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关于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情况的通报    编号：2022-3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 漯河汇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供国网长治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该供应商一直
无法供货，不履行合同义务，存在不诚信行为。

2022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列入黑名单2年 所有品类

2 河北鸿翔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供国网晋中供电公司导地线于2022年5月25日抽检不合格，存在一般

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导、地线

3 山西绿源电力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供国网晋城供电公司锥形水泥杆于2022年5月27日抽检不合格，存在

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水泥杆

4 长沙市泓泽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供国网朔州供电公司电能计量箱于2022年6月2日抽检不合格，存在

一般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电能计量箱

5 元工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供国网吕梁供电公司锥形水泥杆于2022年5月27日抽检不合格，存在

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水泥杆

6
河南省华兴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
供国网大同供电公司绝缘子于2022年5月18日抽检不合格，存在较严

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绝缘子

7 河北高明电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临汾供电公司导地线于2022年6月7日抽检不合格，存在一般

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导、地线

8 应县源达制杆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忻州供电公司的锥形水泥杆于2022年6月28日抽检不合格，存
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2022年8月1日-2023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水泥杆

9 山西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2年第一次服务框架公开招
标采购期间，山西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开标文件中加盖的公章及文
件内容均为“浩宸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实为浩宸建设科技有限公
司的开标文件；浩宸建设科技有限公司递交的光盘开标文件封面为
“浩宸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且开标文件内容为该单位开标文件，

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0 山西臣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2年第一次服务框架公开招
标采购期间，山西臣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光盘文件封面加盖公章
为“山西臣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光盘文件封面投标人名称为
“山西韩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西韩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光
盘文件封面加盖公章、光盘文件封面投标人名称均为该公司名称，

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1 山西韩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2年第一次服务框架公开招
标采购期间，山西臣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光盘文件封面加盖公章
为“山西臣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光盘文件封面投标人名称为
“山西韩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西韩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光
盘文件封面加盖公章、光盘文件封面投标人名称均为该公司名称，

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5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2 华驰电气有限公司
供国网吕梁供电公司的低压开关柜,2022年3月30日抽检不合格，存

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10（20）kV及以下开关

柜

13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朔州供电公司的10kV高压开关柜,2022年3月30日抽检不合
格，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10（20）kV及以下开关
柜

14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供国网吕梁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22年3月30日
抽检不合格，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

为2分。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15
河南省森电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供国网长治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与投标技术规范
响应中组部件不一致，存在更换合同约定或投标文件承诺的组部件

的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3年4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12个
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16 山西思诺电气有限公司
供国网长治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与投标技术规范
响应中组部件不一致，存在更换合同约定或投标文件承诺的组部件

的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3年4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12个
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17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

司

供国网长治供电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与投标技术规范
响应中组部件不一致，存在更换合同约定或投标文件承诺的组部件

的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3年4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12个
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18 南京苏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山西超高压变电分公司的串联谐振装置,该供应商一直无法供

货，影响工程进度，存在延期交货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高压试验仪器

19 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供国网朔州供电公司冬奥会提升工程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
备，该供应商一直无法供货，影响工程进度，存在延期交货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20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朔州供电公司冬奥会提升工程的电能计量箱，该供应商一直

无法供货，影响工程进度，存在延期交货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电能计量箱



21 启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朔州供电公司冬奥会提升工程的架空绝缘导线，该供应商一

直无法供货，影响工程进度，存在延期交货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架空绝缘导线

22 兴胜山鹰线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朔州供电公司冬奥会提升工程的架空绝缘导线，该供应商一

直无法供货，影响工程进度，存在延期交货行为。
2022年5月1日-2022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

月
架空绝缘导线

23 启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晋城供电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2021年12月20日抽检不合格，
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I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已于

2022年1月15日-2022年7月14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2年7月15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24 河北茂嘉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8日-11月1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二次配网
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评标期间，山东驰讯钢结构有限公司提
供的投标文件内容为河北茂嘉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且提供的投
标文件加盖了上述双方的印章，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5 山东驰讯钢结构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8日-11月1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二次配网
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评标期间，山东驰讯钢结构有限公司提
供的投标文件内容为河北茂嘉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且提供的投
标文件加盖了上述双方的印章，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6 山东百名电力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
库存招标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山东百名电力在投标文件

中提供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为
2842020Q50046R0M）；

经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山东百名电力有限公司所
提供的证书编号2842020Q50046R0M的证书为四川帝威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所有，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2022年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7
启迪人才测评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

2021年8月24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新增第一次服务类竞争
性谈判采购评标期间，启迪人才测评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和北京
飞思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混装，存在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8 北京飞思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4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新增第一次服务类竞争
性谈判采购评标期间，北京飞思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启迪人才测
评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混装，存在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2年1月15日-2025年1月14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9 山西万隆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9月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二次零星物
资框架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评审期间，山西万隆信达商贸有限
公司和山西中泰卓瑞家具装饰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

混装，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1年11月1日-2024年10月31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0 山西中泰卓瑞家具装饰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1日-9月2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二次零星物
资框架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评审期间，山西中泰卓瑞家具装饰
有限公司和山西万隆信达商贸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

混装，存在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1年11月1日-2024年10月31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1 山西合力叉车有限责任公司

该供应商提供给国网晋中供电公司轮式自行机械车,叉车，在招标技
术规范中“技术性能要求”第11行的行驶速度（满载）的“招标人
要求值”为≥30 km/h，投标人的响应值为“≥30 km/h”，投标人
的实际供货值为“26”。2.招标技术规范中“技术性能要求”第11
行的提升速度（空载/满载）的“招标人要求值”为≥540/550/s，

投标人的响应值为“≥540/550/s”，投标人的实际供货值为
“530/500”。因此所供货物不满足投标人响应值，不满足技术参
数，且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

暂停中标资格。

2022年5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车辆

32 上海敬道电气有限公司
供国网晋中供电公司的10kV高压开关柜,2021年7月21日抽检不合

格，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处
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2年5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开关

柜

33 北京海基嘉盛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5月14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一次物资类
集中规模招标采购项目评标期间，北京海基嘉盛科技有限公司和上
海创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混装，存在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1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4 上海创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5月14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一次物资类
集中规模招标采购项目评标期间，北京海基嘉盛科技有限公司和上
海创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两家供应商递交的投标文件混装，存在投

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1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5 山西华沣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5月14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一次物资类
集中规模招标采购项目评标期间，山西华沣源科技有限公司递交的
投标文件内容为山西渤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文件，存在投标人

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1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6 山西渤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5月11日-5月14日，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2021年第一次物资类
集中规模招标采购项目评标期间，山西华沣源科技有限公司递交的
投标文件内容为山西渤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文件，存在投标人

相互串通投标行为。

2021年8月1日-2024年7月31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7
北京合锐赛尔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供国网忻州供电公司的电缆分支箱,2021年5月14日抽检不合格，存
在一般质量问题，即I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2年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电缆分支箱

38 锐洋集团东北电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太原供电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2021年3月15日成盘线缆专项
检测不合格，存在偷工减料诚信问题。

2021年5月1日-2024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9 河北金力电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忻州供电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2021年3月19日成盘线缆专项
检测不合格，存在偷工减料诚信问题。

2021年5月1日-2024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0 武汉东风盛兰电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运城供电公司、国网朔州供电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2020年
10月抽检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
分为1分。2021年3月19日成盘线缆专项检测不合格，存在偷工减料
诚信问题。

2021年5月1日-2024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1 江苏万德力电缆有限公司

供国网晋中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2021年3月19日成盘线缆专项检测
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III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 已于2021年5月1日-2021年10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1年5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42 德勒科技有限公司

供国网晋中供电公司、国网阳泉供电公司的电缆分支箱,2020年10月
25日、2022年5月27日抽检不合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
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已于2021年5月1日-2021年10月30日暂停
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 

2021年5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电缆分支箱

43 山东华尚电气有限公司

供国网长治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20年11月抽检不合
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 已
于2021年2月1日-2021年7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1年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44 金三角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运城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20年9月抽检不合
格，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Ⅱ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 
已于2021年2月1日-2021年7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满，
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1年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45 法拉迪电气有限公司

供山西运城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20年9月抽检不合
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Ⅲ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已于
2021年2月1日-2021年7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满，供应
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1年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46 南京普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供国网太原公司的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2020年11月抽检不合
格，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即Ⅱ级质量问题，不合格积分为2分。已
于2021年2月1日-2021年7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1年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47 太原市建工兴达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建工兴达工程有限公司与山西杰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参
加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招标中，投标文件相互混装，视为投标人相
互串通投标。

2020年11月1日-2023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3年 所有品类

48 山西杰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太原市建工兴达工程有限公司与山西杰兴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参
加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招标中，投标文件相互混装，视为投标人相
互串通投标。

2020年11月1日-2023年10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3年 所有品类

49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长治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20年9月抽检不合
格，存在一般质量问题，即3级问题，不合格积分为1分。已于2020
年11月1日-2021年4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理期满，供应商
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0年11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50 沈阳力源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kV及以下电缆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抽检发现质
量问题。已于2020年8月1日-2021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
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0年8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51 无锡市长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kV及以下电缆在国网太原供电公司抽检发现质
量问题。已于2020年8月1日-2021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
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0年8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52 江苏阳湖电缆有限公司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kV及以下导地线在国网晋中供电公司抽检发现
质量问题。已于2020年8月1日-2021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0年8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导、地线

53 山西天成元电缆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6个月内累计出现5次一般或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0年5月1日-2023年4月30日列入黑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4 重庆祥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运城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抽检中发现:温升试验不
合格，机械碰撞试验不合格，短路耐受强度试验不合格。已于2019
年10月1日-2019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
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55 辽宁易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供长治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抽检中发现：布线不合
格；机械碰撞不合格；温升不合格。已于2019年10月1日-2019年11
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
标资格。

2019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56 江西省赣西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中标废旧物资标包后，提出因对竞标价估算错误，成本过
高无法履约，自愿放弃竞标结果。已于2019年8月15日-2021年8月14
日列入黑名单2年。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

2019年8月15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57 长治市容海宇安电气有限公司

供朔州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18年9月抽检中发现温
升试验不合格；供长治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19年6
月20日抽检中发现，防护等级、温升试验不合格。已于2019年2月1
日-2019年5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
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6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58 上海飞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运城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18年7月17日抽检中发
现，防护等级和温升试验不合格；供忻州公司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
成套设备，2018年6月7日抽检中发现，防护等级和温升试验不合格
。已于2018年10月9日-2019年2月8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2月9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变电成套设

备

59 临汾市电力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供晋中、朔州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和电力电缆延期交货，驻厂催交
发现有生产能力却不履约。已于2018年10月9日-2019年10月8日列入
黑名单。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9年10月9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60 河北燎源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抽检中发现中心线直径、12根层的直径及其抗拉强度，镀层表面质
量不合格。已于2018年4月1日-2018年5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
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8年6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导、地线

61 上海休伯康特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供朔州公司的JP柜，2017年11月抽检中发现，IPX4（防水）不合格
。已于2017年12月16日-2018年2月15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
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8年2月16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kV及以下配电箱（JP

柜）

62 上海休伯康特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供山西公司的10kV变压器在2017年9月抽检中发现：突发短路试验不
合格。已于2017年12月16日-2018年2月15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
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8年2月16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变压

器

63
牡丹江北方高压电瓷有限责任公

司

供山西公司的绝缘子在2017年10月抽检中发现：锌层厚度不合格。
已于2017年12月16日-2018年2月15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8年2月16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绝缘子

64 劲超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供朔州公司的电缆抽检中出现电缆截面积不合格问题。已于2017年
12月1日-2018年1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
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8年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65 山东广大铁塔有限公司
供省公司的铁塔抽检中发现镀锌质量存在问题。已于2017年10月1日
-2017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
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铁塔

66
新疆新能天宁电工绝缘材料有限

公司

供晋城公司的交流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合同交货期为2017年1月3
日，2017年6月20日完成供货。已于2017年10月1日-2017年11月30日
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绝缘子

67 河北千山钢业工程有限公司
供运城公司的铁附件，合同交货期为2017年6月12日，供应商因产能
不足放弃执行合同。已于2017年10月1日-2019年9月30日列入黑名单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9年10月1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68 郑州市金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月24日山西省质监局网站发布《关于电网改造相关产品质量专项监
督抽查结果的通报》中，该供应商电缆抽查结果为不合格。已于
2017年6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69 邢台春辉电缆有限公司

3月24日山西省质监局网站发布《关于电网改造相关产品质量专项监
督抽查结果的通报》中，该供应商电缆抽查结果为不合格。已于
2017年6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70 天津天缆集团有限公司

3月24日山西省质监局网站发布《关于电网改造相关产品质量专项监
督抽查结果的通报》中，该供应商电缆抽查结果为不合格。已于
2017年6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71 上海豫磊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月24日山西省质监局网站发布《关于电网改造相关产品质量专项监
督抽查结果的通报》中，该供应商电缆抽查结果为不合格。已于
2017年6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72 山西新兴榆缆线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4日山西省质监局网站发布《关于电网改造相关产品质量
专项监督抽查结果的通报》中，该供应商电缆抽查结果为不合格。
已于2017年6月1日-2017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处理期满，供应
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10（20）kV及以下电缆



73 石家庄市电瓷有限责任公司

供阳泉公司35kV黄统岭输变电工程的盘型悬式瓷绝缘子，2016年5月
28日发生线路故障跳闸，原因是绝缘子击穿，瓷件和玛钢件分离。
省电科院对该线路绝缘子进行抽检试验，共抽检8片，4片不合格，
不合格率50%。2016年8月23日，阳泉公司派专人到该供应商厂址现
场查验，工厂场地已经被拍卖进行楼盘开发，公司已无后续履约能
力。已于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列入黑名单。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8年1月1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74 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供临汾公司的电梯，因供应商原因未完成安装，导致大楼竣工后长
达10个月无法完成验收。已于2016年11月1日-2018年10月31日列入
黑名单。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8年11月1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75 辽宁金环电缆有限公司
供省公司多个工程项目的电力电缆因供应商停产，不具备履约能力
而无法供货。已于2015年11月1日-2016年10月31日列入黑名单。处
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6年11月1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76 山西埃波托斯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供多个供电公司的火灾报警系统，不能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办理
消防验收手续。已于2015年6月1日-2016年5月31日列入黑名单。处
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6年6月1日起继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