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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优化电力接人营商环境实施办法(试行)

为持续优化巴中市电力接入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电力运行

保障体系，按照国家、省、市关于深化营商环境和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的工作要求，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四川省营商环境

指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 ((巴中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等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营商环境创建工作要求，对标

先进地区"获得电力"提升方式，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立足用户需求，创新服务方式，通过优化电力接入

流程、简化审批、压缩时限、落实责任、务求实效、强化协调等

综合举措，进一步提升电力接入的服务效率和水平，为我市打造

"全省最优、全国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支撑，全面提升用户

电力接入获得感。

二、实施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申请业扩新装、增容等服务的 10 千伏及

以下单电源非居民用户。

三、工作目标

推行低压小微企业用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

办电环节压减为申请受理和装表接电 2 个，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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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原则上不超过 2 个工作日;有外线施工，不须占道、掘路的，

用时原则上不超过 5 个工作日;有外线施工，须占道、掘路的，

用时原则上不超过 7 个工作日。

推行高压用电"省力、省时、省钱"服务，办电环节压减为

申请受理、供电方案答复、外部工程实施和装表接电 4 个，单电

源 1250 千伏安及以下办电时间 10个工作日以内，单电源 1250
千伏安以上办电时间 18 个工作日以内。

政务服务大厅推行涉电行政审批"一窗受理"、"并联审

批"，办理环节压减至 1 个，办理时限压减至 4 个工作日。其中

低压和 1250 千伏安及以下的单电源用户并联办理时限压减至 1
个工作日，电力接入成本中市政公用设施赔偿费设施重置价压减

为 100%。
四、工作任务

(一)进一步优化办电流程，提升电力接入使利度

按照"能并则并、能简则简、分类处理"的原则，提前研究、

一口受理、精简材料、优化流程、并联审批，最大程度减少用户

时间成本。

1. 压缩低压用户办理流程

( 1)申请受理环节。开展"一站式"服务，推广"互联网+"

线上受理，用户在"网上国网" APP、"国网四川电力"微信公众

号等线上渠道提交申请后，供电企业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受理

签约，实现全程网办。精简申请资料，低压非居民用户申请资料

精简为用电主体资格证明、用电地址权属证明 2 项。申请受理完

成后 1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勘查。〔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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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 2 )装表接电环节。对不涉及外线施工的低压用户，供电

企业在现场勘查时同步完成装表接电，接电时间不超过 2 个工作

日。对涉及外线工程施工的低压用户，供电企业在取得占道(挖

掘)办理许可后 4 个工作日内完成外线工程建设并装表接电，同

时保证接电总时间不超过 7 个工作日。〔牵头单位:市经信局;

责任单位: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2. 压缩高压用户办理流程

(1) 申请受理环节。参照低压用户申请受理执行。精简申

请资料，高压单电源用户申请资料精简为用电主体资格证明、用

电地址权属证明 2 项。〔牵头羊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国网

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是: 2020 年 9 月〕
( 2 )供电方案答复环节。低压用户取消供电方案答复环节，

10千伏 1250 千伏安及以下单电源用户在 4个工作日内答复供电
方案， 10千伏 1250 千伏安以上单电源用户在 8个工作日内答复
供电方案。〔牵头羊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国网巴中供电公

司;时间节，包:2020 年 9 月〕
( 3)外部工程实施环节。 10 千伏电力用户自行组织设计、

施工的外线工程，要加强用户受电工程建设市场管理，协调工程

设计、设备厂商、施工单位，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供电企业要加

强工程建设质量验收管理，严禁使用非标准和不合格设备，对

10 千伏单电源普通用户取消设计审查和中间检查环节;受电工

程建设完成，提出验收申请后， 1250 千伏安及以下在 2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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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完成竣工验收， 1250 千伏安以上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竣工
验收。〔牵头羊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国网巴中

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 4 )装表接电环节。供电企业并行开展合同签订和装表接

电，在用户外部工程及受电工程验收合格后， 2个工作日内完成
合同签订和装表接电。〔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市住

建局，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二)优化行政审批办理

1.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电力接入工程涉及的规划许可、占

道许可、掘路许可、绿化许可等行政审批事项全面入驻政务服务

大厅工程建设综合窗口，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办

理环节压减至 l 个，办理时限压减至 4 个工作日。其中低压和

1250 千伏安及以下的单电源用户井联办理时限压减至 l个工作
日。依托四川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题开展电力接入工

程并联审批，实现"全程网办

公用设施赔偿费设施重置价压减为 l山O∞O侃%0 (牵头单位:市住建

局;责任羊位: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2. 精简行政审批申请资料。在四川政务服务网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专题"电力报装外线工程项目"场景中在线填写《巴中市

电力、自来水、燃气、通讯等接入市政主网占用(挖掘)城市道

路及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并联办理申请表及承诺书)) ，并上传

规划许可手续及《施工和交通疏解组织方案)) 2 项。各类电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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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项目均由电力建设单位申请办理。〔牵头羊位:市住建局;责

任单位:市经信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三)降低获得电力成本，提升电力接入透明度

1. 降低用户接电成本。全面落实低压小微企业用户电力接

入"零投资飞原则上城市地区 160 千瓦及以下、农村场镇 100

千瓦及以下、农村其他地区 50 千瓦及以下采取低压方式接入电

网，低压电能表及之前设施由供电企业出资建设。高压用户结合

当地电网承载能力就近接入电网。〔牵头羊位:市经信局;责任

单位: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2. 推广供电线上服务渠道。推广"网上国网" APP 、"国网
四川电力"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服务渠道，引导用户线上查询业务

进程、查看电费账单、开具电费发票、评价服务质量，根据用户

需要提供发票送票上门等便民服务。〔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

任单位: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

节点: 2020 年 9 月〕

3. 公开办电服务信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主动、及时向

社会公开电费电价、收费项目及标准、办电流程、技术标准等信

息，保障用户知情权。〔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国网

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4. 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台、网络主流媒体、

微信、微博、短视频、楼宇广告等媒介多渠道宣传优化电力营商

环境改革举措，进一步提高市民对获得电力的知晓度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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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用户满意度达到 100%0 [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

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四)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1. 推进配电网升级改造。继续做好电网规划，加大对网架

基础薄弱的重点区域、重点线路开展整治改造工作，补齐配电网

短板、消除设备安全隐患。〔牵头羊位:市发展改革委;责任单

位:市经信局，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但: 2020 年 12 月〕

2. 加强用户设备安全管理。加强用户电力设备设施安全检

查，进一步促进用户产权电力设施安全可靠运行。〔牵头羊位:

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

消防支队、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3. 加快推进用户产权线路移交。鼓励居民小区红线外专用

线路等设施移交供电企业专业运维并负责升级改造，整合配电网

资源，提高电网安全可靠性。〔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

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l一12 月〕

4. 持续提升供电可靠率。加大电网设备升级改造和智能化

设备应用。 2022 年底前，巴中市中心城区、市区、城镇、农村

地区平均停电时间减少至 1.8 小时/户、5 小时/户、9 小时/户、

15 小时/户。〔牵头单位:市经信局;责任单位:国网巴中供电

公司;时间节点: 2020 年 9 月〕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府组织领导。依托以巴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

长、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总经理为双组长的巴中市优化电力接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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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全市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工作，协

调解决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推进工作的督导检查。

(二)明确相关配套政策。各相关部门应按照本实施办法的

总体要求和时间安排，及时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文件，同

时加强对各区县的监督、考核和评估，确保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发挥实效。

(三)加大媒体宣传引导。各相关部门和供电企业要形成合

力统一筹划，在电视台、网络主流媒体、微信、微博、短视频、

楼宇广告等媒介上宣传获得电力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努力营造全

社会支持电网建设的良好氛围，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四)强化信用评价支撑。建立覆盖用户、利益相关单位、

供电企业等各类主体和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许可等各环节的

行业信用体系，纳入政府信用信息平台管理，发现承诺不兑现或

弄虚作假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并加

强跨部门联合惩戒。

六、施行日期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根据营商环境提升水平状况

进行调整。

附件: 1. 巴中市低压非居民用户外线接入工程工作流程

2. 巴中市 10 千伏单电源非居民用户外线接入工程工

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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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一10一

巴中市低压非居民用户外线接人工程工作流程

办理绿化许可

(住l.t局�园林绿化)

市住建局协调



附件 1-2

巴中市 10千伏单 lt1i.原非居民用户外线接人工程工作;在程
申i肯受理环节 供电方案答复环节 外部工程实施环节 装表接电环节

飞\/ \/ \ / /

\下.\
申请受理 供电方案答复 装表接电

(1 个工作日) (1250 千伏安及
L. I •I 叶 I:l: l~bU 千

(2 个工作 A)

以下，4个工作日， 办理规划许可 伏安以 1:. :l个工作问---. ←--
1250千伏安以 1:，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日个工作A)

-. 办理占道许可 >--
现场查勘及供

{公安局-交管)

申请受理
电方案答复

外线工程头�施 竣工验收 装表送电...• --(1儿也企业) ('1:l}jJjIJ" ) (1且也企业) (fJ\电企业)
(供屯企业)

v
L一---v一~

办理掘路许可 、or v
-一�..� >--

市经信局协调 市经信局协调
(城~执法局成交边-~各政) 市经信局协调 市经信局协调

-. 办理绿化许可

(住这局-园林绿化)

Tlï位应局协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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