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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本审〔2018〕31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国家发改委令第 8 号）、《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四

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21号）等法律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我局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至 2018 年 7 月 1 日，对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燃公司）2014

年至 2016年居民用气销售成本施行了定价成本监审。 

一、成本监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

务会计制度； 

    （二） 《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7〕

1171号）； 

（三）《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2018〕278号）； 

（四）《关于加强和完善我省配气价格监管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2018〕305 号）； 

（五）《关于贯彻落实〈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18〕2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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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川

发改价格〔2017〕64号）； 

（七）《关于印发〈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

法〉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447 号）； 

（八）《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实施细则（试行）》（川价

发〔2009〕100号）； 

（九）《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川发

改价格〔2015〕24 号）； 

（十）成燃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１.成燃公司基本情况； 

２.成燃公司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4年至 2016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３.按价格主管部门要求和规定表式填报的成本报表；  

４.其他与成本相关的资料及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成本监审程序 

（一）制定方案。组成成本监审小组，制定监审方案。向成燃

公司下发《成本监审通知书》，明确企业需提供的监审材料及上报

时限，要求企业按规定表式填报成本数据。 

（二）资料初审。对企业按规定表式填报的成本数据和成本资

料进行初步审查。对资料不完整或资料内容不符合规定的，要求被

监审单位按规定补充完善有关资料。 

（三）实地监审。通过实地审查对企业的审计报告、会计账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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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凭证、合同、协议等与成本相关的财务资料进行核实。 

（四）集体审议。依据成本监审办法及相关文件，按照合法性、

相关性和合理性原则，对企业报送的成本数据进行审查和核算，经

过集体审议后提出初步审核意见。 

（五）意见反馈。将成本审核意见书送达成燃公司，书面告知

成本审核意见及理由。 

（六）出具报告。综合成燃公司对审核初步结论的反馈意见，

向价格主管部门提交本次成本监审报告。 

三、成燃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成都城市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始建于 1967 年 3 月，前身为成都市煤气总公司，是国内大中城市

中最早从事城镇燃气供应的公司之一。2017 年 9 月顺利完成股份

制改造，目前公司股东分别为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和

1334名自然人。公司业务涵盖城市燃气供应，城市燃气工程规划、

设计、施工安装，管道安装，消防设施工程施工，燃气专用设备材

料供应，流量计量表校验，燃气用具检测，城市气压力容器检测，

燃气智能化系统研发、设备制造，燃气具及设备销售等。截止 2017

年，公司总资产 36.87 亿元，年设计供气量 18 亿立方米，年销售

天然气 14.32亿立方米，服务民用客户 237万余户。现有员工 2041

人，下属 3 个分公司、18 个参控股公司。公司已形成较为完善的

以城市内环、一、二、三环路的环状管网和向周边郊县辐射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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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干管为主体，以中低压配气网络为辅的输供气管网体系，全面覆

盖成都平原中心区，管道长度约 6500余公里，储、配气站 15 座，

调压设施 12000 余座。公司自 2013 年起投资建设成都绕城高速高

压输储气管网项目，全长 90 余公里，总投资 18.5亿元。 

四、成本审核的主要内容 

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民用气销售成本由折旧及摊销

费、运行维护费和购气成本构成。 

（一）折旧及摊销费 

    折旧及摊销费是指与管道燃气配气服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的折旧和摊销方法、年限计提的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中的折旧及摊销费。 

（二）运行维护费 

运行维护费是指维持管网系统及储气调压等设施正常运行所

发生的费用，包括直接配气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１.直接配气成本，包括材料费、燃料动力费、修理费、职工

薪酬、配气损耗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２.管理费用，指企业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配气服务所发生

的费用。包括管理人员职工薪酬、办公费、业务招待费、水电费、

租赁费、会议费、差旅费、劳务费、税金（包括房产税、车船使用

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财产保险费、低值易耗品摊销等，不

含折旧及摊销。 

３.销售费用，指企业（含专设销售服务部门）在管道燃气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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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销售人员职工薪酬、广告费、业务宣传

费、租赁费、差旅费、低值易耗品、保险费、运输与装卸费、低值

易耗品摊销等，不含折旧及摊销。 

（三）购气成本 

购气成本是指管道燃气经营者支付给供气企业的燃气费用和

运输装卸费用或向上游管输企业支付的燃气费用。 

五、成燃公司成本审核情况 

公司上报三年平均居民用气销售成本总额为 123,156.88 万元,

本次成本监审核定三年平均居民用气销售成本总额为 124,669.82

万元，合计核增 1,512.9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折旧及摊销费核减 1,131.55 万元。 

（二）直接配气成本核增 2,755.14 万元。其中：配气损耗费

核增 2,090.51万元。 

（三）期间费用核减 110.64 万元。 

六、成燃公司居民用气销售成本的分摊方法 

根据核定的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燃气销售成本总额，以

及居民配气量占总配气量的分摊比例，计算得到三年平均居民用气

销售成本总额为 124,669.82 万元。具体的分摊计算方法如下： 

折旧及摊销费按照比例分摊法进行分摊确定。按照核定的居民

配气量占比，在管道燃气配气服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

期待摊费用中进行分摊。 

直接配气成本按照直接认定法和比例分摊法进行分摊确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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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直接认定法确认与居民配气直接相关的居民设备改造费用等成

本后，其余直接配气成本根据核定的居民配气量占比进行分摊。 

期间费用按照直接认定法和比例分摊法进行分摊确定。按照直

接认定法确认与居民配气直接相关的销售人员职工薪酬等费用后，

其余期间费用根据核定的居民配气量占比进行分摊。 

购气成本按照直接认定法确定。按照核定的居民用气年平均门

站价格和居民配气量直接确认购气成本。 

七、居民用气销售成本监审结论 

核定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民用气销售成本为 2.003

元/立方米。 

八、居民用气定价成本核定表（见附件） 

九、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成本监审所依据的资料由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其真实性、合法性由公司负责。成都市燃气配气成本监审

于 2017年 9 月启动，对企业 2014年-2016年的历史成本进行了定

价成本监审，本报告的结论为这三年平均成本。 

（二）公司人员数量的认定方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政

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及《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

监审办法》有关规定，公司实际职工人数低于劳动定员标准上限据

实核定。 

（三）职工薪酬的认定方法。根据《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

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五条第四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平均工资原



 —7— 

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2014－2016 年成都市统计

部门公布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 83,122 元、87,259 元、

107,102元。劳务人员的劳务费据实核定。 

（四）配气损耗费的认定方法。根据《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

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五条第五款规定，企业实际配气损耗率

低于 5%时，核定配气损耗率＝（5%+实际配气损耗率）*50%。 

（五）安全生产费的认定方法。根据《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

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五条第六款规定，安全生产费原则上按

企业计提数核定，但不得超过配气收入的 1.5%。 

（六）企业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支出的认定方法。建筑区划内按

法律法规规定由燃气企业承担运行维护责任的运行维护成本和更

新改造费用，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进行明细甄别，扣除属于安全生产费或者修理费等列支范畴的部

分后，按照使用年限进行分摊。其中：到期表更换支出一次性计入

成本，外立管分摊年限 10年、地埋管分摊年限 30年。 

（七）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的认定方法。根据《四川省城镇管

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三款规定，办

公费、差旅费、会议费等按 2014－2016 年的三年最低值核定，招

待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60%计入定价成本，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营

业收入的 5‰。 

（八）固定资产折旧的认定方法。根据《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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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

折旧按《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固定资产折旧技术规范》（川发价格

〔2015〕24号）规定的方法核定，其中管网折旧年限不低于 30年。 

（九）本次成本监审结论仅为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

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顺价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及建立居民用

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使用，不作他用。 

 

附件：居民用气定价成本核定表 

 

 

成都市成本调查监审局 

                            2018 年 7 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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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      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三年平均 

一、折旧及摊销费 3491.50  4061.70  4114.40  3889.20  

1、固定资产折旧 3097.87  3475.13  3613.95  3395.65  

2、无形资产 364.57  467.98  418.06  416.87  

3、长期待摊费用 29.06  118.60  82.38  76.68  

二、运行维护费 30728.49  34776.37  36621.53  34042.13  

1、直接配气成本 17461.11  20195.19  20033.29  19229.86  

 其中：配气损耗费 4337.40  4248.91  3616.76  4067.69  

2、期间费用 13267.38  14581.18  16588.24  14812.27  

三、购气成本 80248.94  89323.44  90643.09  86738.49  

平均单位购气价格

（元/立方米） 
1.385 1.395 1.399 1.393 

四、定价成本总额 114468.92   128161.52   131379.01   124669.82   

五、核定年配气量

（万立方米） 
57941.47  64031.14  64791.34  62254.65  

六、单位定价成本

（元/立方米） 
1.976 2.002 2.028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