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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随着增量配电网项目数量的增多，投资主体的多样化，亟需形成完善的配电服务定价机制。［方法］新

本文对增量配电网配电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分摊省级电网输电价格机制、接入公共电网价格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

理分析，对标杆电价法、竞标电价法和事后定价法三种配电定价方式的适用性与优缺点进行了研究。［结果］在分摊

省级电网输电价格方面，对比了邮票法和节点电价两种方法的利弊，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在接入公共网络价格机制方

面，提出了价格机制与资产界面划分的对应关系。［结论］通过研究增量配电网的价格形成机制，希望为我国电力体

制改革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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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roduction］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 project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ors，it is urgent to form a perfect distribution service pricing mechanism.［Method］ In the new paper，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stribution service price of the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the transmission price sharing mechanism of the
provincial grid and the price sharing mechanism of the access to the public grid were analyzed，and the applicability，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benchmark price method，the bidding price method and the post pricing method were studied.［Result］In the
aspect of the transmission price sharing of the provincial grid，the stamp method is compare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wo methods of node electricity price，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in the access to public network price mechanism，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mechanism and asset interface division.［Conclus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network，hop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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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

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9号）

（即“9号文”）将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

列为本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为配合改革推

进，国家先后出台《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

法》（发改经体〔2016〕 2120号）、《关于规范开展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改经体〔2016〕

2480 号） 及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试

行）》（发改价格〔2016〕 2711号）等关键性文件。

然而，当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1-3］多是对增量

配电价格机制进行方向性的指导，落实到实施层面

也仅给出了临时过渡性方案，尚未形成合理的价格

机制及核算方法。可以说，我国当前并没有出台专

门的增量配电业务定价细则。

本文围绕当前增量配电网（包括存量地方电网

和新增配电网）的价格制定［4-5］需求及存在的有关

问题，分别从增量配电网的配电服务价格形成机

制、分摊省级电网输电价格机制、接入公共电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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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机制三个方面开展研究，提出了增量配电网的定

价方法及相关建议，为我国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提供

参考。

1 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根据《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增量

配电网配电服务价格核定方式为：暂按照增量配电

网区域内的售电公司或电力用户接入电压等级对应

的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扣减配电网接入电压

等级对应的省级电网共用网络输配电价执行。

此种方法只是依附于省级电网输配电定价办法

的过渡方案，也是当前增量配电服务价格并未清晰

核定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其存在核价方式不够精

细、交叉补贴疏导不够且责任划分不清、增量配电

网投资激励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随着增量配电网项目数量的增多，投资主体的

多样化，上述问题必将日趋严重，亟需形成完善的

配电服务定价机制。因此在考虑增量配电网特性和

项目开展需求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对三种价

格形成方法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了建议。

1. 1 标杆电价法

标杆电价法，顾名思义，就是以配电网工程建

设标准成本作为基准，综合考虑项目经营期间物价

水平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实际情况，同

时结合地区用户电价水平及交叉补贴情况，确定输

配电价水平，将其作为该地区标杆电价。

标杆电价法，既适用于以公开招标方式等市场

化机制确定投资主体，也可应用于指定或协商等非

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若采用公开招标方

式，配电价格将不再作为竞标指标，具体竞标指标

可采用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1）技术指标：客户停电频率等供电可靠性指

标、电压合格率等电能质量指标、客户服务指标及

新能源穿透率、新能源电量等相关新能源消纳指

标等。

2）资质指标：配电网运营相关业绩、企业资

质要求、技术人员配备等。

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各类指标设定合理的招标

规则，以保证配电项目顺利有序开展。

采用标杆电价法，在配电网项目建设期间，宜

对项目的进度和质量进行监控，依照技术要求，采

取相应的激励与处罚措施。

采用标杆电价法，在配电网项目运营期间，宜

对项目的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等技术指标进行监

控，并按照增量配电网所属地区情况，对各项指标

设置不同的权重和允许偏差，依照招标技术要求，

根据实际监控数据，给予相应的激励与处罚。

1. 2 竞标电价法

竞标电价法将增量配电网配电价作为项目建设

的竞标标的之一，各潜在投标方根据自身实力、运

维成本等自行对配电价格进行竞标（可将标杆电价

作为上限或自由报价），最终中标方以投标价作为

增量配电网的配电价。

竞标电价法，需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等市场化机

制确定投资主体，将配电价格作为竞标指标之一，

其竞标指标可采用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1）技术指标：客户停电频率等供电可靠性指

标、电压合格率等电能质量指标、客户服务指标及

新能源穿透率、新能源电量等相关新能源消纳指

标等。

2）经济指标：配电价格等。

3）资质指标：配电网运维业绩、企业资质要

求、技术人员配备等。

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各类指标设定合理的招标

规则，以保证配电项目顺利有序开展。

采用竞标电价法，在配电网项目的建设期间，

可按照技术要求，对项目的进度和质量进行监控，

依照项目技术文件要求，采取相应的激励与处罚

措施。

采用竞标电价法，在配电网项目的运营期间，

可定期核算和调整配电价，并对项目的供电可靠

性、电能质量、运营成本、投资费用等技术经济指

标进行监控，并按照增量配电网所属地区情况，对

各项指标设置不同的权重和允许的偏差，依照招标

技术文件要求，根据实际监控数据，给予相应的激

励与处罚。

1. 3 事后定价法

事后定价法是基于先开展项目后核定电价的思

路，即在项目业主确定之后，根据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可研报告、投资测算等，按照增量配电网的实

际情况，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

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电价水平及交叉补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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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合理制定配电价格［7-8］。

事后定价法通常适用于项目业主已确定的情

况。在实行事后定价法的时侯，政府部门应加强对

配电公司的投资和运营行为的监管。

采用事后核定法，在配电网项目的建设期间，

可对项目的进度、质量和投资进行监控，依照项目

技术文件要求，制定相应的激励与处罚办法。

采用事后核定法，在配电网项目的运营期间，

可定期监审增量配网项目成本，合理调整配电价，

建立增量配电网运营期实际收入与监审准许收入的

差额合理的处理方式，如在在增量配电网和用户间

的合理分摊方案等；同时对项目的供电可靠性、电

能质量、运营成本、投资费用等技术经济指标进行

监控，并按照增量配电网所属地区情况，对各项指

标设置不同的权重和允许偏差，依照项目技术文件

要求，根据实际监控数据，给予相应的激励与处罚。

1. 4 价格形成方法的适用范围

对标杆电价法、竞标电价法和事后定价法的运

作模式和竞标指标进行详细分析介绍的基础上，可

以较为清晰地提出这三种价格形成方法应用于增量

配电网时的适用范围：

1）标杆电价法：既可以公开招标方式等市场

化机制确定投资主体，也可应用于指定或协商等非

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投资主体。由于输配电价参考该

地区的标杆电价水平，因此适用于具有可复制性或

易形成标准化地区的增量配电网项目。

2）竞标电价法：顾名思义，将增量配电网配

电价作为项目建设的竞标标的之一，采用公开招标

方式等市场化机制确定投资主体。由于输配电价采

用竞标方式确定，因此适用于尚未确定项目业主可

充分开展竞价的增量配电网项目。

3）事后定价法：通常用于项目业主已确定的

情况，基于先开展项目后核定电价的思路，根据项

目实施方案、项目可研报告、投资测算等，按照增

量配电网的实际情况，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

的原则，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电价水平及

交叉补贴情况，合理制定配电价格。显而易见，事

后定价法适用于尚无可复制性或难以形成标准化地

区的增量配电网项目。

三种配电网配电定价方式对比如表 1所示：

2 增量配电网分摊省级电网输电价格机制

分析

目前，针对增量配电网接入共用网络电价，国

家层面尚未出台清晰合理的定价机制。从各增量配

电业务改革试点情况以及已经出台的输配电定价相

关政策来看，各省价格主管部门大多采用邮票法作

为核定输配电服务的定价方法，但此种方式是否合

理仍有待商榷。

2. 1 邮票法

我国现行的省级电网输配电定价多采用邮票

法，其基本思路是首先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

益”的原则核算省级共用电网各电压等级的准许收

入，然后将准许收入除以各电压等级输送电量测算

输配电价，最后按照增量配电网接入省级电网的电

压等级及其由省级电网输送的电量收取输配电费。

表1 配电网配电定价方式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distribution pricing methods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定价方案

适用范围

优点

缺点

标杆电价法

适用于具有可复制性或易形成标

准化地区的增量配电网项目。

配电价格透明，资本收益可以有效

保证、投资风险小；增量和存量配

电网的配电价能够有效衔接过渡。

价格机制灵活性不足，有效激励不

足，后期价格调整压力较大，监管成

本较高。存在无法充分激励配电网

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的弊端。

竞标电价法

适用于尚未确定项目业主可充分开展竞价的

增量配电网项目。

通过市场竞争发现价格，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用价格机制有效激励和引导配电网技术进步、

运维管理效率提高等。

资本收益不能有效保证、投资风险较大；不同

配电网的配电价格差异可能较大，不利于价格

衔接；对项目招标专业性要求较高，易导致恶意

低价竞标，出现工程质量影响电网运行等安全

事故。

事后核定法

适用于尚无可复制性或难以形成标准化

地区的增量配电网项目。

能够较好体现项目差异性，有效保证资本

收益，投资风险小，有助于促进配电网建设；

当前发改委已经出台明确的成本监审、输配

电价定价等实施办法和细则，便于项目操作。

存在“A-J”效应，即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了

增量配电网超额收益；可能出现“一项一价”

的情况，监管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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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量配电网通过多个电压等级接入省级电网时，

既可分电压等级收取电费，也可按照配电网内部用

户结构及接入电压等级情况计算平均输配电价，按

其总电量收取输配电费。

邮票法进行分摊的算法较为简单、易于操作。

在当前国内现实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也克服了当

前以购销价差为基础的输配电价弊端，推动电力体

制改革逐步落地。

然而，邮票法存在无法引导用户用电行为，不

能向用户传递清晰电网位置信号的弊端。此外当前

政府以购销价差为基础所核定的输配电价中包含了

交叉补贴，在尚未厘清交叉补贴标准的情况下，邮

票法无法清晰体现增量配电用户交叉补贴责任，易

造成相关方利益受损。

因此，为了确保增量配电网公平承担交叉补

贴，当前需抓紧制定政策性交叉补贴标准，做好交

叉补贴测算，逐步厘清合理输配电价和交叉补贴数

额，严格政策执行。

2. 2 节点（区域）电价法［9-12］

从世界各国电力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节点定

价法是解决公平定价以及引导用户科学接入问题的

有效方法之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测算用户（包括

增量配网）在不同节点（位置）对公共电网（如省

级电网）的使用程度来合理分摊准许收入，进而设

定各节点（价格相近区域内节点可合并形成区域统

一节点价格）的输配电价格，以达到公平分摊以及

降低用户整体供电成本的目的。

与邮票法不同，节点（区域）电价法首先确定

增量配网所接入公共电网结构和线路参数，按照电

压等级、变电及线路类型等，将公网资产按一定方

法折算为基准线路（电网资产的归一化处理），并

根据所计算省级电网总准许收入，得出单位长度基

准线路所应分摊的准许收入；然后，根据系统运行

特点确定某种运行方式，首先不考虑增量配网接入

情况下，计算该方式下电网潮流，得到该种运行方

式基准状态的潮流数据，计算出该种状态下兆瓦公

里数 （即用线路流过的功率乘以基准线路长度），

然后再计算接入增量配网后的系统潮流，并得出此

种增量状态下的兆瓦公里，两种状态下的兆瓦公里

之差可以表示为增量配网对公网使用程度（具体计

算方法详见文献［13］）。

最后，根据单位长度基准线路所应分摊的准许

收入（每兆瓦公里所对应的准许收入）可以得出增

量配网所应分摊的公网准许收入，考虑增量配网用

电需求情况就可以得出其应缴纳的输配电价。

考虑增量配网接入公网节点的不同，重复上述

计算方法，可得到不同接入点的增量配电网的电

价。在实际电网中，当各相邻节点的节点电价差别

不大时，可简化采用区域电价分摊方法来简化。

节点电价法清晰地向用户传递了电网位置信

号，较为合理地分摊了输配电成本，可以优化电力

资源的配置，有效引导用户用电行为。然而，相对

邮票法，节点电价法操作较为复杂，现阶段价格主

管部门的管理操作难度较大，且与当前电价体系差

别较大，不利于价格平稳过渡。

2. 3 输电价格机制建议

鉴于我国现正处于输配电价改革初期，政府层

面更多采用邮票法等方式来核定输配电价。考虑到

交叉补贴标准尚未制定、地区差异和利益主体协调

等问题，一步到位采用节点 （区域） 电价较为困

难。因此，建议当前先采用邮票法核定独立输配电

价，并同步测算节点（区域）电价，逐步厘清交叉

补贴等问题，在收费方式上，可综合增量配电网实

际情况，根据不同电压等级的接入容量和输送电

量，按照相应电压等级的电价按照来收取电费，也

可参考增量配电网内部用户结构及接入电压等级情

况，根据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计算平均输配电

价，按关口电量收取输配电费。随着节点边际电价

的逐步推行，最终采用节点（区域）电价和邮票法

相结合的方式核定增量配电网分摊共用电网电价。

3 结论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是本轮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

之一，而配电价格又是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的关键环

节，合理的定价机制既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引导社

会资本科学投资，促进增量配电网健康发展，也可

以规范增量配电网投资行为，避免盲目投资乱象。

本文从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分摊省级电网输电价

格、接入价格三个角度，分析了多种价格机制的特

点和适用范围，给出了总体结论与建议如下：

1）标杆电价法、竞标电价法、事后定价法的

适用范围和场景不同，但在当前均可形成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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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价格，但综合考虑可操作性、监管成本等因

素，建议有条件的地区采用标杆电价法，便于有序

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

2）在增量配电网分摊省级电网输电价格方面，

考虑我国现状，建议参考增量配电网内部用户结构

及接入电压等级情况，根据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

计算平均输配电价，按关口电量收取输配电费，并

尽快做好节点 （区域） 电价测算，择机推行节点

（区域）电价。

3）针对增量配电网接入省级电网方面，应在

建设之初厘清增量配电网与省级电网资产界面，若

其接入工程由省级电网企业投资建设，应设置合理

收费标准，若其接入工程由其自主投资建设应严格

遵守相关并网技术标准，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增量配电网应结合公用电网现状、规划范

围内饱和负荷大小及其分布情况，按照供电可靠性

要求来考虑增量配电网骨干电网规划，与公用电网

相连，不得孤网运行。电网企业按照电网接入管理

的有关规定以及电网运行安全的要求，向项目业主

无歧视开放电网，提供便捷、及时、高效的并网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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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院成为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域海上风电服务供应商
2020年 7月 27日，广东院收到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获得其中国区域海上风电业务框架协议，标志着广

东院参与到海上风电业务的全球竞争中。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此次寻找中国区域海上风电业务合作伙伴，吸引了中外五家在海上风电领域实力雄厚的企业参与竞标。

广东院成为最终入选的两家服务供应商之一，体现了海上风电国际投资方对广东院技术实力的充分认可。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作为北欧最大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之一，也是欧洲大陆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商。除发展石

油业务以外，挪威国家石油公司还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投资建设海上风电，其中包括世界上首个浮动风电场Hywind Scotland、世界

最大海上风电场Dogger Bank等，海上风电业务遍布北海、波罗的海，以及英国、德国、波兰、美国、韩国等国。预计到 2026年，该公

司海上风电产能将达到4到6吉瓦。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于 1982年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目前在中国的业务集中在石油产品贸易、造船和海上风电投资等领域。

2019年9月，该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协议，双方将在中国和欧洲开展海上风电合作。

（中国能建广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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