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国网辽宁省电力公司关于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情况的通报 编号2021-1
序号 供应商全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
山东骏风电子有
限公司

供国网营口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10kV新业线新建
台区业扩工程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ZA-1-
CL,400kVA,15m，JP柜经抽检检测温升试验不合
格：试品隔离式熔断器的进线端和出线端共6个点
超过其温升限值70K，熔断式隔离开关把手超过其
温升限值25K。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Ⅱ级），不
合格积分为2分。

2021年1月28日-2021年7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变电成套设备

2
滨州腾达电器有
限公司

供国网丹东供电公司丹东巨星66kV输变电工程10kV
配套送出工程的电缆保护管,CPVC,φ175，经抽检
检测；（1）壁厚 标准9.5（+1.0，-0.1）mm，实
测值分别为8.5、8.2、8.3、8.8、8.7。（2）密度 
标准≤1.60g/cm³，实测值为1.95。（3）环刚度 
标准（3%，80℃）≥12kPa，实测值为11.2。（4）
压扁试验 标准要求加载至试样垂直方向变形量为
原内径30%时，试样不应出现裂缝或破裂，检测结
果是破裂。（5）维卡软化温度 标准≥93℃，实测
值为84。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Ⅱ级），不合格积
分为2分。

2021年1月28日-2021年7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3
沈阳新龙源电表
仪器有限公司

供国网辽阳供电公司辽阳县风水小区台区温荣飞业
扩配套新装工程等8项工程生产的接续金具-异型并
沟线夹,JBL-50-240，经抽检检测该试品紧固件局
部镀锌层厚度为28um，31um，37um，标准应大于等
于40um；紧固件平均镀锌层厚度为32um，标准应大
于等于50um，镀锌层厚度（紧固件）试验不合格。
属于一般质量问题（III级），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1年1月28日-2021年7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金具



4
辽宁华隆电力电
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丹东供电公司丹东市宽甸县10千伏土城线线
路改造工程的钢芯铝绞线,JL/G1A,240/30，经抽检
检测节径比不合格；标准要求10-16,实测值为
18.27。属于一般质量问题（III级），不合格积分
为1分。

2021年1月28日-2021年7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导地线

5
保定力达水泥制
品制造有限公司

供国网辽宁朝阳凌源供电公司10kV大王杖子等24条
线路电杆维修工程生产的锥形水泥杆,非预应力,整
根杆,12m,190mm,M，经检测力学性能不合格，存在
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水泥杆

6
河北同兴电气有
限公司

供国网辽宁辽阳供电公司辽阳县供电分公司2019年
计量装置建设与改造工程生产的接续金具-异型并
沟线夹,JBL-16-120，经检测镀锌层厚度不合格，
存在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金具

7
河北北威保互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

供国网朝阳市喀左县10千伏六化线、10千伏甘卧线
、10千伏大六线网架完善工程生产的接续金具-异
型并沟线夹,JBL-50-240，经检测局部锌层厚度和
平均锌层厚度项不满足要求，存在一般质量问题，
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金具

8
山东迪米特电气
有限公司

供国网阜新供电公司储备物资工程生产的10kV变压
器,200kVA,普通,硅钢片,油浸，经检测突发短路不
合格，山东迪米特电气有限公司为国网阜新供电公
司储备物资工程生产的10kV变压器,200kVA,普通,
硅钢片,油浸，经检测突发短路试验不合格，存在
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9
河北万方线缆集
团有限公司

供国网辽阳供电公司辽阳市白塔区贝世福个体增容
等4项业扩配套工程生产的低压电力电
缆,YJY,铜,150,4芯,ZC,22,普通，经检测电缆外观
检查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
分，存在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



10
山东泰开电工电
器有限公司

供国网辽宁朝阳供电公司珠江中心10kV商业线五一
3号配电室分台改造工程生产的电缆分支
箱,AC400V,塑壳断路器,五路,400A，经检测防护等
级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电缆附件

11
山东鲁中电力有
限公司

供国网鞍山供电公司架空线路工程生产的10kV柱上
变压器成套设备,ZA-1-CL,100kVA,12m，经检测发
现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变电成套设备

12
哈尔滨变压器有
限责任公司

供国网抚顺供电公司抚顺毛燕66kV变电站改造工程
生产的10kV变压器,50kVA,普通,硅钢片,油浸，经
检测温升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
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13
北京双杰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2018年旅顺蓝湾甲线等32
条10kV线路配电自动化建设工程生产的一二次融合
成套柱上断路器,AC10kV,630A,20kA,户外，经检测
机械操作试验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
积分为1分。

2020年9月28日-2021年3月27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集中招标采购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断路器

14
山西龙电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山西龙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
公司大连培训中心1号楼营销抄核收装置实训室改
造项目招标中提供虚假的财产解冻证明材料，用以
掩盖该公司3476673元财产在项目评标阶段处于被
冻结状态的事实。

2020年3月19日-2023年3月18日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
限公司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5
山东东辰节能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东辰节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为国网辽宁葫芦岛
供电公司绥中10kV万家北线南邱北等54个台区配电
变压器更换工程生产的10kV变压器,200kVA,普通,
硅钢片,油浸，经检测发现负载损耗不合格。处理
期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对山东东辰节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9日-
2020年2月29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的配电变压
器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在处理期间招标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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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16
辽宁金奥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辽宁金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为供葫芦岛公司的隔离
开关。在“两排查一整治”专项行动期间，发现12支
JAJS-12型隔离开关瓷柱在设备分合操作工程中断

裂，该厂家已承认此设备为质量问题，现已协调厂
家对12支隔离开关进行了更换，目前已全部更换完

毕。

对辽宁金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9日-2020年2
月29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隔离开关标包中暂停

中标资格4个月。在处理期间招标人没有相应物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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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隔离开关

17
沈阳全密封变压
器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全密封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为沈阳市法库县机
井通电工程生产的10kV变压器, 100kVA,普通,硅钢片,
油浸，经检测空载损耗、负载损耗不合格。处理期
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沈阳全密封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9日-2020
年2月29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的配电变压器标包

中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在处理期间招标人没有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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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18
葫芦岛中电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葫芦岛中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供沈阳供电公司农网
升级改造工程的配电变压器的10kV配电变压器

（100kVA,普通,硅钢片,油浸），是2016年国招第二

批协议库存（2216AC）物资。该批变压器是于2017
年3月投运，在公司“两排查一整治”期间，发现16台
S13-M-100/10型配电变压器出现烧损、漏油情况。

处理期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

对葫芦岛中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4月17日-2020年
4月17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配电变压器标包中暂

停中标资格12个月。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19
山东印鸿电气有
限公司

山东印鸿电气有限公司为国网辽宁抚顺供电公司配
电站（开关站）工程生产的（1）10kV变压
器,200kVA,普通,硅钢片,油浸，经检测发现负载损
耗、温升不合格。（2）10kV变压器,400kVA,普通,
硅钢片,油浸，经检测发现负载损耗、温升不合格
。处理期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
格。

对山东印鸿电气有限公司2019年4月17日-2019年10月
17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的配电变压器标包中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在处理期间招标人没有相应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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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20
安徽省神虹变压
器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神虹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为国网辽宁大连供
电公司农网储备工程生产的10kV变压器,400kVA,普
通,硅钢片,油浸，经检测发现温升不合格。处理期

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对安徽省神虹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4月17日-
2019年8月17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的配电变压
器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4个月。在处理期间招标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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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21
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葫芦岛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1）
为锦州供电公司义县农网改造升级10千伏及以下工
程生产的10kV变压器,200kVA,普通,硅钢片,油浸，
经检测雷电冲击不合格；（2）为国网朝阳供电公
司朝阳县10千伏及以下农网改造升级工程（2018年
新增）生产的10kV变压器, 50kVA,普通,硅钢片,油
浸，经检测感应耐压、雷电冲击不合格；（3）为
国网辽阳公司10kV新广线等10条线路变压器增容改
造工程生产的10kV变压器，400kVA，普通，硅钢
片，油浸，经检测绝缘油试验、承受短路能力试验
不合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
中标资格。

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
1月25日-2019年7月25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配
电变压器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在处理期间招
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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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10（20）kV配

变

22
郑州精铖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郑州精铖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为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康
平县10千伏及以下农网改造升级工程（2018年新
增）生产的10kV三相隔离开关，630A，20kA，手动
双柱立开式，不接地，经检测机械操作试验不合格
。处理期满，供应商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
格。

对郑州精铖电力设备有限公司2019年4月17日-2019年
6月17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配网设备协议库存
隔离开关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在处理期间招
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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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隔离开关

23
帝凯(厦门)电气有

限公司

帝凯(厦门)电气有限公司为国网辽宁铁岭供电公司
农网储备工程生产的高压熔断器, AC10kV,跌落
式,200A，经检测发现开断试验不合格。

对帝凯(厦门)电气有限公司2019年4月17日-2019年6
月17日期间在辽宁公司集中招标的高压熔断器标包中
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在处理期间招标人没有相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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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设备协议库
存高压熔断器

24
重庆艾派科斯科
技有限公司

重庆艾派科斯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年3月被查实发
现存在行贿问题。

决定对重庆艾派科斯科技有限公司在国网辽宁省电力
有限公司实施招标采购的所有物资品类取消中标资格
1年（2018年6月25日-2019年6月25日）。该供应商在
完成整改后，需向辽宁省电力公司提交整改报告和相
关材料，经组织验收并合格后，方可解除处理。

所有品类



25
海城市凯达电力
安装有限公司

该公司参与投标国网辽宁公司2017年第六批工程与
服务招标采购项目(LNDL2017-06PT-GC)，在农网框
架施工清单项目三包3、包4、包5的投标文件中提
供虚假业绩，伪造施工合同等业绩证明文件。

决定对海城市凯达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在国网辽宁省电
力有限公司实施的工程与服务类招标采购中取消中标
资格1年（2018年6月25日-2019年6月25日）。该供应
商在完成整改后，需向辽宁省电力公司提交整改报告
和相关材料，经组织验收并合格后，方可解除处理。

工程服务类

26
辽宁银剑会计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

根据举报线索，辽宁银剑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在参与国网辽宁公司2017年第四批工程与服务招标

采购项目（LNDL2017-04PT-GC-CW-FW）中，为博取

中标资格，在投标活动中伪造社保证明投标。

对辽宁银剑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4月25日-
2019年4月25日期间在辽宁公司工程与服务招标采购项

目中取消中标资格1年。该供应商在完成整改后，需

向辽宁省电力公司提交整改报告和相关材料，经组织
验收并合格后，方可解除处理。

工程服务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