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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主城区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听证稿）

为缓解我县供水企业经营压力，建立有利于水资源集约利用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形成机制，按照县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云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成本监审结果，按照“补

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我局拟定了

《勐腊县主城区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一、基本情况及价格调整必要性

勐腊县作为全国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县之一，但县城饮用水源

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勐腊县给排水有

限责任公司是我县主城区自来水供水业务唯一经营企业，负责主

城区 4 个社区和曼庄村委会自来水供水，运营 2 个自来水厂，县

城日供水设计能力 2.7 万立方米，实际日供水量达到 1.314 万立

米，最近三年供水量增长率到 19.25%，年平均增长率 6.42%。

2020 年全年供水量 512.77 万立方米，日均 1.4 万立方米，现用

户数达 1.52万户，供水服务人口约 5.5 万人。

根据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2013 年由勐腊县给排水有限

责任公司收购勐腊泉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资产，通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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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改造，截止 2020 年形成了固定资产（原值）1434.82万元，

2020 年原水供应占主城区供水 32%以上。曼旦水库引水供水工

程投资 9729.54 万元，工程自 2018 年通水以来，原水供应占主

城区供水 68%。勐腊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因承担两个重大供水

工程主要建设投资，导致连年亏损，2020 年自来水公司资产负

债率已达到 46.94%。由于营业利润已不足以支付云南省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借款利息，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2018

年—2020 年勐腊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共亏损 571.82 万元，年

平均亏损 190.61 万元，企业职工薪酬三年平均每人 46625.42 元/

年，只占县统计局公布行业平均工资水平 64323 元 /人 .年的

72.49%。

勐腊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仅关系企业自身

利益，而且关系广大县城区居民的用水质量和用水安全，需要审

慎研究，在兼顾居民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调整供水价格，

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

价格行为规则》，启动我县主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十分必要，通过

价格调整有利于引导消费，调节需求，强化节水意识，促进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价格调整政策依据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我局启动勐腊县主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工

作，政策依据有：



- 3 -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7 号）

3.《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

的通知》（云价综合〔2018〕131 号）

4.《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8 号令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云价成本〔2017〕143

号）

5.《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规

程〉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文书示范文本〉的通知》（云价

成本〔2017〕155 号）

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城市供水定

价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1〕

6 号）

7.《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

知》（云发改价格〔2021〕676 号）

8.《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创新和完善促

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发改价格规〔2019〕

2 号）

9.《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第

46 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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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供水价格

（一）水价分类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

第 46 号令）规定，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

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三类。

1.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

水。

2.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

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其中：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

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

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

行。

3.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

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二）供水价格体系

勐腊县主城区现行的自来水价格是于 2001 年调整制定，并

经县政府批准实施，距今已有 20 年，期间一直未作调整。相较

于全省的各州、市、县城区自来水价格，我县现行主城区自来水

价格标准属于偏低范围。供水价格体系具体为：终端用水价格由

自来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标准相加构成，按三个类别区分用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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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 2.985 元/立方米（自来水价格 1.685

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标准 1.30 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终端

价格为 3.485元/立方米（自来水价格 2.185元/立方米+污水处理

费标准 1.30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终端价格为 3.785 元/立方米

（自来水价格 2.485 元/立方米+污水处理费标准 1.30元/立方米）

（详见附件 1）。

（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情况

根据水价制度改革要求，为促进节约用水，经县人民政府批

准，县城区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勐腊县城镇居民生

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实施方案》（腊发工〔2017〕285号），

节水效果明显。现行的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共划分三个价

格阶梯。第一级：每户每月 30 立方米以下（含 30 立方米），按

2.985 元/立方米计收。第二级：每户每月 30—36立方米（含 36

立方米），按 3.828 元/立方米计收。第三级：每户每月 36 立方

米以上，按 6.355 元/立方米计收。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居民：

按 3.13 元/立方米计收。（均含污水处理费 1.30元/立方米）

四、拟调整供水价格组成情况

（一）供水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云南省城市供水定价

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我局对勐腊县给

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自来水供水成本监审，成本监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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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年平均

供水成本为 900.28 万元，三年平均单位供水成本为 2.16元/立方

米。（不含水资源费、不含原水费）

（二）综合水价组价情况

综合水价在核定的成本价格基础上，按照“补偿成本、合理

收益”的组价原则，按 5%核加利润、按 3%核加税金，顺加代收

的水资源费 0.20 元/立方米、顺加购原水费 0.21元/立方米（按新、

旧水厂实际购水量平均分摊计算）。拟调整的自来水综合水价为

2.74 元/立方米（即：2.16×（1+5%+3%）+0.20+021＝2.74 元/

立方米），较现行自来水综合水价 2.12 元 /立方米，上涨了

29.25%。

（三）基础水价调价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城市供水

价格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789 号）

规定，现执行的用水类别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

业用水三个类别，从勐腊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售水量

来看，居民生活用水占比为 61.82%、非居民用水占比为 37.81%、

特种行业用水占比为 0.37%。为确保居民生活用水不因价格调整

增加过多的生活费用支出，相对提高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

的调价幅度，根据我县售水量占比情况、收入情况，测算各用水

类别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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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调整自来水基础价格如下：

1.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由 1.685 元/立方米，调整为 2.25 元/立

方米；

2.非居民用水价格由 2.185 元/立方米，调整为 3.50 元/立方

米；

3.特种行业用水价格由 2.485 元/立方米，调整为 6.80 元/立

方米。

五、价格调整方案

（一）终端用水价格方案

终端用水价格继续沿用现行体系，由拟调整的自来水基础价

格和现行污水处理费标准（1.30 元/立方米）相加构成，执行范

围为县城区城市管网覆盖区域。

终端水价调整如下（详见附件 2）：

1.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由原水价 2.985 元/立方米调整为

3.55 元/立方米，调整幅度为 18.93%。

2.非居民用水终端价格由原水价 3.485元/立方米调整为 4.80

元/立方米，调整幅度为 37.73%。

3.特种行业用水终端价格由原水价 3.785 元/立方米调整为

8.10 元/立方米，调整幅度为 114%。

（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扶持方案

经勐腊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在县城区城市管网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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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户、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户、城乡特困供养户给予一定优惠，由勐腊县民政局每年提

供人员名单给供水企业，每户每年用水量在 120立方米以内（含

120 立方米）的，仍执行调价前水价标准，即按 2.985 元/立方米

的原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缴费（自来水价格 1.685 元/立方米，

污水处理费 1.30 元/立方米）；每户每年用水量超过 120 立方米

的，超出部分按调整后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

（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

按照《勐腊县城镇居民生活用阶梯水价实施方案》（腊发工

〔2017〕285 号）规定，在新调整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标准基础

上按方案修订调整执行。

（四）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价格

按照《西双版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双版纳州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西发改价格〔2018〕573 号）规定，在新

调整的非居民用水、特种行业用水价格标准基础上按方案调整制

定执行。

（五）未实行抄表到户的用户，根据用水分类，按终端用水

价格方案执行，暂不执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非居民用水超

定额累进加价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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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情况分析

（一）用水终端价格排名情况

按照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统计的 2021 年云南省城市供水价

格表对比，现行的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 2.985元/立方米，在调

查的全省 123 个地市县供水价格中排名第 86 位。调整后的居民

生活用水终端价格 3.55 元/立方米排名第 36 位。

现行的非居民用水终端价格 3.485 元/立方米，在调查的全省

123 个地市县供水价格中排名第 112位。调整后的非居民用水终

端价格 4.80元/立方米排名第 31位。

拟调整的用水终端价格基本能够反映我县工程性缺水的情

况。适当提高用水价格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建设

节水型城市。

（二）对居民生活支出影响

根据 2020 年勐腊县城镇居民年人均水费支出为 216.71 元

（按县城区平均实际用量计算），占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28077 元的 0.77%，占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 20146 元的 1.08%。

调整后的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上涨幅度 18.93%，居民人均水

费支出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0.92%，占城镇居民年消费

支出的 1.28%。居民月人均增加支出 3.42 元。而对于享受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采取每户每月享受 10 立方米（每年用

水量在 120 立方米以内）生活用水按原水价标准执行的优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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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基本不会受到调价影响而增加支出。可见水费支出在城镇可

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中占比很小，调整后的供水价格对居民生活

影响也很小。

附件：1.勐腊县主城区现行用水终端价格表

2.勐腊县主城区拟调整基础水价终端价格方案表

勐腊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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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勐腊县主城区现行用水终端价格表
单位：元/立方米

类别
城市用水

终端价格

其中

执行范围自来水

价格

污水处理

费标准

第一类

居民生活用水

2.985 1.685 1.30 居民生活用水

3.135 1.835 1.30

①暂未实现“抄表到户”条件的

居民生活用水；

②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学校、驻军（警）、部队、省

州驻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非

营利医疗机关等公用事业、非

盈利性组织用水按居民生活用

水合表用户价格执行。

第二类

非居民用水
3.485 2.185 1.30 工业、经营服务性用水

第三类

特种行业用水
3.785 2.485 1.30 洗浴、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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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勐腊县主城区拟调整基础水价终端价格方案表
单位：元/立方米

类别
城市用水

终端价格

其中

执行范围自来水

价格

污水处理

费标准

第一类

居民生活

用水

3.55 2.25 1.30

包括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

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

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

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

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

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

等。

第二类

非居民用水
4.80 3.50 1.30

包括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

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

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第三类

特种行业

用水

8.10 6.80 1.30
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

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