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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電價上下浮動擴至20%
發改委：10月15日起有序全部放開 高耗能企業交易價無上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由煤價大漲、供應緊張等因
素引發的限電潮席捲全國大部分省市，推動內地電價改革加速邁出關鍵
一步。國家發改委 12 日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
化改革的通知》，從 10 月 15 日起有序放開全部燃煤發電電量上網電
價，並擴大市場交易電價的上下浮動範圍。國家發改委表示，此次改革
的核心是要建立「能跌能漲」的市場化電價機制，未來企業用電成本會
有所增加，但升幅有限。專家則預計高耗能企業受影響最大，政策繼續
從需求側壓制高耗能行業。

文件提出，燃煤發電的電量原則上要全
部進入電力市場，通過市場交易，在
「基準價+上下浮動」的範圍內形成上網電
價，將形成「市場煤」「市場電」的煤電
市場格局。同時，擴大燃煤發電市場交易
價格浮動的範圍。由現行的上浮不超過
10%、下浮原則上不超 15%，擴大為上下
浮動原則上均不超過20%。

有利於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國家發改委介紹，2020 年已有超過 70%
的煤電電量通過市場交易形成上網電價。
而近期國際市場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國內
電力、煤炭供需持續偏緊，一些地方出現
拉閘限電，給正常經濟運行和居民生活帶
來影響。此次進一步改革有利於發揮市場
機制作用，理順「煤」和「電」的關係，
促進發電行業平穩運行。
文件專門提到，高耗能企業市場交易電
價不受上浮 20%限制，還將引導高耗能企
業的市場交易電價實現相對更多的上浮，
倒逼高耗能企業節能減排，改善電力供求
狀況。

推動工商業用戶按市價購電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萬勁松指出，目
前，大約 44%的工商業用電量已通過參與
市場形成用電價格。此次改革，明確提出
有序推動工商業用戶都進入電力市場，按
照市場價格購電，取消工商業目錄銷售電
價。尚未進入市場的工商業用戶中，10 千
伏及以上的工商業用戶用電量大、市場化
條件好，全部進入市場；其他工商業用戶
也要盡快進入。屆時，目錄銷售電價只保
留居民、農業類別，基本實現「能放盡
放」。

用電多、能耗高的企業多付費。其他工商
業用戶，單位產品生產用電少，用電成本
在總成本中佔比總體較低，市場交易電價
出現一定上浮，企業用電成本會有所增
加，但總體有限。
國家發改委測算顯示，在當前形勢下，
市場交易電價可能出現一定上浮，企業用
電成本會有所增加，但全國工商業企業用
電成本佔總成本平均約 1.3%，此次改革最
多可能推高約 0.15 個百分點，總體影響有
限。

鼓勵地方補貼小微企業
為減少電價上漲對企業的衝擊，彭紹宗
介紹，政府對不同用戶作了針對性安排，
一是要求各地根據情況有序推動工商業用
戶進入市場，並建立電網企業代理購電機
制，確保平穩實施。二是鼓勵地方通過採
取階段性補貼等措施對小微企業和個體工
商戶實行優惠。三是繼續落實好已經出台
的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中小微企業融資、
製造業投資等一系列惠企紓困措施。
早前山東等煤炭大省亦發文，加快推進
電價市場化改革，保障燃煤發電企業正常
運營，蒙西、寧夏、上海、山東、廣東等
地更率先打破發電側電價過去只能下浮的
慣例，允許市場化電量部分成交價格在基
準價基礎上上漲 10%，開啟電價上漲通道
以疏導發電成本。

保居民農業用電穩定 對物價影響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一級巡
視員彭紹宗 12 日表示，此次電價市場改
革，特別強調要保持居民、農業用電價
格的穩定，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沒有直接影響。
「如果市場交易電價上浮，會在一定
程度推高企業特別是上游生產企業用電
成本，對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有
一定推升作用，但改革措施有利於改善
電力供求狀況，更好保障企業用電需
求，促進企業平穩生產、增加市場供
給，從總體上有利於物價穩定。」彭紹
宗表示，總體來看，此次電價市場改革

對物價水平的影響有限。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萬勁松亦表示，
此次改革，明確居民，包括執行居民電價
的學校、社會福利機構、社區服務中心等
公益性事業用戶，以及農業用戶用電，由
電網企業保障供應，仍執行現行目錄銷售
電價政策。「改革實施後，居民、農業用
戶將和以往一樣購電用電，方式沒有改變，
電價水平也保持不變。」

全力保障今冬明春電力供應
國網能源研究院財會與審計研究所所
長李成仁對此表示，此次電價市場改
革，短期看，通過市場機制確保發電企

業「有錢買煤」以及持續健康發展，全
力保障今冬明春的電力安全穩定供應。
從長期看，通過推動煤電、工商業用戶
全部進入市場，進一步擴大市場範圍，
建立起順暢且閉環的價格傳導機制。同
時，多措並舉穩定居民、農業用電價
格，保障居民、農業用電安全。
李成仁認為，對居民、農業用戶而
言，短期內不適宜進入電力市場參與交
易，用電繼續執行現行目錄電價政策。
為堅決保障居民、農業用電價格穩定，
文件要求由低價電源優先提供居民、農
業用電來源。該舉措立足中國國情，穩
定了居民農業交叉補貼來源。

電價改革四大舉措

讓用電多能耗高企業多付費
「全面放開燃煤發電上網電價，擴大上
下浮動範圍，在電力供需偏緊的情況下，
市場交易電價可能出現上浮，在一定程度
上推升工商業企業用電成本。」發改委價
格司副司長、一級巡視員彭紹宗指出，分
用戶類別來看，對高耗能企業市場交易電
價，規定其不受上浮 20%限制，就是要讓

●此次改革多措並舉穩定居民、農業用電價格，保障居民農業用電安全。圖為早前濟南膠濟鐵路黃台站工作人員在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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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序放開全部燃煤發電電量上網電價，燃煤發電電
量原則上全部進入電力市場，通過市場交易在「基準價+
上下浮動」範圍內形成上網電價。
●二是擴大市場交易電價上下浮動範圍。將燃煤發電市場
交易價格浮動範圍由現行的上浮不超過 10%、下浮原則
●圖為華能一間電廠。

戴行：寫字樓租賃兩年來首現正吸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香港經濟
逐步回到正軌，商廈及舖位租賃市場轉趨
活躍。戴德梁行 12 日發表 2021 年第三季
寫字樓及商舖租賃市場回顧及展望，指出
上季寫字樓租賃市場錄 32.77 萬方呎的正
吸納量，是2019年第三季以來首見，並修
訂今年寫字樓租金走勢預測，由約 8%至
13%跌幅減至約 4%至 6%；該行又指街舖
租賃最壞時間已過，預計中環、旺角舖租
將有1%至3%按季升幅。

今年租金跌幅料大幅收窄

戴德梁行香港董事總經理蕭亮輝表示，
今年第三季隨着香港寫字樓租賃活動開始
復甦，租金跌幅亦較上一季度收窄，而季
內更錄得自 2019 年第三季以來的正吸納
量，為 32.77 萬方呎，頂租總面積亦按季
減少 12%至約 6.2 萬方呎。另外，期內待
租率按季下跌約0.5個百分點至13.9%，反
映租賃市場活動有擴張的情況。
戴德梁行執行董事、香港寫字樓部主管
韓其峰指，過去兩三季商廈租賃表現好
轉，惟整體氣氛仍未回到疫情及修例風波
前的水平，而明年第二、三季將踏入商廈
供應高峰期，對商廈租金構成壓力，預計
第四季度租金將進一步下降1%至1.5%，而
正吸納量將會於季內繼續，而待租率將會
於13.9%的穩定水準。
戴德梁行執行董事、香港商舖部主管林應
威表示，第三季零售市場表現理想，零售額
按年錄約8.1%增幅，又指街舖租金「最壞時
間」經已過去，季內中環、旺角及尖沙咀空
置率都有改善，其中旺角空置率按季大幅減
少約7.3個百分點，跌至約10.9%。

上不超過 15%，擴大為上下浮動原則上均不超過 20%，
高耗能企業市場交易電價不受上浮20%限制。
●三是推動工商業用戶都進入市場。
●四是保持居民、農業、公益性事業用電價格穩定。

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憂掀新監管風暴 嚇跌港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外電
12 日報道指內地正調查國有金融機構
與民營企業的關係有否走得太近，特別
針對恒大、海航等的貸款來源。市場擔
心內地再掀新一輪金融監管風暴，連升
3 日的港股升勢斷纜，大市再失守
25,000 點大關。恒指全日收報 24,962
點，跌 362 點或 1.4%。券商股率先下
挫，中金大跌 8.3%，四大國有銀行大
致企穩，但涉及大量貸款予恒大的民行
則跌2.5%。
《華爾街日報》及道瓊斯通訊社 12
日引述消息稱，內地有關部門調查國
有金融機構與民營企業的關係會否太
親近，重點對象是 25 家金融機構，包
括國有銀行、投資基金和金融監管機
構，本月開始檢視相關機構的貸款文
件、投資記錄，要求回答與民企的交
易是如何決策等。若有任何人涉及不
當交易，可能會被正式調查甚至檢
控。內地多家銀行曾經貸款給出現債
務危機的恒大，以及去年破產的海
航。

大市3連升斷纜 失守25000
市場擔心內地可能會加強金融企業的
監管 ，加上美股及 A 股向下，使港股
在連升 3 日後要回吐，大市 12 日低開
329 點，跌幅一度擴大至 460 點，失守
25,000點大關，全日收報24,962點，回

調 362 點或 1.4%，前幾日大幅反彈的
科指調整幅度最多，全日要挫 3.2%報
6,199 點，國指亦跌 1.7%。成交額因颱
風「圓規」逼近，交投縮減至 1,371 億
港元。
據報有關方面更已派員進駐部分金融
機構，消息使中資券商股 12 日沽壓沉
重，中金大跌 8.3%，中信証券亦跌
6.8%，廣發跌 6.7%。四大國有銀行則
大致企穩，當中中行收升 0.37%、工行
升 0.23% 、 建 行 升 0.37% 、 農 行 跌
0.37%；涉及大量貸款予恒大的民行，
股價則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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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銀股普穩 科技股急回吐
之前作為大市火車頭的科技股，12
日趁勢回調，美團回吐 3%，阿里巴巴
跌3.9%，騰訊跌2.6%，小米跌2.5%。
另外，A 股回調，平保急跌 5.2%，是
表現最差藍籌。個別內房股有反彈，潤
地及碧桂園分別升 2.7%及 3.3%，是升
幅最大藍籌。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表
示，大市在急速反彈後稍見回吐是正常
現象，短期後市能否再作進一步反彈，
除了要看 20 天及 10 天線外，更重要的
是成交金額，如果動力減弱，整個反彈
勢頭將漸受規限。
中金的預測估計，10 年期美國國債
息率在今年底有望衝擊 1.9%高水位，

到 2022 年底，更可能進一步升至 2.1%
附近。分析顯示，如果美債息率繼續上
行，中國利率有可能保持下行趨勢，中
國股市或有擾動，但相信有關影響相對
有限，中國市場走出獨立行情的可能性
更大。

航運費或臨頂點 航運股挫
中金另一份報告又稱，航運費的頂點
或已臨近，完全消化當前供應鏈節點
中，但累積的貨量或仍需要 1 至 2 個季

度，故料行業回歸常態化，或在明年首
季至第三季，具體時間取決於會否再有
額外的供給衝擊。航運股 12 日普遍向
下 ， 中 遠 海 能 跌 逾 5% ， 中 外 運 跌
2.3%。
個股方面，債務問題困擾的恒大，
旗下恒大汽車聲稱其汽車型號「恒馳
5」，將於明年初在天津面世，股價彈
升 4.6%。中糧家佳康價量齊升，全日
漲 6.8%，主要因該公司 9 月生鮮豬肉
銷量達 1.64 萬噸，按月增加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