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国网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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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
上海起帆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福州公司的10kV电力电缆，在2020
年4月28日、9月1日三次抽检中分别出现绝缘热延伸
试验、结构尺寸检查不合格，分别属于III级、II级
质量问题；该供应商供国网泉州公司的低压电力电
缆，在2020年4月28日抽检中出现绝缘热延伸试验不
合格，属于I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
合格累计积分4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10月31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10（20）kV及以下电缆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
一批相应类别招标结束。

10（20）kV及
以下电缆

2
河北凯天电力器

材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龙岩公司的金具，在2020年6月10日
抽检中出现尺寸检查不合格，属于II级质量问题。6
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金具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应
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结

金具
材有限公

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类别招标的 处 时间将顺延 下 批相应类别招标结
束。

3
广鸿电气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龙岩公司的电能计量箱，在2020年6
月8日抽检中出现一般检查、在剩余电流条件下验证
动作特性、时间-（过）电流特性、耐异常发热和耐
燃试验不合格，属于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
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
招标结束。

电能计量箱

4
萍乡市阳东电瓷

电器厂

该供应商供国网龙岩公司的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
子，在2020年9月9日抽检中出现机电破坏负荷试验
不合格，属于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
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绝缘子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绝缘子

该供应商供国网宁德公司的电能计量箱，在2020年6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5
宁波恒力达科技

有限公司
月1日抽检中出现一般检查、塑料外壳式断路器Ics
均试验不合格，属于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
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司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
招标结束。

电能计量箱

6
福建瑞能博尔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宁德公司的直流高压发生器和回路
电阻测试仪，分别在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28
日抽检中出现开机无电压输出和电压取样回路故障
等问题，均属于I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产
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仪器仪表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
标结束。

仪器仪表

7
浙江临高电气实

业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厦门公司的10kV干式变压器，在
2020年6月3日抽检中出现短路耐受能力试验不合
格，属于I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合
格累计积分 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10（20）kV及以下变压器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

批相应类别招标结束

10（20）kV及
以下变压器

格累计积分1分。 一批相应类别招标结束。

8
泉州亿兴电力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心库的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在2020年7月9日抽检中出
现JP柜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温升试验、柜体尺寸
厚度材质不合格，属于Ⅱ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
商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备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
一批相应类别招标结束。

10kV及以下变
电成套设备

9
江西省萍乡市玻
瓷高压绝缘子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莆田公司的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
子，在2020年9月16日抽检中出现机电破坏负荷试验
不合格，属于II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
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绝缘子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绝缘子

河南长城消防监
该供应商在2020年5月11日参加“龙岩公司2020-

年变电站主变排油注氮消防年度维保”非招标
2020年11月1日-2023年10月31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

10
河南长城消防监
控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变电站主变排油注氮消防年度维保”非招标
采购项目时，提供的“授权承诺函”经制造厂确认
为虚假授权，存在虚假投标行为。

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
有相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
招标结束。

所有品类

11
福建富源鸿大机
电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

该供应商在2020年5月11日参加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2020年第二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分标编
号: XMZB-WZ2002-173包2-中央空调系统（风冷型）
、包3-中央空调系统（水冷型））时，提供的中国
能效网查询结果与实际查询结果不符，存在虚假投
标行为。

2020年8月5日-2023年8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所有品类

福建点室建筑安

该供应商在2020年5月11日参加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2020年第二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分标编
号 XMZB WZ2002 173包2 中央空调系统（风冷型）

2020年8月5日-2023年8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有相

12
福建点室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号: XMZB-WZ2002-173包2-中央空调系统（风冷型）
、包3-中央空调系统（水冷型））时，提供的中国
能效网查询结果与实际查询结果不符，存在虚假投
标行为。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所有品类

13
福建冰河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2020年5月11日参加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2020年第二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分标编
号: XMZB-WZ2002-173包3-中央空调系统（水冷
型））时，提供的中国能效网查询结果与实际查询
结果不符，存在虚假投标行为。

2020年8月5日-2023年8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所有品类

14
北京科锐配电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

该供应商于2020年3月4日、4月22日供国网福建省电
力有限公司中心库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在2020年3月24日 5月19日两次抽检中均出现避雷

2020年8月5日-2021年8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备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

14 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在2020年3月24日、5月19日两次抽检中均出现避雷
器密封试验检验不合格，属于Ⅱ级质量问题。6个月
内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4分。

实施招标的 及以下变电成套设备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
下一批相应服务类别招标结束。

及以下变
电成套设备

15
上元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于2020年4月9日供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中心库的10kV三相隔离开关，在2020年4月9日抽
检中出现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不合
格，属于Ⅱ级质量问题。6个月内供应商产品不合格
累计积分2分。

2020年8月5日-2021年2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10（20）kV及以下隔离开关 中暂停中标资
格。在此期间没有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
延至下一批相应服务类别招标结束。

10（20）kV及
以下隔离开关

16
安徽广胜管业科

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于2020年3月26日供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邵武供电公司的电缆保护管，在2020年5月9日抽
检中出现平均内径、壁厚、维卡软化温度和环刚度
等4项试验不合格 属于Ⅱ级质量问题 6个月内供

2020年8月5日-2021年2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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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kV及以下电
缆附件



17
保定恒辉电气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于2019年11月25日供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顺昌供电公司的电能计量箱，在2020年4月23日
抽检中出现箱体厚度、塑料弯曲、塑料拉伸和塑料
燃烧等4项试验不合格，属于Ⅱ级质量问题。6个月
内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2020年8月5日-2021年2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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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类别招标结束。

电能计量箱

内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累计积分2分。

18
尤溪县壮壮科技

有限公司

在2020年4月28日参加国网宁德供电公司2020年第四
批第3次项目竞争性谈判（项目编号
NDFW2020GJT030011）过程中，专家评审发现尤溪县
壮壮科技有限公司和尤溪县倍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两家的最终报价盖章均为“尤溪县倍增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印章，两家供应商存在相互串通投标的行
为。

2020年8月5日-2023年8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所有品类

19
尤溪县倍增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在2020年4月28日参加国网宁德供电公司2020年第四
批第3次项目竞争性谈判（项目编号
NDFW2020GJT030011）过程中，专家评审发现尤溪县
壮壮科技有限公司和尤溪县倍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8月5日-2023年8月4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相
应类别招标的 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 批相应类别招标

所有品类
服务有限公司

壮壮科技有限公司和尤溪县倍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两家的最终报价盖章均为“尤溪县倍增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印章，两家供应商存在相互串通投标的行
为。

应类别招标的，处理时间将顺延至下一批相应类别招标
结束。

所有品类

20
上海赛逸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赛逸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在参与国网福建省电
力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 XMZB-WZ1905-255包1-主控桌及办公
桌）中提供虚假信息。

2020年3月2日-2023年3月2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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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品类

21
福建省华泰电务
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福建省华泰电务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参与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批工程服务类项目（招
标编号：FJZB-2019-06-TKSG-DK）中提供虚假信息
。

2020年3月2日-2023年3月2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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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品类

类别招标结束

22
安徽柏桦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2019年5月28日-2019年7月27日被暂停配
网设备协议库存电能计量箱标包中标资格。现供应
三明地区的电能计量箱经抽检发现绝缘材料耐受内
部电效应引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证不合格。6
个月内出现3次III级问题。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2019年5月28日-2020年6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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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电能计量箱

23
浙江浦成电气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三明地区的电能计量箱经抽检发现外
观检查不合格、耐受非正常发热和火焰的验证、塑
料燃烧试验、温升验证、外部机械撞击防护等级验
证（IK代码）、箱体厚度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
整改。

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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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电能计量箱

24
福建莆田荔源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福清中心库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
装置经抽检发现JP柜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

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备标包中暂停中
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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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
延期处罚。

10kV及以下变
电成套设备

25
山东鲁电线路器

材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泉州地区的线路柱式复合绝缘子经抽
检发现额定弯曲负荷(SCL)验证不合格。处理期满未
完成整改。

2019年11月1日-2020年2月29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绝缘子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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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绝缘子

26
浙江金塔电力线
路器材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泉州地区的铁塔经抽检发现化学成分
验 不合格 处 期满未完成整改

2019年11月1日-2020年2月29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铁塔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在此期间没有
相应物资类别招标的 时间将 至 批相应物

铁塔26
路器材有限公司 验证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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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铁塔

27
厦门启和电器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海沧中心库的交流三相隔离开关6个月
内出现3次检测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2019年11月1日-2020年4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10（20）kV及以下隔离开关 标包中暂停
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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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
改，延期处罚。

10（20）kV及
以下隔离开关

28
安徽明坤电器设

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2018年9月30日-2019年3月29日因质量问题
被暂停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断路器的中标资
格。现供应龙岩地区的柱上断路器经抽检发现机械
寿命试验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处理期满
未完成整改

2018年9月30日-2019年12月27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10（20）kV及以下断路器标包中暂停中
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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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
延期处罚

10（20）kV及
以下断路器

未完成整改。 延期处罚。

29
河北电力装备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2018年8月27日-2019年9月28日因质量问题
被暂停低压开关柜中标资格。现供应宁德地区的低
压开关柜经抽检发现温升试验不合格。处理期满未
完成整改。

2018年8月27日-2020年3月28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10kV及以下低压开关柜标包中暂停中标资
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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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
处罚。

10kV及以下低
压开关柜

30
江西德伊智能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2019年1月29日-2019年3月29日因质量问题
被暂停电能计量箱中标资格，现供应漳州地区电能
计量箱经抽检发现机械特性和机械寿命检测不合格
。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2019年1月29日-2019年11月29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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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电能计量箱

三明市东凌工贸 该供应商在参与厦门供电公司铁件招标采购过程
2019年6月26日-2022年6月25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间没有

31
三明市东凌工贸
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参与厦门供电公司铁件招标采购过程
中，存在串标行为。

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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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品类

32
厦门杭仪工贸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参与厦门供电公司铁件招标采购过程
中，存在串标行为。

2019年6月26日-2022年6月25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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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品类

33
漳州捷美电业设
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在参与厦门供电公司铁件招标采购过程
中，存在串标行为。

2019年6月26日-2022年6月25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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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品类



34
莱州市虹桥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泉州地区的线路柱式复合绝缘子经抽
检发现外观尺寸、绝缘距离不合格。处理期满一年
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9年5月28日-2019年7月27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复合绝缘子标包中暂停
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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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
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35
宁波迦南智能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2018年8月27日-2018年12月26日、2019年3
月29日-2019年9月28日因质量问题被暂停电能计量
箱中标资格。现供应泉州地区的电能计量箱经抽检
发现简支梁缺口冲击强度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
整改。

2019年3月29日-2020年3月28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电能计量箱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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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电能计量箱

36
上海东海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厦门地区的低压开关柜，未能按期交
货，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
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8年8月27日-2018年10月26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低压开关柜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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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该供应商2018年6月30日 2019年6月29日在国网福建 2018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9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37
江苏新长峰线缆
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2018年6月30日-2019年6月29日在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物类标包中暂停中
标资格。现该供应商供应南平地区的架空绝缘导线
在6个月内抽检四次不合格。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2018年6月30日-2020年6月29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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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所有品类

38
东晓电气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2017年4月18日-2017年6月18日在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非金属计量箱标包中暂
停中标资格。现供三明公司的电能计量箱复检不合
格，且不配合三明公司约谈工作。处理期满一年仍
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待其前一次处罚结束后，2018年7月26日-2018年11月25
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
库存电能计量箱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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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2017年4月18日-2018年2月21日被暂停配网设备协议库存

39
陕西福星电网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该供应商2017年4月、6月、8月分别因为质量问题被
暂停电能计量箱中标资格2个月、4个月、6个月。现
供应福州地区电能计量箱抽检发现质量问题，且不
配合换货、约谈工作。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被暂停配网设备协议库存
电能计量箱（非金属）标包标资格，待其上次处罚期
满，2018年6月30日-2018年12月31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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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
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40
有能集团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数次以各种理由拒绝确认福州公司防火板
订单，导致福州公司最终删除该订单。已倒闭。处
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8年6月30日-2018年8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防火板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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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
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41
苏州龙兴线缆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2018年5月因质量问题被处黑名单6个月。
现供应泉州地区电缆保护管经抽检发现尺寸、维卡
软化温度、断裂伸长率及环刚度试验不合格。处理
期满未完成整改。

2018年8月27日-2020年2月28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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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所有品类

42
兴乐集团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供应泉州地区低压电力电缆经抽检发现绝
缘空气烘箱老化后抗张强度变化率与绝缘成品电缆
段老化后抗张强度变化率不合格；同时供应商以资
金链断裂为由，不换货，不参与约谈。已倒闭。处
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8年6月30日-2018年8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电缆标包中暂
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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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该供应商以环保不达标为由拒不确认龙岩公司35kV
2018年5月30日-2018年11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 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

43
北京国电四维电
力技术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以环保不达标为由拒不确认龙岩公司35kV
及以下电缆终端订单，拒绝供货，致使16个项目进
度受影响,且不参加约谈工作。已倒闭。处理期满一
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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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
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44
马鞍山鼎泰稀土
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该供应商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2月22日被暂停钢
绞线标包中标资2个月。同时，该供应商供应泉州地
区的钢绞线经抽检发现直径不符合要求。处理期满
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待其处理期满，2018年5月30日-2018年9月30日在国网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
10(20)kV导地线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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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该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 同时在福
2018年5月30日-2018年11月3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 在此期

45
漳州市裕拓机械
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同时在福
建电力2017年第三批电商化采购中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公司实施招标的所有品类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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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
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46 浙江开成电缆制造

该供应商2017年11月因未及时供货被暂停中标2个
月，现供应三明地区的低压电力电缆经抽检发现护
套失重试验不合格。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
不配合整改。

待之前处罚结束后，2018年4月26日-2018年8月26日在国
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
10(20)kV电缆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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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2017年12月22日-2018年2月22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导地线标包

47
河南开启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南平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一直未能及
时供应，严重影响工程施工进度。已倒闭。处理期
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导地线标包
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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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
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
名单

所有品类

48
山东北海电气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漳州地区的电缆保护管分别在2017年7
月、9月2次检测发现外观尺寸、抗弯曲力等项目不
合格，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严重质量问题的。处理
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6年6月因质量问题被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2017年11
月20日-2018年5月2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
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缆附件标包中暂停中标资
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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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49
福建世纪电缆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福州地区和漳州地区的布电线一直无
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供货，严重影响工程施工进度
。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

2017年9月25日-2018年1月25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布电线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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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
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50
福建世纪电缆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漳州地区的低压电力电缆原定于2017年1
月到货的13个订单，在2017年3月10日只到1个订
单，其余订单至今未能供货，严重影响工程施工进
度。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
整改。

2017年6月27日-2017年8月27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电缆标包中暂
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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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51
福建万晟管桩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南平地区的水泥杆在一个批次抽检过程
中发现样品无永久标志、模边合缝处漏浆。已倒闭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7年5月18日-2017年7月18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水泥杆标包中暂停中标
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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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
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满 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52
永进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福建省的10kV电力电缆、10kV架空绝缘
导线和低压电力电缆在2016年11月至今一直未能供
货，严重影响工程施工进度。已倒闭。处理期满一
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7年1月20日-2017年7月20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电缆、配网设
备协议库存10(20)kV导地线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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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53
北京圣华亿源电
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中标后经专家现场资质能力核实，该公司的投标文
件所列的主要工装、检测设备、技术人员、生产厂
房均属于四平线路器材厂，与投标文件不相符，存
在提供虚假信息或证明文件的行为。被总部列入永
久黑名单。

对该公司自2016年6月22日起参加的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所有品类中，暂停中标资格3年。已倒闭，
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久黑名单

54
天虹电气有限公
司

供宁德地区35kV平溪变电站10kV长溪线低压改造工
程的交流三相隔离开关检测发现产品触头镀层为
锡，而标准为银。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
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对该公司自2016年2月2日起参加的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隔离开关项目中，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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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
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
名单

所有品类

55
江苏金波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参加福建公司2014年第二批协议库存物资招标采购
（131407批次）电缆保护管项目投标，经现场核
实，发现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与实际不
符。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5-001)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
行为实施细则》，对该公司自2015年1月20日起参加的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及非招标采购的所有物
资品类标包中取消中标资格12个月。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56
南安市电力器材
有限责任公司

参加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2015年度铁附件超市
化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采购编号：XMYB-WZJT-
14CS-190包1～包8），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已倒闭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5-001)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
行为实施细则》，对该公司自2015年1月20日起参加的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及非招标采购的所有物
资品类标包中取消中标资格12个月。已倒闭，处理期满
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57
上海衡变实业有
限公司

参加国网福建电力2015年131501批次10kV箱式变电
站（招标编号：XMZB-WZ1501-002）投标中提供虚假
的销售业绩信息。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
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5-004)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
为实施细则》，对该公司自2015年3月5日起参加的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及非招标采购的所有物资
品类标包中取消中标资格12个月。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
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关于尤溪供电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向湘潭钢铁集
团有 公 采购的钢绞线共计 无法 时到

（供应商处理-2015-005）根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
良行为实施细则 对该公 自 年 月 起参加的

58
湘潭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团有限公司采购的钢绞线共计1582kg，无法及时到
货的问题，严重影响新建管前镇南华村南华村部配
变工程等项目施工进度、工程结算及尤溪电网供电
可靠性。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

良行为实施细则》，对该公司自2015年3月30日起参加的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的其后一个批次的配
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导地线项目中，扣减其商务评
审分值的30%。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59
库柏电子科技
（上海）有限公
司

库柏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供应莆田地区的
柱上断路器，经检测发现30%电压操作特性试验数据
不符合技术要求。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5-007）该公司2014年12月曾因质量问
题被给予扣减其商务评审分值一次。根据《国家电网公
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和招标文件的有关规
定，待上一批次处理结束后，再对该公司参加的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的10（20）kV及以下断路器
项目中给予暂停授标1个批次。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10（20）kV及
以下断路器

项目中给予暂停授标1个批次。未完成整改，延期处罚。

60
武汉市易科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经电科院检测，受检样品憎水性试验：迁移特性为
HC1、恢复时间>24h；剪切强度0.84MPa；抗撕裂强
度7.0Kn/m；扯断伸长率为224%；可燃性超出FV-1级
要求，不符合国家电网建运[2006]1022号文《国家
电网公司跨区电网输变电设备外绝缘用防污闪涂料
使用指导原则》及闽电生产[2007]340号文《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设备外绝缘用防污闪涂料使用导
则》的标准。换货后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处理期满
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5-012)武汉市易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南平地区的绝缘涂料，经检测发现憎水性试验不合
格、可燃性超出FV-1级要求，换货后复检结果仍不合格
。对该公司自2015年7月15日起参加的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采购的绝缘涂料项目中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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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
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该公司2015年5月曾因质量问题被暂停授标2个批次。根
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和招

61
凤凰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供应宁德公司改造2015年贯岭所超重载配变工程的
电缆接线端子，经检测发现外观标识不满足要求。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据《国家电网公司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管理细则》和招
标文件的有关规定，待以上批次处理结束后，再对该公
司参加的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的配网设备
协议库存电缆附件项目中，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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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
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62
上海翔骋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参加福建公司2015年第三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
（131503批次）智能变电站辅助系统综合监控平台
项目的投标时，生产能力证明材料造假。处理期满
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对该公司自2015年9月9日起参加的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实施招标采购及非招标采购的所有物资品类标包中取消
中标资格2年。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63
北京中电欧亚科
技有限公司

供南平公司的接地短路故障指示器经检测发现不能
正确发出短路故障指示报警、未及时退换货且影响
施工进度、售后服务态度不良。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该公司在2014年、2015年分别因为质量及售后问题被2次
扣减其商务评审分值的30%和暂停授标3个批次，待以上
问题整改解除后，再对该公司自2015年12月21日起参加
的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接地短路故障指示器项目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所有品类
技有限公司 施工进度、售后服务态度不良。处理期满 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存接地短路故障指示器项目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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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
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64
宁波康兴电缆有
限公司

我公司在4月份按协议库存中标结果向宁波康兴电缆
有限公司下达电力电缆采购（寄售）订单
5300000192530000018753000001995300000198四个
批次，4月29日厂家回复因设备维修无法供货，严重
影响我公司迎峰度夏工程的进度。已倒闭。处理期
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4-008)对该公司自2014年5月23日起参
加的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配网
设备协议库存10(20)kV电缆的投标中给予暂停授标一批
次。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德力西电气有限

送检3台样品经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检测发现隔离开关触头是镀锡，不满足国家电网公

(供应商处理-2014-010)自2014年7月7日起参加的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 个批次10（20）kV及以 10（20）kV及

65
德力西电气有限
公司

检测发现隔离开关触头是镀锡，不满足国家电网公
司物资采购标准要求，标准要求为隔离开关的导电
部件应采用导电率高于97％的铜板镀银，厚度不小
于20μm。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10（20）kV及以
下隔离开关  的投标中给予暂停授标一批次。未完成整
改，延期处罚。

10（20）kV及
以下隔离开关

66
奉新国光电气有
限公司

2014年4月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检出
该产品工频耐压及破坏性试验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标准要求Q值0.8-1，实测0.32.耐压要求110KV，实
测92.6KV击穿。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
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4-008)对该公司自2014年5月23日起参
加的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的配
网设备协议库存瓷绝缘子投标中给予暂停授标一批次。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67
南京巨冉电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

参加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批设备材料招
标采购批次铅封项目（XMZB-WZ1403-185，包1-铅
封）投标，经现场核实，不具备生产和检测设备，

（供应商处理-2014-014）自2014年8月28日起参加的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的招标及非招标采购的所有物资
标包中取消中标资格1年 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

所有品类
备制造有限公司

封 投标 经现场核实 不具备生产和检测设备
与投标文件提供的数据不符。处理期满未完成整改
。

标包中取消中标资格1年。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
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68
恒银金融科技有
限公司

2013年8月份签定的合同，要求2014年4月5日要求发
货，厂家采取拖延办法，一直无法答复交货期，该
设备至今未到货，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处理期满未
完成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4-020)自2014年12月2日起参加的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的SDH设备招标
采购中，扣减其商务评审分值的50%。未完成整改，延期
处罚。

SDH设备

根据国网GW-GWXY-FJ-1401-GLKG招标结果，福清公
司2014年协议库存购置的三相隔离开关中标厂家为
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交货期分别为及，截
至25日均未完成供货（订单号：4110536061、
4110509629等），订单数量67组，金额约7.5万元。

69
凤凰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经福清公司多次催货，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最终
于供了一批本该就该供的货。由于厂家供货不及
时，严重影响了福清公司工程的正常施工及物资到
货抽检覆盖率指标。请省公司给予协调解决。
平潭公司2014年8月至9月由电子商务平台向凤凰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下了10kV三相隔离开关。交货期为
2014年10月10日。9月中旬平潭公司配送员要求厂家
按时供货，厂家做出承诺，回复可以按时到货。但
到了交货时间厂家仍未到货。因厂家延迟供货，已
导致平潭公司多个配网工程延期施工。处理期满一
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4-020)自2014年8月28日起被暂停授标1
个批次，待其解除限制后参加的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
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隔离开关招
标采购中，扣减其商务评审分值的50%。处理期满一年仍
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福州公司 鼓快线跨铁路 水泥杆改为耐张铁塔

70
青海万立电气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公司110kV鼓快线跨铁路#5水泥杆改为耐张铁塔
大修等工程购置的交流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10月8
日送检电科院检测不合格，整批退货。福州公司110
千伏建金Ⅰ路等运行14年及以上内楔式合成绝缘子
更换大修工程购置的交流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10
月8日送检8只绝缘子经电科院检测存在不合格产
品，后续再次送检16只绝缘子，重复试验时有一只
绝缘子不合格，则整批判定为不合格。该供应商提
供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整批次退换货，从而严重
影响工程进度。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
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4-020)自2014年12月2日起参加的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的配网设备协
议库存复合绝缘子招标采购中，扣减其商务评审分值的
50%。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送电科院检测绝缘子发现额定机械负荷试验 试验

71

保定京保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曾
用名：保定电力
修造厂）

送电科院检测绝缘子发现额定机械负荷试验，试验
项目86%额定机械负荷试验（1小时），试验中发生
帽抽芯现象，再次加倍送检还是发生6%额定机械负
荷试验（1小时），还是发生帽抽芯现象，严重影响
项目安装工期。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
改或不配合整改。

（供应商处理-2014-022）自2014年12月24日起参加的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其后一个批次的配网设备
协议库存复合绝缘子招标采购中，扣减其商务评审分值
的30%。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
改，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72
凤凰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2014年11月4日漳州平和县供电公司于11月第三方检
测的凤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接续金具-并沟线
夹JBB-1，共计3只产品出现镀锌层（单体锌厚）不
合格的产品质量问题，经统计由凤凰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供应的漳州地区产品在2014年度的抽检过程，
已出现两次抽检不合格的情况 处理期满 年仍未

（供应商处理-2014-022）曾因供货问题自2014年7月30
日起被暂停授标1个批次。待其解除限制后参加的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实施招标的下一批次的金具招标采购中，
给予扣减商务评审分值的30%。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
改或不配合整改 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已出现两次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处理期满一年仍未
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名单

73
福建世纪电缆有
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南平地区地区的架空绝缘导线应于1月
30日之前到货。截止至2月8日，仍未到货，严重影
响工程施工进度。已倒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
整改或不配合整改。

2018年2月26日-2018年4月26日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实施招标的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导地线标包中
暂停中标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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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倒
闭，处理期满一年仍未完成整改或不配合整改，列入黑
名单

所有品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