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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两头”取得重
要进展

万劲松说，按照电力体
制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
总体要求，此次改革，在“放开
两头”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
集中体现为两个“有序放开”。

在发电侧，有序放开全
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我国
燃煤发电电量占比高，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在发电侧上网
电价形成中发挥着“锚”的作
用。目前，已有约70%的燃
煤发电电量通过参与电力市
场形成上网电价。此次改
革，明确推动其余30%的燃
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
场，这将进一步带动其他类
别电源发电电量进入市场，
为全面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
奠定坚实基础。

在用电侧，有序放开工
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目前，大
约44%的工商业用电量已通
过参与市场形成用电价格。
此次改革，明确提出有序推动
工商业用户都进入电力市场，
按照市场价格购电，取消工商
业目录销售电价。尚未进入
市场的工商业用户中，10千
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
量大、市场化条件好，全部进
入市场；其他工商业用户也
要尽快进入。届时，目录销
售电价只保留居民、农业类
别，基本实现“能放尽放”。

通知同时明确，对暂未
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
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代理
购电价格主要通过场内集中
竞价或竞争性招标方式形
成。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
优惠政策。

万劲松说，改革的核心
是真正建立“能跌能涨”的市
场化电价机制。从当前看，

改革有利于进一步理顺“煤电”
关系，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从长远看，将加快推动电力中
长期交易、现货市场和辅助服
务市场建设发展，促进电力行业
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并将对加快推动发用电计划改
革、售电侧体制改革等电力体
制其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
下浮动范围

通知明确，扩大市场交易
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将燃煤发
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
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
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
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
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
浮20%限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
司长、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说，这
有利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让电价更灵活反映电力供
需形势和成本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
难、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应，抑
制不合理电力需求，改善电力
供求状况，更好保障电力安全
稳定供应。

“明确高耗能企业市场交
易电价不受上浮20%的幅度
限制，有利于引导高耗能企业
市场交易电价多上浮一些，这
样可以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成
本上升压力，抑制不合理的电
力消费；也有利于促进高耗能
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他说。

对物价水平影响总体有限

此次改革将对工商业用户
用电成本和物价水平产生哪些
影响？

彭绍宗说，全面放开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扩大上下浮动

范围，在电力供需偏紧的情况
下，市场交易电价可能出现上
浮，在一定程度上推升工商业
企业用电成本。但分用户类别
看，对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
价，规定其不受上浮 20%限
制，就是要让用电多、能耗高的
企业多付费。其他工商业用
户，单位产品生产用电少，用电
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总体较
低，市场交易电价出现一定上
浮，企业用电成本会有所增加，
但总体有限。

他说，考虑到不同用户的
情况，围绕此次改革作了针对
性安排：一是各地根据情况有
序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
并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
制，确保平稳实施；二是鼓励地
方通过采取阶段性补贴等措施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
优惠；三是继续落实好已经出
台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中小
微企业融资、制造业投资等一
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彭绍宗说，此次改革特别
强调要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
格稳定，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没有直接影响。如果市场交易
电价上浮，会一定程度推高企业
特别是上游生产企业用电成本，
对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有一定
推升作用，但改革措施有利于改
善电力供求状况，更好保障企业
用电需求，促进企业平稳生产、
增加市场供给，从总体上有利
于物价稳定。总体看，此次改
革对物价水平影响有限。

通知明确，居民（含执行居
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
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
户）、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
供应，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
政策。彭绍宗说，改革实施后，
居民、农业用户将和以往一样
购电用电，方式没有改变，电价
水平也保持不变。

新华社记者安蓓

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83512260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购买“五虎将”即开票 惊喜不停
活动期间购买体彩“五虎将”即开票，扫描保

安区二维码（中奖票须先进行兑奖）可直通参与
抽奖，赢取心仪奖品。每人每天最多有5次扫票
抽奖机会。

“五虎将”即开票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国系列
产品，设计运用古典风格、国潮风形式重现三国
英雄人物。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5位上
将飒爽英姿，唤醒每个人回忆中的三国印象。

票面精美绚丽，观赏性、收藏性兼备。
不仅如此，“五虎将”即开票本身还有更多

惊喜，面值20元，20次中奖机会，采用“找中奖
符号”玩法，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简单有趣，包容
性强，容易上手，最高可中100万元。

9月17日~10月14日，参与体彩在线试刮
活动或扫描“五虎将”即开票，感受指尖魅力，赢
取5G手机等多种奖品，等你来参与！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热线电话：85286795

双响炮齐发 2注双色球头奖降通城
2021年9月30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21112期开奖，当期开奖号码为：红球05、06、21、
25、28、33；蓝球07。当期全国一等奖开出22注，单
注奖金539.44万元，江苏喜获其中2注，被南通市海
门区32060710和32060746站点揽获。

据了解，32060710 站点的中奖票是一张 56
元的自选复式票，除中得 1注一等奖外，还中得
12注三等奖，15注四等奖，共收获奖金5433421
元；32060746 站点的中奖票是一张1800元的自
选复式票，除中得1注一等奖外，还中得1注二等
奖，30注三等奖，180注四等奖，350注五等奖，81

注六等奖，累计收获奖金5571690元。位于海门
区三星镇星镇路的710站点已经开设十余年了，
得知站点中了大奖，站主夫妻俩特别开心，同样
激动的还有 32060746 站点，同一个区域同一期
两个站点同时中到一注双色球头奖，这种情况还
真不多见。

10月8日上午，市福彩中心副主任顾永周一行
分别前往两个中奖站点，各送去了4000元站点奖励
及喜报、横幅，庆贺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顾永周
主任表示，南通福彩始终秉承公益初心，践行福彩社
会责任，希望彩民朋友继续支持福彩事业。

最
新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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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京、易烊千玺、段奕宏主演《长津湖》
吴京、章子怡、徐峥主演《我和我的父辈》
辛云来、冯祥琨主演《五个扑水的少年》

10月15日19:30——越剧《明州女子尽封王》
10月16日19:30——越剧《红楼梦》
10月22日19:30——京剧《大宅门》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
电 台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
近日受访时称，“2028年前
可达成台美‘建交’目标”。
有岛内网友讽刺说，“又在做
白日梦”“欺骗人民”。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

“这就是白日梦。他把这个
梦带进棺材里也实现不了。”

马晓光应询时还强调，台
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
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
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
是有承诺的，美国应切实恪守
这个承诺，不要向“台独”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更不要给“台
独”势力撑腰打气，以免进一步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 石龙洪

新华社伦敦10月12日
电 英国议会下院12日发表
的英国首份新冠疫情调查报
告指出，英国未能在大流行
早期采取更多措施阻止新冠
病毒传播，这是该国最严重
的公共卫生领域失败之一。

报告指出，尽管来自中
国和意大利的证据表明，新
冠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会
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会导致
严重疾病且当时无法治愈或
得到有效治疗，但英国在疫情
最初几周采取的措施太少，
无法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报告指出，英国没有充
分利用从亚洲国家得到的经
验。报告说：“英国在大流行
最初几周时所蒙上的无知面
纱，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报告说，大流行初期英国
政府作出的应对计划，只是将
疫情当作流感来处理，并没有
吸取“非典”（SARS）冠状病
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冠状病毒及埃博拉病毒暴发的
经验教训，而且政府完全根据
3年前的预测，严重低估新型
冠状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

报告认为，此次危机暴露
了英国“政府机制的重大缺
陷”。报告列举了包括政府首
席科学和医学顾问等数十名专
家的观点指出，英国应该更早
推出保持社交距离、隔离、检测
及全面封锁等防疫措施。

英国政府12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英国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 8231437 例 ，累 计 死 亡
137944例。 郭爽

建立“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
——我国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2028年前台美“建交”？
国台办：这就是白日梦

国家发展改革委12日发布通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
场化改革。我国将在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同时，有序放开全部燃
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
进入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此次改革，在“放开两头”即放开发电侧上网电价、用户侧销售电价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标志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英国发布首份新冠疫情报告
这是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领域失败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