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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价今起调整 居民用气每立方涨3毛
低收入家庭和燃气壁挂炉采暖用户继续实行优惠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9月19日讯 19日记者
获悉，按照国家发改委、省物价局关
于天然气门站价格政策调整的有关
要求和《济南市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
机制》规定，经济南市政府同意，自2018
年9月20日起，济南市启动实施天然气
上下游价格联动，对天然气销售价格进
行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小幅上涨，
每立方米将上调0.3元。不过，此次价格
调整对居民家庭生活影响较小，按每户
每月用气18立方米测算，每月增加支出
5.40元。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理
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从2018
年6月10日起，将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
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价格
水平按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水平
安排。目前居民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差
较大，此次最大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
每立方米0.35元。省物价局也做出相关
规定。

国家发改委、省物价局上述政策
实施后，影响济南市天然气上游价格
上涨。2015年发布的《关于完善〈济南
市燃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
知》规定：当上游燃气门站价格和管
道运输价格调整，需同时间、同方向
调整下游销售价格时，由市物价局按
照联动公式计算出调整金额，非居民
用气价格和居民各档用气销售价格
统一按照调整额调整，报市政府批准
后组织实施。

经前期测算，并报请市政府同
意，济南市决定实施价格联动机制，
自2018年9月20日起调整天然气销售
价格。

新闻背景

天然气价格
为何调整
□记者 杨璐

近期，北京、河北、湖南等多地都相
继调整了天然气价格，居民用气价格均
不同程度小幅上涨。

比如，今年7月10日起，北京市居民
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调0 . 35元/立
方米。调整后，居民用气价格具体为：第
一档为每立方米2 . 63元，第二档为2 . 85
元，第三档为4 . 25元。

天然气价格为什么要调？今年5月25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
站价格的通知》，要求将居民用气由最高门
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目前
居民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差较大，此次最
大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每千立方米350
元，剩余价差一年后适时理顺。方案自2018
年6月10日起实施。

对调整原因，国家发改委答记者问
时表示，天然气价格改革分步推进，近
年来主要侧重于非居民用气，居民用气
价格改革相对滞后，由中石油、中石化
通过陆上管道供应的25个通气省份(西
藏尚未通管道气)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自2010年以来一直未作调整，价格没理
顺，价格水平低于非居民用气。

随着国内外市场形势变化和非居民
用气价格改革深化，居民气价偏低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

一是价格倒挂，不能反映成本。目
前居民用气平均门站价格为每立方米
1 . 4元左右，不仅低于进口气供应成本，
也低于国产气供应成本。2006年我国成
为天然气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快
速攀升，2017年已经接近40%。二是价
格缺乏弹性，不能反映供求变化。三是
执行争议不断，加大监管难度。居民用
气门站价格低于非居民，容易导致供需
双方“钻空子”。去年采暖季国内天然气
供应紧张，凸显了居民气价偏低的矛
盾，各方面普遍认为，理顺居民气价势
在必行。

天然气涨价后多花多少钱

算算账

调价时间
自9月20日起

调价幅度
每立方米上调0 . 3元

涨价后每月多花多少钱2

按每户每月用气18立方米

测算，每月增加支出5 . 40元

①对普通居民生活
影响较小

按居民第一档、第二档
气价平均水平执行，即每立

方米3 . 60元(不包括采暖锅炉用

气)。

②学校、托幼园所、养
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
气价的非居民用户

济南将对低收入家庭实行优惠
保障政策。对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证》或《济南市特困职工优待

证》的用户，仍按每立方米2 . 70
元执行，不执行阶梯气价。

③低收入家庭有优惠

燃气壁挂炉采暖用户由每立方米3 . 00
元调整为3 .30元，不执行阶梯气价。

燃气壁挂炉采暖用户政府补贴：
按《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明确我市
清洁采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资金补贴有

关问题的通知》，用气费按每立方米
1 . 00元的标准补贴用户，每户每年
最高补贴1200元，用气量不足1200立

方米的据实补贴。

④燃气壁挂炉采暖用
户有优惠

非居民天然气售价方面，基准价格由

每立方3 . 00元调整为3 . 30元。

燃气经营企业可以基准销售价格为基

础，在上浮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确

定具体销售价格。

⑤非民用气价格怎么
定

居民用气售价方面1
1、年用气量216立方米以内(含)第一阶梯气价：

由每立方米3 . 00元调整为3 . 30元

2、年用气量216-360立方米(含)第二阶梯气价：

由每立方米3 . 60元调整为3 . 90元

3、年用气量360立方米以上第三阶梯气价：

由每立方米4 . 50元调整为4 . 80元

发展新动能 构建北京雄安济南“金三角”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印发

□记者 杨璐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实施规划》《青岛市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烟台
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
划》。济南市的规划提出，按照“北
跨东延”战略支持济南合理调整
行政区划的要求，推动实施北跨
东延区划调整，提高省会城市首
位度。推动齐河与济南先行区一
体发展，推动莱芜加快融入省会
城市发展。

2022年“三桥一隧”基建完成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实施规划》提出，按照“一年
全面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取
得突破、十年塑成优势”的目标要
求，分步实施、有序推进。到2022
年，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三
桥一隧”和“引爆区”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黄河示范段建设成型，基

本形成新动能主导的经济发展格
局，先行区雏形初步显现。

《实施规划》提出打造“一先
三区两高地”核心支撑。“一先”即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三
区”为东部高端产业集聚区、省级
开发区转换提升区及泉城优化升
级区；“两高地”是济南中央商务
区及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

其中，东部高端产业集聚区
包括济南高新区和明水经济技术
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园区，打造创
新创业引领区、高端产业示范区。
省级开发区转换提升区包括济南
经济开发区(含大学科技园)、临港
经济开发区、商河经济开发区、平
阴工业园等7个省级开发区，打造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泉城优化升级区包括老城区
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历城相关
区域和东部老工业区，打造产城
融合的现代化新城区。

齐河纳入先行区总体布局

《实施规划》提出，推动齐河
与先行区一体发展。将齐河县纳
入先行区建设总体布局，推动黄
河北展区融为一体，统筹推进黄
河沿岸生态保护与景观塑造，打
造黄河下游生态经济发展高地。
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向齐河县延
伸，开通城市公交线路，实现交通
无缝对接。

推动莱芜加快融入省会城市
发展。加快规划建设济莱高速铁
路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雪野旅
游区养生休闲度假小镇。

推进济南市与周边城市一体
化发展，构建“大济南”都市圈，形
成衔接京津冀和长三角、黄河中
下游区域的中心城市，打造世界
级城市群。

建立人才保障房机制

《实施规划》明确提出，促进
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加大义务
教育阶段教师在区(县)域范围内
交流轮岗，依法保障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在就医方面，推进三甲医院均

衡布局，探索基层公立医疗机构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开展资
源整合。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
准，实现工资合理增长。

住房上，做好面向中低收入群
体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工作，建立
人才保障房机制，加大人才安居房、
人才公寓的供给力度，采用“定地
价、竞房价”或“定房价、竞地价”模
式，吸引社会力量建设保障性住房，
在旧城改造、园区开发中配套建设
创新产业用房、人才住房。

打造北京、雄安、济南“金三角”

《实施规划》提出，全面对接
京津冀和雄安新区，打造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重要承接地、央企
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北方的总部基
地。加强与京津冀产业规划衔接，
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合作共
建重大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园

区，打造北京、雄安、济南“金三
角”，引领环渤海大湾区一体化发
展。依托“高铁时代”济南地理区
位优势，打造京沪高铁经济带的
中部核心支撑点和京沪之间创新
创业高地。

制定“三环十二射”交通规划

《实施规划》提出，制定城市
内环、中环、外环“三环十二射”交
通网络规划，推进济郑、济滨、济
莱等高速铁路建设，完善“米”字
形高铁网，建设董家镇铁路货运
枢纽，实施济南机场扩建工程，推
进济南综合保税区迁建，实施小
清河复航工程，优化跨黄河桥隧
布局，推进城市、市域(郊)轨道交
通网络建设。

加快建设、申报国家一类铁
路开放口岸，开辟更多国际航空
货运新航线，争取设立空港保税
物流中心，打造全国重要的航空
港经济集聚区。着力将济南打造
成为“中国智慧物流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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