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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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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
长城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

供黄冈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2年5月出现线圈存在铜包铝问题，已于2012年6月
起，暂停授标5年及以上列入黑名单。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

名单。

自2012年6月起，暂停授标5年及以
上

所有物资品类

2
余姚市八方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供咸宁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开关2012年5月出现设备组装质量及装配工艺不良，材
质低劣，存在明显缺陷，属家族性缺陷问题，已于2012年6月起，暂停授标5年及以

上列入黑名单。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自2012年6月起，暂停授标5年及以
上

所有物资品类

3
广东中鹏电气有限公

司

供黄石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2年11月出现变压器线圈为铝线圈问题，已于2012
年12月起，暂停授标5年及以上列入黑名单。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

列入黑名单。

自2012年12月起，在所有项目单位
的全部标包中，暂停授标5年及以

上，并在招投标网上通报
所有物资品类

4 沪光集团有限公司
供襄阳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2年10月出现变压器线圈为铝线圈问题，已于2012
年12月起，暂停授标5年及以上列入黑名单。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

列入黑名单。

自2012年12月起，在所有项目单位
的全部标包中，暂停授标5年及以

上，并在招投标网上通报
所有物资品类

5
鄂州鑫力华电力器材

有限公司

供鄂州供电公司的铁附件2015年6月出现弯曲试验不合格问题，已于2015年8月3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

中标资格。

自2015年8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4个月
铁附件

6
广东樱本电气有限公

司

供武汉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5年9月出现空载损耗、负载损耗指标及温升试验
不合格问题，已于2015年11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5年11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2个月

10（20）kV及以下
变压器

7
上海上器集团江苏联
通变压器有限公司

供黄石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5年10月出现负载损耗检测不合格问题，已于2015
年11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

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5年11月30日至2016年1月3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2个月

10（20）kV及以下
变压器

8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供鄂州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5年11月出现承受短路的能力试验不合格问题，已
于2016年3月9日至2016年7月9日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

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6年3月9日至2016年7月9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产

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20）kV及以下
变压器

9
武汉长江钢丝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

供武汉供电公司的钢绞线2015年8月出现钢丝锌层重量不合格问题，已于2016年3月
9日至2016年5月9日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

中标资格。

自2016年3月9日至2016年5月9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产

品中标资格2个月
导地线

10 泛亚电缆有限公司
供武汉供电公司的1kV电力电缆2016年2月出现20℃导体直流电阻、绝缘最薄处厚度
不合格问题，已于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8月21日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6年4月21日至2016年8月21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20）kV及以下
电缆

11
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

司

供武汉供电公司的10kV电力电缆2017年2月出现铜带厚度、20℃导体直流电阻不合
格等问题，已于2017年5月24日至2017年7月24日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处理期满，

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7年5月24日至2017年7月24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2个月

10（20）kV及以下
电缆

12
保定尼尔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

2017年5月，拒不配合黄石供电公司10kV变压器质量问题工作。已于2017年7月7日
至2018年7月7日列入黑名单1年。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

自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7月7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取消中标资

格1年
所有物资品类

13
上海飞晶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供荆门、恩施供电公司的10kV变压器2018年7月及8月出现承受短路的能力试验、温
升试验不合格等问题，已于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5月7日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处

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5月7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产

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20）kV及以下
变压器

14
北京北开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8月，供咸宁供电公司10kV柱上断路器存在基本短路试验不合格等问题，属
于较严重质量问题。供应商存在质量、履约等问题，项目单位多次督促仍拒不整改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自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11月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取消中标

资格1年
所有物资品类

15
保定金旺电气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2018年6月及7月抽检中，供荆州、十堰供电公司瓷绝缘子存在力学性能试验不合格
等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5次（含）以上一般及以上质量问题。

自2019年9月7日至2022年9月7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取消中标资

格3年
所有物资品类

16
江西宇泰电气成套有

限公司
2019年4月，供襄阳供电公司电缆分支箱存在温升试验不合格等问题，属于较严重

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10月3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产

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
件

17 金山门电器有限公司
2019年5月及6月，供咸宁、孝感供电公司10kV变压器存在负载损耗测量试验不合格
等问题，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

自2019年7月24日至2019年11月24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20）kV及以下
变压器

18 环欧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6月及7月，供鄂州、黄石、随州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镀银层厚度检
测不合格等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同类产品累计出现2次一般质量问题
。因供应商积极整改，消除不良影响，减轻处理后的实际时间不能少于原处理时间

的二分之一。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1月2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2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19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黄冈、十堰、襄阳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铜铸件含铜
量检测不合格等问题，属于严重质量问题。已于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12月3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

条件的，在处理期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

自2019年12月3日至2020年12月3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20
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

公司

2019年6月及8月抽检中，供武汉、恩施、荆门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铜铸件
含铜量检测不合格等问题，属于严重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

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9年9月20日至2020年3月2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21
湖州泰伦电力电器有

限公司

2019年8月抽检中，供孝感、咸宁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铜铸件含铜量检测
不合格问题，属于严重质量问题。因供应商积极整改，消除不良影响，减轻处理后
的实际时间不能少于原处理时间的二分之一。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

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9年9月20日至2020年1月2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22
江西宇泰电气成套有

限公司

2019年6月抽检中，供武汉供电公司电缆分支箱存在温升试验不合格等问题，属于
一般质量问题。已于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10月3日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在被处理
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条件的，在处理期满后，按照

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19年10月3日至2020年4月3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产

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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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23
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

公司

2019年4月及6月抽检中，供宜昌、荆州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铜铸件含铜量
检测不合格等问题，属于严重质量问题。已于2019年9月20日至2020年3月20日暂停
中标资格6个月。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条

件的，在处理期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

自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2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24
中兆培基(北京)电气

有限公司

供黄冈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19年3月出现温升试验不合格问
题，已于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12月3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内，2019年7

月发现供应商重检不合格，加重处理。

自2019年12月3日至2020年12月3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
套设备

25
湖州泰伦电力电器有

限公司

2019年11月抽检中，供咸宁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镀银层厚度检测试验不合
格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已于2019年9月20日至2020年1月20日暂停中标资格4
个月。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条件的，在处
理期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

标资格。

自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7月2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26
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

公司

2019年11月抽检中，供荆门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铜铸件含铜量检测不合格
等问题，属于严重质量问题。已于2020年3月20日至2021年3月20日暂停中标资格12
个月。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条件的，在处

理期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

自2021年3月20日至2022年3月20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取消中标

资格1年
所有物资品类

27
东盟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
2019年9月抽检中，供武汉供电公司10kV箱式变电站存在箱体外壳温升试验不合格
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20年1月2日至2020年3月2日在
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产

品中标资格2个月

10（20）kV及以下
箱变

28 环欧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9月及12月抽检中，供随州供电公司10kV高压熔断器存在镀银层厚度检测不
合格等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已于2019年11月25日至2020年3月25日暂停中标
资格4个月。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条件

的，在处理期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

自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高压熔
断器

29
河北鑫环通变压器制

造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2月及2020年5月抽检中，供黄冈供电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
备存在温升试验不合格等问题，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已于2020年1月2日至2020年
3月2日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

行为处理条件的，在处理期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

自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
套设备

30
江西人民输变电有限

公司
2019年10月及11月抽检中，供襄阳供电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存在温升试
验不合格等问题，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较严重质量问题。

自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12月2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
套设备

31
江西宇泰电气成套有

限公司

2020年1月及4月抽检中，供襄阳、武汉供电公司电缆分支箱存在温升试验不合格问
题，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已于2019年10月3日至2020年4月3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在被处理期间同类产品再次发生质量问题并符合不良行为处理条件的，在处理期

满后，按照整改不合格进行处理。

自2020年6月29日至2021年6月2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
件

32
浙江南腾电气有限公

司
2019年12月及2020年1月抽检中，供黄石供电公司配电箱存在温升试验不合格等问
题，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自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10月2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4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33
咸宁市丰源高科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抽检中，供省公司寄售物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存在温升试验不
合格问题，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因供应商积极整改，消除不良影响，减轻处理后
的实际时间不能少于原处理时间的二分之一。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

暂停中标资格。

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0年10月13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2个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
套设备

34
上海宝光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供武汉供电公司的电能计量箱2017年5月出现防护等级验证不合格问题，已于2017
年7月7日至2017年9月7日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供应商存在质量、履约等问题，多

次督促仍拒不整改。

自2020年11月4日至2021年11月4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取消中标

资格1年
所有物资品类

35
河北鑫环通变压器制

造有限公司

供黄冈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20年5月出现温升试验不合格问
题，已于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12月29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内，2020年

7月发现供应商重检不合格，在原处理期满后，延长相应处理期。

自2020年12月29日至2021年6月29日
在湖北省集中规模招标中暂停同类

产品中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
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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