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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目的是支持实体经济，因此，我们更关

心降成本政策本身的逻辑性，以及降下来的成本对实体经济

产生的真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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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多个场合，提及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这既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国内经济

形势的内因，又有应对全球竞争处理

复杂国际环境的外因，其兼具必要性

和紧迫性。

然而，降低用能成本并不能简单

理解为降电价、降气价。在运用价格

手段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同时，更要

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企业内部合

理用能，这是保证实体经济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目的

是支持实体经济，因此我们更关心降

成本政策本身的逻辑性，以及降下来

的成本对实体经济的真实效果。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是后疫情时代的稳定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紧

紧围绕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推

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国家发展

改革委于6月24日发布《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政策的通知》，要求将除高耗能以外

的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5%政

策延长到今年年底。这无疑为广大企

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注入了一针稳

定剂。

企业发展离不开电力，对于部分

企业而言，降低用电成本对于降低企

业成本具有明显的效果。按照近年我

国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用户投入产出

表计算，电力成本在企业总生产成本

中的比重平均为2.8%。而在采矿业、

化工、金属冶炼等行业，用电成本占

企业总成本的4%～9%。

然 而 ， 阶 段 性 降 低 企 业 用 电 成

本，是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性的行政

手段，利用政府有形之手会力度强、

效果快，但不一定能解决根本矛盾，

只可作为权宜之计。下一步，若将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惠及广大用户，还需

建立符合国情的电力市场。

趋势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是电改深水区的探路石
过往3年，降低企业用电成本都被

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2018年首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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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提出，深化电力市场化改

革，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

用电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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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价格手段降低企业用

能成本的同时，更要注重通

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企业内部

合理用能，这是保证实体经

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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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环境的外因，兼具必要性和紧迫

性。

然而，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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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在通过价格手段降低企业用能成

本的同时，更要注重通过市场化方式

推动企业内部合理用能，这是保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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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因此我们更关心降成本政

策本身的逻辑性，以及降下来的成本

对实体经济的真实效果。

现实逻辑：

为经济助力 为企业减负
过往3年，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都被

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2018年首次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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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提出，深化电力市场化改

革，清理电价附加收费，降低制造业

用电成本，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

10%。

2020年提出，推动降低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降低工商业电价5%的政策

延长至今年年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

全球经贸摩擦加剧，这些政策无疑为

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广大企业渡过难

关注入了一针稳定剂，也意味着降低

企业成本，已经成为当下国家推动实

体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2020年时间过半，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降低

企业用能成本的政策，截至6月30日，

分别累计为用户减少用电成本450亿

元和92亿元，有力支持了企业复工复

产，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其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上半年

减免大工业企业电费211亿元、一般工

商业企业电费110亿元，支持性两部制

电价政策减免电费129亿元；下半年将

继续执行降低用电成本政策，预计全

年减免电费约926亿元。

此外，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三家石油石化企业，上半年累计降低

下游企业用能成本180亿元。

然而，阶段性降低企业用能成

本，只是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性的行政

手段，利用政府有形之手会力度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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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形势下，推动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对保就

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输血、

强心效果明显。只有成本降

下来，效益提上去，企业才

能有活力，经济发展才能有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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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中消费侧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

步、提质增效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供

给侧的成本，这是降低一般工商业电

价政策的产业链逻辑。

我国实体经济用能数量巨大,用能

成本相对较高。以电费为例，我国的电

力市场存在交叉补贴的现象,工商业电

价要高于居民电价。过去5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降低工商业

企业用电成本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效

果。但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是否就意

味着降电价？工作重点是否仅放在供给

侧？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忽略了对企

业内部降成本的引导,尽管以行政手段

降电价的政策和手段频出,部分企业不

合理用电产生的高额电费等问题依然凸

显。所幸的是，前述通知提到的7个方

面任务中，专门强调要“激励企业内部

挖潜”，明确提出“引导企业创新管理

挖潜增效。支持企业通过模式创新、研

发创新、管理创新，提高成果转化率和

附加值”等举措，有望充分发挥需求侧

的作用，促进供应与需求的各方联动，

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补上最后的

“短板”。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增强企业竞争

力,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经之路。同时，

果快，但不一定能解决根本矛盾。下一

步，还需要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发力，才

能使企业减负迎来更多红利。

深层逻辑：

为高质量发展护航
7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

重点工作的通知》，从减税降费、强

化金融支持、降低用能用地成本等7大

方面细化23项具体任务，为全年降成

本工作明确了路线图。降低用能成本

正是题中之义。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能源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许

多结构性矛盾有待解决，必须做长远

打算。在当前形势下，推动降低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对保就业、保民生、

保市场主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输

血、强心效果明显。只有成本降下

来，效益提上去，企业才能有活力，

经济发展才能有动力。

一般工商业用户具有“一点通处

处”的特点，降低成本对生产和消费

两端的刺激带动作用很大。一般工商

业提供的服务，上承农副产品、原材

料等生产环节，下联居民等终端消费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更是一个涉及政

策、监管、技术、管理、金融等多维

度的系统工程。

本期封面策划，我们希望通过四

位专家的多角度解读、一线实践的经

验成果，尝试梳理出降成本的逻辑，

即要实现降成本的目标，不能仅靠某

个或某几个环节，而应依靠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

对于上游企业，可以通过推进以

“市场化、透明度、高效率”为重点

的改革，进一步拓展降本空间，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下游用户，可以通过改进用

能方式、提升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

降低用能总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从

根本上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以及用

能成本下降的目标，而这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标志。

当下，作为降成本主体的能源主

管部门和企业，既要以更加专业的知

识和技术力量，保障降价等改革红利

不折不扣地传递到所有用户，避免

“中梗阻”，又要指导和协助用电、

用气客户加强节能管理，不断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尽快收获能源价格下降

带来的红利。

（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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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仍有部分

实体经济体会不到获得感。究其原

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政策主要

集中在降电价、降气价，通过市场方

式和专业化服务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

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二是对于用能成

本占比不大的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政

策对于企业的帮助非常有限。

因此，贯彻执行降低企业用能成

本政策，必须要有目标导向，不能跟

着感觉走。特别要避免出现用市场的

方式诊断，却开了计划模式的药方。

市场化交易对于降低用户用能成本的

作用日益凸显，要进一步有序放开一

般工商企业进入能源市场，切实降低

工商业用户用电、用气成本。

同时，市场化交易释放的价格红

利，也会刺激用户增加用能量，将对

电力、油气企业增供扩销起到积极作

用，从而实现双赢。

落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企业在行动
落实降低企业用能成本，企业发

挥了带头作用。特别是电网企业，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累计降

低客户用电成本450亿元。其中减免

大工业企业电费211亿元、一般工商

10%。

2020年提出，为应对疫情，阶段

性降低非高耗能工商业电价5%的政策

延长至今年年底。

由此可见，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已经成为国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

目标是“加快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

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

能源价格的机制”，这一改革预期与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目标并不违背。

全面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将要面对的是

成千上万的企业，过去的做法过于依

赖行政手段，降本空间已十分有限。

未来，需要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

方式推动企业内部合理用电，这是切

实把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落实到位的关

键。因此，只有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融入电力市场化改革之中，国民经济

才能获得电改红利，高质量发展才不

会成为空谈。

贯彻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市场在召唤
过去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

推出了一系列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政

业企业电费110亿元，支持性两部制

电价政策减免电费129亿元。下半年

将继续执行降低用电成本政策，预计

全年减免电费约926亿元；南方电网

公司上半年累计为南方五省区用户减

少用电成本92亿元，惠及企业799万

户，有力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助推

经济社会发展。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并不只是电

网企业的任务。之前存在的误区就在

于，不少企业和政府部门简单认为降

低企业用电成本就是降电价，忽略了

引导企业内部降成本的途径，尽管降

电价等政策和手段频出，部分企业不

合理用电产生的高额电费等问题依然

凸显。同时，这些机构和企业过于把

注意力集中在发电端、电网侧，没有

把降成本的目光聚焦到企业本身。

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过程中，

企业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同样重

要。下一步，需要全面加强广大企业

的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才

能实现降低用能成本低目标。因此，

能源企业要以更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力

量，指导和协助用电、用气客户加强

节能管理，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收获能源价格下降的效果。

（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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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中消费侧对我国制造业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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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要高于居民电价。过去5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降低工商业

企业用电成本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效

果。但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是否就意

味着降电价？工作重点是否仅放在供给

侧？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忽略了对企

业内部降成本的引导,尽管以行政手段

降电价的政策和手段频出,部分企业不

合理用电产生的高额电费等问题依然凸

显。所幸的是，前述通知提到的7个方

面任务中，专门强调要“激励企业内部

挖潜”，明确提出“引导企业创新管理

挖潜增效。支持企业通过模式创新、研

发创新、管理创新，提高成果转化率和

附加值”等举措，有望充分发挥需求侧

的作用，促进供应与需求的各方联动，

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补上最后的

“短板”。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增强企业竞争

力,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经之路。同时，

果快，但不一定能解决根本矛盾。下一

步，还需要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发力，才

能使企业减负迎来更多红利。

深层逻辑：

为高质量发展护航
7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

重点工作的通知》，从减税降费、强

化金融支持、降低用能用地成本等7大

方面细化23项具体任务，为全年降成

本工作明确了路线图。降低用能成本

正是题中之义。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能源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许

多结构性矛盾有待解决，必须做长远

打算。在当前形势下，推动降低企业

生产经营成本，对保就业、保民生、

保市场主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输

血、强心效果明显。只有成本降下

来，效益提上去，企业才能有活力，

经济发展才能有动力。

一般工商业用户具有“一点通处

处”的特点，降低成本对生产和消费

两端的刺激带动作用很大。一般工商

业提供的服务，上承农副产品、原材

料等生产环节，下联居民等终端消费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更是一个涉及政

策、监管、技术、管理、金融等多维

度的系统工程。

本期封面策划，我们希望通过四

位专家的多角度解读、一线实践的经

验成果，尝试梳理出降成本的逻辑，

即要实现降成本的目标，不能仅靠某

个或某几个环节，而应依靠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

对于上游企业，可以通过推进以

“市场化、透明度、高效率”为重点

的改革，进一步拓展降本空间，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下游用户，可以通过改进用

能方式、提升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

降低用能总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从

根本上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以及用

能成本下降的目标，而这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标志。

当下，作为降成本主体的能源主

管部门和企业，既要以更加专业的知

识和技术力量，保障降价等改革红利

不折不扣地传递到所有用户，避免

“中梗阻”，又要指导和协助用电、

用气客户加强节能管理，不断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尽快收获能源价格下降

带来的红利。

（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