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政策

2018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

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的目标。历时 5个多月，国家发改委

4次发文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确保完成目标。

2016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明确要求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加快推

进能源领域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合理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完善土地供应制度，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了积极

成效：

一是首轮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全面完成，实现省级电网全覆盖。通过严格的成

本监审，平均每千瓦时减少近 1分钱，核减 32 个省级电网准许收入约 480 亿元。

二是推动电力双边直接交易。推动用户和企业通过市场直接交易，形成竞争

性格局。2016 年，我国电力市场化交易比例为 22.25%，由 2015 年 4300 亿千瓦

时扩大到约 7000 亿千瓦时，每千瓦时平均降低 6.4 分钱，每年减轻企业用电成

本约 450 亿元。预计到 2017 年底，全国电力市场化规模达 2万亿千瓦时，占电

网销售电量的 35%，实现同比 50%高速增长。

三是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16 年 1 月，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

时 3分钱，并同幅度下调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每年可减少企业用电支出约 225

亿元。

四是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2016 年 6 月底，将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

期由按年调整改为按季调整，电力用户选择按最大需量方式计收基本电费的，最

大需量核定值变更周期从现行按半年调整改为按月调整，电力用户也可以根据企

业实际需要选择对其最有利的计费方式。初步测算，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可以

减轻大工业用户基本电费负担，用电企业基本电费支出每年减少约 150 亿元。

五是取消优惠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2016 年 6 月，部署相关省份利用取消

化肥电价优惠、降低跨省跨区电价等电价空间，下调工商业用电价格涉及金额近

170 亿元，其中降价省份中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每千瓦时 1.05 分钱，大工

业电价平均降低 1.1 分钱。

六是落实 2015 年底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政策，2016 年来直接减轻下游

工业、发电、集中供热、出租车，以及商业、服务业等行业负担 430 亿元以上。

市场化定价天然气价格相应下降，减轻企业用气负担 470 亿元左右。同时，加强

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指导地方降低过高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减少供

气环节，每年降低企业用气成本 20 亿元以上。

七是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供应，工业用地的使

用者可在规定期限内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降低工业企业用地成

本。保障物流业用地供应，科学合理确定物流用地容积率。

本章节采取目录清单形式，梳理了近年来国家出台的 8条降低企业用电、天

然气、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的政策措施，清单内容包括政策措施、政策依据、执

行时间、惠及企业类型、政策类别和形式等，帮助广大企业知晓并享受政策。



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政策

序号 主要内容 政策依据 执行时间 惠及企业类型 政策类别 政策形式

一、用电

1

一、取消电网企业部分垄断性服务收费项目

二、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三、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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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1日起
一般工商业用

电用户

一般工商业

销售电价

降低度电

均价

2

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由 17%调整到 16%后，省级电

网企业含税输配电价水平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标

准降低、期末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返等腾出的电价空

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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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1日起
一般工商业用

电用户

一般工商业

销售电价

降低度电

均价

3

（一）全面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

（二）推进区域电网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

改革。

（三）进一步规范和降低电网环节收费。

（四）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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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日起 一般工商业用

电用户

一般工商业

销售电价

降低度电

均价

4
全国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 3

分钱。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

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5〕3105 号）

2016 年 1 月 1日起

电力用户（一

般工商业用

电）

一般工商业

销售电价

降低销售

电价

5
全国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 1.8 分

钱。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降低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2015年 4月20日起

电力用户（一

般工商业用

一般工商业

销售电价

降低销售

电价



和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

知》（发改价格〔2015〕

748 号）

电）

6

一、放宽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限制

（一）基本电价按变压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计

费，由用户选择。基本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从现

行按年调整为按季变更，电力用户可提前 15 个工

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季度的基本电价计

费方式。

（二）电力用户选择按最大需量方式计收基本

电费的，应与电网企业签订合同，并按合同最大需

量计收基本电费。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变更周期从

现行按半年调整为按月变更，电力用户可提前 5

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请变更下一个月（抄表周

期）的合同最大需量核定值。电力用户实际最大需

量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时，超过 105％部分的基

本电费加一倍收取；未超过合同确定值 105%的，

按合同确定值收取；申请最大需量核定值低于变压

器容量和高压电动机容量总和的 40%时，按容量总

和的 40%核定合同最大需量；对按最大需量计费的

两路及以上进线用户，各路进线分别计算最大需

量，累加计收基本电费。

二、放宽减容（暂停）期限限制

（一）电力用户（含新装、增容用户）可根据

用电需求变化情况，提前 5个工作日向电网企业申

请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用电，暂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关于完善两部制电价

用户基本电价执行方式

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2016〕1583 号）

2016 年 6 月 30 日

（文件签发时间）

两部制电价用

户（大工业用

电）

两部制电价

用户基本电

价

完善基本

电价执行

方式



电必须是整台或整组变压器停止运行，减容必须是

整台或整组变压器的停止或更换小容量变压器用

电。电力用户减容两年内恢复的，按减容恢复办理；

超过两年的按新装或增容手续办理。

（二）电力用户申请暂停时间每次应不少于十

五日，每一日历年内累计不超过六个月，超过六个

月的可由用户申请办理减容。减容期限不受时间限

制。

（三）减容（暂停）后容量达不到实施两部制

电价规定容量标准的，应改为相应用电类别单一制

电价计费，并执行相应的分类电价标准。减容（暂

停）后执行最大需量计量方式的，合同最大需量按

照减容（暂停）后总容量申报。

（四）减容（暂停）设备自设备加封之日起，

减容（暂停）部分免收基本电费。

7

（二十三）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合理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加快实施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积极开

展电力直接交易，放宽参与范围，有序缩减发用电

计划，扩大市场化交易电量的比例。对未参与直接

交易和竞价交易的上网火力发电量，以及重要公用

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继续实施好煤电价格联

动机制，合理调整一般工商业企业用电价格。简化

企业用户电力增容、减容、暂停、变更等办理手续，

缩短办理时限。

《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6〕48 号）

2016年 8月8日（文

件签发时间）

二、用气

8 一、降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7 年 9 月 1日起 非居民用天 降低基准



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

100 元。

……

三、工作要求

……

（二）尽快落实降价措施。基准门站价格调整

后，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供应各省（区、市）的门

站价格原则上要同步等额降低。各地要抓紧开展工

作，结合门站价格降低，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下调对

终端销售环节的影响，以及加强省内输配价格监管

等因素，尽快降低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充分释放

改革红利，确保降价措施落实到位，降低下游用户

用气成本。

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

准门站价格的通知》（发

改价格规〔2017〕1582

号）

然气 门站价格

9

二、降低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

格。各地要加强对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监

管，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合理确定折旧年限、供销

差率、职工薪酬等成本参数，对输配价格偏高的要

适当降低。

三、减少供气中间环节。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减少供气层级。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实现供气

的区域，不得以统购统销等名义，增设供气环节，

提高供气成本；对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需要提

供输配服务的加价，要尽快取消。

四、整顿规范收费行为。要对天然气输配企业

向用气企业的各项收费进行规范清理，凡不是依法

依规设立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要严肃查处擅自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价

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

本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6〕1859 号）

2016 年 8 月 26 日

（文件签发时间）



提高规定的输配价格、设立收费项目等价格违法行

为，对查出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城镇燃气企业

投资建设的环城管网、城镇储气设施等，原则上均

纳入城镇配气价格，不得变换名目再另行收取费

用，已收取的要坚决取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三、用地

10 第二章 产业用地政策实施（详见原文件）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产业用地政策

实施工作指引〉的通知》

（国土资厅发〔2016〕

38 号）

2016年 10月 28日

（文件签发时间）

11

（十六）落实产业用地政策。落实好《产业用地政

策实施工作指引》。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等灵活方式，鼓励盘活存量用地和闲置

地、荒废地，更好地满足制造业发展合理用地需要。

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

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做好 2017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

知》（发改运行〔2017〕

1139 号）

2017 年 6 月 16 日

（文件签发时间）

12

（二十四）完善土地供应制度，降低企业用地成

本。积极推进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

结合供应，工业用地的使用者可在规定期限内按合

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降低工业企业用地

成本。保障物流业用地供应，科学合理确定物流用

地容积率。

《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

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6〕48 号）

2016年 8月8日（文

件签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