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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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中电网络工

程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9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内径、壁厚、环刚度、密度、压扁试验、落
锤冲击、维卡软化温度不合格，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六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严重质量问题、1次一般质
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

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2
常州市新东方电
缆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7月07月供江苏公司的1kV架空绝
缘导线产品，拉断力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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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30日-2017年12月
2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3
国能子金电缆南

通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供江苏公司的1kV架空绝缘导线产
品，因供应商原因延期交货或项目里程碑延期，被

2个业主单位投诉，对工程项目造成一定影响的。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06月14日-2017年08月
13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4
海盐变压器有限

公司

抽检不合格：2019年09月，2019年10月供江苏公
司的10kV配电变压器产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
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较严重质量问题。六个月
累计出现3次较严重质量问题，2次一般质量问题。

2020年01月02日-2023年0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
重庆星特龙实业

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9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尺寸、维卡软化、密度测量不合格，属于较
严重质量问题。同时，6个月内累计出现1次较严重
质量问题、1次严重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

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6
杭州浩飞管业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7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内径、壁厚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六
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一般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

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7
河北百思特电气

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9年04月供江苏公司的配电箱产
品，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温升验证、成套设备
的防护等级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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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7月11日-2019年11月
10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配
电箱（JP柜）

8
河北恒源线缆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9月供江苏公司的架空绝缘导

线产品导体直流电阻、绝缘热延伸试验、绝缘收缩
试验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六个月累计出现

1次较严重质量问题、2次一般质量问题。处理期满
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7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9
河北燎源电讯器
材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3月供江苏公司的钢绞线产
品，锌层质量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六个
月累计出现2次较严重质量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

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10
湖北楚天电气有

限公司
诚信问题：擅自修改核实证明函件。

2019年09月10日-2022年09月
0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1
吉林市吉福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12月，在招标资格预审中提供虚
假业绩认定范围。

2020年03月10日-2023年03月
0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2
济宁市华运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3
济宁市隆昌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4
济宁市山力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5
嘉祥县光明制杆

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6
江苏华维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伪造检测机构的试验报告。
2019年09月10日-2022年09月
0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7
江苏惠俊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18
江苏经纬电缆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供江苏公司的1kV架空绝缘导线产
品，因供应商原因延期交货或项目里程碑延期，被
1个业主单位投诉，对工程项目造成一定影响的。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06月14日-2017年08月
13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19
江苏清川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0
江苏盐开电气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6年5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箱式变
电站产品，温升试验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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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5日-2018年02月
2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箱变

21
江苏阳湖电缆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供江苏公司的1kV架空绝缘导线产
品，因供应商原因延期交货或项目里程碑延期，被
1个业主单位投诉，对工程项目造成一定影响的。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5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22
江苏中海管业发
展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3
南京林峰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内径、壁厚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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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09月03日-2019年0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24
山东法力杆塔有

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5
山东龙瑞电力线

路器材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26
山东中州电缆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7年07月供江苏公司的低压电力电
缆产品，收缩试验允许收缩率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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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5日-2018年02月
2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电缆

27
上海联众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7年07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配电变
压器产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处理期满供

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配变

28
苏变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配电变

压器产品，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六
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较严重质量问题和1次一般质量

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
资格。且供应商整改不合格，属于加重处理。

2019年03月07日-2020年03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配变

29
苏州东源天利电
器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19年07月，2019年10月供江苏公
司的10kV配电变压器产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
格，均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六个月累计出现2次较

严重质量问题，3次一般质量问题。

2020年01月02日-2023年0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0
苏州市亚通塑业

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19年08月，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
投标事宜委托同一单位或个人办理有串标行为。

2019年11月01日-2022年10月
3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1
天虹电气有限公

司

整改未完成：供江苏公司的金具产品，被6家地市
公司投诉供货履约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

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7年05月28日-2017年09月
27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金
具

32
无锡市尚融电缆

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5月、2018年07月供江苏公
司的架空绝缘导线产品，导体直流电阻、导体拉断
力、绝缘热延伸试验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
题。六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较严重质量问题。处理

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列入黑名单。

2018年09月03日-2019年03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列

入黑名单至整改完成
所有品类

33
宜兴市兴益特种

变压器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12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配电变
压器产品，外施耐压试验、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

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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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4月24日-2019年08月
23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配变

34
浙江浙通管业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08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压扁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六
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较严重质量问题、1次一般质量
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

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35
杭州介通电缆保

护管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8年10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公称内径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六
个月内累计出现2次较严重质量问题、1次一般质量
问题。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

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9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36
镇江华科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19年11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外观质量、落锤试验、维卡软化温度试验不
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六个月累计出现4次

较严重质量问题，2次一般质量问题。

2020年01月02日-2023年0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37
中缆集团有限公

司

整改未完成：供江苏公司的10kV架空绝缘导线产
品，自5月份以来，供应部收到1个区域配送中心反

映该供应商供应的物资未按期交货。处理期满供应
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19年03月07日-2019年05月
06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及以下导地

线

38
中兆培基(北京)
电气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19年11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配电变
压器产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
质量问题。六个月累计出现2次较严重质量问题。
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0年01月02日-2020年07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
（20）kV配变

39
苏州佳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20年03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维卡软化温度项目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
题。六个月累计出现2次一般质量问题。处理期满

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0年05月06日-2020年09月
05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
缆附件



40
保定意源达电力
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整改未完成：2020年06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油浸式
硅钢片变压器产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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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02日-2021年05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10（20）kV及以下变
压器

41
江苏东恒电力器
材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0年07月，2020年09月供江苏公

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外观尺寸检查、密度、环刚
度、压扁试验、维卡软化温度不合格，分别属于严

重质量问题，一般质量问题。六个月内累计积分7
分，且复检不合格。

2020年11月02日-2023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2
江苏赫米信息工
程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0年11月，发生伪造业绩合同（PS合
成）、企业资质证书（软件企业证书、软件产品证

书造假）来获得中标资格的不诚信行为。

2021年02月02日-2024年02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3
江苏金圣电缆有

限公司

2021成盘电缆检测专项行动诚信问题：2020年12月
供江苏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产品，抽检端部合格但

中间段不合格，且导体根数比端头少2根及以上，
属于偷工减料不诚信行为。

2021年04月30日-2024年04月
2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4
无锡市双龙特种
电缆有限公司

2021成盘电缆检测专项行动诚信问题：2020年12月
供江苏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产品，抽检端部合格但
中间段不合格，且直阻或截面比端头小5%以上，属

于偷工减料不诚信行为。

2021年04月30日-2024年04月
2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5
无锡市新阳光电

缆有限公司

2021成盘电缆检测专项行动诚信问题：2020年12月
供江苏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产品，抽检端部合格但

中间段不合格，且直阻或截面比端头小5%以上，属
于偷工减料不诚信行为。

2021年04月30日-2024年04月
2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6
益跃宏电缆有限

公司

2021成盘电缆检测专项行动诚信问题：2020年12月
、2021年03月供江苏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架空绝
缘导线产品，抽检端部合格但中间段不合格，且直
阻或截面比端头小5%以上，均属于偷工减料不诚信

行为。

2021年04月30日-2024年04月
29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7
枫杨集团有限公

司

整改未完成：由于供应商原因擅自更换合同约定或
投标文件承诺的货物，项目单位因此已经多次调整
停电计划，严重影响工程进度，造成项目延期，且
目前仍拒绝供货。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

续暂停中标资格。

2021年08月05日-2022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10kV及以下母线

48
江苏瑞易源电力
技术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49
江苏云创联华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0
江苏喆嘉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1
南京阿尔法电力
科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2
江苏鹏能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3
江苏睿田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4
江苏科阳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集中采购、授权采购
中伪造业绩、投标文件提供虚假信息的不诚信行为

。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5
江苏金陵特种涂

料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07月发生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涉嫌

造假的报告的不诚信行为。

2021年08月05日-2024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56
辽宁锦兴电力金
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整改未完成：2020年12月供江苏公司的线路金具产
品，尺寸检测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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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2月02日-2021年08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金具

57
宁波凯源道路设

施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9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外观尺寸检查，压扁试验，维卡软化温度，

密度测量不合格，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58
平高集团智能电
气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6月，2021年07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箱式变电站产品，内部电弧试验均不

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箱
变

59
山东电工电气集
团新能科技有限

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6月，2021年07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柱上断路器产品，短路电流关合和开
断试验，机械寿命试验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

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断
路器



60
上海飞晶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20年12月供江苏公司的配电变压器
产品，绝缘液试验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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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2月02日-2021年08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10（20）kV及以下变
压器

61
徐州新电高科电
气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3月，2021年05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环网柜产品，工频耐压试验，局部放
电试验，雷电冲击耐压试验不合格，分别属于较严

重质量问题，严重质量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1年

所有品类

62
宜昌市东明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8月，2021年09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配电箱产品，温升试验不合格，均属

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63
中国电建集团河
南电力器材有限

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8月，2021年09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保护金具-防振锤产品，握力试验均

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金具

64
无锡市长城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

2021成盘电缆检测专项行动抽检不合格：2020年12
月供江苏公司的电力电缆产品，导体直流电阻不合

格，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2021年11月02日-2022年11月
01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电
缆

65
扬中市天地人管

道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9月、2021年09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外观尺寸检查，尺

寸，维卡软化温度，纵向回缩率，密度测量不合
格，分别属于一般质量问题，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1月15日-2023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66
中通服节能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09月，2021年10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外观尺寸检查，压
扁试验，环刚度，维卡软化温度，密度测量不合
格，分别属于一般质量问题，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1月15日-2023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67
江苏威翔科技有

限公司

整改未完成：2021年9月供江苏公司的架空绝缘导
线产品因供应商其自身产能原因延期供货，影响工

程进度。处理期满供应商整改未完成，继续暂停中
标资格。

2022年01月15日-2022年07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继续暂

停中标资格至整改完成
架空绝缘导线

68
西安金瓯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供应商在招投标活动中存在
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况。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69
成都航大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供应商在招投标活动中存在
相互串通投标的情况。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0
江苏省路润工程
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诚信问题：2021年10月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扬州供电分公司2021年第七批授权竞争性谈判采购

提供的业绩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1
江苏源枫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在无锡公司授权采购第五批
标评审环节提供的资质业绩证明材料中，提供的项

目业绩发票已作废，存在业绩造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2
南京中晟土地整
理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10月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扬州供电分公司2021年第七批授权竞争性谈判采购

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3
宜兴市天地环保

技术研究所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在无锡公司授权采购第六批
标评审环节提供的资质业绩证明材料中，提供的项

目业绩发票已作废，存在业绩造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4
保定益通电线电
缆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1年
配网电缆及电缆附件、架空绝缘线、集束绝缘导线
、控制电缆协议库存招标联合资格预审项目中，存

在业绩及发票造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5
沧州市华光线缆

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1年
配网电缆及电缆附件、架空绝缘线、集束绝缘导线

、控制电缆协议库存招标联合资格预审项目中，存
在业绩及发票造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6
京德电缆有限公

司

诚信问题：2021年11月在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1年
配网电缆及电缆附件、架空绝缘线、集束绝缘导线
、控制电缆协议库存招标联合资格预审项目中，存

在业绩及发票造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7
无锡元诚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

诚信问题：2022年1月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六次工程、服务招标采购项目电网工程施

工-技改大修工程施工（土建110KV及以下）-框架
标段投标中，存在发票造假行为。

2022年01月15日-2025年01月
1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3年
所有品类

78
杭州攀华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12月，2022年1月（复检）供
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结构尺寸-内径试验

不合格，均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79
杭州中能管业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12月，2022年01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结构尺寸-内径试

验不合格，均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80
江苏华富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1月供江苏公司的环网柜产
品，雷电冲击电压试验，工频电压试验，局部放电

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环
网柜（箱）

81
江苏双汇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1月供江苏公司的高压开关柜
产品，隔离开关触头镀银层厚度检测，柜体尺寸、

厚度、材质检测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开
关柜

82
山东建兴铁塔制
造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3月供江苏公司的钢管杆
（桩）产品，钢材质量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铁塔

83
石家庄科林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0年12月供江苏公司的箱式变电站
产品，内部电弧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箱

变

84
星玛智能电气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2月供江苏公司的环网柜产
品，内部电弧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环
网柜（箱）

85
浙江华丰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12月，2022年01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压扁试验，尺寸，

维卡软化温度，密度测量不合格，分别属于一般质
量问题，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86
信一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1月，2022年03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配电箱产品，短时耐受强度，布线、
操作性能和功能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87
江苏亚特电缆有

限公司

拒不配合：2021年02月供江苏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
产品，绝缘热延伸试验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约谈时供应商已签字盖章并承诺按时完成整改。
后期，公司通过书面送达、微信和电话的方式多次

催促其进行整改，其仍然屡次拒不配合。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1年
所有品类

88
日立钱电(杭州)
变压器有限公司

拒不配合：在2021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变压器

产品，温升，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属于一般
质量问题。约谈时供应商已签字盖章并承诺按时完

成整改。后期，公司通过书面送达、微信和电话的
方式多次催促其进行整改，其仍然屡次拒不配合。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列入黑

名单1年

所有品类

89
无锡市金正电缆

有限公司

2021成盘电缆检测专项行动抽检不合格：2021年2
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
问题。2020年12月供江苏公司的架空绝缘导线产
品，导体直流电阻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故本次在原处理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

长相应处理期。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架空绝缘导线



90
苏州欧亚特管业

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4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1年04月供江苏公
司的电缆保护管产品，外观、尺寸、压扁试验、维
卡软化温度、密度试验不合格，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故本次在原处理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

延长相应处理期。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91
浙江中仪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4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1年06月、07月
（复检）供江苏公司的柱上断路器产品，机械寿命
试验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故本次在原
处理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相应处理

期。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断
路器

92
天舍电气科技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2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0年12月供江苏公
司的柱上断路器产品，短时耐受试验不合格，属于
较严重质量问题。同时，6个月内累计积分4分。故
本次在原处理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

相应处理期。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断
路器

93
无锡市长城电线

电缆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4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1年05月供江苏公
司的架空绝缘导线产品，导体电阻测量不合格，均

属于严重质量问题。故本次在原处理期满后，按照
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相应处理期。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架空绝缘导线

94
北京合锐赛尔电
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8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1年08月供江苏公
司的箱式变电站产品，温升试验不合格，属于一般
质量问题。同时，6个月内累计积分3分。故本次在
原处理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相应处

理期。

2022年05月03日-2023年05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箱
变

95
江苏鹤都电器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8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与履约问题。2021年06月供
江苏公司的10kV变压器产品，感应耐压试验—短路
前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故本次在原处理
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相应处理期。

2022年05月03日-2022年11月
02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变

压器

96
保定东华电力器
材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交流避雷器
产品，动作负载试验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避雷器

97
北京德威佰特科

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2月，2022年05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电缆分支箱产品，成套设备的防护等

级，温升试验不合格，均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同
时，复检不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98
河南省三禾电气
集团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3月，2022年05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配电箱产品，温升试验不合格，均属

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同时，复检不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99
江苏畅源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6月供江苏公司的耐张线夹-
楔型绝缘产品，握力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

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金具



100
江苏汉森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电缆保护管
产品，外观尺寸检查不合格，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电缆附件

101
江苏弘硕电力设
备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3月供江苏公司的配电箱产
品，短路耐受强度，温升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

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102
江苏金峰电力器
材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耐张线夹-
楔型绝缘产品，握力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

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金具

103
江苏米格电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4月供江苏公司的箱式变电站
产品，短路阻抗和负载损耗测量，内部电弧试验，

空载损耗和空载电流测量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
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箱

变

104
科润智能控制股
份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6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变压器
产品，外施耐压试验，短路承受能力试验，温升试

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变
压器

105
昆明明超电缆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4月，2022年05月(复检）供
江苏公司的电力电缆产品，导体直流电阻，结构尺

寸检查不合格，均属于一般质量问题。同时，复检
不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电

缆

106
南京正锐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3月供江苏公司的交流避雷器
产品，长持续时间电流冲击耐受试验不合格，属于

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避雷器

107
山东光大线路器

材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耐张线夹-
楔型绝缘产品，握力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

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金具

108
深圳市泰昂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6月供江苏公司的低压开关柜
产品，介电性能，温升试验，机械碰撞试验不合

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及以下低压开关
柜

109
苏州达博思智能
电网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环网柜产
品，内部故障电弧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

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环
网柜（箱）



110
无锡市宇超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环网柜产
品，内部故障电弧试验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

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环
网柜（箱）

111
扬州北辰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6月供江苏公司的箱式变电站
产品，短路阻抗和负载损耗测量，空载损耗和空载

电流测量不合格，均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2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20）kV及以下箱
变

112
江苏天力电缆有

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3月，2022年04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产品，绝缘和弹性体护
套的热延伸试验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

同时，复检不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电
缆

113
江苏万德力电缆

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3月，2022年04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低压电力电缆产品，绝缘和弹性体护

套的热延伸试验不合格，分别属于一般质量问题，
较严重质量问题。同时，复检不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电

缆

114
金三角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5月供江苏公司的10kV变压器
产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温升试验，短路阻抗和

负载损耗测量不合格，属于严重质量问题。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变
压器

115
沃力特电力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1月，2022年03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配电箱产品，温升试验不合格，均属

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同时，复检不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116
中国电建集团成
都电力金具有限

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01月，2022年02月（复检）
供江苏公司的设备线夹-变压器线夹产品，电阻试
验不合格，均属于较严重质量问题。同时，复检不

合格。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金具

117
山东电工电气集
团智能电气有限

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1年8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1年07月供江苏公
司的箱式变电站产品，不合格，属于较严重质量问
题。同时，6个月内累计积分4分。故本次在原处理
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相应处理期。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20）kV及以下箱

变

118
无锡市宇超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

抽检不合格：2022年1月起被暂停中标资格，在处
理期内，再次发现质量问题。2022年01月供江苏公
司的配电箱产品，短时耐受试验不合格，属于一般
质量问题。同时，6个月内累计积分3分。故本次在
原处理期满后，按照最严重的不良行为延长相应处

理期。

2022年08月05日-2023年08月
04日在江苏公司招标中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10kV及以下配电箱
（JP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