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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４３号　　　　　二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试行）》已经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第１７次委务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主任：何立峰

附件：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以下称“价格指数”）行为，促进价格指数市场

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价格指数信号作用，服务市场价格合理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与价格指数相关的各种行为，包括价格指数的

编制、发布、运行维护、评估、转让和终止等。

本办法所称重要商品和服务，是指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和服务。

本办法所称价格指数，包括某种（类）商品或服务在两个不同时期价格变动的相对数，以及某

种（类）商品或服务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绝对价格水平。

政府部门编制的价格指数及基于在中央对手方交易的金融产品价格编制的价格指数不适用

本办法。

第三条　价格指数行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循独立、公开、透明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全国价格指数行为的规范管理，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价格指数行为的规范管理。

价格指数行为规范管理应当坚持规范行为和优化服务的原则。

第五条　价格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对价格指数行为主体按照本办法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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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

本办法所称价格指数行为主体，是指编制发布价格指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

组织。

第二章　价格指数的行为主体

第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可以编

制发布价格指数。

第七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独立于价格指数所反映的商品或服务市场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并对外公开声明接受监

督；

（二）合法稳定的价格信息来源；

（三）必备的组织架构、专业人员和设施；

（四）完备的价格信息采集、指数计算发布和勘误、内部控制等行为流程；

（五）健全的客观中立保障制度；

（六）规范的价格指数投诉受理和处理机制；

（七）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办法所称价格信息包括：在价格信息采集点发生的已完成交易的成交价格、成交量、产品规

格、交付日期及交付地等，未成交的买卖报价、拟交易量、拟交易产品规格、拟交付日期及拟交付地

等，以及其他市场信息。

本办法所称内部控制流程是指为保证价格指数完整性和可靠性而制定的机制和程序，包括价

格信息采集人员、指数计算人员和销售人员的隔离措施和监督机制，价格指数审核评估程序、授权

发布程序，以及内部控制流程的定期审查和更新机制等。

第三章　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案

第八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制定价格指数编制方案，并归档。

第九条　价格指数编制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价格指数的名称；

（二）价格指数的编制背景和目的；

（三）价格指数所反映的市场基本情况；

（四）价格信息采集点、代表规格品、计算价格指数使用的数据形式及优先级、权重确定方式、

价格指数计算公式等；

（五）价格指数发布方式和频率；

（六）相对价格指数的基期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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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证价格指数完整性和可靠性的措施。

本办法所称数据形式包括已完成的交易价格、未成交的买卖报价和其他市场信息。

第十条　价格指数的命名应当符合价格指数所反映市场的状况。

冠以“中国”“国家”“全国”“中华”等字样的价格指数，应当在价格指数编制方案中充分证

明，信息采集点覆盖的相应商品或服务市场交易规模在全国市场中的占比，以及该覆盖面能够准

确有效地反映全国市场价格情况；冠以区域性名称的，应当在价格指数编制方案中充分证明，信息

采集点覆盖的相应商品或服务市场交易规模在该区域市场中的占比，以及该覆盖面能够准确有效

地反映该区域市场价格情况。

禁止使用国家明文规定限制使用的词汇。

不得与政府部门编制的价格指数中英文名称重复。

第十一条　价格指数编制方案中保证价格指数完整性和可靠性措施包括：

（一）价格信息采集点的选择标准；

（二）满足价格指数编制需要的价格信息的选择标准；

（三）保证价格信息真实性的措施；

（四）处理离群值或可疑交易的标准；

（五）在价格指数编制过程中使用主观判断的条件及优先级；

（六）少数价格信息采集点在价格信息来源中占较大比例情况时的处理措施；

（七）编制方案的调整条件，以及编制方案调整情况对价格指数使用方的通知和反馈应对方

式；

（八）鼓励价格信息采集点提交所有满足价格指数编制方案要求的价格信息的措施。

编制价格指数时，应当尽量使用已完成的交易价格，市场交易活跃度低或无实际成交情况下，

可以使用合理的询盘、报盘和其他实际市场信息。

本办法所称价格信息真实性是指采集点提交的必须为已经被执行或者将要被执行的价格信

息，并且产生价格信息的交易来自于非关联方之间。

本办法所称主观判断是指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在计算价格指数时使用的自由裁量，包括从先前

的或者相关交易中推断价格，根据可能影响数据质量的因素来调整价格，或者给予买卖报价高于

已完成交易价格的权重等。

第四章　价格指数的发布

第十二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价格指数的发布渠道。

价格指数对外发布前应当试运行不少于６个月。

第十三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披露价格指数的相关信息，包括

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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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指数行为主体的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接受委托开展价格指数编制、发布、运行维

护的，还应包括委托方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二）价格指数编制方案及调整情况；

（三）价格指数最新值的简要计算基础和过程，包括提交价格信息采集点的数量、样本量，成

交量、价格的范围和平均值，在计算价格指数时使用的每种数据形式的百分比，以及主观判断的使

用情况等；

（四）利益相关方的投诉受理渠道和处理机制；

（五）利益相关方的投诉及价格指数行为主体的调查和反馈；

（六）价格指数自我评估结果；

（七）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信息。

上述第一、第二项中的变动调整情况和第三项内容应当在发布价格指数的同时在同一渠道披

露。

第五章　价格指数的运行维护

第十四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与价格信息采集点建立规范的信息提交制度，包括提交价

格信息的人员、提交标准、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提交方式应当满足价格信息可追溯查询需要。

第十五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对所有采集的价格信息进行核实。

第十六条　运行维护过程中出现错误，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第一时间纠正并在指数发布渠

道显著位置予以披露。

第十七条　价格指数运行维护过程中涉及到的价格信息、工作人员信息、主观判断依据和结

果、离群值或可疑交易排除等所有信息都应当归档，并保存不少于３年。

第十八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设立内部控制部门，建立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内部控制流

程，对价格指数行为进行合规性审查。

第十九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在运行维护过程中应当保持客观中立，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参与价格指数所反映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交易；

（二）与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不当利益交换；

（三）操纵价格指数；

（四）其他可能影响价格指数独立性的行为。

第六章　价格指数的评估

第二十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对上年度价格指数开展自我评估，并在指

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对外公布评估结果。

第二十一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对价格指数的自我评估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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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具备条件的满足情况；

（二）价格指数编制方案调整和执行情况；

（三）价格指数发布方式和信息披露情况；

（四）价格指数运行维护的规范性和独立性情况；

（五）信息归档情况；

（六）其他需要评估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对价格指数开展第三方评估。

专业机构开展第三方评估时，应当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第二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会同相关部门或委托独立专业机构对价格指

数行为开展评估和合规性审查。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积极配合并接受指导。

评估和合规性审查中发现不合规行为的，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意见进

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

第七章　价格指数的转让和终止

第二十四条　价格指数转让时，转让方应当与受让方签订价格指数转让协议，并移交所有归

档信息档案。价格指数在整改期间不得转让。

受让方应当满足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第二十五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可以视情况终止价格指数，但应当履行以下责任：

（一）至少提前３０个工作日在指数发布渠道显著位置对外发布终止公告；

（二）在终止之日前继续运行维护和发布价格指数；

（三）归档信息保存至本办法规定期限；

（四）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价格指数行为主体或有关责任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价格主管部门可以视情况

予以约谈、公开曝光、限期整改、列入失信企业（自然人）名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构成

违法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编造发布虚假价格指数的；

（三）操纵价格指数的；

（四）利用价格指数组织相关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的；

（五）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六）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归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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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伪造、编造归档文件、评估报告的；

（八）不配合价格主管部门评估和合规性审查的；

（九）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七条　价格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对价格指数开展评估和合规性审查中，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追究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３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１年第３号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以及做好机构改革后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实施衔接工作的有关要求，经商国务院相关部门，决定废止《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布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价费字〔１９９２〕４１４号）等

７８件价格规范性文件。现予以公告，自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起施行。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价格规范性文件目录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废止的价格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 文号

１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
准的通知

价费字［１９９２］４１４号

２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第一批降低２２项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费［１９９７］２５００号

３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第二批降低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７０７号

４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新版因私护照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９３号

５ 国家计委、卫生部关于印发《医疗服务项目成本分摊测算办法（试行）》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５６０号

６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和机动车抵押登记费收费标
准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７９号

７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直属教学点收费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２］８３８号

８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计价格［２００２］２５０３号

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上海市实行季节性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５６６号

６



１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疏导电价矛盾规范电价管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６１０号

１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省丰枯、峰谷电价实施办法（试行）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６５２号

１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药价格监管减轻社会医药费负
担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１９０号

１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东北至华北跨区送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２９７２号

１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５］７１２号

１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管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服务的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８７３号

１６ 印发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９１２号

１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服务和药品
价格管理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１３０５号

１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定浙江、江苏和重庆省（市）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
接交易试点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０１３号

１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晋东南－南阳－荆门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
工程输电价格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３１４５号

２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灵宝背靠背、德宝直流跨区工程输电价格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２９９号

２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５６号

２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圳市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３７９号

２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哈密南－郑州±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电价有关问
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４８１号

２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省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５号

２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西部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３４４号

２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宁夏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１２号

２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电网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输配电价的
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００号

２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６０号

２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贵州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３１１号

３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湖北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７７３号

３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安徽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７７４号

３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７０号

３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云南电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００号

３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贵州电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０１号

３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安徽电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０２号

３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宁夏电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输配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７６号

３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湖北电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输配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８１号

３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浙江省输配电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２０１５号

３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增值税税控系统产品及维护服务价格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２４３号

７



４０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公布优宁等４７种进口药品销售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管［１９９７］７７２号

４１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核定盐酸吗啡控释片（美菲康）等四种特
殊药品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８］５８１号

４２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麻醉药品磷酸可待因缓释片（尼柯康）价格的批复 计办价格［１９９８］８３２号

４３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公布氯苯达诺等２４种进口（进口分包装）药品销售价
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８］８５８号

４４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枸椽酸芬太尼等４种特殊药品价格的批复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８４号

４５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药用阿片收购和调拨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１４２号

４６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制定小包装麻黄素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２４９号

４７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对盐酸二氢埃托啡等２种新药价格的批复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２７１号

４８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泛昔洛韦等新药价格的批复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４００号

４９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克赛等２３种进口（进口分装）药品销售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６２１号

５０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阿片酊磷可待因等２种麻醉药品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６７６号

５１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一类精神药品司可巴比妥钠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１９９９］７１７号

５２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磷酸可待因糖浆等５种麻醉药品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２０００］６４４号

５３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制定盐酸哌替啶和枸橼酸芬太尼两种麻醉药品
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２００１］１７７号

５４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华中电网临时（短期）购售电电价的批复 计办价格［２００２］５２９号

５５ 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制定盐酸布桂嗪等４种特殊药品价格的通知 计办价格［２００２］１２４８号

５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制定枸橼酸芬太尼等３种特殊药品价
格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３］８５号

５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等药品价格问题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５］１７３０号

５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制定和调整大型医用设备检查
治疗价格指导意见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５］２７７０号

５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麻醉药品、一类精神药品价格核定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６］１６２７号

６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建立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及相关信息报告制
度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６］１８６７号

６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制定和调整ＰＥＴ－ＣＴ和头部伽
玛刀检查治疗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７］２１０７号

６２ 关于同意将聚焦超声热切除术列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９］３５０号

６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华东电网有限公司输变电电度电价有关
问题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０］３１９９号

６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药用阿片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０］３２９９号

６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中俄直流背靠背联网工程输电价格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２２５０号

６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黑龙江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
试点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２９０９号

６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阿片膏、罂粟杆浓缩物和罂粟壳价格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３３号

６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河南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
点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９６６号

８



６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内蒙古东部和江西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
业直接交易试点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３２０６号

７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调整部分麻醉药品价格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３］３２１９号

７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云南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输
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５号

７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规范河北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２３１号

７３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湖北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
点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９４４号

７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新疆自治区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
易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１７８２号

７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核定辽宁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输
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１９０８号

７６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电煤到厂价格监测实施方案》的通
知

发改办价监［２０１５］２４６１号

７７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８６４号

７８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将齐齐哈尔市等七个城市列为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联系示范点的复函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６］１９３４号

注：因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已划转国家医疗保障局，以下保留的

文件由国家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清理：

１．国家计委、卫生部印发关于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９６２号）；

２．国家计委关于印发药品政府定价办法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１４２号）；

３．国家计委关于印发药品政府定价申报审批办法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２１４４号）；

４．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试行２００１年版）》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号）；

５．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新增和修订项目（２００７年）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１９３号）；

６．关于印发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２８４４号）；

７．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关于开展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６７４号）；

８．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药品差比价规则》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２４５２号）；

９．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１１７０号）；

１０．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２７８７号）；

１１．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５０３号）；

１２．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０４号）；

１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受理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９５

号）；

１４．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

１５．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６８号）。

９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　供销合作总社

国铁集团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春耕化肥

生产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２１〕６４号　　　　　二二一年二月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厅（局）、

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交通运输厅（局）、农业农村厅（局）、海关总署各直属海

关、市场监管局（委、厅）、能源局，供销合作社，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供销集团公司：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在持续，国家粮食安全重要性愈发凸显。化肥是粮食的“粮食”，春耕化

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事关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大局。近期，受阶段性

需求拉动、部分生产原料货紧价扬、国际市场价格带动等因素影响，国内化肥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

涨。２０２１年全国范围春耕即将启动，为做好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力提高生产能力，增加春耕化肥可供资源量

各地区要高度重视春耕化肥生产工作，强化组织协调调度，全力保障本地区春耕期间化肥生

产供应。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要严格履行与化肥生产企业签订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尽量

减少对化肥企业中可中断工业用户的压减气量、时间，天气转暖后优先保障化肥生产企业用气需

要，全力帮助化肥生产企业提高开工率。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能源、工

信部门要积极引导本地区煤炭、硫磺等重点原材料供应企业，保障化肥生产企业原材料供应和价

格稳定，进一步降低化肥生产成本。各地人社部门要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出现

的用工问题，着力避免因用工问题停工停产。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下属氮肥、磷复肥、钾肥

等相关协会，要密切关注化肥生产企业运行情况，按照工作部署，春耕结束前每周向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报送重点生产企业产量、库存等情况。

二、全力畅通干线运输和末端配送，保障春耕化肥顺畅流通

近年来，我国化肥产能逐渐向天然气、煤炭、磷矿石等重要原料产地聚集，化肥使用逐渐向粮

食和经济作物主产区集中，基层化肥销售网点普遍随卖随进，化肥长距离调运、即时配送需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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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各铁路局集团公司特别是太原局、呼和浩特局、武汉局、成都局、昆明局、乌鲁木齐局以及青藏

铁路公司要调集运力，优先保障化肥生产原辅料及成品运输以及国家化肥商业储备承储企业化肥

调运需要，落实农用化肥铁路运价优惠政策，会同有关方面着力保障疫情发生地区铁路运输畅通、

装卸正常。各地交通运输、公安部门要保障化肥等农资公路运输通畅，在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规定的情况下，为运输配送车辆提供通行便利。各级供销合作社要指导化肥流通企业加大在本地

重点产粮区购肥备肥力度，并利用销售网络点多面广优势，提前向基层农资网点铺货，建立乡村农

资应急配送机制，保障春耕期间农民短时集中购肥需要。中国农资流通协会要密切关注并及时反

映化肥流通中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春耕结束前每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报

送重点流通企业销售、库存等情况。

三、全力做好储备和进出口工作，增强化肥市场调节能力

储备和进出口是调节化肥市场供应的重要手段。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相关部门督促本

地区承储企业，严格按照《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各项要求有序足量入储，及时纠正承储企

业将基层化肥经销网点作为储备库的行为，必要时可发挥市县两级部门作用，切实履行好本地区

储备监督和管理职责；同时积极协调解决承储企业在入储和投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各承

储企业储备期结束、春耕用肥旺季到来后及时投放。各地海关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进出口化肥

质量进行检验，对进口化肥给予通关便利。中国中　　化集团公司、中国供销集团下属中国农业

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海油下属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华垦国际

贸易公司要充分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化肥品种进口，并进一步提高进口代理服

务质量。全国性化肥行业协会要积极通过发布倡议等方式，积极鼓励化肥企业优先保障国内需

求。

四、全力加强市场监管，优化春耕化肥市场环境

各地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加强化肥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掺杂使假、标识欺

诈、计量虚标以及化肥市场价格垄断、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并加大曝光力

度，特别是在粮食主产区，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农民合法权益。

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积极为各类化肥生产流通企业提供产品追溯平台和服

务，加快推进系统内农资企业所售化肥全程可追溯，变事后打假为事前防假。

五、全力提升农化服务水平，指导农民科学用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供销合作社要指导化肥生产流通企业，积极适应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生产

经营方式转变、生态约束加强的新形势，针对现代农业多元、精准、高效用肥的新变化，提升化肥技

术含量和农化技术服务水平，加强对农民选肥、施肥等环节的全程技术指导，推广使用绿色、高效

新型肥料，降低用肥成本。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发挥好农资流通主渠道的示范引导作用，围绕大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推进“绿色农资”行动，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打造“智慧农资”综合服务平台，

深入推动传统农资流通企业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加快构建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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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成本低、质量优、效率高、线上线下融合的农资现代流通体系。

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必须牢牢把

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目前正值春耕备肥的关键时期，各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严格按照本通知

要求，扎扎实实做好春耕用肥保供稳价工作，发挥化肥对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６３３号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

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抽水蓄能电站具有调峰、调频、调压、系统备用和黑启动等多种功能，是电力系统的主要调节

电源。近年来，我委逐步建立完善抽水蓄能电价形成机制，对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健康发展、提升电

站综合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也面临与市场发展不够衔接、激

励约束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完善价格形成

机制的决策部署，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发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经商国家能

源局，现就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今后一段时期，加快发展抽水蓄能电站，是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方

式，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迫切要求，对保障电力供应、确保电网安全、促进新

能源消纳、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要坚持以两部制电价政策为主体，进一

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以竞争性方式形成电量电价，将容量电价纳入输配电价回收，同时

强化与电力市场建设发展的衔接，逐步推动抽水蓄能电站进入市场，着力提升电价形成机制的科

学性、操作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电价信号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发展、充

分发挥综合效益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坚持并优化抽水蓄能两部制电价政策

（一）以竞争性方式形成电量电价。电量电价体现抽水蓄能电站提供调峰服务的价值，抽水

蓄能电站通过电量电价回收抽水、发电的运行成本。

１．发挥现货市场在电量电价形成中的作用。在电力现货市场运行的地方，抽水蓄能电站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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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上网电价按现货市场价格及规则结算。抽水蓄能电站抽水电量不执行输配电价、不承担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下同）。

２．现货市场尚未运行情况下引入竞争机制形成电量电价。在电力现货市场尚未运行的地方，

抽水蓄能电站抽水电量可由电网企业提供，抽水电价按燃煤发电基准价的７５％执行，鼓励委托电

网企业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采购，抽水电价按中标电价执行，因调度等因素未使用的中标电量按

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抽水蓄能电站上网电量由电网企业收购，上网电价按燃煤发电基准价执

行。由电网企业提供的抽水电量产生的损耗在核定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时统筹考虑。

３．合理确定服务多省区的抽水蓄能电站电量电价执行方式。需要在多个省区分摊容量电费

（容量电价×机组容量，下同）的抽水蓄能电站，抽水电量、上网电量按容量电费分摊比例分摊至

相关省级电网，抽水电价、上网电价在相关省级电网按上述电量电价机制执行。

（二）完善容量电价核定机制。容量电价体现抽水蓄能电站提供调频、调压、系统备用和黑启

动等辅助服务的价值，抽水蓄能电站通过容量电价回收抽发运行成本外的其他成本并获得合理收

益。

１．对标行业先进水平合理核定容量电价。我委根据《抽水蓄能容量电价核定办法》（附后），

在成本调查基础上，对标行业先进水平合理确定核价参数，按照经营期定价法核定抽水蓄能容量

电价，并随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监管周期同步调整。上一监管周期抽水蓄能电站可用率不达标的，

适当降低核定容量电价水平。

２．建立适应电力市场建设发展和产业发展需要的调整机制。适应电力市场建设发展进程和

产业发展实际需要，适时降低或根据抽水蓄能电站主动要求降低政府核定容量电价覆盖电站机组

设计容量的比例，以推动电站自主运用剩余机组容量参与电力市场，逐步实现电站主要通过参与

市场回收成本、获得收益，促进抽水蓄能电站健康有序发展。

三、健全抽水蓄能电站费用分摊疏导方式

（一）建立容量电费纳入输配电价回收的机制。政府核定的抽水蓄能容量电价对应的容量电

费由电网企业支付，纳入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回收。与输配电价核价周期保持衔接，在核定省级电

网输配电价时统筹考虑未来三年新投产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费。在第二监管周期（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内陆续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费，在核定第三监管周期（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省级电网输配电

价时统筹考虑。

（二）建立相关收益分享机制。鼓励抽水蓄能电站参与辅助服务市场或辅助服务补偿机制，

上一监管周期内形成的相应收益，以及执行抽水电价、上网电价形成的收益，２０％由抽水蓄能电站

分享，８０％在下一监管周期核定电站容量电价时相应扣减，形成的亏损由抽水蓄能电站承担。

（三）完善容量电费在多个省级电网的分摊方式。根据功能和服务情况，抽水蓄能电站容量

电费需要在多个省级电网分摊的，由我委组织相关省区协商确定分摊比例，或参照《区域电网输电

价格定价办法》（发改价格〔２０２０〕１００号）明确的区域电网容量电费分摊比例合理确定。已经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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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电费分摊比例的在运电站继续按现行分摊比例执行，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

（四）完善容量电费在特定电源和电力系统间的分摊方式。根据项目核准文件，抽水蓄能电

站明确同时服务于特定电源和电力系统的，应明确机组容量分摊比例，容量电费按容量分摊比例

在特定电源和电力系统之间进行分摊。特定电源应分摊的容量电费由相关受益主体承担，并在核

定抽水蓄能电站容量电价时相应扣减。

四、强化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运行管理

（一）加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管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应充分考虑电力系统需要、站址资源

条件、项目经济性、当地电价承受能力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建设，未纳入相关建设规划的

项目不得建设。

（二）强化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管理。电网企业、抽水蓄能电站要着眼保障电力供应、确保电网

安全、促进新能源消纳等，合理安排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签订年度调度运行协议并对外公示，充分

发挥抽水蓄能电站综合效益。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要进一步加强对抽水蓄能电站利用情况

的监管和考核，对抽水蓄能电站作用发挥不充分的，及时责令改正，并依法进行处理。各地也要加

强对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管理。

（三）保障非电网投资抽水蓄能电站平稳运行。电网企业要与非电网投资主体投资建设的抽

水蓄能电站签订规范的中长期购售电合同，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对抽水蓄能电站实施调度，严

格执行我委核定的容量电价和根据本意见形成的电量电价，按月及时结算电费，保障非电网投资

主体利益，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积极性。

（四）推动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能源主管部门要

按照职能分工，加快确立抽水蓄能电站独立市场主体地位，推动电站平等参与电力中长期交易、现

货市场交易、辅助服务市场或辅助服务补偿机制。

（五）健全对抽水蓄能电站电价执行情况的监管。电网企业要对抽水蓄能电站电价结算单独

归集、单独反映，于每年４月底前将上年度抽水蓄能电站电价执行情况报相关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和我委（价格司）。

五、实施安排

（一）本意见印发之日前已投产的电站，执行单一容量制电价的，继续按现行标准执行至２０２２

年底，２０２３年起按本意见规定电价机制执行；执行两部制电价的，电量电价按本意见规定电价机

制执行，容量电价按现行标准执行至２０２２年底，２０２３年起按本意见规定电价机制执行；执行单一

电量制电价的，继续按现行电价水平执行至２０２２年底，２０２３年起按本意见规定电价机制执行。

（二）本意见印发之日起新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按本意见规定电价机制执行。

现行规定与本意见不符的，以本意见为准。

附件：抽水蓄能容量电价核定办法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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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容量电价核定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提升抽水蓄能容量电价核定的规范性、科学性，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抽水蓄能容量电价实行事前核定、定期调整的价格机制。电站投运后首次核定临时

容量电价，在经成本调查后核定正式容量电价，并随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监管周期同步调整。

第二条　抽水蓄能容量电价按经营期定价法核定，即基于弥补成本、合理收益原则，按照资本

金内部收益率对电站经营期内年度净现金流进行折现，以实现整个经营期现金流收支平衡为目

标，核定电站容量电价。容量电价按本办法第三条至第六条规定计算。

第三条　年净现金流。计算公式为：

年净现金流＝年现金流入－年现金流出

年现金流入和年现金流出均为不含税金额。

第四条年现金流入为实现累计净现金流折现值为零时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包括固定资产残值

收入（仅经营期最后一年计入）。

其中：固定资产残值收入＝固定资产原值×残值率

第五条　年现金流出。计算公式为：

年现金流出＝资本金投入＋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支出＋运行维护费＋税金及附加

第六条　容量电价。计算公式为：

不含税容量电价＝年平均收入÷覆盖电站机组容量

含税容量电价＝不含税容量电价×（１＋增值税率）

年平均收入不含固定资产残值收入。

第七条　运行维护费。包括材料费、修理费、人工费和其他运营费用。

（一）材料费。指抽水蓄能电站提供服务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事故备品等，包括因电站自行

组织设备大修、抢修、日常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委托外部社会单位检修需要企业自行购买的材

料费用。

（二）修理费。指维护和保持抽水蓄能电站相关设施正常工作状态所进行的外包修理活动发

生的检修费用，不包括电站自行组织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人工费用。

（三）人工费。指从事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维护的职工发生的薪酬支出，包括工资总额（含津补

贴）、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含劳务派遣及临时用工支

出等。

（四）其他运营费用。指抽水蓄能电站正常运营发生的除材料费、修理费和人工费以外的费

用。

第八条　对标行业先进水平确定核价参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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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站经营期按４０年核定，经营期内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按６．５％核定，本意见印发之日前

已核定容量电价的抽水蓄能电站维持原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二）电站投资和资本金分别按照经审计的竣工决算金额和实际投入资本金核定。

（三）贷款额据实核定，还贷期限按２５年计算。在运电站加权平均贷款利率高于同期市场报

价利率时，贷款利率按同期市场报价利率核定；反之按同期市场报价利率减二者差额的５０％核

定。

（四）运行维护费率（运行维护费除以固定资产原值的比例）按在运电站费率从低到高排名前

５０％的平均水平核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抽水蓄能电站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１７６３号）印发前投产的在运电站费率按在运电站平均水平核定。

（五）税金及附加依据现行国家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核定。

第九条　临时容量电价的核价参数标准参照第八条和以下规定确定：

（一）电站投资按照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项目核准文件或施工图预算投资确定。资本金按照

工程投资的２０％计算。

（二）贷款利率和运行维护费率分别按上一监管周期核价确定值计算。

第十条　运行维护费主要项目调查审核标准：

（一）材料费、修理费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调查期间平均值核定。特殊情况下，因不可抗

力、政策性因素造成一次性费用过高的可分期分摊。

（二）工资水平（含津补贴）参照当地省级电网工资水平核定。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

会经费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国家规定提取比例的乘积。职工养老保险（包括

补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审核计算基数按照企业实缴基数确定，但不得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当地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

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确定。

劳务派遣、临时用工性质的用工支出如未包含在工资总额内，在不超过国家有关规定范围内

按照企业实际发生数核定。

（三）价内税金。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水平核定。（四）无形资产摊销。无形资产的摊销年

限，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从其规定或约定；没有规定或约定的，原则上按不少于１０年摊

销。

（五）其他费用。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调查期间平均值核定。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现行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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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６８９号　　　　　二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深化“十四五”时期重点

领域价格机制改革，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市场化方向，坚持系统观念，重

点围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更好

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完善价格调控机制，提升价格治理能力，确保价格总水平在

合理区间运行。

到２０２５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科学定价机制全面

确立，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服务价格政

策基本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二、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

（一）健全监测预测预警体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健全价格监测预测预警系统，完善价格监

测分析制度和风险预警框架。动态跟踪分析国内外市场形势，一体监测重点商品生产、运输、销

售、成本、价格动态，加强综合研判和趋势分析，强化风险评估和预测预警。深化与行业协会、市场

机构合作，提升分析预测科学性。

（二）加强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落实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的要求，坚持“调

高”与“调低”并重，注重预调微调，完善突发应急调控机制，提升调控能力，有效保障粮油肉蛋菜

果奶等供应，防止价格大起大落。建立价格区间调控制度，健全以储备调控、进出口调节为主的调

控手段，加强生猪等重要民生商品逆周期调节。强化价格与补贴、储备、保险、金融等政策的协同

联动。

（三）坚持并完善价格支持政策。坚持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不动摇，着力增强政策

灵活性和弹性，合理调整最低收购价水平，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确保口粮生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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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优质优价。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合理调

整棉花目标价格水平，继续探索可持续的新型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强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为制

定价格政策提供支撑。

（四）做好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应对。加强对铁矿石、铜、原油、天然气、玉米、大豆、食用油等大

宗商品市场动态和价格形势的跟踪分析，深入研判输入性影响，及时提出储备、进出口、财税、金融

等综合调控措施建议，推动有关方面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五）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建立完善预期管理制度。聚焦价格总水平和重点商品，提高预期

管理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创新丰富预期管理手段，通过解读市场基本面的积极变化、政府保供稳价

举措等，强化政府与市场双向沟通与信息交流，释放正面信号，合理引导市场预期。规范价格指数

编制发布行为。

三、深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

（六）持续深化电价改革。进一步完善省级电网、区域电网、跨省跨区专项工程、增量配电网

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理顺输配电价结构。持续深化燃煤发电、燃气发电、水电、核电等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完善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新型储能价格机制。平稳推进销售

电价改革，有序推动经营性电力用户进入电力市场，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

（七）不断完善绿色电价政策。针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完善差别电价、阶梯电价等绿色电

价政策，强化与产业和环保政策的协同，加大实施力度，促进节能减碳。实施支持性电价政策，降

低岸电使用服务费，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港口全面使用岸电。

（八）稳步推进石油天然气价格改革。？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改革方向，根据天然气

管网等基础设施独立运营及勘探开发、供气和销售主体多元化进程，稳步推进天然气门站价格市

场化改革，完善终端销售价格与采购成本联动机制。积极协调推进城镇燃气配送网络公平开放，

减少配气层级，严格监管配气价格，探索推进终端用户销售价格市场化。结合国内外能源市场变

化和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进程，研究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

（九）完善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形成机制。适应“全国一张网”发展方向，完善天然气管道运

输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新的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办法，进一步健全价格监管体系，合理制定管

道运输价格。

四、系统推进水资源价格改革

（十）创新完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水资源节约和水利工程良

性运行、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水利工程水价形成机制。科学核定定价成本，合理确定盈利水平，

动态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供需双方协商定价。积极推动供需双方在

项目前期工作阶段签订框架协议、约定意向价格，推进供水工程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十一）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抓手，积极推行分类、分档

水价，统筹推进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终端用水管理机制健全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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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合理安排进度，２０２５年基本实现改革目标。合理界定水权，创新完善

水权交易机制，推进市场化交易，推动节约的农业水权向城市和工业用水转让。

（十二）持续深化城镇供水价格改革。建立健全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进节约用水的价格形

成和动态调整机制，合理制定城镇供水价格。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适度拉大分档差价。结合

计划用水与定额用水管理方式，有序推进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在具备条件的高

耗水行业率先实施。鼓励探索建立城镇供水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十三）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机制。结合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提高情况，将收费标准提高

至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无害化处置成本且合理盈利的水平，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鼓励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以招投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污水处理服务费水平，建立与处理水质、污染物削减量等挂

钩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奖惩机制。鼓励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探索建立农户付费制

度。

五、加快公共服务价格改革

（十四）健全公用事业价格机制。认真落实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

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

为。推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合理制定调整收费标准。推行非居民餐

厨垃圾计量收费。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户生活垃圾处理付费制度。完善危险废弃物处置

收费机制。健全铁路货运与公路挂钩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清理规范海运口岸收费。

（十五）完善公益性服务价格政策。进一步完善教育、养老、殡葬、景区、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

价格政策。巩固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完善学前教育收费政策，规范

民办教育收费。适应医养结合、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养老领域新模式，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价格机

制，支持普惠性养老服务发展。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规范收费行为。健全景区门票价

格形成机制，加强景区内垄断性服务价格监管。完善公证、仲裁等公共法律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六、做好组织保障

（十六）强化改革统筹。严格落实改革主体责任，统筹考虑各领域改革进程，明确改革时间

表、路线图、责任人。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切实履行法定程

序。坚持新闻宣传与重大价格改革同研究、同部署、同实施，准确解读改革方案，凝聚改革共识。

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加强工作指导，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

（十七）加强成本监审。坚持将成本监审作为政府制定和调整价格的重要程序，制定完善分

行业的成本监审办法和监审操作规程，探索建立标准成本制度。组织开展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

输等重点领域成本监审。强化成本监审约束作用，逐步引入成本激励机制。建设全国统一的成本

监审调查信息系统。

（十八）兜住民生底线。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充分研究论证社会承受能力，做好风险评

估，完善配套民生保障措施。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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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十九）完善价格法治。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后评估，完善价格法治体系，推进价格管理机制

化、制度化。适时修订定价目录。推动健全价格监测预警、价格认证等领域制度办法。研究完善

制止牟取暴利的制度规定。

（二十）加强能力建设。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开展专业培训，强化干部配备，充实工作力

量，提升价格工作能力。加强成本监审调查、价格监测、价格认证队伍建设，坚持守正创新，提高服

务中心、服务大局能力。充分利用第三方力量，强化价格领域重大问题、基础理论和前瞻性政策研

究。

请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扎实推进“十四五”时期价格机制改革，确保各项重点任务落

实到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　政财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７７０号　　　　　二二一年六月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

为更好发挥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作用，有效缓解生猪和猪肉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促进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将《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 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保障粮、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提升收

储调控能力”精神，进一步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发展和市场平稳运行，

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制定本预案。

一、重要意义

政府猪肉储备是重要民生商品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生猪和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的重要政策工具。近一段时期，“猪周期”叠加非洲猪瘟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生猪产业正常运

行受到严重影响，政府猪肉储备在发挥保供稳价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储备体系不健全、储备规模

弹性不足、储备吞吐机制不灵活、工作协同性不强等问题。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迫切需要总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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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训，加强政府猪肉储备调节工作，提升生猪和猪肉市场调控能力，合理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应对

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保障生猪生产相对稳定、猪肉市场有效供给和价格总体平稳。

二、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

构建分工明确、协调统一、灵活高效、运作规范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合理平滑“猪周期”

波动，有效调控市场异常影响，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协同联动。加强央地之间、部门之间、政企之间等协同联动，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强化组织保障，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执行效率，形成政策合力。

坚持平急兼顾。强化政府猪肉储备平时调节和应急调控功能，合理设置常规储备和临时储备

规模，创新储备吞吐方式，平时灵活调节市场周期波动，急时快速有效满足应急调控需要。

坚持精准高效。科学选择监测预警指标，不断丰富完善逆周期调控手段，注重预调早调微调，

提升储备调节能力，合理把握时机、节奏和力度，不断提升政策效能。

坚持目标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兼顾生

产与消费、猪肉与替代品、当前与长远，围绕储备调节目标，不断优化机制设计和操作执行。

三、监测预警

完善生猪行业和猪肉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为发挥政府猪肉储备调节和

市场引导作用提供基础支撑。

（一）监测分析。强化监测体系建设，完善多维度、智能化的监测分析系统，提升准确性和实

效性。统筹考虑生猪产业关键环节及繁育周期，完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重点跟踪分析猪粮比价、

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３６个大中城市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等指标变化。其中，国家层面，能繁

母猪存栏量变化率采用农业农村部定点监测的能繁母猪存栏量月度同比及环比变化率数据；猪粮

比价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统计的每周生猪出场价格与全国主要批发市场二等玉米平均批发

价格的比值，根据近年生产成本数据测算，对应生猪生产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价约为７∶１；３６个

大中城市精瘦肉（主要指前腿、后腿等部位去皮去骨去油脂的纯瘦肉）平均零售价格采用国家发

展改革委监测的每日３６个大中城市主要超市、集贸市场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研究编制生猪养

殖成本收益指数，适时纳入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二）信息发布。建立生猪行业和猪肉市场信息统一发布平台，有关部门定期发布猪粮比价

和能繁母猪、仔猪、生猪、白条肉、猪肉等量价信息，及时发布涉猪政策和疫情信息等，实现信息共

享，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调节生产经营决策，主动适应市场形势变化。

（三）预警机制。精准选择预警指标，合理设置预警值，细化完善预警程序。加强部门会商，

确认预警级别和预警信息口径，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防止生产供应和价格大起大落。国家层面将

猪粮比价、能繁母猪存栏量变化率、３６个大中城市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作为预警指标。预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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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如下。

１．过度下跌情形预警分级。重点引导养殖户平稳有序减栏，避免恐慌性集中出栏。当猪粮比

价低于６∶１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三级预警；当猪粮比价连续３周处于５∶１～６∶１，或能繁

母猪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达到５％，或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３个月累计降幅在５％～１０％时，发布

二级预警；当猪粮比价低于５∶１，或能繁母猪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达到１０％，或能繁母猪存栏量

连续３个月累计降幅超过１０％时，发布一级预警。

２．过度上涨情形预警分级。重点引导养殖户有序扩产，避免非理性过度补栏。当猪粮比价高

于９∶１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三级预警；当猪粮比价连续２周处于１０∶１～１２∶１，或３６个大

中城市精瘦肉零售价格当周平均价同比涨幅在３０％～４０％之间时，发布二级预警；当猪粮比价高

于１２∶１，或３６个大中城市精瘦肉零售价格当周平均价同比涨幅超过４０％时，发布一级预警。

对相关预警指标，综合考虑生猪养殖成本变化和盈亏平衡点进行动态调整。地方可以结合实

际，在采用猪粮比价作为预警指标的同时，选择本地其他监测预警指标，并参照国家层面做法划设

预警区间。

四、储备调节

保有一定数量政府猪肉常规储备，保持必要调节能力。根据不同预警情形，分国家和地方层

面及时启动储备投放和临时储备收储等响应措施。

（一）常规储备。政府猪肉常规储备是为满足市场调控和应急投放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

分别建立的常设储备。常规储备中可设置一定规模的应急储备，专项用于应对突发重大灾害等特

殊情况。

１．储备规模。中央建立一定规模的常规储备（含应急储备）。地方常规储备分为省级和城市

两级，其中城市常规储备按城区常住人口３天消费量安排，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万以上的应适当增

加规模；省级常规储备按不低于本省城市常规储备规模的５０％安排，牛羊肉消费占比较高的少数

民族地区可视情减少储备规模。

２．储备品类。中央常规储备主要存储冻猪肉。地方常规储备可采用冻猪肉及活体存储等方

式，其中冻猪肉存储占比不少于５０％，在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等特殊情形时要及时提高冻猪肉存储

占比。中央常规储备管理按照《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各地要结合实际，加强本地

区常规储备管理。

（二）价格过度下跌情形下的储备响应。当生猪大范围恐慌性出栏、生猪和猪肉价格大幅下

跌时，实施临时储备收储，以有效“托市”。

１．启动条件。国家层面，过度下跌三级预警发布时暂不启动临时储备收储；二级预警发布时

视情启动；一级预警发布时，启动临时储备收储。地方启动临时储备收储条件参照国家层面做法

执行。

２．启动层级。采取全国和分区两级启动。（１）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分区防控机制划定的区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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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区域内任一省份启动临时储备收储时，其他省份应同步启动收储。必要时，中央可督促有关地

方启动收储。（２）国家层面发布过度下跌一级预警时，中央和地方全面启动收储。

３．收储规模。中央临时储备规模由有关部门会商确定。按前述规定需启动临时储备收储的

省份，按照有效“托市”的目标要求，确定本地省级和各城市收储规模，必要时进一步增加。

中央临时储备收储有关具体操作按照《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各地要结合实

际，组织实施好本地区临时储备收储工作。

（三）价格过度上涨情形下的储备响应。当生猪及猪肉市场供应紧张、价格明显上涨时，投放

政府猪肉储备，及时增加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

１．启动条件。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启动条件分两种情形设置。

（１）在市场周期性波动情形下，过度上涨二级预警发布时启动储备投放；一级预警发布时加大

投放力度。（２）出现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等特殊情形，提高价格涨幅容忍度，发布一级预警后，主要

在重点时段集中组织投放。各省份可自行确定本地区储备投放启动条件（含预警指标及启动

点），原则上不得高于中央储备投放启动条件。

２．启动层级。采取全国和分省两级启动。（１）当国家层面在市场周期性波动情形下发布过度

上涨二级预警或在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等特殊情形下发布过度上涨一级预警时，中央和地方联动投

放。（２）各省份达到本地投放启动条件后，及时启动投放。

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有关具体操作按照《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各地要结合实

际，组织实施好本地区储备投放工作。

五、政策协同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切实加强生猪和猪肉供给保障能力建设，强化政府猪肉储备调节与

其他政策措施协同联动，推进生猪和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一）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压实生猪稳产保供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将猪肉储备

调节工作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组织绩效评估，不定期进行抽查、督导。

（二）提升生产自给能力。认真落实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预算内投资、保

障养殖用地、强化信贷和保险政策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合理安排生产，调优生产力布局和结构，推

进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促进生猪和猪肉市场供求基本均衡，夯实保供稳价

基础。

（三）健全冷链物流体系。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城区冷藏配送中心，提高冷链物

流服务效率和质量。优化储备库布局，在充分利用好现有中央直属库点的前提下，研究新建、合理

布局一批中央直属库点，或确定可租用的社会库点，增强政府储备猪肉常规调节和应急调控能力。

（四）完善进口调节方式。完善国外猪肉及产品准入管理，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增加输华肉产

品企业注册，拓宽多元进口渠道，增强国内供应保障调节能力。

（五）强化监督管理。加强饲料安全、生猪疫病防控及检疫工作；加强动物疫情监测，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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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重大动物疫情预警机制；按照《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要求及时处理疫情；加强屠宰

环节病害猪（肉）无害化处理的监管。加强生猪和猪肉市场价格监督检查，依法严厉打击囤积居

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加强对猪肉市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六、组织保障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强化经费保障，确保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运转良好。

（一）加强部门会商。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开展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会同财政、农业农村、

商务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部门会商，会商事项主要包括：分析生猪和猪肉市场价格形势，合理

确定或调整政府猪肉常规储备规模，确定预警发布相关事宜，议定储备响应总体方案，研究特殊情

况下的猪肉市场调控措施。重大事项及时请示国务院或地方同级人民政府。商务部门根据职责

分工做好政府猪肉储备管理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做好本预案执行情况的跟踪评估，根据市

场形势变化，及时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商务部牵头修订《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

（二）强化央地联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政府猪肉储备调节工作的统筹指

导和督导。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分区防控机制划定的区域设置，每个区域内各省份建立跨省沟通协

商机制，共享监测数据，统筹衔接好预警指标、预警区域的设置，加强重大事项研究会商，达到收储

启动条件时统一启动收储，促进生猪资源及市场合作。

（三）保障相关经费。中央猪肉储备相关支出，由中央财政负担。各地要参照中央做法，明确

本地区政府猪肉储备相关经费保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参照上述预案，

建立健全本地区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制定完善实施方案，细化监测预警、储备规模、储备模式、资金

来源等具体安排，精准高效组织收储和投放工作，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效能，促进当

地生猪及猪肉市场供需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相关实施方案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报备。

《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２０１５

年第２４号公告）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

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暂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８１８号　　　　　二二一年六月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为健全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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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规范定价成本监审行为，加强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促进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２０１７年第８号）等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天

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暂行）》。现印发给

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

《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暂行）》

附件１

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为健全天然气管道

运输定价机制，提高定价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加强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促进天然气行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制定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管网集团）经

营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其他市场主体经营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天

然气管道原则上按照国家管网集团价格执行。

第三条　管道运输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制定，即通过核定

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确定准许收入，核定管道运价率。

第四条　核定管道运输价格遵循以下原则。

（一）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全国一张网”的改革方向，科学制定管道运输价格，推动管

网互联互通和高效集输，促进资源自由流动和上下游市场竞争，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二）坚持激励约束并重。严格开展成本监审，强化对经营管道运输业务的企业成本约束。

健全激励机制，推动企业优化运输路径，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三）保障管网平稳运行。适应天然气管网不同发展阶段和改革进程的需要，保持有关定价

参数相对稳定，并根据行业发展形势动态调整，保障全国天然气管网平稳运行。

第五条　国家管网集团应当将管道运输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实行财务独立核算；建立符合

定价成本监审要求的单独账目和成本核算方法，形成年度成本报告。

第六条　管道运输价格在每一监管周期开始前核定，监管周期为三年。本办法出台后首次核

定价格，以近一年财务数据成本监审结论作为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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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道运输准许收入的计算方法

第七条　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金。

第八条　准许成本包括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等，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成本监审

核定。

第九条　准许收益＝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一）有效资产。有效资产指国家管网集团投资的，与管道运输业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

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铺底天然气为原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有效资产不含政府和社

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资产，以及其他辅业、多种经

营等资产。

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软件、土地使用权等。

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指国家管网集团为提供管道运输服务正常运营所需要的周转资金。

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值根据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提折旧、可摊销计入定价成本的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原值所对应的账面净值，通过成本监审核定。营运资本按运行维护费的２０％

确定。

（二）准许收益率。本办法出台后首次核定价格，准许收益率按８％确定，后续统筹考虑国家

战略要求、行业发展需要、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动态调整。

第十条　税金依据现行国家相关税法规定核定，包括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

第三章　管道运输价格的核定和调整

第十一条　管道运输价格管理采取分区核定运价率、按路径形成价格的方法。根据我国天然

气市场结构和管道分布情况，以宁夏中卫、河北永清、贵州贵阳等管道关键节点为主要界限，将国

家管网集团经营管道划入西北、西南、东北及中东部４个定价区域（以下简称价区），各价区包含主

要管道见附件。新建管道根据上述节点划入相应价区，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明确。

第十二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国家管网集团管道运输业务总的准许收入，根据各价区

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实际收入比例，适当考虑管道建设运营成本、未来投资需求和地区经济发展状

况等因素，将准许收入分配至各价区。

第十三条　各价区运价率按分配的准许收入除以价区内监审期间最末一年总周转量分别计

算确定。

总周转量为价区内所有管道周转量之和。单条管道周转量 ＝管道运输合同约定路径的距离

×结算气量。

第十四条　国家管网集团各价区管道负荷率（总结算气量除以总设计输气能力）低于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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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７５％负荷率对应的气量确定周转量。后续统筹考虑行业发展等情况，适时研究调整最低负

荷率要求。

第十五条　新建管道投产时原则上按照所属价区运价率执行，下一监管周期纳入有效资产统

一管理。

第十六条　国家管网集团应当与所有用户签订管道运输合同，并根据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

定的运价率，以及天然气入口与出口的路径和距离，明确管道运输费用。

第十七条　国家管网集团应当保证所报送信息和材料真实、准确。故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

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况采取降低准许收益率等措施。因故意瞒报、虚报相关信息

并已获得不当收益的，依法追究责任，在后续调整价格时进行追溯。

第十八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测算的准许收入和运价率较上一监管周期变动幅度较大时，

可以在不同监管周期平滑处理。监管周期内遇有国家重大政策调整、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重大变

化的情况，可以对准许收入和运价率作适当调整。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十九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运价率水平，并按照有关规定

公布成本监审结论等信息。

第二十条　国家管网集团根据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各价区运价率，以及所有入口与出

口的名称、距离等相关信息，计算确定管道运输具体价格表并通过公司门户网站或指定平台向社

会公开。每年６月１日前，国家管网集团应当通过公司门户网站或指定平台向社会公开上一年度

管道运输收入、成本等相关信息。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国家管网集团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新投产管道，按照本办法规定明确所属价区

和运价率，同一管道分属不同价区的，分别执行相应价区运价率。其他市场主体经营的未纳入国

家管网集团的应张线、山西沁水至河南博爱煤层气管道、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至北京煤制气管道以

及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周边管网，暂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然气跨省管道运输价格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５６１号）明确的价格水平执行，适时调整。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对有关定价参数进行调

整。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此前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文件规

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相关原则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天然

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辖区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应当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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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８年。

附件：国家管网集团主要跨省天然气管道表

附件

国家管网集团主要跨省天然气管道表

序号 价区 管线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中东部

西一线东段（中卫以东）

西二线东段（中卫以东）

西三线东段（中卫以东）

陕京一线

陕京二线

陕京三线

陕京四线

川气东送

榆济线

忠武线

中贵线

长宁线

新粤浙线（潜江———韶关段）

青宁线

鄂安沧线

中缅线（贵阳———贵港段）

冀宁线

天津ＬＮＧ管线

唐山ＬＮＧ管线

港清线

广西ＬＮＧ管线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西北

西一线西段（中卫以西）

西二线西段（中卫以西）

西三线西段（中卫以西）

涩宁兰线

兰银线

鄯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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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东北

中俄东线（黑河———永清段）

秦沈线

哈沈线

大沈线

永唐秦线

３３ 西南 中缅线（瑞丽———贵阳段）

注：上述管道为国家管网集团主要跨省天然气管道，部分支干线、复线、联络线等未全部注明，具体见后期公布的

价格表。

附件２

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为加强天然气管道

运输成本监管，规范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提高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制定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

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１５〕２８号）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２０１７年第８号）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所称天然气管道，是指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天然气管道。

第三条　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价格监管制度等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限于管道运输企业提供管道运输服务发生的直

接费用以及需要分摊的间接费用。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管道运输服务的合理需要，影响定价成本

水平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

第五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定价成本监审要求建立单独账目和相应成本核算制度，形成

年度成本报告，完整准确记录、单独核算管道运输业务成本和收入；建立健全内部关联方交易管理

制度，按照公允水平确定内部关联方交易费用项目价格。管道运输企业应当于每年４月底之前将

上一年度成本报告和其他定价相关数据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第六条　核定管道运输定价成本，应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部门审计（审核）的年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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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计报告，符合定价成本监审要求的年度成本报告，手续齐备的会计凭证、账簿，管道投资、生产

运行、政府核准文件等相关材料，以及管道运输企业提供的真实、完整、准确的其他成本相关资料

为基础。

第七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成本监审工作，自收到

成本监审书面通知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提供管道运输

定价成本监审所需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管道运输企业应当按照

成本监审要求，向监审人员开放查询企业相关资料的权限，及时提供情况，反馈意见。管道运输企

业拒绝提供、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虚假或不完整提供成本监审所需资料的，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可以按照从低原则核定定价成本，并依法依规将其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

施失信惩戒。

第二章　定价成本构成与归集

第八条　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由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构成。

第九条　本办法所指的折旧及摊销费，是对管道运输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按照

本办法规定的方法和年限计提的费用。

第十条　运行维护费指维持管道正常运行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输气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等。

（一）输气成本，包括材料费、燃料动力费、修理费、职工薪酬、输气损耗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１．材料费，指维持管道正常运行所耗用的原材料、辅助材料以及其他直接材料的费用。

２．燃料动力费，指维持管道正常运行所耗用的水、电、油、气、煤等费用。

３．修理费，指维持管道正常运行所进行的修理和维护活动发生的费用。

４．职工薪酬，指给予职工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具体包括：职工工资（基本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

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以及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为职工缴纳的补充医疗保险费和补充养老保

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

５．输气损耗费，指在管道运输过程中因天然气损耗折算的费用。

６．其他相关费用，指除以上成本因素外管道运输企业提供正常管道运输服务发生的其他有关

费用，包括研发费用、安全生产费用、管道弃置或封存费用、承担国家应急保供任务而发生的储气

服务费用、青苗补偿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

（二）管理费用，指管道运输企业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管道运输服务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包括差旅费、会议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出国经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等，不含管理人员

职工薪酬、折旧及摊销费用。

（三）销售费用，指管道运输企业在销售或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含销售人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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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酬、折旧及摊销费用。

（四）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包括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

第十一条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价格监管制度

等规定的费用。

（二）与管道运输业务无关的费用或虽有关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由政府补助、政策优惠等有

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的费用。

（三）各类捐赠、赞助、滞纳金、违约金、罚款，以及计提的准备金。

（四）广告、公益宣传费用（不含安全生产类广告及宣传费用）。

（五）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

（六）向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缴纳的各

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七）过度购置固定资产所增加的支出（折旧、修理费等）。

（八）其他不合理支出。

第十二条　管道与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共用设备设施的，合理分摊

共用成本。

第三章　定价成本核定

第十三条　计入定价成本的折旧费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

提折旧固定资产原值、规定的折旧年限和残值率，采用年限平均法核定。

（一）可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是指经有权限的行业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输气管道、设备

以及其他与输气业务相关的资产，原值按照历史成本核定，不考虑评估增值部分。铺底天然气按

原值核定。按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按财政或国有资产部门认定的各类固定资产价值确认。

（二）折旧年限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确定；管道固定资产残值率按０％

核定，其他固定资产残值率一般按５％核定，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残值率见附件。按附件规

定折旧年限已计提完折旧但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费用。本办法出台后首次开展成

本监审，按企业折旧年限已计提完折旧但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费用。

（三）以下固定资产折旧费不得计入定价成本：

１．未经有权限的行业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建设的管道资产。

２．政府无偿投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和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

３．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资产。

４．从管道运输企业分离出去的辅业、多种经营等资产。

５．铺底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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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未投入实际使用、不能提供固定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资产。

７．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

８．其他不应当计提折旧的情形。

第十四条　计入定价成本的摊销费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摊

销无形资产（不含商誉）原值、规定的摊销年限，采用直线摊销法核定。评估增值部分不计入无形

资产原值。

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有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从其规定或约定；没有规定或约定的，

原则上按不少于１０年摊销，与管道相关的土地使用权按４０年摊销。

第十五条　运行维护费各构成项目核定方法如下。

（一）材料费、燃料动力费按照管道运输企业监审期间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平均水平核定。

（二）修理费按照管道运输企业监审期间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平均水平核定，每年最高不超

过当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固定资产年末原值的２．５％。

（三）输气损耗按照管道运输企业监审期间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平均水平核定，每年核定的

损耗气量最高不超过当年输气量的０．２％。

（四）职工薪酬的核定。中央和地方国有管道运输企业的工资总额参照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同

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国有企业工资管理办法核定。未达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确定

的工资总额的，剔除不合理因素后据实核定。其他管道运输企业的工资水平参考同地区国有管道

运输企业水平合理核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分别按计入定价成本的工资总额和

管道运输企业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为依据核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

按照规定的标准核定。

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最高不得超过计入定价成本的工资总额的１４％、８％，住房公积

金、工会经费按照规定的基数和计提比例确定。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按照管道运输企业监审期间剔除不合理因

素后的平均水平核定，应当符合行业公允水平。业务招待费不得超过当年管道运输业务收入的

５‰。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按照现行国家税法规定以监审期间最末一年水平核定。

第十七条　管道运输业务和其他业务的共用成本，应当按照具体成本变动动因进行合理分

摊。

第十八条　总周转量为企业所有天然气管道周转量之和，按照管道运输企业监审期间最末一

年周转量实际水平核定。单条管道周转量＝管道运输合同约定路径的距离×结算气量。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开展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天然气管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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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成本监审工作，或参照本办法，结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情况，制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内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８年。

附件：管道运输企业固定资产定价折旧年限及残值率表

附件

管道运输企业固定资产定价折旧年限及残值率表

序号 资产分类 折旧年限（年）残值率（％）

１ 天然气管道 ４０ ０

２ 储油气水及化学化工容器设施 ２５ ５

３ 工程机械、道路运输设备 １０ ５

４ 发变电机组、变电、配电设备及设施、锅炉等 ２０ ５

５ 油气水集输处理设施工艺管网、供排水设施工艺管网、通信线路、通信设
备、供排水设施

１５ ５

６ 自动化控制设备、通用测控仪器设备、安全检（监）测仪器、制造和机修加工
设备

１２ ５

７ 计算机类设备 ５ ５

８ 办公设备、生产、生活辅助配套设备 １５ ５

９ 生产经营用房 ３０ ５

１０ 非生产用房（办公） ５０ ５

１１ 构筑物（桥梁、架、码头、公路、沟渠） ２５ ５

注：未列示的其他固定资产按照企业规定折旧年限上限、残值率５％计提折旧。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２０２１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８３３号　　　　　二二一年六月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电价信号作用，合理引导投资、促进资源高效

利用，推动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２０２１年光伏发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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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等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２１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以

下简称“新建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

二、２０２１年新建项目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

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以更好体现光伏发电、风电的绿色电力价值。

三、２０２１年起，新核准（备案）海上风电项目、光热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当地省级价格主管部

门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价高于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的，基准价以

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结算。

四、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光伏发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新能源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

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１日起执行。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号　　　　　二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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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７４８０ ７７８０ ５．７６ ７５８０ ７８８０ ５．８３ ７６８０ ７９８０ ５．９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７９４７ ８２４７ ６．２１ ８０４７ ８３４７ ６．２８ ８１４７ ８４４７ ６．３６

９５＃汽油（国Ⅵ） ８４１４ ８７１４ ６．６３ ８５１４ ８８１４ ６．７１ ８６１４ ８９１４ ６．７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５４０ ６８４０ ５．７９ ６６４０ ６９４０ ５．８７ ６７４０ ７０４０ ５．９６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９５０ ７２５０ ６．１３ ７０５０ ７３５０ ６．２２ ７１５０ ７４５０ ６．３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２号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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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７５５５ ７８５５ ５．８１ ７６５５ ７９５５ ５．８９ ７７５５ ８０５５ ５．９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０２６ ８３２６ ６．２７ ８１２６ ８４２６ ６．３４ ８２２６ ８５２６ ６．４２

９５＃汽油（国Ⅵ） ８４９８ ８７９８ ６．７０ ８５９８ ８８９８ ６．７７ ８６９８ ８９９８ ６．８５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６１０ ６９１０ ５．８５ ６７１０ ７０１０ ５．９３ ６８１０ ７１１０ ６．０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０２５ ７３２５ ６．２０ ７１２５ ７４２５ ６．２８ ７２２５ ７５２５ ６．３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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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０号　　　　　二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７８３０ ８１３０ ６．０２ ７９３０ ８２３０ ６．０９ ８０３０ ８３３０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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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８３１８ ８６１８ ６．４８ ８４１８ ８７１８ ６．５６ ８５１８ ８８１８ ６．６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８８０６ ９１０６ ６．９３ ８９０６ ９２０６ ７．０１ ９００６ ９３０６ ７．０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６８７５ ７１７５ ６．０７ ６９７５ ７２７５ ６．１５ ７０７５ ７３７５ ６．２４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３０６ ７６０６ ６．４３ ７４０６ ７７０６ ６．５２ ７５０６ ７８０６ ６．６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开展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

行业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７号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局、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２０２０〕１２９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清理规范专项工作

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是城镇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益

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事关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省政府高度重视《意见》在我省的落实

工作，将全面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作为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重要举措

和重点工作。各地要深刻认识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统一思想，强化责任担当。认真领会《意见》精神，把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工作作为年

度重要任务来抓，确保清费工作取得实效。

二、建立专项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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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发改、财政、住建、市场监管、经信、能源等有关部门，要尽快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安

排专人负责对接有关工作，深化细化实化专项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部门任务分工，指导县（市、

区）开展清理规范专项工作，确保专项清理全覆盖、不留死角，督促所辖范围内各相关企业全面清

理取消相关不合理收费。

三、开展全面摸排工作

各地抓紧开展清理规范专项工作，按照“全面摸排、双边调查、应报尽报”的原则，对全省供水

供电供气行业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摸排。

（一）部署企业自查。按照属地原则，安排部署辖区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企业开展全面自查，

查清经营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收费情况，包括企业所有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收

费范围、收费金额和收费依据等，形成企业自查报告。

（二）开展调研核查。结合企业自查情况，组织开展双边调研核查，既要从企业侧调研收费情

况，又要从用户侧了解缴费情况，既要摸排执行政府定价的收费项目，又要查清市场化的收费项

目，全面掌握全省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情况，确保不合理收费全部取消。

四、相关要求

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自３月１日起执行。在清理规范过程中，同步深化供水供电供气行

业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工程安装、维护维修领域的价格

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依法查处价格违法以及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行政权

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

各市（州）要对照《意见》要求，结合各企业全面自查报告、县（市、区）调查情况及调研核查情

况，梳理形成本市（州）清理规范收费专项工作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市县级工作开展情况、所辖

范围内企业清理规范情况、清理规范中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并于５月１０日前将正式

报告反馈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能源监

管办和省能源局。

附件：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

办函〔２０２０〕１２９号）

附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

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函〔２０２０〕１２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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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组织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清理规范城镇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是城镇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具有显著的基础性、

先导性和自然垄断性，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近年来，我国城镇公用设施

建设不断加强，公用事业市场化积极推进，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量持续上升，但仍存在部分地区服

务收费的项目偏多、标准偏高、行为不规范，部分企业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

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行业收费，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经营

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社

会负担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理清价费关系、完善价格机

制、提升服务质量，现就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以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市场化改革，区分网络型自然垄

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明确属性定位，合理界定政府、企业、用户的权利义务，进一步深化公用事业

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提升对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的科学

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有效发挥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降低城镇经济社会运行基础成本，不断

提高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权责对等。科学界定政府、企业、用户的权责关系，实现主体明确、价费清晰、权责相

符。按照“谁运营、谁负责”、“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明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使用、监管等主

体责任，引导公用事业属性合理定位和成本合理分担。

———坚持清费顺价。坚决清理取消各种形式的不合理收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成本主要

通过价格得到补偿。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项目，合理确定成本构成，加强成本监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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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价格形成机制，科学确定价格水平。

———坚持标本兼治。着眼长远，着力当下，既要抓紧解决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又要持续深化行业管理体制、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政府监管体

系，建立健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坚持稳步推进。统筹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妥善处理经济效益

与社会公平、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因地制宜、稳慎推进，采取综合有效措施保

障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５年，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科学、规范、

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政府投入机制进一步健全，相关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法、价

格行为和服务规范全面覆盖，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二、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

（一）供水环节收费。取消供水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水报装工程验收接

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接水费、增容费、报装费等类似名目开户费用，以及开关闸费、竣工核验费、竣

工导线测量费、管线探测费、勾头费、水钻工程费、碰头费、出图费等类似名目工程费用。

（二）供电环节收费。取消供电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电报装工程验收接

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移表费、计量装置赔偿费、环境监测费、高压电缆介损试验费、高压电缆震荡

波试验费、低压电缆试验费、低压计量检测费、互感器试验费、网络自动化费、配电室试验费、开闭

站集资费、调试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三）供气环节收费。取消燃气企业应通过配气价格回收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涉及建筑区

划红线外市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类似名目费用；涉及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连接的

接驳费、开通费、接线费、切线费、吹扫费、放散费等建设及验收接入环节费用；涉及建筑区划红线

内至燃气表的设施维修维护、到期表具更换等费用。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不相关

或已纳入工程安装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开口费、开户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管费、通气

费、点火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四）供暖环节收费。取消北方采暖地区城镇集中供热企业向用户收取的接口费、集中管网

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类似名目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属于用户资产的供热设施经验收合格依法

依规移交供热企业管理的，相关维修维护等费用由供热企业承担，纳入企业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

用户收取。

（五）接入工程费用。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

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

生的任何费用。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

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按规定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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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各类收费。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装置强制检定收费；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或用户自愿委托相关机构对计量装置进行检定的，按照“谁委托、谁付费”

原则，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但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题的，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承担检定

费用，并免费为用户更换合格的计量装置。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任何单位代

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网的

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费用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再向用户收取。新建商品房、保障性

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房屋开

发建设成本，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投入使用后，可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实行

专业化运营管理，相关运行维护等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以上收费项目，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全部取消；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

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气暖价格、建立健全补贴机制逐步取消，具体取消时间由各地确定。

三、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一）完善供水价格机制。城镇供水价格应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加快建立健全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基础，有利于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进节约用水的价格

机制。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含二次加压调蓄）设施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的，其运行维

护、修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成本。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及行业发

展需要、社会承受能力、促进全社会节水等因素，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供水价格。

（二）完善电价机制。结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逐步理顺输配电价结构，加快形成结构优化、

水平合理的输配电价体系。平稳推进上网电价机制改革，有序放开各类电源上网电价，完善跨省

跨区电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放开除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以外的用电

价格，逐步取消工商业目录电价。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健全差别电价机制。深入研究并逐步

解决电价政策性交叉补贴问题。

（三）完善配气价格机制。城镇配气价格应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加快核定独立配气价格，由燃气企业投资建设的市政管网、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外的管网，企

业自用的储气设施，以及其他与配气业务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纳入配气价格有效资产。建筑区划

红线内按法律法规规定由燃气企业承担运行维护的成本，以及燃气表后至燃具前由燃气企业为排

除安全隐患而开展的上门服务、安全检查、设施修理、材料更换等服务成本，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四）完善供暖价格机制。城镇集中供暖价格应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热力销售价格，稳步推进计量收费改革，具备条件的地区逐步实行基

本热价和计量热价相结合的两部制热价，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按供热面积计收热费。热电联产的

供热企业，应将成本在电、热之间合理分摊。

四、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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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可保留的收费项目。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设施产权分界点以后至用水用电用气

用热器具前，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延伸服务等，应明确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允许收取

合理费用，实行明码标价。对市场竞争不充分、仍具有垄断性的少数经营服务性收费，可依法实行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程费用，可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自筹、用户

出资等方式筹措，具体方式和费用分摊方案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

（二）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制定完善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明确成本

构成，细化职工薪酬、折旧费、损耗等约束性指标，合理制定价格。少数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的工程安装收费，要合理确定利润率，偏高的要尽快降低。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由各地区结

合实际明确。对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各地区应参照当地大工业输配电价中的基本电价水平，并

根据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合理制定。对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继续减免系统备用费。加强成本

和价格信息公开，保障用户知情权。

（三）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应抄表到户、服务到户，严格按照政府规

定的销售价格向终端用户收取水电气暖费用。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

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应按照政

府规定的销售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水电气暖费用应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

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不

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经营者要建立健全各项收费及费用分摊相关信息的

公示制度，及时向终端用户公开。严禁以强制服务、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严禁供水

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实施垄断行为，对违反反垄断法、妨碍市场公平竞争、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

者利益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五、提升服务水平

（一）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快完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等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工程验收、运行维护等制度规定，明确工程验收标准和

程序，加强标准协调衔接，加快形成系统性技术标准体系。对于已有技术标准的，要进一步梳理完

善，及时调整不合理规定；对于尚无技术标准的，要加快制定，尽快出台。

（二）加快完善行业服务质量体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制定

完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服务质量规范和评价体系。加强行业服务质量管理，通过采取行业服

务质量评估、公开通报行业服务情况等方式，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

（三）不断提高企业服务水平。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

务水平，向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稳定、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制定简捷、标准化的服务办理流

程，公开服务标准、资费标准等信息，严格落实承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推进“一站式”办理

和“互联网＋”服务模式，推动申请报装、维修、过户、缴费、开具发票等“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

办结”，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动有关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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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善发展环境

（一）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坚持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先规划后建设、先

地下后地上，加强专项规划编制，统筹城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确保老城区与新城区及园

区互联互通，地上与地下整体协调，避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储备土地应进行必要的前期开发建

设，完善与地块相关的道路及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落实工程建设资金，确

保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步使用。与储备土地直接相关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可按规定纳入土地开发支出，不得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负担。

（二）加快放开经营服务市场。深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

准入限制，推动向规模化、集约化、跨地区经营方向发展，促进行业提质增效。支持通过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混合经营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增加市场供给。创新项目投资运营

管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促进设计施工、工程验收、运行维护等环节公平竞争。

鼓励推进企业主营业务和工程设计施工业务分离，同步加强工程设计审查、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

工作，确保工程质量。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鼓励各地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立

健全地方性法规，合理界定政府、企业、用户的权利义务。尤其对建筑区划红线内外的工程，要分

清管网设施设备产权和运行维护、抢修、更新改造的责任，明晰管理边界，确保主体明确、权责相

符。

七、切实抓好政策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的重要

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强化责任担当。各地方人民政府要明确部门任务分工，建立

联合工作机制，逐项细化分解工作任务；落实主体责任，取消收费项目后属于公共服务范围的，应

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补偿等方式保障公共服务供给。

（二）稳妥推进实施。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深化细化实化改革措施，兼

顾各方利益，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应对预案，稳妥把握节奏和力度，合理设置过渡期，确

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特别是对需要理顺价格的，要精心选择合适时机，对低收入群体予以重

点关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确保平稳落地。对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的供水供

电供气供暖企业，要合理制定相关收费标准，明确政府付费和使用者付费的界限，妥善处理好价格

补偿和政府补贴的关系，保障项目正常运营。

（三）强化监督检查。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要按照“规范化、标准化、便民化”要求，全面梳

理自查现行收费项目和标准，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纠正强制性收费，降低偏高收费标准。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安装、维护维修领域的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着力查处

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取不合理费用以及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曝光，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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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作用。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清理规范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典型经验做法，加强政策解读，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意见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６８号　　　　　二二一年三月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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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０９０ ８３９０ ６．２１ ８１９０ ８４９０ ６．２８ ８２９０ ８５９０ ６．３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５９３ ８８９３ ６．６９ ８６９３ ８９９３ ６．７７ ８７９３ ９０９３ ６．８４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０９７ ９３９７ ７．１５ ９１９７ ９４９７ ７．２３ ９２９７ ９５９７ ７．３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１２５ ７４２５ ６．２８ ７２２５ ７５２５ ６．３７ ７３２５ ７６２５ ６．４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５７０ ７８７０ ６．６６ ７６７０ ７９７０ ６．７４ ７７７０ ８０７０ ６．８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

四川省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川省分行

转发《关于公布２０２１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８６号　　　　　二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发行各市（州）分行：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关于公布２０２１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２７２号）转发你们，请按通知要

求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８８号　　　　　二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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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３２５ ８６２５ ６．３８ ８４２５ ８７２５ ６．４６ ８５２５ ８８２５ ６．５３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８４３ ９１４３ ６．８８ ８９４３ ９２４３ ６．９５ ９０４３ ９３４３ ７．０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３６０ ９６６０ ７．３５ ９４６０ ９７６０ ７．４３ ９５６０ ９８６０ ７．５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３５５ ７６５５ ６．４８ ７４５５ ７７５５ ６．５６ ７５５５ ７８５５ ６．６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８１４ ８１１４ ６．８６ ７９１４ ８２１４ ６．９５ ８０１４ ８３１４ ７．０３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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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３１号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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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２００ ８５００ ６．２９ ８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６．３７ ８４００ ８７００ ６．４４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７１０ ９０１０ ６．７８ ８８１０ ９１１０ ６．８５ ８９１０ ９２１０ ６．９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２２０ ９５２０ ７．２５ ９３２０ ９６２０ ７．３２ ９４２０ ９７２０ ７．４０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２３０ ７５３０ ６．３７ ７３３０ ７６３０ ６．４６ ７４３０ ７７３０ ６．５４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６８２ ７９８２ ６．７５ ７７８２ ８０８２ ６．８４ ７８８２ ８１８２ ６．９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４１号　　　　　二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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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６．３７ ８４００ ８７００ ６．４４ ８５００ ８８００ ６．５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８８１６ ９１１６ ６．８６ ８９１６ ９２１６ ６．９３ ９０１６ ９３１６ ７．０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３３２ ９６３２ ７．３３ ９４３２ ９７３２ ７．４１ ９５３２ ９８３２ ７．４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３３０ ７６３０ ６．４６ ７４３０ ７７３０ ６．５４ ７５３０ ７８３０ ６．６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８８ ８０８８ ６．８４ ７８８８ ８１８８ ６．９３ ７９８８ ８２８８ ７．０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７号　　　　　二二一年二月八日

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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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鼓励疾控机构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２０２０〕２３０号）要求，结合《四川省财政

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有

关事项的通知》（川财规〔２０２０〕１２号）相关规定，现就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规定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收费标准为７２元／人·次

（含检测试剂）。

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单位为我省具备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资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费对象为自愿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的人员。

三、在收费标准执行期限内，收费单位严格按规定收费，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

围、提高收费标准，并在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收费单

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通知。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

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７６号　　　　　二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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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４７５ ８７７５ ６．５０ ８５７５ ８８７５ ６．５７ ８６７５ ８９７５ ６．６４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００２ ９３０２ ７．００ ９１０２ ９４０２ ７．０７ ９２０２ ９５０２ ７．１５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５２８ ９８２８ ７．４８ ９６２８ ９９２８ ７．５６ ９７２８ １００２８ ７．６３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５００ ７８００ ６．６０ ７６００ ７９００ ６．６８ ７７００ ８０００ ６．７７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９６８ ８２６８ ６．９９ ８０６８ ８３６８ ７．０８ ８１６８ ８４６８ ７．１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９８号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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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８７００ ９０００ ６．６６ ８８００ ９１００ ６．７４ ８９００ ９２００ ６．８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２４０ ９５４０ ７．１８ ９３４０ ９６４０ ７．２５ ９４４０ ９７４０ ７．３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９７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７．６７ ９８８０ １０１８０ ７．７５ ９９８０ １０２８０ ７．８２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７７１５ ８０１５ ６．７８ ７８１５ ８１１５ ６．８７ ７９１５ ８２１５ ６．９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９６ ８４９６ ７．１９ ８２９６ ８５９６ ７．２７ ８３９６ ８６９６ ７．３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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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１年丰水期外送电价格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１〕１３５号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为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鼓励和加大四川水电外送，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化

改革要求，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６２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差收入使用问题的批

复》（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２０６５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和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安排，现

将２０２１年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格结算等问题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我省２０２１年中长期外送水电通过市场化方式组织实施，其中对于电厂按省内铝电合作交

易年度签约总电量一定比例获得的外送奖励电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按上网电价挂牌价与电厂

进行结算，其余电量继续按２０２０年中长期水电外送电价结算方式，即上网电价挂牌价减去１．３

分／千瓦时后与电厂进行结算，产生的１．３分／千瓦时价差收入具体安排方案另文明确。

二、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严格执行上述电费结算价格政策，并于今年１２月底前向我委（价

格处）上报实施结果。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做好２０２１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１〕２４３号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根据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要求，国家以于２０１８年明确了居民用气价格改革方案。近期

上游企业拟据此调整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切实做好２０２１年居民用气终端

销售价格调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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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建立完善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为适应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需

要，各地要加快建立完善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与上游供气价格联动机制。尚未建立联动机制的地

方，要抓紧开展相关工作，严格履行听证程序，择机出台联动机制。已建立联动机制的地方，要结

合调价工作适时评估完善。建立健全价格联动机制，应配套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要求燃气企业定

期报送价格和成本等相关信息并主动向社会公开，对故意瞒报、虚报信息以及公布虚假信息的企

业，可通过降低终端气价疏导幅度、从低确定配气价格核价参数、实施失信惩戒等方式给予惩治。

鼓励探索构建采购价格约束和激励机制，当采购价格高于合理价格时，高出部分不疏导或少疏导；

当采购价格低于合理价格时，低于部分由燃气企业和用户分享。

二、因地因时制宜疏导终端销售价格。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调整后，各地应结合当地居民

用气价格联动机制有关规定、配气价格核定情况，综合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燃气企业经营状况及当

地财政状况等因素，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时制宜，自主决策终端销售价格调整幅度、调整时间

等。从严控制调价幅度，原则上此次销售价格调整幅度不得超过上游基准门站价格调整幅度，不

得将以前积累的矛盾在此次调价中解决。调整价格时，要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履行调价程序，做到

公开透明。未建立居民价格联动机制或联动机制未经过听证的，应当履行听证程序。２０２１年如

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原则上应在５月底前完成。

各地要按照《关于加强和完善我省配气价格监管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０５号）相关要

求，及时核定配气价格，加强配气价格监管，规范燃气价格行为，切实降低偏高的管输价格。

三、落实好有关补贴政策。各地要按照《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８〕２７８号）要求，落实好政府补贴政策，确保低收入群体不因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调整而降

低生活水平。

四、切实落实工作要求确保有序平稳

（一）各地要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工作。

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市、县人民政府担负主体责任，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具体落实。各地要统筹谋

划、整体部署，精心设计方案实施，严格履行调价程序，做好宣传引导、舆情应对、应急措施等各环

节工作，确保方案平稳落地。

（二）加强舆情监测和应对，制定应急预案，加强与财政、民政、宣传、网络管理、公安等部门的

协同，细化工作安排，完善保障措施，确保顺利实施、确保社会稳定。

（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天然气价格政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反价格政策的行为，

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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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与

意大利库内奥美术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１〕３１３号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核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学费标准的请示》（成职院〔２０２１〕２５号）收悉。根据

省政府对你院与意大利库内奥美术学院正式设立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库内奥艺术设计学院，实施专

科学历教育项目的批复及教育厅对你院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经研究，现对你院库内奥艺术

设计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库内奥艺术设计学院专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２５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同时，

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五、此标准从２０２１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与美国菲迪

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１〕３４８号　　　　　二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与美国菲迪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云计算方向）专科教育项目

学生学费标准的请示》（川邮职院〔２０２１〕１４号）收悉。根据教育厅对你院与美国菲迪大学合作举

办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云计算方向）专科教育项目的批复及对你院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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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现对你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美国菲迪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云计算方向）专科学历教育学生学

费１８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同时，

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五、此标准从２０２１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政策规定，按

新政策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四川大学与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１〕３９５号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四川大学：

你校《关于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本科教育项目学费标准的请示》收悉。根据教育部对你校与德

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的批复及教育厅对你校

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经研究，现对你校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校与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学

费６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同时，

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五、此标准从２０２１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政策规定，按

７５



新政策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成都大学与英国斯特灵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２１〕３９７号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成都大学：

你校《关于与英国斯特灵大学合作设立成都大学斯特灵学院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

费标准的请示》（成大〔２０２１〕３２号）收悉。根据教育部对你校与英国斯特灵大学合作设立成都大

学斯特灵学院的批复及教育厅对你校办学收费标准的初审意见，经研究，现对成都大学斯特灵学

院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成都大学斯特灵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学历教育学生学费６０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国内教育阶段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

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学校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实行专项核算。同时，

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

五、此标准从２０２１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政策规定，按

新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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