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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为便于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交易平台功能操作，加快平台使用人员对各项功能的熟悉程度，

特编制本手册，本手册适用于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交易平台操作使用。

1.2. 参考资料

《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发改能源规〔2020〕889 号）

《电力现货市场信息披露办法（暂行）》（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

2. 运行环境

2.1. 客户端操作系统

序号 操作系统 备注

1 Windows10/ Windows7

2.2. 浏览器

序号 操作系统 备注

1 Chrome 75.0.3770.80、 Firefox 67.0.1、IE11 或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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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披露流程

3.1. 主体披露信息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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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扩增信息披露

4. 功能使用说明

4.1. 信息发布

4.1.1. 承诺书签署

【功能描述】为了保障市场主体披露信息和获取信息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力市场的健康

有序运行，市场主体在电力交易平台的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信息、查询公开信息前，需签署《信

息披露承诺书》，该功能实现市场主体承诺书的签署。

通过点击签署，完成《信息披露承诺书》签署，签署完成后系统自动授予披露信息的相

关功能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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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承诺书

【勾选】点击勾选条款。

【已确认】点击确认，签署条款，签署后长期有效。

4.1.2. 信息查询

4.1.2.1. 公众信息查询

【功能描述】公众信息是指向社会公众披露的信息。不需要登陆系统就可以进行查看。

公众信息在系统登录页面，点击信息披露跳转到综合查询页面查看公众信息。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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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在系统登录页面，不需要登陆，点击信息披露跳转到综合查询页面查看公

众信息。

【栏目】点击栏目查看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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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点击一个栏目，显示该栏目下的信息。

【信息】点击一条信息，查看该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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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查看信息正文，附件可预览、下载。

4.1.2.2. 公开信息查询

【功能描述】公开信息是指向所有市场成员披露的信息。需要登陆系统后进行查看，点

击综合查询页面查看全部公众、公开信息。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综合查询

【登陆】在系统登陆页面，输入账号 、密码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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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查询】点击综合查询页面查看全部公众、公开信息。

4.1.2.3. 收藏菜单

【功能描述】由于综合查询页面栏目较多，市场主体可自行收藏关注的栏目并在收藏菜

单中进行查看。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收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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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开始新增自定义收藏栏目。

【配置名称】录入名称，为该收藏方案起一个标识名称。

【复选框】勾选复选框，选择想要收藏的栏目。

【保存】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该收藏方案。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收藏操作。

【激活状态】新增的一个收藏方案默认为未激活状态，点击激活状态按钮可将该方案置

为激活。如果之前已有状态为激活的收藏方案会自动置为失效。

【查询】按照关键字进行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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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该收藏方案。

【删除】点击删除，可删除该收藏方案，不论该方案是否激活。

4.1.3. 信息发布（发电企业）

4.1.3.1. 基本信息发布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第十条（一）条款要求，发电企业需披

露基本信息，该功能实现发电企业基本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将市场注册的基本信息自动抽取过来，并手动维护注册未提供的信息，经

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初始发布一次，如有变更再次发布，为不定期/按需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众信息。

披露形式为结构化数据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众信息-发电企业基本信息

【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开始新增一条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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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点击新增后自动生成标题，可手动修改。

【下一步】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下一步操作。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新增操作。

【上一步】点击上一步按钮，返回上一步，可修改标题，当前步骤录入内容则不会保存。

【发布】点击发布按钮，完成新增操作。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新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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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新增的一条信息状态为待提交，点击提交按钮将该条信息提交交易中心形式审

查，状态变为流转中；如果交易中心审查通过则自动发布，状态变为已发布；如果交易中心

审查驳回则状态变为已驳回；如果交易中心将该信息设置为不审查，则提交后自动发布，状

态变为已发布。

【撤回】提交交易中心形式审查的信息状态为流转中，市场主体可以点击撤回按钮，将

此信息撤回，状态变为已撤回。

【删除】状态为待提交、已撤回的信息，市场主体可以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操作。

【修改】状态为待提交、已撤回的信息，市场主体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操作。

【查询】按照关键字进行查询数据。

4.1.3.2. 企业变更情况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第十条（二）条款要求，发电企业需披

露企业变更情况，该功能实现企业变更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录入企业变更信息，经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不定期/按需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众信息。

披露形式为附件正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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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众信息-发电企业变更情况

【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开始新增一条企业变更情况信息。

【标题】点击新增后自动生成标题，可手动修改。

【下一步】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下一步操作。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新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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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附件】点击上传附件按钮可以上传附件信息。正文可录入富文本信息。

【上一步】点击上一步按钮，返回上一步，可修改标题，当前步骤录入内容则不会保存。

【发布】点击发布按钮，完成新增操作。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新增操作。

【提交】新增的一条信息状态为待提交，点击提交按钮将该条信息提交交易中心形式审

查，状态变为流转中；如果交易中心审查通过则自动发布，状态变为已发布；如果交易中心

审查驳回则状态变为已驳回；如果交易中心将该信息设置为不审查，则提交后自动发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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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为已发布。

【撤回】提交交易中心形式审查的信息状态为流转中，市场主体可以点击撤回按钮，将

此信息撤回，状态变为已撤回。

【删除】状态为待提交、已撤回的信息，市场主体可以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操作。

【修改】状态为待提交、已撤回的信息，市场主体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操作。

【查询】按照关键字进行查询数据。

4.1.3.3. 关联企业信息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第十条（三）条款要求，发电企业需披

露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企业信息，该功能实现关联企业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录入关联企业信息，经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市场启动前/按年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众信息。

披露形式为附件正文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众信息-关联企业信息

操作同企业变更情况，此处不在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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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 电厂机组信息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第十一条（一）条款要求，发电企业需

披露电厂机组信息，该功能实现电厂机组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将市场注册的机组信息自动抽取过来，并手动维护注册未提供的信息，经

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初始发布一次，如有变更再次发布，为不定期/按需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开信息。

披露形式为结构化数据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开信息-电厂机组信息

【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开始新增一条电厂机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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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点击新增后自动生成标题，可手动修改。

【下一步】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下一步操作。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新增操作。

【编辑】点击下一步后，自动从注册抽取电厂机组信息，点击编辑按钮，维护需要人工

录入的数据。

【上一步】点击上一步按钮，返回上一步，可修改标题，当前步骤录入内容则不会保存。

【保存】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新增操作。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新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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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点击编辑按钮后弹出数据维护窗口，手动维护数据后，点击更新，保存数据。

【提交】新增的一条信息状态为待提交，点击提交按钮将该条信息提交交易中心形式审

查，状态变为流转中；如果交易中心审查通过则自动发布，状态变为已发布；如果交易中心

审查驳回则状态变为已驳回；如果交易中心将该信息设置为不审查，则提交后自动发布，状

态变为已发布。

【撤回】提交交易中心形式审查的信息状态为流转中，市场主体可以点击撤回按钮，将

此信息撤回，状态变为已撤回。

【删除】状态为待提交、已撤回的信息，市场主体可以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操作。

【修改】状态为待提交、已撤回的信息，市场主体可以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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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照关键字进行查询数据。

4.1.3.5. 机组出力受限情况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第十一条（二）条款要求，发电企业需

披露机组出力受限情况，该功能实现机组出力受限情况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录入机组出力受限情况信息，经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按日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开信息。

披露形式为附件正文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开信息-机组出力受限情况

操作同企业变更情况，此处不在复述。

4.1.3.6. 机组检修及设备改造计划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第十一条（二）条款要求，发电企业需

披露机组检修及设备改造计划，该功能实现机组检修及设备改造计划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录入机组检修及设备改造计划信息，经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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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信息为按年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开信息。

披露形式为附件正文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开信息-机组检修及设备改造计划

操作同企业变更情况，此处不在复述。

4.1.3.7. 各发电单元发电能力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附件 2.2 要求，发电企业需披露各发电

单元发电能力，该功能实现各发电单元发电能力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录入各发电单元发电能力信息，经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按年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开信息。

披露形式为附件正文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开信息-各发电单元发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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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同企业变更情况。注：此信息按年披露。

4.1.3.8. 机组停运信息

【功能描述】根据国能发监管[2020]56 号文，附件 2.5 要求，发电企业需披露机组停

运信息，该功能实现机组停运信息的披露。

通过新增操作录入机组停运信息，经交易中心形式审查后对外披露。

此类信息为不定期/按需披露信息。

公开范围是公开信息。

披露形式为附件正文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公开信息-机组停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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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同企业变更情况，此处不在复述。

4.1.4. 扩增信息披露

4.1.4.1. 扩增披露信息申请

【功能描述】市场主体可开展扩增信息披露业务，该功能市场主体发起扩增披露信息申

请操作，经交易中心内网审查后获取结果。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扩增信息披露-扩增披露信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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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点击申请按钮，新增一个扩增披露信息申请。

【正文】手动录入正文内容。

【上传附件】点击上传附件按钮，将申请材料附件进行上传。

【提交】点击提交按钮，将此申请提交到交易中心进行审查。

【取消】点击取消按钮，取消申请操作。

4.1.4.2. 扩增信息公示

【功能描述】该功能可查看本场景所有扩增披露信息申请及进展。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扩增信息披露-扩增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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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照关键字进行查询数据。

4.1.5. 依申请信息查询

【功能描述】市场主体可开展依申请信息披露业务，此处功能是将发生的依申请信息披

露事件进行公示。

此类信息为不定期/按需披露信息。

披露形式为结构化数据形式。

【功能介绍】

信息披露-依申请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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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照关键字进行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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