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发改委关于进一步规范
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紧急通知
各市 、州 、直管市 、神农架林 区发 改委 ,国 网湖北省 电力公 司

:

降低 工商业企业用 电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 、减轻企业负担 、
激发市场 活力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 ,在 国家发展 改革委统一安排
部署下 ,我 省相继多次降低一般工商业和大工出 目录电价 ,并 在
今年阶段性实施降低除高耗能行 业外企业用 电成本 5%政 策 。为
切实将降低 工商业电价政策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 ,减 轻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等转供 电终端用户 电费负担 ,更 好促进
保就 业保 民生保市场 主体 ,助 力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 ,现 就进
一步规范转供 电环 节价格行为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严格执行转供电环节价格政策
转供 电主体要严格执行国家 电价政策 ,按 照转供 电终端用户
对应执行的销售 目录电价和分表 电量向终端用 户收取 电费。按转
供 电主体 总表 对应的销售 目录电价和总表 电量 向电网企 业缴纳
电费,按 与 电网企业缴纳 电费相 同抄表周期 ,向 终端用户按分表
电量及对应的销售 目录电价标准收取 电费。转供 电主体 向所有终
端用户 (含 转供 电主体 经 营者办公 、物业共用部分 、共用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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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停车场用 电,下 同 )收 取的电费之和 以不超过同期向电网企
业缴纳的总 电费为限。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各用 电、配电
设各线路 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转 供 电区域 电损 (原 则上不超过总
表计量数 7%,低 于 7%的 据实核定 )应 通过物业 费或 租金形 式
收取 ,不 得通过 电价加价或 收取用 电服务费等名义向终端用户收
J3廴

。
二 、进一步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
转供 电主体应严格执行销售 目录电价政策和转供 电价格政

策 ,维 护价格政策的严肃性 。各级发 改部 门要积极 配合 市场 监管
部 门加大对转供 电环节加价清理规范工作力度 ,确 保近年来我省
多次降低 一般工 商 业和 大工 业 目录电价 以及 含年 阶段性实施降
低除高耗能行 业外企业用 电成本 5%政 策红利传导到终端用户。
转供 电主体应 当定期 向转供 电终端用户公 示向电网企业购入 电
量及同期终端用户用 电量 、购 电支 出及 向终端用户收取的 电费收
入 ,切 实保障转供 电终端用户知情权 ,主 动接受政府部门监管和
社会监督 。积极 配合政府相关部 门和电网企 业 ,在 终端用户推广
“
”
使用 转供 电费码 ,不 断规范 自身转供 电价格行为 。
三、进一步压实压紧部门职责责任
各级发 改部 门要切实履行政府价格 主管部 门职责 ,细 化完善
本地转供 电价格政策体系和管理办法 ,积 极 向党委政府汇报 ,协
调住建部 门和 电网企业 ,加 快直抄到户和老 旧小 区改造进度 ,从
源头上逐渐减少和杜绝转供 电违法加价 问题 。要采取各种行之有
效的宣传方式,加 强宣传解读 ,将 各项降低 工商业电价和转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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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政策及 时、精准宣传到位 ,提 高转供 电主体和终端用户以及
社会各方对 电价政策和转供 电价格政策的知晓率。要及 时查找转
供 电价格政策执行和落实中存在的短板弱项 ,总 结好的经验和做
法 ,健 全 完善本地规范转供 电价格政策体系长效机制 。要积极配
合市场监管部 门,加 强对商业综合体 、产 业 园 区、物业小 区、写
字楼 、商业步行街 、商业集聚区、国有资产租赁物业等转供 电环
节价格监管和规范清理工作 。鼓励转供 电终端用户向政府相关部
门和 电网企 业反 映转供 电违法加价 问题 ,向 市场 监管部门举报转
供 电违法加价 问题 。
四 、进一步推进户表改造工作进度
国网湖北省 电力公 司要增 强户表 改造 工饩 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 ,主 动服务 ,统 筹研究制定全省转供 电改直供 电户表 改造工作
总体方案 ,分 步实施 ,协 调推进 。对于具备 改造条件 的转供 电主
体 ,要 简化手续 ,优 化程序 ,尽 快实现直接供 电;对 于改造意愿
强烈、产权关系明晰的转供 电主体 ,要 优先安排改造 。因直供 电
户表改造增加的固定资产折 旧和运行维护费用等 ,按 规定纳入输
配电成本予以疏导。要按照 《省市场监管局省发 改委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 限公 司关于推广使用“转供 电费码”规范转供 电环 节价格
行为的通知 》(鄂 市监竞争 E⒛ 20〕 17号 )要 求 ,加 速推进“转
”
“
”
供 电费码 推广应用 工作 ,引 导终端用户 申领 转供 电费码 ,尽
“
”
快实现 一企 (户 )一 码 ,并 对疑似转供 电不合理加价信 J急 进行
核实 ,向 市场监管部 门及 时提交数据信息。要充分发挥 电网企业
营销系统完各 、营业 网点众多 、
供 电服务网格员制度完善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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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各种机会和多种形式,向 转供 电主体和终端用户主动宣传告
知国家 电价政策和转供 电价格政策 ,积 极 配合市场 监管部 门开展
转供 电环节违法加价行为监督检查。

(此 件公 开发布 )

抄送 :省 住建厅 、省市场 监管局 、省能源局 ,各 自供 区电力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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