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网安徽公司关于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情况的通报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编号：2022-3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

2019年，该供应商供应安徽公司的电缆分支
安徽明都电气
自2021年02月01日起在安徽
箱抽检不合格，至今未完成整改。经查实，
有限公司
公司招标中永久列入黑名单
该供应商目前已注销，不再具备履约能力。

所有品类

2

安徽新伊科电
力设备有限公
司（原安徽驰
纬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

所有品类

3

该供应商提供合肥供电公司大成西苑居配工
程的低压开关柜于2020年7月23日投运，质
保期1年（即至2021年7月22日）。2021年7
月9日至10日，大成西苑小区3栋用户多次频
繁停电。经现场排查，初步认为是该供应商
的低压开关柜存在安全隐患质量问题。7月 2022年02月01日-2023年01月
波瑞电气有限
10kV及以下低
12日，合肥公司配网运营中心与供应商负责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继续
公司
压开关柜
人联系，希望其配合进行问题故障查找，以 暂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便及时整改，但供应商不予配合，已于2021
年8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在10kV及以下低
压开关柜中暂停中标资格，目前处理期满，
供应商仍未完成整改，继续暂停中标资格处
理。

4

5

2017年，供应安徽公司的电缆分支箱抽检不
合格，2018年供应阜阳公司高压开关柜，不 2020年02月21日-2026年02月
按合同期供货且经多次催促仍不供货，严重 20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列入
延迟政府形象工程及里程碑计划。供应商至
黑名单
今仍未进行任何整改。

钢管杆（桩）在安徽公司2022年04月发现钢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阜阳三环电力 材规格尺寸不合格,属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器材有限公司 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
中标资格
1分。
2019年10月，该供应商供应安徽公司的电缆
保护管抽检不合格。安徽公司多次督促，供
2022年02月01日-2023年01月
杭州浩飞管业 应商仍未整改，已于2021年2月1日至2022年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继续
有限公司 1月31日列入黑名单处理。目前处理期满，
列入黑名单处理至整改完成
供应商仍未完成整改，继续列入黑名单处理
。

铁塔

所有品类

6

供应安徽宿州公司的变压器在2015年两次质
河南三三变压 量抽检中多项指标不合格，连续发生两起运
自2020年05月01日起在安徽
器股份有限公 行中变压器烧毁。供应商多次整改不合格，
公司招标中永久列入黑名单
司
自2020年5月1日起在在安徽公司所有物资标
包中永久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7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在安徽公司2022年05月发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湖南兴诚电瓷 现机械破坏负荷试验不合格,属一般质量问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电器有限公司 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量问题，不
中标资格
合格积分为1分。

绝缘子

8

2018年，该供应商供应安徽公司的10kV变压
器抽检不合格，至今未完成整改。2020年12
华盛电气集团
自2021年02月01日起在安徽
月，供应商出具说明文件，因经营困难，公
有限公司
公司招标中永久列入黑名单
司已破产倒闭，不再具备履约能力，不能完
成整改。

所有品类

9

2019年4月，该供应商供应安徽公司的线路
柱式复合绝缘子抽检不合格。安徽公司多次
2022年02月01日-2023年01月
吉林泷鑫电气 督促，供应商仍未整改，已于2021年2月1日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继续
设备有限公司 至2022年1月31日列入黑名单处理。目前处
列入黑名单处理至整改完成
理期满，供应商仍未完成整改，继续列入黑
名单处理。

所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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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在安徽公司2022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济南清河电气 年06月发现空载损耗和空载电流测量不合
10kV及以下变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有限公司 格,属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一
电成套设备
中标资格
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11

低压电力电缆在安徽公司2021年12月发现绝
2022年05月01日-2022年10月
江苏鸿翔电缆 缘和弹性体护套的热延伸试验不合格,属一般
10（20）kV及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有限公司 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量问
以下电缆
中标资格
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12

架空绝缘导线在安徽公司2022年01月发现导
2022年05月01日-2022年10月
江苏红峰电缆 体直流电阻不合格,属较严重质量问题,6个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架空绝缘导线
集团有限公司 月内累计出现1次较严重质量问题，不合格积
中标资格
分为2分。

13

架空绝缘导线在安徽公司2022年06月发现结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江苏金圣电缆 构尺寸检查不合格,属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架空绝缘导线
有限公司 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
中标资格
1分。

14

架空绝缘导线在安徽公司2021年03月发现供 2021年05月01日-2024年04月
江苏凯达电缆
应商偷工减料，中间段导体直流电阻不合 30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列入
有限公司
格，且中间段截面比端头小5%以上。
黑名单

所有品类

15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在安徽公司2022年03月发
2022年05月01日-2022年10月
江西华仪电瓷 现机械破坏负荷试验不合格,属一般质量问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有限公司 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量问题，不
中标资格
合格积分为1分。

绝缘子

16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在安徽公司2022年04月发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江西省萍乡电 现机械破坏负荷试验不合格,属较严重质量问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瓷电器厂 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较严重质量问题，
中标资格
不合格积分为2分。

绝缘子

17

任丘市嘉华电 钢绞线在安徽公司2022年03月发现节径比试 2022年05月01日-2022年10月
讯器材有限公 验不合格,属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司
现1次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中标资格

导地线

18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在安徽公司2022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山东恒威电力 年06月发现绕组电阻测量不合格,属一般质
10kV及以下变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设备有限公司 量 问 题,6 个 月 内 累 计 出 现1 次 一 般 质 量 问
电成套设备
中标资格
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19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在安徽公司2022
2022年05月01日-2022年10月
山东泰莱电气 年02月发现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属一
10kV及以下变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股份有限公司 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量
电成套设备
中标资格
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

2017年，供应安徽公司的电缆保护管抽检发
现公称内径允许偏差不合格，2017年11月6
日-2018年1月5日，在安徽公司电缆保护管
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 不 合 格 ， 2019 年 8 月 21 日 -2019 年 12 月 2020年12月21日-2022年12月
宿迁市博大科
20日，在安徽公司电缆保护管标包中暂停中 20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列入
技有限公司
标资格。项目单位多次督促，供应商拒不整
黑名单
改，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2月20日，在
安徽公司招标中列入黑名单。供应商整改不
合格，2020年12月21日-2022年12月20日，
在安徽公司招标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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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力电缆在安徽公司2021年3月发现发
2021年05月01日-2024年04月
武汉东风盛兰 现3起供应商偷工减料，中间段导体直流电阻
30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列入
电缆有限公司 不合格，且中间段导体根数比端头少2根及以
黑名单
上。

处理范围
所有品类

22

锥形水泥杆在安徽公司2022年06月发现外观
2022年08月01日-2023年01月
徐州三元杆塔 质量及尺寸偏差、混凝土强度检测不合格,属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有限公司 一般质量问题,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一般质
中标资格
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3

交流三相隔离开关在安徽公司2021年12月发
2022年05月01日-2022年10月
浙江伏尔特电 现金属镀层检测不合格,属一般质量问题,6
10（20）kV及
31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暂停
器有限公司 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一般质量问题，不合格积
以下隔离开关
中标资格
分为2分。

24

2021年9月18日，在合肥荣盛华府一期居配
工程送电过程中，该供应商的高压开关柜存
在质量问题，导致上级开关跳闸。供应商售
后服务不到位，未能第一时间处理现场质量
2022年07月15日-2023年07月
珠海康晋电气 问题,导致送电工期延误，对国网合肥供电公
10（20）kV及
14日在安徽公司招标中继续
股份有限公司 司造成严重影响。
以下开关柜
暂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2022年3月，该设备厂家对融湖公馆全所设
备进行更换，并试验合格。2022年5月4日，
融湖公馆再次发生爆炸事故，原因为设备故
障。

水泥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