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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维护电力企业的

合法权益，国家电监会于 2010 年 4 月至 9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了新建发电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的专项治理工作。通过专

项治理，确定 2007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全国新建机组调试差

额资金总计 44.42 亿元，电网企业为新建机组提供辅助服务的

发电企业分配差额资金 10.02 亿元，比专项治理前增加分配差

额资金 8.46 亿元，专项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现将专项治理有

关情况予以通报，请各单位按照《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

管理办法（试行）》（办市场〔2007〕40 号）继续做好新建

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工作，切实维护好电力市场秩序。 

  附件：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

治理情况通报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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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情

况通报 

   

  为规范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工作，国家电监会于

2007 年 6 月印发《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办法（试

行）》（办市场[2007]40 号，以下简称《办法》）。《办

法》明确了新建机组调试形成的差额资金的内涵、用途、分配

的原则以及分配方式等问题，其中第十三条规定：“新建发电

机组调试电量上网电价与其商业运营电价差额形成的资金，主

要用于补偿为新建机组调试运行提供服务的发电企业和电网企

业。资金使用方案由所在电网企业商发电企业提出，报相应电

力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备案。” 

  2009 年，国家电监会陆续发现两家省级以上电网企业存

在未按规定分配差额资金的问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并要求各

省级以上电网企业对照检查、认真整改，但未能引起足够重

视。为规范电力市场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国家电

监会决定于 2010 年 4 月至 9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建发电机

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的专项治理工作，并印发了《新建发电机

组进入商业运营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电监

稽查[2010]12 号）。通过专项治理，确定 2007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全国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总计 44.42 亿元，发电企业

分得差额资金 10.02 亿元，比专项治理前增加分配资金 8.46

亿元，其中，华能、大唐、国电、华电、中电投等五大发电集

团实际获得差额资金约 5.28亿元。 

  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工作得到了广大电力

企业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效果明显。通过专项治理，较好地



保护了电力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公平公正的电力市场

秩序，维护了电力监管规章、规则的严肃性。现将专项治理有

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专项治理基本情况 

  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的主要内容是：全面

排查 2007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调

试差额资金的核实确认情况、分配协商情况、实际分配情况及

向电力监管机构说明与备案情况，对未按规定将调试差额资金

进行分配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专项治理工作分动员部

署、自查自纠、集中排查、整改总结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情况 

  电监会高度重视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工

作，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对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电监会的统一部署，电监会下属 17 个

派出机构迅速行动，通过成立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专项治

理具体工作方案、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等形式，督促有关电

网企业提高认识、积极配合专项治理行动的开展。国家电网公

司、南方电网公司均积极行动，要求所属电网企业配合电力监

管机构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二）自查自纠阶段情况 

  根据电监会各派出机构总结和电网企业自查自纠情况统

计，除南方电网公司总部、华中电网公司、华东电网公司、西

北电网公司、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当期未形成新建机组调试差额

资金外，其余 34 个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均发生新建机组调试

差额资金，其中北京电力公司因自主调度结算的电量占自购电

量的比重不足 2%，由华北电网提供容量备用而不作为差额资



金的分配主体外，其他 33 家电网企业应作为差额资金的分配

主体。 

  在专项治理启动前，湖北、重庆、广东、广西、云南、海

南、四川等 7 个省（市）电网企业制定了差额资金分配方案，

补偿为新建机组调试运行提供辅助服务的发电企业资金总计约

1.56亿元，其余 26家电网企业未按规定进行分配。 

  在专项治理自查自纠阶段，未对差额资金进行分配的 26

家电网企业中，有 19 家电网企业按专项治理的要求形成了差

额资金分配方案，向为新建机组调试运行辅助提供服务的发电

企业分配差额资金 6.34 亿元。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

国家电网公司所属江西、新疆、青海、浙江、湖南、安徽等省

（区）电网企业在自查自纠阶段仍未按专项治理的要求形成新

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的分配方案，其中安徽省电力公司对

2008 年、2009 年差额资金未形成分配方案。经对电网企业自

查自纠报告汇总分析，电网企业在自查自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 

  1、部分电网企业在自查自纠阶段未对差额资金进行分

配，如内蒙、浙江、湖南、江西、新疆等省（区）电网企业对

2007 年 7 月-2009 年 9 月形成的差额资金及安徽省电力公司对

2008、2009 年形成的差额资金，没有按专项治理的要求形成

分配方案。 

  2、部分电网企业未按规定在对辅助服务情况进行测算的

基础上形成差额资金分配方案，如天津、吉林、云南、山东、

河北、重庆等省（市）电网企业；个别电网企业对发电企业确

定的分配比例过低，如上海市电力公司。 

  3、部分电网企业虽按规定与发电企业协商形成了一致的



分配方案，但资金没有及时拨付到发电企业，如东北电网公

司、福建电力公司；个别电网企业确定的分配方案未听取发电

企业意见。 

  4、部分电网企业将与新建机组调试提供辅助服务无关的

费用列入差额资金分配方案。如河南省电力公司将电网企业垫

付的脱硫、燃气、电网建设等费用列为分配内容，甚至将通讯

设备接入、远动信息接入等本应由电网附属企业承担且已收取

的费用也列入分配内容。存在类似情况的还有广西、四川、重

庆、甘肃、辽宁等省（市）电网企业。 

  5、少数电网企业存在将新建发电机组调试电价确定为零

的情况，违反了国家电价政策，损害了发电企业利益。如湖

北、四川等省电网企业。 

  6、少数电网企业自行出台文件延长新建机组调试运行时

间。延长调试期实际上是延长了低电价结算的时间，违反了国

家的电价政策，侵害了发电企业的权益。如内蒙、湖北等省

（区）电网企业。 

  （三）集中排查阶段情况 

  根据专项治理自查自纠情况和专项治理方案的总体安排，

国家电监会组成三个排查工作组，于 6 月 28 日-7 月 10 日对

通过自查自纠仍没有对差额资金进行分配或者报送情况不真实

的江西、湖南、新疆、内蒙、浙江、安徽、湖北等七省（区）

电网企业进行集中排查。同时，电监会要求各派出机构分别对

辖区内其他电网企业差额资金分配情况组织集中排查。 

  经电力监管机构集中排查确认，2007 年 7 月 1 日-2009 年

9 月 30 日全国并网核准新建直调机组共计 799 台，总装机容

量 15999 万千瓦，调试电量 326.59 亿千瓦时，形成新建机组



调试差额资金共计 44.42 亿元。国家电监会及派出机构在集中

排查中发现，有关省（区）电网企业在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

分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有关电网企业没有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电监会办市场

[2007]40 号、电监稽查[2010]12 号等文件，对差额资金的分

配使用认识和理解上有偏差； 

  2、有关电网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办市场[2007]40 号

文件和电监稽查[2010]12 号文件要求，对差额资金进行合理

分配； 

  3、少数电网企业存在延长调试期和调试电价为零的现

象，违反了国家电价政策； 

  4、部分电网企业对新建机组和差额资金统计数据不实、

没有按照发电机组提供辅助服务的贡献大小确定分配比例、未

统计违规机组差额资金以及单方面确定差额资金分配比例。 

  5、有些发电企业对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工作认识不

足，缺少维权意识，与电网企业的协商过程流于形式；有的发

电企业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在协商过程中无法充分、准

确表达相关意见。 

  国家电监会针对江西、浙江、湖南、内蒙、湖北、安徽、

新疆等省（区）电网企业集中排查发现的问题，于 7 月 12 日

对江西、湖南、内蒙、湖北、安徽、浙江等 6 个省（区）的电

网企业下发了整改意见，要求于 7 月 20 日前对有关问题整改

完毕，其中新疆电力公司在集中排查阶段就抓紧形成了差额资

金的分配方案并分配到位，国家电监会没有再下发整改意见。

国家电监会各派出机构也根据集中排查情况，对集中排查发现

的问题分别对辖区内有关电网企业下发了整改意见。 



  （四）总结整改阶段情况 

  根据电监会和各派出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有关电网企业

积极整改，根据发电机组为新建机组调试运行提供服务贡献大

小的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并商发电企业确定了分配方案，经报

电力监管机构备案后予以实施，在自查自纠中已确定分配方案

的部分电网企业在整改过程中据实上调向发电企业分配差额资

金的比例。 

  至 2010 年 9 月 20 日，除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未最终

形成分配方案外，32 家网、省电网企业均按要求出台了分配

方案，并与发电企业进行了协商，发电企业分配比例较自查自

纠阶段大幅提高，向发电企业分配的差额资金由专项治理前的

1.56 亿元上升为 10.02 亿元，增长 8.46 亿元。其中华能、大

唐、华电、国电、中电投等主要发电集团分配的差额资金见下

表。 

  发电企业差额资金分配情况表 

    

发电企业 分得差额资金（亿

元） 

发电企业 分得差额资金（亿

元） 

华能 1.12 粤电力 0.26 

大唐 1.06 长江电力 0.53 

华电 0.89 河南省投 0.19 

国电 1.25 国投电力 0.12 

中电投 0.96 皖能 0.23 

华润 0.45 浙能 0.14 

神华 0.18 其他 2.64 

  二、监管评价 

  开展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专项治理，进一步规范了厂网

关系，保护了电力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电力监管规章、规



则的严肃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落实了电力市场规则，维护了电力市场秩序。在专项

治理前，各电网企业在执行电力监管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特

别是对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中存在较大差异，差额资金

统计不规范、不透明，差额资金不分配或者分配比例不合理的

问题在电网企业普遍存在。通过专项治理工作，作为电力市场

规则的《新建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管理办法》的各项要求得

到明确和落实，差额资金的管理得到规范。一是提高了电网企

业对执行电力市场规则的认识，从不分配到分配，从低比例分

配到按实际情况分配，专项治理工作督促电网企业在差额资金

分配问题上强化了遵守市场规则的守法意识；二是电网企业按

规定对差额资金进行了分配，从而使差额资金统计范围、分配

标准及差额资金分配比例形成机制得到规范，分配方案趋于公

平、合理。 

  2、保护了发电企业的合法利益，促进了电力市场公平、

公正。通过专项治理，一是增强了对差额资金统计的透明度，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地位；二

是规范了差额资金分配方案形成机制，切实落实了协商原则，

增强了发电企业的话语权；三是强调了差额资金分配原则，根

据发电机组提供辅助服务的贡献大小确定分配比例；四是发电

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发电企业分得的差额资金，从专项

治理前的 1.56亿元增加为 10.02亿元。 

  3、化解了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厂网关系和谐发

展。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具有典型的共生关系，厂网关系和谐

直接影响电力发展的大局。以差额资金分配、上网电费结算等

为代表的厂网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影响电力行业的健



康发展，最终损害整个电力行业的利益。本次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专项治理，使广大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对依法经营、依法开

展市场活动有了切身体会和更深的理解。专项治理营造了电力

市场依法、依规运行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厂网关系和谐，推动

了和谐电力建设。 

  4、推动了监管工作，维护了监管权威。专项治理工作是

电力监管机构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一次积极探索。专项治理工

作中，电力监管机构就差额资金管理问题与电力企业各方接

触，听取和了解了各方观点、意见和建议，为今后完善政策、

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同时，专项治理将个案处理与普遍性问

题的合理解决有机结合，督促电网企业转变观念，改进工作、

加强管理，也为专项治理转化为常态监管奠定了基础。通过专

项治理，使电力监管机构各项市场规则得到了落实，将“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落到实处，维护了电力监管的严肃性，增强

了电力监管机构的权威。 

  三、监管意见 

  新建机组调试差额资金分配专项治理得到各电力企业的理

解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电力企业要借本次专项治理认

真总结、举一反三，积极构建和谐共赢的厂网关系，维护公平

公正的市场秩序。 

  （一）认真执行电力监管市场规则，严格依法依规经营 

  电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认真落实电力监管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件，自觉遵守电力监管市场规则，严格依法依规经营。

各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关于规范电能交易价格管理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2474 号），按规定确定新建

发电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前调试运行期的上网电价标准，并按规



定标准确定进入商业运行的时间点，不得延长调试运行期。 

  （二）加强信息沟通，共同维护电力市场秩序 

  协商是差额资金分配方案形成的基本方式，信息透明是充

分协商的基础。厂网双方在差额资金信息上存在一定的不对

称，电网企业要依据《电力企业信息披露规定》（电监会 14

号令）要求，及时、充分、准确的披露差额资金的相关信息，

及时与相关发电企业沟通测算依据和方法，协商确定分配方

案，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三）树立市场主体意识，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合格的市场主体是电力市场的基础，守法、理性是合格市

场主体的基本特征。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是重要的电力市场市

场主体，一方面应当依据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和各项监管规则从

事经营活动，尊重交易方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当不断树立

市场经济意识，善于运用各项制度和规则主动维护自身经济利

益。各电力企业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树立市场

化经营理念，促进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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