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桂发改价格 C2018] 1385号

广西壮族自治G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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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理规范转供电

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18) l491号 )
转发你们， 并提出以下要求， 请遵照执行。

一、 高度重视， 提高认识。 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

是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向社会做出的重要承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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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20l8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各地落实

降电价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 对此，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 电网企

业务必高度重视， 清醒地认识到清理规范转供电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二、 加大力度， 扩大成效。 要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将降价政

策措施宣传至每一户转供电主体， 进一步摸排确认转供电主体底

数，逐个清理规范，不留盲点。完成清理规范转供电主体数占比，

要在2018 年12 月 lo 日前达60@， 12 月 20 日前达90@， 年底前
要基本完成。 各市物价局、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水利电

业集团有限公司、 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百色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分别于2018 年12月U日、 12 月 26 日和2019 年1月 3日前
向我委报送清理规范转供电主体工作进展统计表 (统计表要加盖
单位公章， 扫描后发送至 ddj062248163.com， 不需邮寄原件) ，

我委将不定期通报各市情况。

三、 强化协作， 形成合力。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承担起主导

作用， 加强与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供电公司的沟通协作， 整

合力量， 继续做好政策宣传解释、 指导规范等工作。 各电网企业

要具体部署下属各供电公司强化工作落实， 逐个排查确认， 罗列

清单，指导转供电主体清理整改，并于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将转
供电主体清单汇总报送我委 (清单要加盖单位公章， 扫描后发送

至 dj06224簇i63.com， 不需邮寄原件) 。 对于推进清理规范转供
电工作不力的地方、 单位， 我委将约谈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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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强监督， 主动作为。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及监管机构要

按照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开展转供电环节收费检查的通

知》 (桂价查 @2018@芍号)的部署开展价格监督检查工作， 依

法查处转供电环节违规乱加价行为， 并将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开曝

光。

附亻七  八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理规范转供
电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18@ 1491号 )

2·清理规范转供电主体工作进展统计表
3，广西"公司网区转供电主体清单

。""'          ，， ，·-
，

，"。"拖;。"。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H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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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

国家发展种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文件

发改办价格(20183 1491号

货颐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蝴范

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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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尸

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lo%，"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向

全社会做出的重要承诺， 是一项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今年以来，

我委陆续出台了 1O项措施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各地价格主管部

门主动作为， 在电力公司的支持配合下， 降价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 清理规范转供电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从全国情况来

看， 部分地区还存在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底数不清、政策宣传

解释不到位。 转供电主体传导降价红利不到位、 户表改造工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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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迟缓竿问题， 国家多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措施未能得到有

效传递和落实。 为切实做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 确保

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转供电摸排清理工作进度

各地要全面摸清本辖区内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 物业、 写

字楼等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底数， 全面排查不落实降价政策、

不在规定时限内全面传导降价红利的行为， 打通降价政策传导中

的堵点、 难点。 对街边门面店铺、底商等转供电环节存在的不合

理加价情况， 也要进行系统排查清理， 不留盲点。各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要会同电网企业组织市、县 (区)价格主管部门、 电力公
司， 集中力量， 集中时间， 开展专项排查行动， 对辖区内转供电

主体进行逐个梳理排查， 核查指导物业、 商业综合体经营者竿不

同层级转供电主体是否将政策落实到位， 并抽查部分一般工商业

用户用电电价是否已真正降下来。对清理出来有问题的转供电主

体要建立台账， 实行限时整改销号管理， 严格按照降价政策规定

时限清退多收电费， 并持续跟进、 动态掌握落实情况。推进工作

缓慢的地区， 要抓紧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对清理规范转供电加价

工作再强调、再部署、再落实。

二、提高降价政策传导的可操作性

各地要综合已出台的各项降价措施， 明确具体降价标准， 简

化操作程序， 确保降价措施可操作、 可传导。 转供电主体向所有

终端用户 (含转供电主体经营者办公、 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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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停车场等用电， 下同)收取的电费总和， 以不超过其向电网

企业缴纳的总电费为限。 转供电主体应按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向

电网企业缴纳电费， 其缴纳的电费由所有终端用户按各分表电量

公平分摊。按照 @物业管理条例@及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 维护费用应当

通过物业费收取， 转供电单位不得以用电服务费竿名义向终端用

户重复分摊收取。 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或随电费一并收取线损电价

的地区， 要进一步简化计价方式， 可参照当地全年一般工商业平

均电价竿方式直接明确降价后终端用户执行的具体电价标准， 提

高降价政策的可操作性， 便于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落实执行。

三、进一步加大降价政策宣传力度

各地要采取各种有效宣传方式加强宣传， 突出重点， 明确降

价政策传导时限规定， 确保所有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知晓降价

政策、执行落实降价政策。 要充分发挥电网企业优势， 继续采取

上门派发 @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价政策告知单@等方式， 将降价政

策措施宣传至每一户转供电主体， 并督促其发放至所有终端用

户， 请终端用户签字确认， 提高政策告知的针对性、 有效性。 可

协调当地通信管理部门， 组织通信运营商采取向所有用电户户主

发送降电价公益短信息竿方式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对转供电主

体截留国家降价红利的， 鼓励转供电主体终端用户通过  12358价
格举报电话向价格监督检查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对于拒不执行、

截留政策红利等负面典型， 要进行约谈、媒体曝光或依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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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配合做好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主动与当地工信部门对接工作， 沟通工

作进展状况， 解释相关政策执行情况， 做好评估准备工作。认真

分析本地区各项降价措施落实情况及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幅，

主动开展白查自评，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各地电网企业要

协助用户向价格主管部门反映转供电主体违规加价、 不执行国家

电价政策等情况， 对拒不整改或执行政策不到位的， 及时向当地

价格主管部门报告。建立转供电加价主体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

制度， 协助提供相关材料， 及时将违规加价、 不执行国家电价政

策竿失信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五，切实推进一户一表改造

国家电网公司、 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提高为

任何用电主体需求服务的意识， 部署各级电力公司尽快摸清辖区

内具备一户一表改造条件的电力用户数， 主动服务， 加大改造力

度， 尽快实现直接供电， 并接照目录销售电价直接结算。对于意

愿强烈、产权关系清晰的转供电主体， 要优先安排， 抓紧落实改

造。 电网企业因一户一表改造增加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运行维护费

用等， 纳入输配电成本并适时疏导。

六、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主体责任在地方价格主管部门， 各省

(区、 市)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增强紧迫感、 责任

感， 严格按照国家要求， 加大力度、狠抓落实， 把清理规范转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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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环节加价工作放在当前价格工作重申之重的位置。 各地要接照

此前制定的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分工， 认真对标对表， 扎实推

进，对工作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 影响降价政策效果或第三

方评估较差的。 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确保降价成果

真正惠及终端用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18 年 11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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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寸干牛2

清理规范转供电主休工作进展统计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注:终端用户有一般工商业用户的转供电主体均应统计在内;涉及的终端用

户数不含居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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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T
市

全市摸底排查情况 已清理规范情况

备注
转供电主

体总数

(户)

涉及转供电

终端用户数

(户)

已清理规范

转供电主体

数量 (户)

涉及的终端

用户数量

(户 )

合计



附件3

广西神公司网区转供电主休清单

填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 11 -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是否已完

成清理规

范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