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四季度云南电力市场主体信用评价

分析报告

按照《云南电力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实施细则》要求（以

下简称“细则”），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四

季度电力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工作。评价情况如下：

一、评价概况

（一）参评范围

截止 2018 年 12 月纳入目录的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和售

电公司，共计 7662 家市场主体参加本次评价。

评价以本季度交易数据和市场主体提交数据为样本，按

交易单元为评价基本单元，生成各交易单元评价结果。根据

准入时提交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取企业所属交易单元评价

结果的最低值，归并为该企业最终评价结果，归并形成 6165

家企业的评价结果。

（二）评价结果

售电公司方面，11 家售电公司获得 AAA 等级，较上期评

价增加 2 家；获得 AA-及以上等级的售电公司共计 44 家，较

上期评价增加 13 家。其中，本次评价按照细则要求，将售

电公司评价范围覆盖至纳入目录的全部售电公司，较上一期

评价增加了对未参与交易售电公司的评价。



发电企业方面，228 家发电企业获得 AAA 等级，较上期

评价增加 46 家；获得 AAA 等级以下的发电企业共计 15 家，

较上期减少 8 家。

用电企业方面，5368 家获得 AAA 等级，较上期评价增加

666 家；获得 AAA 等级以下的用电企业共计 457 家，较上期

增加 88 家。



二、评价表现

本次评价是评价指标调整后的首次评价，评价指标从七

个维度优化调整为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和履约表现三大维度。

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评价数据由交易过程数据和其他领域

交互数据组成，售电公司评价数据主要由自主提供的信用评

价书、交易过程数据和其他领域交互数据组成。其中，62 家

售电公司按时提交了信用评价书，44 家售电公司未能按时提

交信用评价书。

（一）售电公司

整体市场参与能力持续向好。参与市场的 49 家售电公司

在档案规范性、服务水平、连续服务和合约执行等指标的平

均得分率均超过 90%。其中，41 家售电公司获得 AA 及以上

等级，占比超过 80%。从指标得分率和评价等级来看，大部

分售电公司均能为客户提供较好的零售服务。



售电公司横向对比存差异。获得较高评价等级的售电公

司在合约执行、连续服务、服务水平等方面表现较好，得分

较高。评价等级较低的售电公司，在合约执行和基础管理表

现较差或暂未开展交易，得分较低。从横向对比来看，评价

等级较为直观的展示了本季度各售电公司的市场参与能力

和服务水平。

各指标表现具体如下：

1.档案规范性

根据交易系统中各售电公司的注册资料、备案信息等数

据按照细则中对应的评分标准自动计算得分。得分较低的售

电公司主要为部分信息缺失或未及时更新，扣除相关错漏分

值的基础上，未能获得完整性或及时性的 30 分。其中，参

与交易的大部分售电公司均得到了满分；1 家售电公司存在

信息错漏未能获得满分；1 家售电公司变更信息未及时更新

且存在错漏信息，未得分。



2.经营能力

本指标根据售电公司提交的信用评价书相关数据进行评

价。交易未满三个月和资产负债率高于 80%的售电公司有一

定的扣分，未按时提交信用评价书的 4家售电公司未能得分。

其中，暂未开展交易的售电公司中，16 家按时提交信用评价

书的售电公司，获得相应分值，其余 41 家未提交评价书的

售电公司未得分。

3.人才比例

本指标根据售电公司提交的信用评价书相关数据进行评

价。44 家未提交评价书的售电公司未得分，其余售电公司根

据其提交的人员结构获得了相应分值。

4.信用记录

根据各售电公司提交信息，未出现企业及企业高管信息

不良记录，该项指标各售电公司均获得了满分。



5.业务结构

未开展增值服务的售电公司在此指标均未得到分值，开

展增值服务的售电公司均得到 20 分的基础分，其余分值根

据增值服务占比情况计算。其中，18 家开展交易的售电公司

暂未开展增值服务；2 家已履行信用保证的售电公司仅开展

了增值服务，暂未参与市场交易。

6.服务能力

参与交易的售电公司中，37 家售电公司能为 2 个及以上

地市行政区的电力用户提供零售服务，占比为 75%。其中，

服务范围最广的售电公司为 14 个地市的用户提供了零售服

务。



7.服务水平

主要从售电公司合同规范性、服务用户档案规范性、服

务投诉等方面进行评价。14 家售电公司在各方面均表现较好，

获得了满分。其余售电公司在合同规范性和服务客户档案规

范性方面有一定的扣分。

8.连续服务

除 3 家刚参与市场的售电公司外，其余 46 家参与交易的

售电公司均获得了满分。



9.守信意愿

参与市场较早、持续获得较高评价等级的售电公司获得

了较高的分值。其中，云南省配售电有限公司和昆明耀龙配

售电运行有限公司连续四个评价周期均获得 AAA 等级，得到

了满分。

10.合同履约

评价期内售电公司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合同终止

或纠纷等行为。



11.交易能力

评价期内售电公司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

行为。

12.市场秩序

评价期内售电公司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不正当市

场行为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13.合约执行

评价由电量履约率、双边履约率和连续履约率三个方面

组成。从得分率分布来看，售电公司在双边履约率得分方面

表现较差，电量履约率和连续履约率得分情况较好。其中，

双边履约率的时间维度是合约转让之前，电量履约率和连续

履约率的时间维度为合约转让之后。合约执行从事前、事后

不同维度展示了售电公司在负荷管理、客户服务、交易参与

等方面的能力。

双边履约率方面， 1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 100%，得分为



50；32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达到 96%及以上，得分介于 40 至

49 分之间；11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介于 88%至 96%之间，得分

为 20 至 39 分；1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低于 80%，得分为 0。

电量履约率方面，33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为 100%，得分为

100；14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介于 99%至 100%之间，略有扣分；

1 家售电公司履约率较差，仅为 91%，得分较低；1 家售电公

司履约率低于 80%，未得分。

连续履约率方面，仅有电量履约率低于 80%的一家售电



公司出现连续负偏差超过 10%，该指标未得分，其余售电公

司均获得满分。

总体来看，事后合约转让之前，部分售电公司履约率偏

低，但大部分售电公司能通过市场的方式，在事后合约转让

市场中处理偏差，完成较高的电量履约率，得到了较高的分

值。

14.经济往来

评价期内售电公司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

行为。

15.不良记录

评价期内售电公司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

行为。

（二）发电企业

本次共计对 283 个交易单元开展评价工作，按照统一社

会性用代码归并后，形成 234 个评价结果。219 家发电企业



获得 AAA 等级，占比为 93%。从评价结果分布来看，发电企

业整体市场参与能力较强。从得分情况来看，获得 AAA 等级

的部分发电企业在合约执行、交易能力和档案准确性方面存

在一定的扣分；未获得 AAA 等级的 15 家发电企业，在档案

准确性、合约执行或经济往来方面表现较差。

各指标表现具体如下：

1.档案信息准确性

大部分电厂能按照规则要求做好自身的档案信息管理工

作，但少部分电厂的信息仍有所欠缺，有待提升。其中，231

个电厂能按照规则要求保持自身信息准确有效，表现较好，

获得满分； 41 个电厂的档案信息存在部分错漏或更新不及

时，存在一定问题，扣除了相应分值；11 个电厂未能按照规

则要求及时更新信息，存在信息错漏等情况，表现较差，未

得分。



2.信用记录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行为。

3.市场参与

评价期内各电厂均参与了市场，该项均得到了满分。

4.守信意愿

持续参与市场且维持较好评价记录的 183家电厂获得 40

分，其余售电公司因参与市场时间及历史评价等级等因素，

有所扣分。其中，4家刚进入市场的电厂未得分。



5.合同履约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合同终止、纠纷等

行为。

6.交易能力

景云四级、哈依河梯级（含四五级）、南极洛河、禄丰、

岗曲河一级、汤满河二级、驻马哨、旧寨、大兴和南头山因

未按时填报上网电量和日偏差电量认定，该指标有一定扣分。

其他电厂均获得满分。

7.市场秩序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不正当市场行为或

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8.合约执行

评价由电量履约率、双边履约率和连续履约率三个方面

组成。从得分率分布来看，大部分电厂在履约率方面表现较

好，部分电厂在双边履约方面表现较差，少部分电厂出现连

续履约率低于 90%的情况。



双边履约率方面，从得分分布情况来看，电厂整体双边

履约率表现较好。215 个电厂获得满分，占比为 76%；11 个

电厂双边履约率低于 80%，未得分；25 个电厂履约率表现略

有欠缺，介于 96%至 100%之间；其余电厂履约率表现较差，

介于 80%至 96%之间，得分率不足 80%。

电量履约率方面，从得分分布来看，电厂整体电量履约

率表现很好。268 个电厂得分为 90 分及以上，占比为 95%。

其中，53 个双边履约较低的电厂通过参与事后合约转让等市



场品种，电量履约率最终达到 98%及以上。

连续履约率方面，除两家电厂连续出现负偏差超过 10%

的情况外，其余电厂均获得满分。

9.经济往来

石漠化电厂因该项未得分外，其他电厂均获得了满分。

10.不良记录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行为。

（三）用电企业

本次评价共对 7109 个电力用户开展评价，按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归并后，形成 5825 个评价结果。其中，共计 5368

家用电企业获得 AAA 等级，占比为 92%；97 家用电企业评

价等级低于 AA-，主要在档案信息准确性、合约执行和经济

往来方面表现较差，得分较低。



1.档案信息准确性

本次评价，387 个电力用户因档案准确性和变更及时性

问题，未能得分；277 个电力用户因信息存在错漏等情况，

有一定扣分；其余电力用户均获得满分。

2.信用记录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行为。

3.市场参与

评价期末完成准入的电力用户暂未获得相应分值，其



余电力用户均获得了满分。

4.守信意愿

除评价期末完成准入的电力用户因未参与前期评价，

暂未得分，其余大部分电力用户均获得满分。

5.合同履约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合同终止、纠纷

等行为。

6.交易能力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行为。

7.市场秩序

评价期内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不正当市场行为

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8.合约执行

本次评价，1897 个电力用户合约执行得分介于 170 至

180 分之间，履约率表现欠佳。136 个电力用户履约率较

差，得分低于 170 分。其中，21 个电力用户得分不足 100

分。



9.经济往来

本次评价，除 130 个欠缴交易服务费的电力用户外，

其余电力用户均获得满分。其中，7 个电力用户欠费周期

过长，该项未得分。

10 不良记录

评价期内售电公司均未发生、未收到经确认的相关扣分

行为。

三、参评建议

建议各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过程中，关注各类市场信

息，遵守市场规则，依法合规参与电力市场。结合自身发用

电情况，合理安排交易计划，提升市场参与能力。做好市场

主体间合同履约及经济往来相关事宜，杜绝不良记录。持续

保持良好市场行为，积极维护电力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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