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经信电力〔 2018 〕 179 号

关于印发（2018年全省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

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供电公司，有关企业：

为维护正常供用电秩序，保障全省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可

（此件依申请公开）



2018年全省有序用电方案

今年，受国家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政策影响，部分省内新

建机组和省外配套电源建设投产延后，新增供电能力明显低于

原规划安排，夏季用电高峰期存在500万千瓦左右的供电缺口，

电力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 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维护正

常的供用电秩序，切实保障居民生活和重要用户电力供应，根据

《山东省有序用电管理实施办法》（鲁经信电力〔2016〕190号）制

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电力供应保障工作部署，积极应

对可能出现的电力供应时段性紧缺形势，统筹地区经济结构、发

展需求、用电特点、内部装机等因素，有序衔接电力供需，维护正

常供用电秩序，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切实保障居民生活和重

要用户电力供应。

（一）服务大局。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以
“

电网安全、社会稳定、服务发展
”

为目标，合理配置

电力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二）预防为主。 加强电力供需平衡预测分析，超前编制有

序用电实施方案，及时发布电力供需预警信息，强化有序用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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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准备工作。

（三）稳定有序。 坚持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供电紧张时期，

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涉及公众利益、国家安全等优先购电用户

电力供应，限制关停淘汰类、过剩产能、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及景

观亮化工程用电。

二、限额用电指标分解和实施方案编制

（一）指标分解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分析研判全省

2018 年电力供需平衡形势，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政策，综合各地经

济结构、用电构成、负荷特性和压减煤炭总量强停机组情况，研

究确定有序用电压限负荷指标并分解下达到各市。

今年，90% 的压限指标参照 2017 年各市工业用电（或统调

用电负荷）占比进行分解，其中，若全网供电缺口不超过 750 万

千瓦，参照 2017 年各市工业用电占比分解；若缺口超过 750 万千

瓦，超出部分参照各市 2017 年同期统调用电最高负荷占比进行

再分配。 10% 的剩余压限指标在以上分解的基础上，按照工业

或统调用电负荷占比（权重40%）和停机容量占比（权重ω%），

加权平均追加给 2017 年因压减煤炭总量强令机组停机的地市

（见附件1）。 对今年仍采取强令停机措施的地市，实施压限负

荷时加大限额用电比例。

（二）方案编制

1.落实限额指标。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根据省里下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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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用电压限负荷指标，综合考虑地区用电负荷结构、电力需求

走势等因素，会同市供电公司分解下达各县（市、区）压限指标

（见附件匀，组织指导并审核汇总各县（市、区）有序用电实施方

案，形成本市年度有序用电方案，于5月31日前报当地人民政

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市级有序用电方

案压限负荷能力不得低于省里下达的压限指标。

2.加强用电情况调研。方案编制前，各县（市、区）经济和信

息化部门组织当地供电公司对本地区用电负荷进行全面梳理，

对纳入方案的用户现场调研，逐户开展用电情况分析，掌握生产

特点、负荷特性、负荷终端装用情况及跳阁轮次安排等信息，填

写附件3 -9。 要根据调查情况科学编制方案，报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审核。 为更好地适应短时间、临时性电力缺口，各县（市、

区）将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的大型用户单独编组，按照W级指标编

制 2018 年度紧急错避峰方案（填写附件 10）。

有序用电方案必须明确各预警等级的相关企业具体执行要

求，县（市、区）各级有序用电实施方案压限负荷能力不得低于市

里下达的压限指标。 对于获得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称

号、通过A级以上评价的企业，在方案编制、组织实施中优先保

障。

3.细化落实企业有序用电措施。各有关电力用户结合本行

业生产特点和自身实际，按照要求编制班次轮换、设备检修和生

产调休等内部负荷控制措施，制定内部预案。 调控指标按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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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落实到具体车间、设备和班组，并将负荷控制措施报本市

（县、区）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和供电公司备案。 迎峰度夏（冬）期

间，有序用电责任人的联系电话要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确保

及时接收有序用电指令，按要求执行方案。

三、组织实施

（一）预警启动

1.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密切跟踪电力需求走势，准确预测

全省电力供应缺口，并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2.预判出现电力缺口时，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将拟启动有

序用电预警等级报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同意后下达各市，并立

即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3.各市接到省下达的有序用电预警启动通知后，立即通知

所辖县（市、区）及相关电力用户，按既定预警等级方案执行落实

有序用电措施。

4.相关用户接到有序用电指令后要立即响应，按照指令要

求采取措施，确保内部负荷调控指标落实到位。

5.当日若出现供电能力不足（前目未下达有序用电压限负

荷指标，但因机组非计划停运等不可控因素出现供电缺口），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提前4小时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同意后，启

动实施紧急错避峰方案。 当供电缺口较大超出紧急错避峰压限

能力、突发事件导致执行时间不足或备用严重不足时，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严格执行事故拉闸序位表、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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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急预案和黑启动预案，确保电网运行安全。

（二）执行操作

原则上按照先错峰避峰 t 再限电的顺序安排电力平衡，将有

序用电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有序用电执行期间，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应组织各市、县（市、区）供电公司，利用有序用电智能

决策系统监控、统计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压限指

标执行到位。全网有序用电工作结束时，各级供电企业应及时

告知相关用户，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各级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

密切跟踪有序用电执行情况以及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发现问题

及时协调解决，对于确因生产安全、能源供应等需特殊保障的企

业和地区，要及时报告。

（三）情况统计

各市供电公司将有序用电影响的用电负荷、用电量，于次日

上午9点前报当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汇总后于10点前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有关要求

（一）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发电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设备检

修维护，抓好电煤库存和设备运维，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和满

发满供。电网调度机构要加强机组运行考核管理，稳定和深挖

电网可用出力，积极向上级电网公司沟通汇报，稳定和增加外电

送入，最大限度争取榆横和锡盟特高压交流送我省与华北电网

的分电比例，努力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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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供电服务水平。各级电网企业要充分利用微信、

平台、广播、电视、电话、短信等方式，对有序用电工作进行宣传

报道，及时将电力供需形势和有序用电的目的、意义及措施向社

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宣传解释到位。 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

服务水平，认真听取、妥善解决用户反映的实际问题。

（三）深挖能效管控潜力。 鼓励用户建设电力需求侧管理

系统（平台），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用电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减少

有序用电对企业生产的影响。 鼓励售电公司、电能服务机构针

对用户特点，提供定制化的电能管理套餐，提供更全面、系统的

能源管理服务。 探索建立电力 需求响应市场化机制，通过市场

补偿方式鼓励引导电力用户主动参与错避峰用电，缓解供电紧

张矛盾。

（四）强化电网应急处置能力。 当电网供电能力发生变化

时，统筹调整相关电力用户的用电方案，以使用户有计划地调整

生产班次或轮休避峰用电。各级电网企业要提高突发事故情况

下的应急处置能力，紧急状况下，严格执行事故拉闸序位表、处

｜ 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和黑启动预案，确保电网总体

（ 稳定运行。

（五）规范市场管理考核。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用户与其

他用户共同承担有序用电义务，按照有序用电方案确定的顺序

及相应的比例参与有序用电。 因执行有序用电导致的偏差电量

不纳入偏差考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根据电力需求侧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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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及有序用电智能决策监控系统数据，做好有序用电影响电量

统计梳理，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审核后，报山东能源监管办公室

备案，作为减免考核依据。 当面临电力短缺情况时，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可依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暂停市场交易，组织实施有序用

电方案。 增量配电试点项目根据进展情况，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项目正式运行后，统一参与有序用电工作。

（六）推进源网荷友好互动。各市要积极协调供电企业、电

力用户做好源网荷友好互动体系建设，做好用户告知、负荷调

研、用电设备排查、设备安装、系统开发、通讯网络建设等，确保

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纳入源网荷友好互动体系建设的客户，

系统建成前正常参与有序用电，系统建成后另行通知安排。

（七）确保执行措施落实到位。各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要认

真履行有序用电组织协调职责，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确

保有序用电措施执行到位。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将利用电力需求

侧管理平台和有序用电智能决策监控系统等途径进行监督检

查，并抽取用户了解情况，执行不到位的严格按《山东省有序用

电管理实施办法》（鲁经信电力〔 2016 〕 190 号）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 实际工作中遇到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及时报本级政府和

上级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妥善解决问题，做好舆情监测和

宣传引导。

（八）方案执行期限。 本方案自方案下发之日起实施，至次

年方案下发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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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8 年各市有序用电压限负荷指标

2.××市 2018 年有序用电压限负荷指标安排方案

3.××市 2018 年电力用户用电基本信息调查表

4.××市 2018 年电力用户用电信息统计表

5.××市 2018 年用户有序用电错避峰方案

6.××市 2018 年用户有序用电轮休方案

7. ××市 2018 年用户有序用电错峰检修方案

8.××市 2018 年用户有序用电错时生产方案

9. ××市 2018 年用户有序用电停产限电方案

10. x x市 2018 年用户有序用电紧急错避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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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问

2018年各市有序用电压限负荷指标

单位： 万千瓦

地区 VI级蓝色 V级蓝色 W级蓝色 E级黄色 II级橙色 I 级红色

全省 100 200 300 500 750 1500 

济南 0.00 0.00 4.37 13.11 24.03 72.89 

青岛 2.92 5.84 9.52 28.05 51.21 132.55 

淄博 7.59 15.17 21.67 34.68 50.93 92.58 

枣庄 3.57 7.14 10.71 17.19 25.29 49.72 

烟台 11.37 22.74 34.36 55.22 81.29 154.06 

海坊 12.94 25.88 38.29 61.37 90.21 180.42 

济宁 6.20 12.39 18.13 29.01 42.61 85.63 

滨州 5.96 11.92 17.02 27.23 40.00 72.70 

德州 5.29 10.57 15.11 24.17 35.50 68.36 

聊城 6.08 12.15 20.10 32.67 48.38 97.65 

泰安 4.17 8.34 11.91 19.06 27.99 55.51 

临沂 9.78 19.56 27.94 44.69 65.64 131.71 

荷泽 5.09 10.19 15.17 24.34 35.79 76.83 

东营 9.91 19.82 29.22 46.80 68.78 114.17 

威海 3.07 6.15 8.78 14.05 20.64 37.07 

日照 2.98 5.97 8.53 13.64 20.03 40.12 

莱芜 3.13 6.25 9.28 14.87 21.87 42.06 

i主：1、 各市统调企业自备机组自发自用负荷不参与各等级负荷缺口调控。

2 、 全省统调公用电厂厂用电负荷不参与各等级负荷缺口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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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市2018年有序用电压限负荷指标安排方案
单位： 万千瓦

县区 VI级蓝色 V级蓝色 W级蓝色 E级黄色 II级橙色 I级红色

全市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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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市2018年电力用户用电基本信息调查表
用户名：

户号 用电地址 所属行业

主变容量CkVA) 备用容量（kVA) 运行容量（kVA) 所属变电站

最大负荷（kW) 正常负荷（kW) 保安负荷（kW) 所属线路

企业负责人 企业有序用电

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检修时间 检修主要设备 减少负荷（kW)

设备检修安排

．．．．．． 

企业生产运行特点和

适合的有序用电方式

供电公司定点督查人员： 〈签字〉 联系电话：

一 12 一



附件4

X ×市2018年电力用户用电信息统计表
用户名：

非生产性负荷 生产性负荷 错避峰能力

紧急避峰 计划避峰 阶段避峰
正常

用电
避峰

重
(30 分钟 (24 小时 (24 小时

时段安排
负荷

用电 可眼 重
ex 生产线〉 可限

单位 晌应 以内〉 以内〉 以上〉
负荷类型 负荷 负荷 要 负荷 负荷 要

CkW) CkW) ’性 主要设备情况 (kW) CkW) 
能耗 时间 ’性 避峰 负荷 避峰 负荷 避峰 负荷

（分） 负荷 限额 负荷 限额 负荷 限额
(kW) (kW) (kW) (kW) (kW) (kW) 

照

早峰 2 空 2 
8:00-

12:00 
. 3 ．． ． 3 

� A日‘ 

照

腰峰 2 空 2 
12:00-

17:00 
3 ．．． 3 

� k,.. 日

照

晚峰 2 空 2 
17:00-

22:00 
3 ．．． 3 

合 A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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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市2018年用户有序用电错避峰方案
单位：千瓦

用户 供电 基负 数荷 保负荷安
是否高耗

用户名称 编号 线路 有序用电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能高排放
企业

VI级 V级 IV级 m级 II级 I 级
蓝色 蓝色 蓝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注：有序用电等级对应填写不同等级下允许用户使用的用电负荷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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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市2018年用户有序用电轮体方案

单位：千瓦

轮休时间 是否高耗
用户 行业 供电 负荷 保留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能高排放用户名称
编号 分类 线路 基数 负荷 开＊停＊ 开＊停＊ ．．． ．．． 

企业

注：轮休原则上以“周”为周期安排， 如“ 开六停 一”

、
“

开五停二”、 “开四停三”

、
“

开三停四”等， 亦可以根据本地区或企业实际以其他天数为周期安排，如“开

七停七” 、“开三停三”等， “ 开审停＊”列对应填写用户减产停产的时间要求， 如“用 一 、 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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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市2018年用户有序用电错峰检修方案

单位： 千瓦

用户名称 用户编号 行业分类 供电线路 负荷基数 保留负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一 16 一



附件8

××市2018年用户有序用电错时生产方案

单位：千瓦

用户名称 用户编号 行业分类 供电线路 负荷基数 保留负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一 17 一



附件9

××市2018年用户有序用电停产限电方案

单位： 千瓦

用户名称 用户编号 行业分类 ｛共电线路 负荷基数 保留负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一 18 一



附件10

××市2018年用户有序用电紧急错避峰方案

单位：千瓦

用户名称 用户编号 行业分类 供电线路 负荷基数 保留负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一 1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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