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情况的通报  编号：2020-01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公示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 浙江浦成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2019年8月抽
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问
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2 浙江鸿顺实业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铁塔，2019年10月抽检发
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铁塔

3 浙江共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2019年11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 浙江东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2019年11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5 浙江东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2019年12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6 浙江昌泰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电力电缆，2019年12
月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
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

7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环网柜，2019年11月抽检
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问题
。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环

网柜（箱）

8 希格玛电气(珠海)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环网柜，2019年11月抽检
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问题
。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环

网柜（箱）

9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9年11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10 上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拉线金具，2019年11月抽
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问
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金具

11 萍乡市锦宏瓷业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线路柱式瓷绝缘子，2019
年8月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
III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瓷绝缘子

12
宁波新天用电线电缆实业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2019年11
月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
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

13 江苏铭安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9年12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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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柱上负荷开关，2019年10
月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
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负荷开关

15
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

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9年11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16 湖南兴诚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线路柱式瓷绝缘子，2019
年9月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
III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瓷绝缘子

17 河北金力电缆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电力电缆，2019年11
月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
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缆

18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2019年9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协议库存导
地线

19 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力电缆，2019年8月抽检
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I级问题
。

2020年1月2日-2020年3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缆

20 浙江绿丰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2019年10月
抽检发现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21 长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2019年9月抽
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2次III级质
量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22
金湖县金苹果水泥制品有限

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锥形水泥杆，2019年10月
抽检发现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水泥杆

23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9年10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2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24 黄冈东源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2019年11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2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25 华威博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2019年11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2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26 浙江伏尔特电器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避雷器，2019年9月抽检发
现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1次II级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5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避雷器

27 浙江科祥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2019年12月
抽检发现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2次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7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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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杭州介通电缆保护管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2019年12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永久列入黑
名单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29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9年10月
抽检发现存在一般质量问题。本次处理是因3次III级
问题。

2020年1月2日-2020年7月1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停
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30 浙江昌泰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集束绝缘导线检
测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导

地线

31
南京自强铁路车辆配件有限

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环网柜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环

网柜

32 辽宁华骋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
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33
杭州世创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容器柜检
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低压电容器柜

34 辽宁华骋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容器柜
检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低压电容器柜

35 南京普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柱上断路器检测
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断

路器

36 上海德澜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一
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37
南京大手笔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2019年10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
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38 浙江东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容器柜检
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低压电容器柜

39 德勒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测
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40 浙江东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配电箱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综合配电箱

41 浙江宏祥金具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耐张线夹检测不
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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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火炬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耐张线夹检测不
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金具

43
浙江万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4 长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5
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

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6 上海德澜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7 浙江腾飞电器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8 宁波恒力达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49 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50 杭州顺欣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51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52 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53 浙江白云源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能计量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电能计量箱

54 杭州鸿顺管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55 华威博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1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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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山东迪米特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一
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57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
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一
般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58 浙江双星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锥形水泥杆检测
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水泥杆

59
大江控股集团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
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60
山东欧玛嘉宝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
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61 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检
测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6日-2020年03月5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10（20）kV导

地线

62
杭州介通电缆保护管有限公

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国网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
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在公司招标采购中永久列入黑
名单

黑名单

63 上海凯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3月，供国网浙江公司的信息系统运维服务发生
违法转包行为。

2019年11月6日-2020年11月3日在公司招标采购中列
入黑名单

黑名单

64
保定意源达电力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一般质
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65 杭州浩飞管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66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67 德勒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容器柜检测不
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低压电容器柜

68 德勒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69
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
2019年4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配电箱检测不合格，
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综合配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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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杭州百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71 黄冈东源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72 江西浙丰管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73 南京盖迪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10kV钢管杆（桩）检
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10kV钢管杆（桩）
2019年6月因供应商原因延期交货，影响工程进度。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钢管杆

74
山东欧玛嘉宝电气科技有限

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75 上海德澜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分支箱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76 苏州佳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77
浙江灵通道路设施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78
杭州世创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79 浙江南腾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80 浙江万吉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81 浙江维博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绝缘穿刺线夹检测不
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金具

82 中气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容器柜检测不
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低压电容器柜

83 杭州大成管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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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浙江永固输配电设备有限公

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20年0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85 火炬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供浙江公司的耐张线夹2019年7月因供应商原因延期交
货，影响工程进度。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金具

86 浙江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87 山东迪米特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10kV变压器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变

88 浙江科易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7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耐张线夹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物资协议库
存金具

89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电容器柜检测不
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低压电容器柜

90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低压开关柜检测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低压开关柜

91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浙江公司的20kV单相隔离开关检
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19年09月03日-2019年11月02日在浙江公司招标中
暂停中标资格

20kV交流单相隔
离开关

92 杭州浩飞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维卡软化温度，密度
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公司电缆附件招标中暂停
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9年04月27日-2019年06月
26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
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附件

93
保定意源达电力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抽检10kV变压器显示局部放电试验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
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10kV配变招标中暂停
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9年05月21日-2019年09月
20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
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10kV配变

94 浙江兴隆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公称内径、环刚度、维卡
软化温度、密度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
在公司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缆附件标包中暂停中标资
格。

电缆附件

95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抽检高压熔断器显示触头接触性能检查、载熔件互换
性检查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9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
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96
苏州华能高分子材料有限公

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公称内径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9年2月1日-2022年1月31日
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97 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公称内径、承口深度、环
刚度、维卡软化温度、密度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9年4月1日-2021年3月31日
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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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杭州介通电缆保护管有限公

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壁厚、压扁试验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永
久黑名单。

所有品类

99 浙江万吉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公称壁厚、维卡软化
温度、密度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9年01月23日-2020年01月22日结束。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00 无锡市新阳光电缆有限公司 抽检10kV电力电缆显示绝缘层热延伸试验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10kV电力电缆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9年01月23日-2020年01月22日结束。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10kV电力电缆

101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抽检柱上断路器显示工频耐压试验、雷电冲击试验不
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柱上断路器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2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柱上断路器

102 安吉中电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不合格。该供应
商电缆保护管延期交货，影响工程施工进度。

按浙江公司第八批处罚措施执行。处理时间自2018年
11月20日-2019年11月1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
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03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高压熔断器延期交货，被多家业主单位投诉
。抽检高压熔断器显示材质、厚度及镀银厚度不合格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
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高压熔断器招标中暂
停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12月25日-2019年04
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
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高压熔断器

104 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抽检10kV箱式变电站显示变压器压力密封试验不合格
。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8月1日-2021年7月31日
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105 浙江纳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水泥制品,拉盘未按图纸制作，判定为不合格
产品。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
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公司杆塔类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12月21日-2019年02月20
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杆塔类

106 浙江兴隆管业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电缆保护管延期交货，影响工程施工进度。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不合格。

按浙江公司2018年第七批处罚措施执行。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1日-2019年9月20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07
浙江灵通道路设施股份有限

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外观、壁厚、公称内
径不合格。

按浙江公司2018年第七批处罚措施执行。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1日-2019年9月20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08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低压开关柜显示防护等级试验、保护
电路有效性试验、温升试验不合格。

按浙江公司2018年第七批处罚措施执行。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1日-2019年9月20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低压开关柜

109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JP柜延期交货，影响工程施工进度。省公司
专项抽检JP柜显示保护电路有效性不合格。

按浙江公司2018年第六批处罚措施执行。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12日-2019年9月11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JP柜

110 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外观、公称内径、维
卡软化温度、密度试验不合格。

按浙江公司2018年第八批处罚措施执行。处理时间自
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19日结束，其中2018年
11月19日-2019年7月31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
黑名单。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11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公称壁厚
、维卡软化温度、压扁试验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12月1日-2020年11月30
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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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江西浙丰管业有限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12月1日-2021年11月30
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113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内径、维卡软
化温度、密度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12月1日-2021年11月30
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114
杭州介通电缆保护管有限公

司
省公司专项抽检显示压扁试验不合格。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12月1日-2019年5月31
日在公司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缆附件标包中暂停中标
资格

电缆附件

115 施恩禧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抽检10kV三相隔离开关显示开关触头镀银层厚度不合
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10kV三相隔离开关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
间自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2月13日结束。在此期
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
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10kV三相隔离开
关

116 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维卡软化温度、密度测度不合格
。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19日结束，其中2018年
11月19日-2019年7月31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
黑名单。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17 安吉中电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尺寸检查、公称壁厚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1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18 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19日结束，其中2018年
11月20日-2019年5月31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
黑名单。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19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的10kV电力电缆严重延期交货，影响工
程进度。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
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10kV电力电缆招标中暂停
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月19
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10kV电力电缆

120  浙江意通汽车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的普通客车使用中发现多项故障。处理
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车辆招标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月19日结束。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
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车辆

121 兴乐集团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中标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电缆类物
资后，因资金问题无法执行合同，导致合同解除。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处理时间自2018年10月1日-
2020年9月30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122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抽检低压开关柜显示防护等级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低压开关柜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低压开关柜

123
浙江灵通道路设施股份有限

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检测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24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维卡软化温度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结束，其中2018年9月
25日-2019年1月31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
单。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25 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维卡软化温度试验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结束，其中2018年8月
1日-2019年7月31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
单。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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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力学性能环刚度、维卡软化温度
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结束，其中2018年8月
1日-2019年7月31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
单。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27 浙江兴隆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密度、维卡软化温度不合
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5日-2019年9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28 浙江开成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抽检低压电力电缆显示直流电阻检测不合格、红芯导
体表面严重氧化。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
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低压电力电缆招标中暂停
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9月25日-2018年11月24
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低压电力电缆

129 浙江谷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抽检JP柜显示柜体材质及尺寸、保护电路有效性试验
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JP柜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9
月20日-2019年9月1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
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
招标结束。

JP柜

130 浙江灵通道路设施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直流电阻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
2018年9月20日-2019年9月1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31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金具显示握力不合格。
现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8月1日-2021年7月31
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金具

132 信承瑞技术有限公司 厂内抽检电力电缆显示绝缘材料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电力电缆招标中暂停中标
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9月20日-2018年11月19日结
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力电缆

133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壁厚、公称内径、维卡软化
温度、密度不合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
年6月25日-2019年6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
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34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维卡软化温度不合格。
按国网公司统一处罚。2018年1月29日-2019年1月31
日在公司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电缆保护管

135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金具显示直流电阻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司金具招标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8年6月25日-2018年12月24日结束。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
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136
淮安市淮阴清江变压器有限

公司
抽检10kV变压器显示存在“铝代铜”问题。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在浙江公司范围内处理该供应商
列入黑名单3年。处理时间自2018年6月6日-2021年6
月5日。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全部物资

137
连云港石港高压电瓷有限公

司
抽检瓷式绝缘子显示机械破坏负荷试验项目不合格。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罚力度工作要求，在浙江
公司绝缘子招标中暂停招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6
月6日-2019年6月5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
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
标结束。

绝缘子

138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金具显示直流电阻试验不合格。处理期满，供应
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司金具招标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8年4月8日起到2018年10月7日结束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
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139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金具显示杂质含量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司金具招标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8年2月7日起到2018年8月6日结束。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
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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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8年2月7日起到2018年8月6日
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
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41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公称内径、维卡软化不合
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9日起到2018年6月
18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
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42 杭州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抽检电力电缆显示直流电阻试验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公司电力电缆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9日起到2018年6月18日结
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力电缆

143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金具送检发现无标识被退回。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公司金具招标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9日起到2018年4月18日结
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144 河北众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金具显示杂质含量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金具招标中暂停中标资格
。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2日起到2018年2月11日结
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
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145 杭州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抽检电力电缆显示直流电阻试验、绝缘层厚度、绝缘
层偏心率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公司电力电缆招标中暂停中标
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2日起到2018年4月11
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
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力电缆

146
连云港石港高压电瓷有限公

司
抽检绝缘子显示热镀锌层厚度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在公司绝缘子招标中暂停中标资
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2日起到2018年2月11日
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
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绝缘子

147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电缆保护管显示公称内径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在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2月12日起到2018年4月
11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
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48 浙江浙通管业有限公司
抽检该供应商电缆保护管显示壁厚、公称内径、维卡
软化温度不合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公司电缆保护管招标中暂停该供
应商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1月2日起到2018
年1月1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
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缆保护管

149 浙江白云源电气有限公司
抽检该供应商低压开关柜，显示防护等级不合格、保
护电路有效性不合格。目前企业已注销。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公司低压开关柜招标中暂停该供
应商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0月13日起到2017
年12月12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
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

低压开关柜

150 杭州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抽检该供应商电缆，显示直流电阻不合格。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十八条的规定，在公司10kV电力电缆招标中暂停该
供应商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10月13日起到
2017年12月12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
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
束。

10kV电力电缆

151 浙江晴朗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2017年配（农）网资质能力核实中提供虚
假发票、合同，业绩造假。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
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取消该供应商中标资格三年。处
理时间自2017年8月30日起到2020年8月29日结束。在
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
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所有物资品类

152 天虹电气有限公司
三个项目单位抽检该金具发现握力不合格。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条的规定，在公司配网金具招标中暂停该供应
商中标资格。处理时间自2017年6月12日起到2017年
12月11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
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153 天虹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公司在2016年9月抽检3组金具握力不合格。处理
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条第二款“6个月内同类物资累计出现3次因主
要技术参数检测不合格造成批量退、换货的”，暂停
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时间自2017年1月10日起到2017
年7月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
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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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北京仪能科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质量、履约问题拒不整改。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
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存在质量履约问题拒不整改
”，中取消该供应商中标资格1年。处理时间自2017
年1月10日起到2018年1月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
资类别招标结束。

变电在线监测装
置

155 上海海兰电气有限公司
质量、履约问题拒不整改。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
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存在质量履约问题拒不整改
”，中取消该供应商中标资格1年。处理时间自2017
年1月10日起到2018年1月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
资类别招标结束。

变电在线监测装
置

156 上海智光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履约问题拒不整改。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
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存在质量履约问题拒不整改
”，中取消该供应商中标资格1年。处理时间自2017
年1月10日起到2018年1月9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
资类别招标结束。

变电在线监测装
置

157 天虹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公司在2016年11月抽检3组金具握力不合格。处理
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二十条第二款“6个月内同类物资累计出现3次因主
要技术参数检测不合格造成批量退、换货的”，暂停
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时间自2017年2月15日起到2017
年8月1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
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

金具

158 杭州亿古科技有限公司
发现该供应商在ZBGW16-002-003包1电能质量在线监测
装置项目的应标文件中提供的资质文件不属实。处理
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国家电
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第二十三条的
规定，在公司招标中暂停该供应商所有物资品类中标
资格3年。处理时间自2016年7月27日起到2019年7月
26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
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电能质量在线监
测

159 宁波汇金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公司2015年配网线路材料协议库存（新增
批次）招标采购中业绩造假。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该行为属于在招标活动中
提供虚假信息或证明文件。决定对该供应商在公司所
有物资品类的招标中取消中标资格2年。处理时间自
2016年1月5日起到2018年1月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所有物资品类

160
海盐汇祥新型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
该供应商在公司2015年配网线路材料协议库存（新增
批次）招标采购中业绩造假。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该行为属于在招标活动中
提供虚假信息或证明文件。决定对该供应商在公司所
有物资品类的招标中取消中标资格2年。处理时间自
2016年1月5日起到2018年1月4日结束。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
物资类别招标结束。

所有物资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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