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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输变电特许权运营机制研究
陈武

渊南方电网国际有限责任公司袁 广州 缘员园远远猿冤

摘要院 咱目的暂为了给投资秘鲁输变电业务和电力行业改革提供参考袁 研究了秘鲁国电力行业运营机制遥 咱方法暂通过

分析监管政策尧 相关法律尧 收入机制袁 研究了秘鲁输变电行业的输电特许权模式袁 并进行了投资风险分析遥 咱结果暂
研究结果表明院 秘鲁输变电特许权运营机制成熟袁 有力地降低了输电建设成本并吸引了足够的投资遥 咱结论暂投资秘

鲁输电行业整体风险较小袁 但需要就项目具体情况进行风险分析袁 也可作为国内电力行业改革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院 输电特许权曰 输电监管曰 收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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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员怨怨圆 年袁 秘鲁政府开始进行电力行业改革咱员暂 袁
将原本垂直一体化的电力行业拆分成发电袁 输电和

配售电环节咱圆暂 袁 通过引入私人投资者建立市场竞争

机制袁 同时成立电价监管机制和独立的经济调度运

行机构袁 有效地降低了全社会用电成本袁 激励了发

电投资袁 保证了电力稳定供应和价格平稳咱猿暂 遥 输电

行业采用特许权经营模式袁 目前袁 输电行业 员园园豫
为私人所有遥 经过 圆缘 年的发展袁 秘鲁电力市场运

行机制成熟袁 法律法规完善遥 研究秘鲁输变电特许

权经营模式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秘鲁电力市场尧
总承包投标和电力行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遥
员摇 电力监管机构

电力行业相关的监管机构包括能源和矿产部尧
能源和矿产业投资监管机构尧 私人投资促进署尧 环

境部尧 国家竞争与知识产权局尧 系统经济运行委员

会咱源暂 遥 各个机构职责如下院
员冤能源和矿产部渊酝陨酝耘冤
负责能源电力和矿产领域的行业管理遥 负责制

定国家能源政策袁 制定电力法规及电力系统运营规

则袁 负责发电尧 输配电规划批准袁 授予项目特许经

营权遥
圆冤能源和矿产业投资监管机构渊韵泽蚤灶藻则早皂蚤灶冤
负责执行电力特许经营法袁 确保电力公共服

务袁 监管系统经济运行委员会渊悦韵耘杂冤的运营及合

规性袁 负责制定发电尧 输电和配电和售电电价及价

格调整遥
猿冤私人投资促进署渊孕则燥蚤灶增藻则泽蚤燥灶冤
秘鲁允许私人机构和国外企业投资当地基础设

施遥 私人投资促进署为政府主管部门袁 为非营利性

官方投资中介机构袁 负责促进私人投资袁 组织项目

招商和特许经营权项目招标遥
源冤环境部渊酝陨晕粤酝冤
负责制定环境标准袁 环评审批袁 国家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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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治理遥
缘冤国家竞争与知识产权局渊 陨晕阅耘悦韵孕陨冤
审查特许权项目和并购项目是否妨碍市场

竞争遥
远冤系统经济运行委员会渊悦韵耘杂冤
秘鲁电力市场运营机构袁 为非盈利机构袁 由发

电商尧 输电商尧 配电商尧 大用户组成遥 负责电网安

全尧 经济调度运行袁 管理电力市场交易遥
圆摇 电力监管法律

秘鲁通过相关法律尧 法规保障电力市场运作袁
其法律体系健全袁 输变电行业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

如下院
员冤电力特许权法渊晕燥郾 圆缘愿源源冤 咱缘暂

该法律确定了秘鲁电力市场运行的基础袁 明确

了电力市场由垂直一体化垄断系统转化为发尧 输尧
配分离袁 鼓励私人投资袁 发电侧引入竞争尧 输电侧

和配电侧施行监管收入袁 同时设立电力监管机构和

独立的电网经济调度机构遥
圆冤发电高效开发促进法渊晕燥郾 圆愿愿猿圆冤 咱远暂

该法案明确通过引入竞拍机制袁 配电公司与发

电商签订长期供电合同袁 避免电价大幅度波动的同

时袁 保证了发电商的投资回报袁 保证系统可用容量

满足负荷需求曰 同时袁 该法案建立了短期市场袁 用

于发电商之间的实时电价结算遥
该法案赋予了 悦韵耘杂 进行电网规划的权利袁 并

对 悦韵耘杂 进行改革袁 将配电公司和大客户吸收为

悦韵耘杂 成员遥
猿冤输电监管法令渊晕燥郾 园圆苑鄄圆园园苑鄄耘酝冤 咱苑暂

该法案规定了输电线路的监管收入计算方式遥
源冤输电保证系统渊杂郧栽冤项目年度收入结算程序

渊韵杂陨晕耘砸郧酝陨晕鄄晕圆园园鄄圆园员园鄄韵杂 辕 悦阅冤 咱愿暂

该法规规定了输电保证项目的收入计算尧 输电

电价调整尧 结算流程遥
缘冤电力反垄断法渊晕燥郾 圆远愿苑远鄄员怨怨苑冤 咱圆暂

根据该法案袁 对于等于或超过市场份额 缘豫 的

纵向并购或超过市场份额 员缘豫的横向并购袁 必须经

过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局的批准袁 确保该并购业务

不影响电力市场竞争遥 但该法案不适用于绿地项

目袁 不受限制袁 但绿地项目投资仍需要国家竞争和

知识产权局批准遥
远冤环境保护标准渊晕燥郾 园圆怨鄄怨源鄄耘酝冤

该法案规定了电力行业环境保护的标准和环评

审批流程遥
猿摇 输变电特许权模式

秘鲁输电系统根据投产的时间和建设模式分为院
输电主系统渊杂孕栽冤尧 输电次系统渊杂杂栽冤尧 输电担保系

统渊杂郧栽冤尧 输电辅助系统渊杂悦栽冤四类系统咱怨暂遥
猿郾 员摇 输电主系统渊杂孕栽冤

杂孕栽 是 圆园园远 年 圆愿愿猿圆 法律出台前建设的骨干网

络输变电项目袁 采用特许权 月韵韵栽 模式袁 投产后经

营期为 猿园 年袁 其输电电价收费基准由 韵泽蚤灶藻则早皂蚤灶
主要根据固定投资来核定的袁 折现率为 员圆豫 遥
猿郾 圆摇 输电主系统渊杂杂栽冤

杂杂栽 是 圆园园远 年 圆愿愿猿圆 法律出台前建设尧 用于发

电商或配电商连接骨干网络的输电项目袁 其输电电

价由资产所有方与使用方协商确定袁 大多数为发电

商或配电商自行建设遥
猿郾 猿摇 输电担保系统渊杂郧栽冤

杂郧栽 是 圆园园远 年 圆愿愿猿圆 法律颁布后投产的输电

骨干网络项目遥 杂郧栽 项目采用特许权 月韵韵栽 模式袁
投产后经营 猿园 年袁 其输电电价收费基准由招标

确定遥
猿郾 源摇 输电辅助系统渊杂悦栽冤

杂杂栽 是 圆园园远 年 圆愿愿猿圆 法律出台后建设的袁 用于

发电商或配电商连接骨干网络的输电项目袁 杂悦栽 项

目的输电电价与 杂杂栽 项目一样袁 由资产所有方和使

用方协商确定遥
猿郾 缘摇 特许权经营招标模式

系统经济运行委员会渊悦韵耘杂冤每两年滚动修编

全国电网规划遥 被能矿部批准的骨干网络项目

渊杂郧栽冤由私人投资促进署进行国际招标遥 私人投资

促进署发布招标文件尧 特许权合同渊含技术要求冤尧
参考设计渊不承担准确性冤尧 拦标价遥 美元计价袁 美

元支付遥 投标方自行考虑技术方案尧 投资成本尧 运

维成本尧 建设期利息尧 融资方案尧 并结合收益率目

标提出项目建设期总投资和年度运维费用报价遥 招

标方按 猿园 年回收期尧 员圆豫 折现率将投标方提交的

项目建设期总投资额折算为年化投资额袁 并加上年

度运维服务费用报价袁 得到各个投标方的年度总费

用袁 低价中标袁 中标后投资方负责完成项目征

地尧 设计尧 环评尧 建设尧 调试尧 投产和运维遥 项目

投产后袁 投资方向该输电线路的使用方渊发电商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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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输电服务费用获得投资回报遥 运维期满 猿园 年后袁
无偿移交政府遥
源摇 杂郧栽项目收入机制

源郾 员摇 基准输电电费渊栽悦冤
投资方每年应获得的输电电费咱员园暂 渊基准输电电

费 栽悦冤如下院
基准输电电费 越 年化投资额 垣 年度运维费用

渊员冤
式中院 年化投资额由投标时的总的投资额按 员圆豫的

折现率尧 猿园 年商业运行期计算出来的袁 年度运维费

用即为投标时所报年度运维费用遥
源郾 圆摇 实际输电电费计算

每月实际输电电费分为两部分组成院 输电收入

渊栽葬则蚤枣枣 陨灶糟燥皂藻冤 垣输电费用渊悦燥灶灶藻糟贼蚤燥灶 栽燥造造冤遥
输电收入渊栽葬则蚤枣枣 陨灶糟燥皂藻冤院 按每月实际输送的

电量和容量与 韵泽蚤灶藻则早皂蚤灶 制定的母线节点电价

渊月怎泽遭葬则 贼葬则蚤枣枣袁 分电量电价和容量电价两部分冤相乘

得到遥
输电费用渊悦燥灶灶藻糟贼蚤燥灶 栽燥造造冤院 因 韵泽蚤灶藻则早皂蚤灶 综

合考虑全网的用电需求尧 发电和输电成本袁 根据边

际成本原则制定网络各个母线节点电价渊月怎泽遭葬则 贼葬则鄄
蚤枣枣冤袁 输电收入渊栽葬则蚤枣枣 陨灶糟燥皂藻冤不能完全覆盖单个

独立 杂郧栽 输电项目的基准输电电费渊栽悦冤袁 所以引

入输电费用渊悦燥灶灶藻糟贼蚤燥灶 栽燥造造冤进行补偿遥 韵泽蚤灶藻则早鄄
皂蚤灶 每年 缘 月 员 日会根据下一结算周期基准输电电

费尧 预测的输电容量和输电电量制定输电费用

渊悦燥灶灶藻糟贼蚤燥灶 栽燥造造冤单价袁 此单价仅与容量有关袁 由

各个发电商按其每月 大输送容量分担遥
源郾 猿摇 收入结算周期

输电电费定价周期院 韵泽蚤灶藻则早皂蚤灶 每年 缘 月 员 日

发布母线节点电价渊月怎泽遭葬则 栽葬则蚤枣枣冤
收入结算周期院 每年 猿 月 员 日至次年 圆 月底遥

每个结算周期跨越两个电费定价周期袁 如图 员
所示遥
源郾 源摇 结算程序

员冤初始基准输电电费

按投入商业运营所在月份的 宰孕杂杂韵孕猿缘园园渊美
国劳 工 指 数 冤 指 数 与 投 标 当 日 所 在 月 份 的

宰孕杂杂韵孕猿缘园园 指数的商来调整进行调整投标时确定

的基准电费渊栽悦冤遥 也即投资成本渊悦葬责藻曾冤和运维成

本渊韵责藻曾冤同时获得调整遥
初始基准输电电费 葬渊悦陨冤 悦韵阅 越

基准电费渊栽悦冤 伊 陨孕孕悦韵阅

陨孕孕投标

渊圆冤
式中院 陨孕孕悦韵阅 为 悦韵阅 当月的 宰孕杂杂韵孕猿缘园园 指数曰
陨孕孕投标为投标当月的指数值

圆冤年度期望输电电费

按结 算 年 度 猿 月 份 渊 也 即 第 一 个 月 冤 的

宰孕杂杂韵孕猿缘园园 指数与投入商业运营日所在月份的

宰孕杂杂韵孕猿缘园园 指数的商进行调整投标时确定的基准

电费渊栽悦冤遥 也即投资成本 渊悦葬责藻曾冤 和运维成本

渊韵责藻曾冤同时获得调整遥
年度期望输电电费 葬渊悦栽冤 贼 越

初始基准电费 葬渊悦陨冤 园 伊
陨孕孕贼

陨孕孕悦韵阅

式中院 陨孕孕悦韵阅 为 悦韵阅 当月的 宰孕杂杂韵孕猿缘园园 指数曰
陨孕孕贼 为计费周期三月的指数值遥

由于此数值反映的是每个结算周期初期渊当年

猿 月份冤的数值袁 需按 员圆豫 的折算率折算到结算周

期的年末渊次年 圆 月底冤遥
猿冤年度实际输电电费

苑员摇 增刊 员 陈武院 秘鲁输变电特许权运营机制研究

图 员摇 结算周期

云蚤早郾 员摇 月蚤造造蚤灶早 糟赠糟造藻



根据 源郾 圆 中实际输电电费收入规则计算每月实

际收入袁 此计算过程由 悦韵耘杂 系统计算袁 并发布支

付指令袁 由相关发电商支付遥
由于输电电费是索尔支付袁 需要按秘鲁银行和

保险监管局电费计费的次月 员缘 日之前的 后一个

工作日公布的美元卖出价折算成美元袁 并考虑资金

的时间价值渊由 员圆豫 年度折现率换算为月利息冤袁
折算到结算周期期末渊圆 月底冤袁 所有月份实际输电

电费的总和即为年度实际输电电费遥
源冤年度输电电费差值调整

年度期望输电电费与年度实际输电电费的差

值袁 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渊由 员圆豫 年度折现率换算

为月利息冤袁 折算到下下一个电费电价周期渊栽园 垣
员源 月袁 也即次年的 缘 月 员 日冤袁 以调整输电费用

渊悦燥灶灶藻糟贼 栽燥造造冤单价遥
缘冤收费保障措施

若相关发电商延期支付袁 则产生相应利息补

偿曰 若发电商拒绝支付时袁 韵泽蚤灶藻则早皂蚤灶 将进行处

罚遥 圆园员员 年新规定要求参与实时市场的发电商提交

保函遥
缘摇 投资风险分析

秘鲁宏观环境稳定袁 经济增长平稳袁 输变电项

目投资开发机制已运行 圆缘 年袁 收入回报稳定袁 总

体投资风险较小袁 吸引了全球投资者遥 目前输电行

业 员园园豫为私人投资袁 其中哥伦比亚公司 陨杂粤 占据

苑愿豫的市场份额遥 但每个项目本身的建设和运维风

险需要投资方根据项目的技术方案和选址选线方案

具体评估遥 西班牙 陨杂韵蕴哉载 公司在竞标 酝燥赠燥遭葬皂遭葬
陨择怎蚤贼燥泽 项目时未认真评估环评风险导致中标后其选

址选项方案无法获得政府审批袁 项目预期收益无法

实现遥 西班牙 粤月耘晕郧韵粤 公司在 圆园员员 年低价中标袁
后期征地尧 环评成本大增袁 大幅度降低了项目收

益率遥
远摇 结论

秘鲁输变电项目投资开发机制成熟袁 电力市

场运行规范袁 法律体系完善袁 输变电特许经营权

项目收入采用固定回报机制袁 可随通货膨胀调整袁
电量与容量影响亦可调整袁 总体投资风险较小遥
输电特许权机制一方面通过特许权公开竞标大幅

度降低了电网建设成本袁 降低了全社会用电成本袁

促进经济发展袁 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尧
监管机构尧 独立经济调度中心袁 保障电力市场平

稳运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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