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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电力有序、可靠供应，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求，维护电力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供电企业不断增强供电能力，提高供电质量，提升供电服

务水平，规范供电市场行为，按照《关于开展 2010 年供电检

查的通知》要求，2010 年 6 月至 7 月，在供电企业开展自查

自纠工作基础上，电力监管机构对部分供电企业进行了现场检

查。根据日常监管工作和此次检查情况，形成此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10 年，电监会把开展调查研究、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和推动监管工作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完善措施，力求取得实

效。 

  2009 年 11 月 26 日，电监会颁布《供电监管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于 2010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10 年供电检查是《办法》施行以来的首次检查，在总

结以往检查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区域内交叉检查和区域间交叉

检查相结合的模式，从全国 3171 家供电企业中选取 20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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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相关业务机构和基层营业网点进行现场检查，受检供电企

业占 7.4%。其中，省级供电企业 34 家，地（市）级供电企业

86 家，县级供电企业 86 家。检查中，共制作原始笔录及事实

确认书 1008份，发放调查问卷 609份，电话访谈 405次。 

  从检查情况来看，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结合本地区、本单

位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载体，广泛深入开展《办

法》的学习宣传，其中部分供电企业还对照电监会历年供电监

管报告中披露的问题，举一反三，对供电质量管理制度、供电

服务运行机制和供电市场行为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摸底排查，

对自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加以整改，并通过加大

电网投入、创新服务方式，有效促进了供电工作的进一步提

高。 

  各供电企业服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履行重大事件保

供电和抢险救灾、突发事件紧急供电职责，加强电网设备运行

维护管理，建立健全各级应急保供电组织体系，胜利完成世博

会、亚运会、全运会、玉树地震抗灾、西南抗旱等重大应急保

供电任务。 

  国家电网公司为推动供电工作，服务民生，贴近百姓，深

入开展“塑文化、强队伍、铸品质”供电服务提升工程，推进

“电力服务进社区”活动。南方电网公司积极配合电力监管机

构开展定点监管工作，对于发现的不足和差距，积极落实相关

整改措施，有效提高了供电质量和供电服务水平。 

  但是，部分供电企业还存在一些亟需整改的问题。主要表

现在配网薄弱，供电能力不足，供电质量存在一定差距；停、

限电信息未按规定公告；故障抢修不及时；业扩报装办理不规

范等方面。特别是部分供电企业在执行国家电价、收费、供电



成本、行政许可政策及供用电合同签订履行、公平、无歧视开

放供电市场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损害了电力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据统计，本次检查共发现各类问题 460 例，涉及供电企业

128 家。其中比较严重的问题 78 例，涉及供电企业 50 家，占

受检供电企业总数的 24.3%。 

  二、监管评价 

  （一）供电能力 

  部分受检供电企业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通过加大

电网投入和建设改造力度、完善电网结构，逐步解决电网供电

能力不足等问题，供电能力有所提高。 

  四川省电力公司重点实施“连片扶贫开发”电网改造工

程，对藏区开展太阳能发电工程建设，满足藏区用电需求，并

开展了对藏区居民的用电常识、电力法律法规及电力安全的宣

传工作。 

  山西忻州定襄供电支公司实施新农村亮化、电气化示范工

程，更换高损耗变压器和低压载波电能表，使农网供电能力不

断提高。 

  （二）供电质量 

  大部分受检供电企业加大电压运行管理和低电压改造力

度，建立了电压合格率监测及统计管理制度，按照《办法》规

定设置电压监测点；深化可靠性专业管理，建立供电可靠率监

测及统计管理制度，统筹安排停电、检修计划，有效地减少了

停电时间、提高了供电可靠性。供电可靠率和用户受电端电压

合格率基本达到《办法》要求。 

  （三）供电服务 



  1.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认真履行电力社会普遍服务义务，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

和贫困地区发展电力事业。 

  云南昆明供电局积极投入资金，采取电网延伸和太阳能发

电方式，解决了 36 个乡镇、132 个自然村、1751 户共 7013 人

的用电问题，实现无电人口全部通电。 

  2.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按照有关规定为用户办理新装用

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等用电业

务。对于供电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户，能够积极与用户进行协

商沟通，并根据必要性和电网的情况，提供相应的电力。 

  3.大部分供电企业通过优化业扩报装流程、严格办理时限

考核，缩短用电业务办理时间。向用户提供供电方案、审核用

户受电工程设计文件和有关资料，以及对用户受电工程启动中

间检查和竣工检验，装表接电等用电业务各环节时限基本符合

《办法》规定。 

  4.部分供电企业能够对用户受电工程建设提供必要的业务

和技术标准咨询，并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中间检查和竣工检

验；能够定期开展用户受电设施安全检查，发现用户受电设施

存在故障隐患时，及时书面告知用户并指导其予以消除。 

  5.大部分供电企业加强停、限电管理，合理安排停电检

修，规范停电信息公告，严格执行政府批准的有序用电方案，

停、限电公告的内容和时限基本符合《办法》要求。 

  辽宁丹东供电公司通过营业厅、社区联动、“马上就办”

政风行风热线等多种渠道，对 12398 电力监管投诉举报电话和

95598供电服务电话进行宣传。 

  6.大部分供电企业对于用户反映的各类问题，通过分层管



理、分类处理、分析整改并回访用户的投诉闭环处理机制，能

够在接到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答复用

户。 

  7.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建立应急管理机制，制定应急预

案，定期开展演练，有效提高了突发事故应急处理能力。 

  青海省电力公司在玉树抗震救灾中，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圆满完成救灾抢修保电任务。 

  （四）供电市场行为 

  1.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电力行政许可规

定，在用户受电工程中间检查和竣工检验等环节，对施工单位

是否持有电力监管机构颁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进行查验，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用户宣传电工进网作业许可

管理的规定。 

  2.部分供电企业逐步加大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开放力度，规

范供电市场行为，用户自主选择权有所体现。 

  浙江省电力公司积极配合电力监管机构开展电力用户受电

工程市场规范化建设工作，在用户受电工程信息服务系统中，

公开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施工、设备材料供应单位和产品，

由用户自主选择。 

  福建福州电业局推行用户自主选择权益告知书、建立用户

受电工程自购自建通道、搭建市场信息平台，促进用户受电工

程市场开放。 

  3.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认真执行政府价格部门核定的各项

电价政策和其它收费标准，并按照供用电合同有关约定，采用

计量检定机构依法认可的用电计量装置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

检查中没有发现擅自变更电价、擅自在电费中加收或代收其他



费用的行为。 

  4.供电企业基本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诚实守信的原则，在送电前与用户、趸购转售电单

位签订供用电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供电义务。 

  5.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按照国家信息公开有关规定，通过

中国电力信息网等多种便于用户获取的方式公布供电信息；将

12398 电力监管投诉举报电话标识固定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

接受社会监督。 

  6.大部分供电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节能减排政策和环境

保护政策，加强电网线损管理，努力减少电能输送和供应环节

的损失和浪费；对政府甄别的高耗能企业按有关规定执行差别

电价，依法对违反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环境违法企业采取停、

限电措施。 

  浙江海盐供电局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实施小容量

太阳能、风力发电接入家庭项目，为用户提供清洁绿色能源。 

  （五）供电成本 

  大部分供电企业能够加强成本管理，按照国家有关会计法

律规范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进行成本核算。计入成本的各项支出

与电能的传输和经营过程相关，基本属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需要。 

  三、存在问题 

  （一）供电能力 

  检查发现，供电能力方面问题 3 例，占问题总数的

0.7%；涉及供电企业 3 家，占受检供电企业总数的 2.4%。主

要表现为：部分地区电网存在结构性矛盾，电网投入不足，配

网改造滞后，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电网较为薄弱，电网发展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 

  内蒙古呼和浩特供电局用户冀东水泥厂变压器为 40000 千

伏安，由于供电能力不足，最高仅能供应 25000 千伏安，影响

企业正常生产。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网结构薄弱，110 千伏电

网线路输送距离远，电网安全风险较大，供电能力不足。 

  （二）供电质量 

  检查发现，供电质量方面问题 141 例，占问题总数的

30.6%；涉及供电企业 84 家，占受检供电企业总数的 41%。主

要表现为： 

  1.部分供电企业电压合格率不符合《办法》要求 

  海南万宁供电局 2010 年 5 月新梅开闭所 10 千伏监测点电

压合格率为 56.47%；2010 年 6 月，抱罗市二公变新区 D 类

220伏监测点最低电压为 165.1伏，电压合格率为 68.86%。 

  2.部分供电企业电压监测统计数据不真实，监测点设置不

符合规定要求，不能真实反映用户受电端电压的情况 

  重庆武隆供电公司部分城网 D 类监测点电压合格率现场数

据与报表数据不符。 

  新疆疆南电力公司 D 类电压监测点设置不足，多数电压监

测点不能采集数据，电压统计数据仅含部分采集数据，不能真

实反映电压质量情况。 

  海南三亚供电局 C 类电压监测点大部分设置在开闭所，未

按规定将电压监测点设置在用户处。 

  山西地电乡宁公司大部分 D 类监测点设置在配变低压侧，

不符合规定要求。 

  贵州遵义供电局 C、D 类电压监测点和六盘水水城电力公



司 B类电压监测点设置数量不满足规定要求。 

  3.部分供电企业供电可靠性录入数据不准确，统计数据不

真实 

  黑龙江鹤岗电业局供电可靠性基础数据报表中“公用变压

器台数”和“公用户数”不对应，可靠性统计数据不能真实反

映供电可靠性情况。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计算供电可靠率时，统计用

户数量随停电时户数变化，不能真实反映情况。 

  宁夏中卫沙坡头区供电局 2010 年多起故障停电事件未录

入可靠性统计系统，可靠性统计数据不能真实反映情况。 

  江苏海门市供电公司可靠性系统中部分线路停电责任原因

归类不准确，可靠性统计数据不能真实反映供电可靠性情况。 

  （三）供电服务 

  检查发现，供电服务方面问题 145 例，占问题总数的

31.5%；涉及供电企业 82 家，占受检供电企业的 39.8%。主要

表现为： 

  1.用电业务办理不规范、超时限，资料不完整，内容不真

实 

  山西忻州供电公司部分业扩办理环节超时限。 

  天津滨海供电分公司、北京亦庄供电公司和吉林延边供电

公司业扩资料填写不规范，有少填、错填现象。 

  海南保亭供电局、万宁供电局，陕西延安供电公司和青海

西宁供电公司部分用户受电工程办理各节点环节记录混乱，时

间倒置，不能真实反映用电业务办理时限。 

  2.部分供电企业未按规定程序实施停电 

  蒙东赤峰供电公司宁城农电局、天津静海供电有限公司、



河北廊坊供电公司、新疆伊犁电力公司、安徽池州供电公司部

分计划检修停电未提前 7天公告。 

  3.部分供电企业故障抢修超时限 

  河北保定雄县供电公司、湖北武汉常青供电公司存在故障

抢修到达现场超时限情况。 

  4.部分供电企业为用户受电工程提供服务不规范，对用户

受电工程质量把关不严 

  广西荔浦供电公司、山东威海供电公司对用户受电工程设

计图纸和试验报告审核把关不严，部分受电工程设计图纸无签

章。 

  海南东方供电局部分用户工程缺少中间检查环节。 

  陕西延安供电公司基建临时用电转成正式用电，未进行图

纸审核及检验，仅更换表计及变更电价。 

  （四）供电市场行为 

  检查发现，供电市场行为方面问题 159 例，占问题总数的

34.6%；涉及供电企业 81 家，占受检供电企业的 39.3%。主要

表现为： 

  1.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设置市场壁垒 

  福建长乐市供电公司提供用户受电工程服务内外有别，对

自购自建用户受电工程设置服务障碍。 

  天津城东供电分公司、宁夏石嘴山供电公司部分供电方案

的答复内容缺少必要信息，用户难以据此自主选择设计和施工

单位。 

  2.部分供电企业存在用户受电工程“三指定”行为 

  内蒙古呼和浩特供电局将关联企业纳入业扩报装工作流

程，指定关联设计和关联施工单位，采取限定工程物资委托招



标方式，限制用户自主选购工程物资。 

  陕西地电榆林供电局将关联企业业务纳入业扩服务方案，

对用户工程指定关联设计和关联施工单位。 

  3.供电信息公开不规范、不准确和不全面 

  贵州白云供电局用户服务大厅指示牌公示的高低压用户用

电业务流程与营业厅中摆放的宣传手册和高低压用户用电报装

一次性告知书中的工作流程不同。 

  河北廊坊供电公司未在营业场所公开高可靠性收费和小区

电力建设配套费等收费项目。 

  4.部分供电企业违反国家电力行政许可有关规定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取得《承装（修、试）电

力设施许可证》的情况下，违反规定承接用户受电工程的施工

和试验。 

  海南乐东供电局、河南濮阳供电公司在用户受电工程中间

检查和竣工检验环节，未对承揽用户受电工程安装、试验单位

的承装（修、试）许可证进行严格查验，致使无证施工、无证

试验的工程顺利通过竣工检验，并接电投运。 

  5.部分供电企业未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 

  陕西地电柞水县供电分公司对自用办公场所、所属关联企

业用电执行城镇居民生活电价。 

  新疆乌鲁木齐电业局对某大学用户水井用电执行非普工业

电价。 

  蒙东电网公司新右旗电力公司对某购物中心综合楼用电执

行大宗工业电价。 

  河南中牟供电公司对部分用户未按规定执行功率因数调整

电费。 



  河南安阳供电公司对个别暂停后又恢复用电的用户，未按

用电时间计收基本电费。 

  6.部分供电企业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 

  福建省电力公司对不同性质的临时用电设置不合理期限，

造成多数临时用电超期，临时接电费得不到退还。 

  内蒙古鄂尔多斯电业局关联企业在工程预算中擅自增加项

目前期评价费、项目后期工作费、项目法人管理费等不合理收

费项目。 

  7.部分供电企业供用电合同中存在违规条款，少数供电企

业存在侵害用户合法权益情况 

  甘肃兰州供电公司、湖南永州电业局等 20 家供电企业在

供用电合同中与用户约定“若拖欠电费可中止供电”的表述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 

  陕西地电榆林电力分公司在供用电合同中将用户出资购置

的计量装置约定为供电方资产。 

  （五）供电成本 

  检查发现，供电成本方面问题 12 例，占问题总数的

2.3%；涉及供电企业 7 家，占受检供电企业的 3.4%。问题主

要表现为： 

  1.成本核算不规范、不真实 

  （1）超范围列支成本，虚增供电成本 

  云南玉溪供电局将当地税务部门对其 2009 年贴现利息所

征收的相关税款，从供电成本费用中进行了计提，虚增了当年

成本费用。 

  （2）成本费用收支不规范 

  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直接向所属鸡西电业局收取职工教



育经费 112.21 万元，违反了职工教育经费由企业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自主支配使用，任何部门和其他单位不得以统筹名义，

直接向企业收取职工教育经费的规定。 

  2.电力工程建设成本资料不完整，影响成本真实性核查 

  甘肃平凉供电公司“110 千伏石堡子变电工程”电气安装

工程的中标单位为其关联企业，该工程结算缺少工程（分项）

决算书等资料，无法核实实际工程量、材料设备价格和工程实

际建设成本支出等重要信息。 

  3.虚列企业成本费用 

  贵州贵阳供电局 2009 年未能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未能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对职工教育经费税

前扣除的规定做出相应的纳税调整，虚列了企业的成本费用也

未能如实反映出企业应交纳的所得税。 

  四、 整改要求 

  （一）加强电网规划和建设，全面增强供电能力 

  加大电网投入，加强电网规划和建设改造力度，优化电网

结构，加快各电压等级电源点建设，全面增强供电能力，满足

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在城市高负荷密度区域优化配网结构，

加大接入电源点和配网网架建设，并重点关注城乡结合部、农

村和边远地区用电负荷需求，加大电网建设资金投入，拓宽电

网覆盖面。 

  （二）加强供电质量管理，逐步提高供电质量 

  一是要加强可靠性基础数据管理，认真做好停电事件记录

校核，确保基础数据完整、准确；二是加强供电可靠性指标分

析和评价，推广综合检修和状态检修，拓展带电作业项目，强

化应急抢修管理，提高配电可靠性管理水平；三是重点关注城



乡结合部、学校、大型企业附近的供电台区负荷变化，及时解

决配变超载、负荷不平衡等原因引起的电压质量问题；四是进

一步规范电压监测点的布点工作，加强动态跟踪，及时调整、

增补电压监测点，强化运行管理、注重运行分析；五是做好电

压检测仪的周期校验工作，确保电压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三）强化管理，进一步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一是要坚持保民生、促发展，认真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确

保电力用户的基本用电需求；二是要理顺业扩流程，规范时限

管理，完善业扩工程档案；三是要依法发布停电公告，保障用

户知情权；四是要进一步梳理和细化管理制度，健全监督约束

机制，提高员工责任意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四）强化依法经营意识，切实规范供电市场行为 

  1.牢固树立市场意识，规范供电市场行为，切实保障用户

自主选择权 

  一是进一步理清主业和关联企业的业务界面，杜绝混业经

营行为；二是进一步梳理用户受电工程业务流程，消除技术和

服务方面的市场壁垒；三是严格杜绝“三指定”行为，全面开

放用户受电工程市场。 

  2.依法公开供电信息，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 

  供电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公开信息，梳理完善信息公开内

容项目和渠道，确保信息公开及时、完整和准确。 

  3.强化责任意识，认真贯彻实施电力行政许可规定 

  一是要依法执行电力行政许可规定，及时办理有关许可证

登记事项和变更手续；二是要在报装接电各环节和日常的用电

检查工作中，严格查验用户受电工程安装、检修、试验单位的

许可类别和等级范围，认真核验用电单位从事电气安装、试



验、检修、运行等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三是对未经许可

或者超越许可范围承接用户工程的施工企业，不得进行中间检

查和竣工检验；对未取得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或者电工进网作

业许可证未注册的人员，要责令其停止作业，并及时向电力监

管机构报告。 

  4.进一步规范供用电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一是要规范供用电合同内容，杜绝违规条款，充分体现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原则；二是要根据实际供电情

况，及时修正供用电合同中的有关条款，确保合同条款与实际

情况相符；三是要在供用电合同中明确与交易有关数据的计算

依据、方法及相关参数；四是要规范供用电合同的签订程序，

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切实保障供用电双方合法权益。 

  5.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依法规范业务收费 

  一是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电价电费政策和收费标准，纠正不

规范的收费行为，对于检查中发现的电费电价执行错误、“乱

收费”、改变收费范围和条件等问题，要及时进行清理和纠

正，经核实后，违规所得应及时退还用户；二是要加强对国家

有关政策法规的学习，制定合法合理的收费标准，切实保障电

力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要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所有同

类用户按照同一标准进行计收；四是要进一步规范关联企业的

收费行为，坚决杜绝辅业乱收费现象；五是要认真梳理价格管

理部门出台的收费政策，对于应取消的和部分收费标准不符合

实际情况的收费项目，要及时反馈情况，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

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6.杜绝不正当关联交易 

  一是要依法经营、规范经营，划清主营业务与关联企业的



界限，杜绝相互间的不正当交易；二是要规范关联企业的经营

行为，杜绝关联企业利用主业在供电市场中的支配地位垄断市

场的违法行为。 

  （五）规范供电成本核算，合规列支成本 

  针对成本列支和收入核算不合规问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成本费用列支范围和收入业务调整进行规范核算。 

  五、 监管建议 

  （一）统筹规划，大力推进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改造 

  为使部分城镇及农村地区供电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应在国

家“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加大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改造力

度，落实相关资金，有效提高供电能力，满足不断发展的城乡

配电网用电需求。 

  （二）完善立法，着力解决供电企业现存诸多问题 

  要按照电力体制改革总体要求，加快电力行业法律法规修

订进程，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着力解决供电企业在产权界

面、主多混营等多方面问题，为供电企业更好地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三）多措并举，努力实现全社会节能减排总目标 

  根据国家有关节能减排政策，制定和完善需求侧管理政策

法规，加大执行力度，引导全社会合理用电、节约用电。大力

发展电力替代能源产业，积极扶持电力替代能源项目，有效利

用资源，切实保护环境。 

  （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推进电网企业“三产”、

多经剥离工作 

  要划清供电企业与关联企业的业务界限，加快电网企业

“三产”、多经剥离工作，杜绝主业超范围经营活动及主业与



关联企业间的不正当交易，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供电市场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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