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电网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

（2014 年 3 月 27 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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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网设施建设和电网运行安全，维护供用电秩序和供用电双方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

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电网设施规划、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以及相关监督

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网设施规划、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

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协调相关重大事项。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电网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的

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网设施建设的监

督管理工作，做好电网设施建设与电力供需平衡的衔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网设施保护和供用电秩

序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协调电力供需和电网运行中的有关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承担电网设施建设、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

护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国家对电力监督管理体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禁止危害电网设施建设、电网设施安全和非法侵占、使用电能的行为。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电网设施的保护和电网运行的维护，对危害电网设施安全的行

为，应当予以劝阻和依法制止。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有权向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公安

等部门举报。

第二章 电网设施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

域电网发展规划，纳入本级电力发展规划。

省、设区的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与同级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根据电力发展

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市）域总体规划，共同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电网

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电网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应当与城乡规划中交通、水利、石油天然气管道、通信、广

播电视、给排水等其他专项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体现空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和防灾减灾、保障城乡居民人身安全的原则。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电网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安排和预留相应的电

网设施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地下、水底（含海底，下同）电缆通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电网设施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对电网设施

用地、架空电力线路走廊和地下、水底电缆通道进行规划控制。

第八条 电网设施建设项目涉及土地（含林地，下同）、房屋征收的，依照土地、房屋

征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给予征收补偿。

对不需要办理土地征收手续的架空电力线路的杆（塔）基础、拉线基础用地，电网设施

建设单位应当给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等权利人相

应补偿；补偿时，应当告知权利人有遵守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的义务。



第九条 电网设施建设项目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对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需要确定的电力线路保护

区予以公告。

公告前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已有的植物，确需予以修剪、采伐的，电网设施建设单位应当

给予植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相应补偿，并就已修剪植物可能危及电网设施安全时的再次修剪

义务，以及不再在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网设施安全的植物等事项，与该植物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签订协议。

电网设施建设中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

第十条 铺（敷）设海底电缆的，电网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办理海域使用手续；需要

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应当依法办理无居民海岛使用手续。

因铺（敷）设海底电缆需要占用渔业养殖海域或者迁移、改造渔业养殖设施的，电网设

施建设单位应当给予养殖户相应补偿；占用他人合法使用的其他海域或者迁移、改造其他设

施的，应当给予相应补偿。

第十一条 电网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

续，其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电网设施建设项目的电磁辐射环境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电网设施需要迁移、改造其他设施，或者新建、改建、扩

建其他设施需要迁移、改造电网设施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施工。

迁移、改造相关设施的费用由提出迁移、改造要求的一方承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双

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新建500千伏以上架空电力线路不得跨越居民住宅和危及线路安全的建筑

物、构筑物；确需跨越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以征收并给予补偿。

新建 220千伏以下架空电力线路需要跨越居民住宅或者危及线路安全的建筑物、构筑

物的，电网设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采取安全措施，确保跨越安全距离，并

根据建筑物、构筑物实际损失情况给予相应补偿；无法达到安全距离的，设区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以征收并给予补偿。



第十四条 对已按照法定程序批准、核准的电源项目以及已按照法定程序备案的可再生

能源电源项目，电网经营企业应当负责电源项目电力输出配套工程的投资建设。投资主管部

门对电源项目批准、核准前，应当就电源项目的并网征求电网经营企业的意见。

前款规定的电源项目的业主拟开展电源项目设计、施工的，应当书面告知电网经营企业。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同步开展电力输出配套工程的设计、施工，确保配套工程与电源项目同时

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为电源项目业主提供便捷的并网服务，及时与电源项目业

主签订并网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双方达不成协议的，由省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协调

决定。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发电并网标准，不得擅自提高并网标准。电源项目业主

应当按照有关技术标准，保障电网安全。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依照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的规定，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

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标准的可再生能源电源项目的上网电量。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电网设施建设的行为：

（一）非法侵占因电网设施建设已被依法征收或者征用的土地；

（二）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涂改、拔除与电网设施建设相关的测量标志；

（三）破坏、封堵施工道路，截断施工水源、电源、通讯网络等；

（四）破坏在建电网设施；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害电网设施建设的行为。

第三章 电网设施保护

第十七条 电网设施保护范围和电力线路保护区（含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和地下、水底

电缆保护区，下同），依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1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直流以上的特高压电力线路保护区的宽度以及计算最大弧

垂、最大风偏后的安全距离，由省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确定。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保护电网设施：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城镇、厂矿、学校、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地

段设立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范围和保护规定；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跨越重要公路和航道的区段设立标志，并标明电力线路下方穿越

物体的限制高度；

（三）在地下电缆沿线或者水底电缆入水（出水）处附近设立永久性标志，并将电缆所

在位置和埋设深度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依照前款规定设立的标志。

第十九条 电网经营企业以及其他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以下统称电网设施所有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内部治安保卫制度，落实内部治安防范措施，

保证电网设施保护经费的投入，按照有关规范对所管理的电网设施进行巡视、维护、检修。

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立电网设施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电网设施的行为：

（一）在变电站围墙和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基础外缘向外延伸五米的区域内堆

放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其他危及电网设施安全的物品；

（二）在 35千伏以下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基础外缘向外延伸五米的区域内或

者 110千伏以上电力线路杆（塔）基础、拉线基础外缘向外延伸十米的区域内取土、堆土、

开挖、打桩、钻探或者倾倒酸、碱、盐等化学腐蚀物质；

（三）损坏变电站、配电房的设施和器材；

（四）利用变电站、配电房的围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害电网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发现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的植物与电力线路导

线的间距小于安全距离的，应当告知植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五日内予以修剪；植物所有人

或者管理人逾期未修剪的，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可以进行修剪。

电网设施建设单位在电网设施建设过程中未对植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给予本条例第九

条规定的补偿的，对于本条前款规定的植物修剪，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给予植物

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相应补偿。



第二十二条 在遭遇台风、特大暴雨（雪）、地震、泥石流、冰冻等紧急情况时，对可

能危及电网设施安全或者妨碍电网设施建设的植物，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先行修

剪、采伐；紧急情况消除后，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及时告知植物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并给予相应补偿。

依照前款规定采伐林木的，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还应当在紧急情况消除后五日内

将采伐林木情况报告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通信、广播电视等线路设施与电力线路设施之间确需交叉跨越、搭挂的，

后建方应当征得先建方的同意，并采取安全措施，保证线路安全。

在架空电力线路杆（塔）上搭挂广告牌等外挂装置，或者在电网设施周围五百米范围内

进行爆破作业的，应当征得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并采取安全措施，保证电网

设施安全。

第二十四条 禁止非法出售、收购电网设施器材。经营范围包含收购电网设施器材的废

旧物品收购单位，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县（市、区）公安机关备案；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县（市、区）公安机关办理变

更手续。

前款规定的废旧物品收购单位,应当如实登记出售方名称或者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

以及所收购电网设施器材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

年。出售方为单位的，收购单位还应当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

收购单位发现有赃物嫌疑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四章 供用电秩序维护

第二十五条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供用电合同。在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供电质量标准和供用电合同的约定连续

向用户供电。

满足电力需求应当坚持节约与开发相结合、节约优先的原则，在增加供应的同时，优先

采用电能效率管理、电力负荷管理等措施。在电力供应不足、出现突发事件等情况下，方可

采取有序用电措施。

第二十六条 省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本省年度电力需求侧管理指导意

见，推进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开展。



供电企业应当定期对用户用电信息进行采集、分析，为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和信息服务。

第二十七条省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年度电力需求侧管理指导意见、电力供需平衡

预测和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全省年度有序用电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设区的市、县（市、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根据全省年度有序用电方案编制本行政

区域年度有序用电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编制有序用电方案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采用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的顺序；

(二)确保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医院、学校、军事、金融、交通运输站（场）、农业生产、

广播电视、国家机关等重要单位或者领域用电，以及公共场所用电；

(三)重点限制景观照明用电、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家或者省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

用电、列入国家淘汰类或者限制类的企业用电以及其他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用电。

第二十九条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遵守有序用电的有关规定。

供电企业与可能受有序用电影响的用户签订的供用电合同，应当体现有序用电方案的要

求。

对因执行有序用电方案受到用电限制的用户，应当给予适当电费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

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优化电能资源配置，鼓

励、支持开展节约用电和保护电能的技术创新，防止电能资源浪费。

对于因高耗能、环境污染严重等列入国家淘汰类、限制类的企业或者生产设备的用电，

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实行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等措施。

第三十一条 供电企业应当在其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用电办理程序、服务规范、收费

项目和标准，合理设置业务办理网点，简化业务办理流程，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供电企业应当为用户提供用电量、电价、电费以及相关事项的查询服务。用户对查询结

果有异议的，供电企业应当及时予以答复和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因供电设施检修、用户违法用电或者执行有序用电方案等原因，需要中止

供电或者限电的，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户。

供电企业对特定用户中止供电或者限电不得影响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不得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危害公共安全。

供电企业应当在用户所在住宅小区或者办公、经营场所和公共媒体公布检修计划、限电

等信息。

引起中止供电或者限电的原因消除且符合供电安全要求的，供电企业应当立即恢复供电。

第三十三条 供电企业应当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制定电力安全生产应急

预案，提高防御事故能力，保障用电安全。

在发生大面积停电等紧急情况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供电企业应当按照

保证重点、减少危害原则，优先保障主电网安全。供电企业应当依法予以先期处置，控制事

故影响范围，及时恢复供电。

因台风、特大暴雨（雪）、地震、泥石流、冰冻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面积停电的，应当优

先恢复抗灾抢险、医疗救护等涉及群众生命安全的供电。

第三十四条 供电企业应当建立和完善报修服务制度，公开报修电话并保持电话畅通，

及时受理供电故障报修。

供电企业应当迅速处理供电故障，及时恢复正常供电。供电企业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抢修

的时限，自接到报修起，城镇建成区内不得超过一小时，其他区域内不得超过两小时。因天

气、交通等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到达现场的，应当向用户作出解释。

第三十五条 供电企业进行抄表收费、用电检查以及轮换电能表的，费用由供电企业承

担，用户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六条 用户不得损毁、改装或者擅自移动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用户发

现用电计量装置发生故障、损坏或者丢失的，应当及时告知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应当及时处

理。

第三十七条 发生停电可能造成人身伤亡、重大社会影响、较大环境污染或者重要设备

损坏的用户以及对供电可靠性有特殊要求的用户，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配备多路电源、

自备电源或者采取非电性质应急安全保护措施，供电企业应当在技术上予以指导和协助。



用户按照规定应当配备多路电源、自备电源而未配备，应当采取非电性质应急安全保护

措施而未采取的，该用户因停电产生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用户范围由省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确定；具体用户名单由设区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确定。

第三十八条 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以及安全责任范围的分界点，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确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按照供用电双方的约定确定。

供电企业和用户应当对其负有安全责任的供电设施定期检查、检修或者试验，及时消除

电力运行和电能质量隐患，确保安全平稳供电和用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电网设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未按照规定设

立电网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危害电网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三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供电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中止供电或者限电的；

（二）中止供电或者限电原因消除后，未依法恢复供电的；

（三）因职工违反规定造成供电事故的；

（四）其他给用户造成损失依法应当由供电企业予以赔偿的行为。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发现危害电网设施和供用电秩序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二）发现电网经营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三）泄露当事人商业秘密或者侵犯当事人其他合法权益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电网设施，是指组成电力传输系统的已建和在建的有关电力线路、变电站、配电

站以及相关辅助设施。

（二）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对用户推行节电和负荷管理工作的一种模式，即通过采取

电能效率管理、电力负荷管理、有序用电等措施，优化用电方式，提高电能利用效率，实现

低成本的电力服务，达到节能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三）有序用电，是指在电力供应不足、出现突发事件等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技术

方法、行政措施，依法控制部分用电需求，维护供用电秩序平稳的管理工作。

本条例所称供电企业是指电网经营企业，国家对电力供应体制有新的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