陆宝食品有限公司 陆川县横山镇良塘村李屋队004号

9 陆川县亿龙达蛇类养殖专业合作社 陆川县温泉镇温泉村白老屋队527号

10 陆川县伟业茧丝发展有限公司 陆川县古城镇耳村

百色市（15家）

1 百色市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百色市向阳路阳光新城AB区

2 广西田阳古鼎香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广西田阳县田州镇古鼎香农批大市场

3 广西壮乡河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田阳县百育镇七联村壮乡河谷集团

4 广西田阳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田阳县田州镇金狮路1号

5 田阳三雷老韦物流有限公司 田阳县三雷村12、19、20组三产用地

6 田阳县劲得荣果蔬包装有限公司 广西田阳农副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内8栋

7 广西田阳县金满园圣女果冷冻有限公司 田阳县百育镇四那村NA那新屯

8 平果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平果县教育路龙江花园A区004号

9 广西德保县鸿富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德保县五里湾工业园

10 广西南城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德保分店 德保县城关镇桃源路6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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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靖西市冠超市商贸有限公司 靖西冠超市

12 凌云县绿安商贸有限公司 凌云县泗城镇东风社区龙渊小区28号

13 凌云县旭东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凌云县泗城镇迎辉小区35号

14 田林县康之源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田林县乐里镇新昌片田林汽车总站出租场地（乐里镇派出

所旁）

15 广西田林兴运农副产品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田林县乐里镇新建村河口屯那合

贺州市（1家）

1 贺州市贺街业旺蔬菜专业合作社 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河东街

河池市（16家）

1 巴马中软同天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巴马县民族路4号（巴马电子商务产业园内）

2 广西环江毛南中欧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环江城西工业园

3 都安恒瑞食品配送中心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苏利社区堆好屯134号

4 都安腾达食品经营部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安阳大道121号

5 都安鼎凯食品配送有限公司 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桥仙路

6 都安冠超市商贸有限公司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大桥路（融建商业广场三层）

7 都安冠超市商贸有限公司都安分店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迎晖路竹木具市场二楼

8 都安三和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三和商业广场负一楼

9 南宁市新西洋商业有限责任公司都安购物中心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翠屏路105-1号

10 南丹县华星商贸有限公司 南丹县城关镇拉所二队

11 广西河池天源雪食品有限公司 河池市金城江区东江工业园区

12 广西河池肉类联合加工厂 河池市金城江区玉峰路22号

13 河池市南城百货有限公司 河池市中心广场负一楼

14 河池大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池市金城中路98号

15 河池金城江大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河池市金城中路471号

16 河池市三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5号

来宾市（1家）

1 来宾市桂中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来宾市天然桥路238号

崇左市（4家）

1 大新县雷平镇乐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大新县雷平镇左安村弄卡屯左安路口

2 凭祥市天保物流服务中心 凭祥市南山开发区

3 崇左市财源贸易有限公司 崇左市江州区龙井东环城路中

4 凭祥越圣红木商贸有限公司 凭祥市友谊关工业园标准厂房东面

共计：179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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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价格〔2018〕73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

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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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切实把 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商

业电价平均降低 10%的要求落实到位，深化“放管服”改革，减

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2018〕787 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决定在全区开展清理规

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



－2－

电网企业提供的输配电及相关服务发生的费用应纳入输配

电成本，通过输配电价回收，不得再以其他名义向用户变相收取

费用。取消电网企业向电力用户收取的变电站间隔占用费、计量

装置校验费、电力负荷管理终端设备费等收费项目；取消可以纳

入供电基本服务的电卡补办工本费、复电费、更名过户费等收费

项目，以及与之服务内容相似的其他垄断性收费项目。电网企业

已为电力用户提供计量装置校验、复电服务超过三次且不属于电

网企业责任的，由用户承担相关费用。

电网企业要严格按照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目录清单收费，没有列入清单的项目，一律不得收费。

二、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清理规范以总表形式向电力企业申请报装、向用户供电的商

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公司、写字楼、农场等用电单位转供

电环节乱加价行为。

（一）对于具备改造为一户一表条件的电力用户，电网企业

要主动服务，尽快实现直接供电，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对

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继续实行转供电的，转供电主体要自 2018

年 8 月 1日起，将今年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政策措施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和自

治区政策要求，利用 3个月过渡期对转供电加价收费行为开展自

查自纠，修订完善合同内容，重新规范清算电价和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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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执行目录销售电价。终端用户用电应单独计量，

自2018 年 11 月 1日起，区内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

字楼、农场等转供电主体应按电压等级及对应的我区目录销售电

价收取终端用户电费。

（三）合理分摊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转供电主体应与

终端用户协商确定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分摊方式，可按照各

自分表电量占比、实际用电面积占比、平均分摊等方式按比例分

摊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纳的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原则

上收取终端用户电费、分摊电费总和不超过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

业缴纳的总表电费（转供电规模大、电压等级落差大的产业园区

除外）。转供电主体要在固定、醒目的场所向各用电户公示其缴纳

的电费凭证复印件、分摊方式、各户分摊清单等。转供电主体不

得将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总表电费以外的人工费、修理费、资产折

旧费等其他费用分摊到用户电费中，或随终端用户电费一起征收。

（四）转供电规模较大、电压等级落差大的产业园区经营的

园区电网，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改制为增量配电

网。过渡期间，转供电主体要参照电网企业计费模式执行，传导

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

三、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

（一）加快退还用户临时接电费。各电网企业要于 2018 年 8

月底前全部退还已向电力用户收取的临时接电费。确因用户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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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等原因无法退还的，电网企业应在营业网点、当地主要媒体

上依法公告，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在债权诉讼时效结

束后仍无法退还的，冲减电网企业输配电准许收入。

（二）开展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政策性交叉补贴

和系统备用费政策落实情况自查。各电网企业要于8月底前将并

入网区的自备电厂名单（区分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和其他

两类）、系统备用费减免政策落实情况、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征缴详

细情况报自治区物价局。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的认定原则

上由具备资质认定的第三方给予认定，目前尚未取得认定的自备

电厂，电网企业要实事求是填报，难以确定的要备注说明。

四、其他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

是 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是必须坚决完成

好的重大任务，也是 2018 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重点内容。各级价格

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高度重视，认真对照文件要求，加大工作

力度，全面清理本地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

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狠抓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采取更

加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深入贯彻落实电价政策，切实增强一般工

商业用户获得感。

（二）落实责任，协调配合。各电网企业要加强对各级供电

公司的指导，全力配合好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清理规范本地转供电

－5－

环节收费具体工作，自治区物价局将适时开展专项督查；各市、

县价格主管部门、供电公司要采取实地调研、入户访谈等形式，

摸清当地降电价、转供电等情况，做好政策宣传，务求取得实效。

对在专项督查中发现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将建议各电网企业

给予通报批评。转供电主体要规范收费行为，诚信守法经营，主

动开展自查清理规范，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为优化营商环境，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加强政策宣传,提高知晓度。各市县价格主管部门、

电网企业要通过发放传单、微信公众号、重点企业集中宣贯、官

方网站、新闻媒体等渠道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提高一般工商业终

端用户、转供电主体对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政策知晓度。

（四）强化监督力度，规范价格行为。各电网企业要切实担

起责任，在签订供电合约时，要求转供电主体对严格执行电价政

策、明码标价、公示分摊方式及内容等事项作出承诺。各级价格

主管部门要持续严格监管转供电加价行为，采取提醒告诫会、《提

醒告诫函》等形式，对转供电主体进行提醒告诫，要求各单位严

格执行转供电政策，对重点转供电主体实行随机检查；充分利用

全国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和供电服务 95598 热线，对反映集中的

问题开展重点检查，认真受理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方

面价格投诉举报，做到有案必查，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或乱加价

等价格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从严惩处。建立相关主体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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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将违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等失信行

为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外公示，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

价格权益。

请各地市价格主管部门将本地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行为

有关情况，包括工作开展、清理整改、规范收费及监督检查等情

况，分两个阶段，于2018年9月底、12月底报送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2018年7月31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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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日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完善部分环保行业用电支持政策的通知》

－1－

桂价格〔2018〕75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完善

部分环保行业用电支持政策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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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百色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为落实国家能源战略，促进清洁能源替代和清洁化发展，根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

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

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完善部分环保行业用电支持政策

（一）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电、电动汽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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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时间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二）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港

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水淡化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

二、其他要求

（一）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加强政策宣传，电网企业严格执

行价格政策，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二）各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向我局

反映。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2018年8月13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本局正、副局长，价格

综合处、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分局，秘存。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价格综合处 2018年 8月 13日印发

（一）大工业用户

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桂价格〔

2018〕43 号）文规定，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合同最大需量或实际最大需

量其中一种方式计收基本电费。初步统计，大多数用户选择按照实际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的

方式更能降低用电成本。

（某混泥土公司）：35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3250 千伏安，原按变压器容量计收基本电费，

2018 年 6 月用电量 54.39 万千瓦时，电费 41.84 万元；如申请按实际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

抄读实际最大需量 2415 千瓦，按 6 月用电情况，则应交 41.11 万元。该用户变更实际最大需

量计收基本电费，当月电费可减少 0.73 万元（41.11-41.84）。

具体计算见下表：

为了方便电力用户理解各项政策并及时参与，享受电力改革红利 , 通过具体实例方式

计算，说明不同政策所实现的效果，供广大用电户对照参考。

三、降电价系列政策实例说明

示例 1：按变压器容量变更为按实际最大需量计费



（某铁路公司）：22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80000 千伏安，原按合同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

合同需量值是 32000 千瓦，2018 年 5 月该用户用电量为 349.36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300.92

万元；如申请按实际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抄读 6 月实际最大需量 19448 千瓦，计算 6 月

用电情况，则应缴为 258.56 万元。该用户变更实际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当月电费可减少

42.36 万元（258.56-300.92）。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2：按合同最大需量变更为按实际最大需量计费

（某物业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1000 千伏安，原执行工商业及

其他用电（单一制）销售电价，2018 年 6 月用电量 36.56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26.38 万元；如申请执行两部制电价、按变压器容量计收基本电费，按 6 月用电情

况，则应缴为 25.64 万元。该用户由单一制电价变更执行两部制电价后，当月电费

可减少 0.74 万元（26.38-25.64）。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1：单一制变更为两部制电价

注：用户变更计单一制、两部制须提前 15 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提出申请，变更后执行时间不能
低于半年，一个自然年内变更次数不能超过两次。

（二）一般商业用户

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桂价格〔

2018〕43 号）规定，变压器容量 315 千伏安及以上一般工商业用户可以选择执行两部制电价，

也可以继续执行原单一制电价。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

（桂价格〔2018〕63 号）规定，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单一制）销售电价、输配电价平均降低 5.15

分 / 千瓦时。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第三批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桂价格〔

2018〕号），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单一制）销售电价再降低 2.95 分 /

千瓦时。鉴于 2018 年我区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单一制）销售电价平均降低 8.1 分 / 千瓦时，降

幅达到 10%，变压器容量 315 千伏安及以上一般工商业用户需要通过计算，选择更加合理的计

费方式。



（某商业综合体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2800 千伏安，原执行一般工商业电价，

2018 年 3 月用电量 25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20.06 万元；该用户由仍然继续选择执行单一制电价，

第三批降价措施推出后，可减少 2.04 万元（20.22-18.18）。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2：单一制电价不变更

注：单一制电价用户无需办理相关手续，直接享受降价后电价。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单一制）用户在选择是否变更执行两部制电价时，应根据用电实

际（用电量、基本电费），自行计算、比较变更前后电费增减情况，再做是否变更的决定。

以上诉用户为例：

经过计算，当电量≤ 28.83 万千瓦时，应不变更执行两部制电价；当电量＞ 28.83

万千瓦时，变更执行两部制电价会降低用电成本。

变更前电费  = 电度电费 = 电度电价 x 电量 =0.7215 x 电量

变更后电费  = 电度电费 + 基本电费 =0.6261 x 电量 + 基本电费

某用户 2017 年全年用电量 7100 千瓦时，办理套餐之前，全年电费 4632.93 元，如果申

请居民用电套餐，全年电费 4112.93 元。该户如保持 2017 年的用电量，在办理居民套餐后，

全年电费比减少 520元（4112.93-4632.93）。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注：为让更多居民用电户享受该优惠套餐，套餐办理截止日期延迟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年用电量超
过 4500 千瓦时的客户可以选择就近供电营业大厅办理。

（三）“一户一表”居民用户

政策：《关于对“一户一表”居民实施用电促销政策的通知》（桂价格〔2018〕4 号）、《关

于临时调整我区丰水期居民“ 一户一表”生活电量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格〔2018〕41 号），

2018 年居民阶梯分档电量如下：

第一档电量：每户年用电量≤ 3120 千瓦时部分，此档电量电价标准 0.5283 元 / 千瓦时；

第二档电量：3120 千瓦时＜每户年用电量≤ 4440 千瓦时部分（170 千瓦时＜每户月均用

电量≤ 270 千瓦时），此档电量电价标准 0.5783 元 / 千瓦时；

第三档电量：每户年用电量＞ 4440 千瓦时部分，此档电量电价标准 0.8283 元 / 千瓦时；（如

办理了居民优惠套餐，年用电量＞ 4500 千瓦时部分，电价标准 0.6283 元 / 千瓦时；） 



（四）自治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 10千伏大工业用户、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用

10 千伏大工业、服务业、大数据用户单一制、两部制参加市场化交易的差异：

单一制无需缴纳基本电费；

两部制除电度电价（0.54 元 / 千瓦时）外还需缴基本电费。

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广西电力体制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

（桂政发〔2018〕18 号）规定，自治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 10 千伏大工业用户、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生产性服务业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实现到户电度电价 0.54 元 / 千瓦时。

（某 10 千伏混凝土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2250 千伏安，2018 年 5 月用电量

58.19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42.62 万元；其参加电力市场交易，按 5 月用电情况，则应缴为

37.61 万元。该用户参加电力市场交易后，当月电费可减少 5.01 万元（42.62-37.61）。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1：重点 10 千伏大工业用户

注：单一制参与市场化交易输配电价 0.3771 元 / 千瓦时
0.7215 元 / 千瓦时为 10 千伏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单一制）电价
0.6569( 元 / 千 瓦 时 )=(0.3111-0.085)（ 水 电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保 障 收 购 电 价 - 市 场 化 让 利）

+0.3771+0.0537（基金及附加）

（某综合物流园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6500 千伏安，执行单一制电价，2018

年 7 月用电量 90.15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65.04 万元；其参加电力市场交易，按 5 月用电情况，

则应缴为 59.22 万元。该用户参加电力市场交易后，当月电费可减少 5.82 万元（65.04-59.22）。

具体计算见下表：

（某保税区开发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5600 千伏安，执行两部制电价，2018

年 5 月用电量 187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131.51 万元；其参加电力市场交易，按 5 月用电情况，

则应缴115.53万元。该用户参加电力市场交易后，当月电费可减少15.98万元（131.51-115.53）。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2：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用户（单一制）

示例 3：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用户（两部制）



注：单一制参与市场化交易输配电价 0.3771 元 / 千瓦时
0.4659( 元 / 千 瓦 时 )=(0.3111-0.276)（ 水 电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保 障 收 购 电 价 - 市 场 化 让 利 ）

+0.3771+0.0537（基金及附加）

（某通信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10000 千伏安，2018 年 5 月用电量 234.56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167.22 万元；其参加电力市场交易，按 5 月用电情况，则应缴为 107.99

万元。该用户参加电力市场交易后，当月电费可减少 59.23 万元（167.22-107.99）。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1：大数据中心用户（单一制）

（五）大数据中心用户

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广西电力体制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

（桂政发〔2018〕18 号）规定，服务器 1000 台（含）以上的大数据中心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

实现到户电度电价 0.349 元 / 千瓦时。
（某通信公司 315 千伏安以上）：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8800 千伏安，执行两部制电价，

2018 年 5 月用电量 394.73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270.32 万元；其参加电力市场交易，按 5 月

用电情况，则应缴为 161.44 万元。该用户参加电力市场交易后，当月电费可减少 108.88 万元

（270.32-161.44）。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 2：大数据中心用户（两部制）



某农产品冷链物流公司）：10 千伏供电、报装容量 3500 千伏安，2018 年 5 月总用电量

147.07 万千瓦时，其中高峰时段用电 44.96 万千瓦时，平时段用电 48.89 万千瓦时，低谷时

段用电 53.22 万千瓦时、总电费为 101.71 万元；其执行农产品冷链物流电价后，按 5 月用电

情况，则应缴为 86.21 万元。该用户执行农产品冷链物流电价后，当月电费可减少 15.5 万元

（101.71-86.22）。

具体计算见下表：

示例：农产品冷链物流用户

（六）农产品冷链物流冷库及蓄冷蓄热用户低谷用电

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农产品冷链物流低谷时段用电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桂价格〔2018〕33 号）规定，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冷库用电，低谷时段 (23 时至次日 7 时 ) 用

电价格按照应执行的目录电度电价 ( 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 的 50% 执行，其余时段价格不变。

医院、百货大楼、宾馆、饭店等场所使用的具有移峰填谷作用的蓄热式电锅炉和蓄冷空调等节

能设备用电，具备单独计量条件的，低谷时段（23 时至次日 7 时）用电价格按照应执行的目录

电度电价（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的 50% 执行，其余时段价格不变。

如需进一步了解以上各项政策，还可通过当地供电企业营业厅或供电服务热线。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95598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0771-6755566   

桂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966068      

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0776-2829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