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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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1日，该供应商供应国网江西瑞昌市公司2019
年计量装置建设与改造项目，招标批次为181923的电能计
量箱，经送检第三方检测后发现：冲击载荷试验不合格。
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
属于Ⅲ级质量问题。

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能计量箱

2 蓉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吉安永丰县110KV
藤田变10KV建设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1819AA的10kV变压
器，经抽样送第三方武高所检测中发现：短路承受能力试
验不符合标准要求。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
类分级导则》规定，属Ⅲ级质量问题。

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变电成套设备

3 一能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南昌市青山湖区供电
分公司普通库存物资采购项目，招标批次为NPXY19的柱上
断路器，经抽样送第三方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所检
测中发现：机械操作试验、机械寿命试验不合格。依据国
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属Ⅲ级
质量问题。

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断
路
器

4 山西天成元电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4日，该供应商供应2018年新余市10kV及以下
配电网线路“三跨”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NPXY18的架空
绝缘导线，经抽样送电科院检测中发现：绝缘厚度不符合
标准要求。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
则》规定，属Ⅲ级质量问题。

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导地
线

5 广州增银电力设备公司

2019年10月21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赣州市南康区35KV
坪市变10KV境口线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1819AA的10kV柱
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经抽样送第三方国网电力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检测中发现：配变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
JP柜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试验、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2
项试验不符合要求。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
类分级导则》规定，属Ⅱ级质量问题。

2020年1月3日-2020年5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变电成套设备

6 萍乡市宣风电器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1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上犹县计量装置建
设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181923的电能计量箱，经送第三
方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后发现：冲击载荷试
验不符合检测依据和判定依据的要求。依据国网公司《电
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属Ⅲ级质量问题。

2020年1月3日-2020年3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能计量箱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7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新能科技有

限公司

2019年10月21日，该供应商供应宁都县2018年中低压配电
网建设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1818AA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
成套设备，换货后复检送第三方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实验验证中心复检中发现：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
。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
定，属Ⅱ级质量问题。（整改不合格）。

2020年1月3日-2020年7月2日在江西
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变电成套设备

8 江西明正变电设备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产品JP柜作为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供国网
赣州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主要附件，2019年7
月25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
测，JP柜样品柜体尺寸、厚度、材质检测、成套设备的防
护等级、温升试验、机械碰撞试验、短路耐受强度试验结
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于Ⅰ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4日在
江西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综合配电箱

9 无锡市曙光电缆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贵溪市供电分公司寄存的架空绝缘导线，
2019年10月29日经国网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检测,样品
绝缘厚度试验结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Ⅲ级物资
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1月24日在
江西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导地
线

10 保定中亚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赣东北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2019年9月29日经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检测，成套主要
附件JP柜体尺寸检测试验结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
属于Ⅱ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3月24日在
江西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变电成套设备

11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应国网吉安公司配电箱，2019年10月18日经江
西省电科院检测，样品柜体尺寸检测试验结论不合格。依
据试验结论判定属Ⅱ级物资质量问题。6个月内两次出现
较严重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4日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综合配电箱

12 江苏广汇电缆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赣州公司电力电缆，2019年9月25日经国
网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检测，样品直流电阻检测试验结
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Ⅱ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3月24日在
江西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电缆

13 天舍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赣州公司电力电缆柱上断路器，2019年10
月28日经国网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检测，样品机械操作
和机械特性测量试验结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Ⅱ
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3月24日在
江西公司暂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断路
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14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南昌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2019年7月25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检测，成套设备主要附件JP柜柜体尺寸、厚度、材
质检测、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温升试验、机械碰撞试验
短路耐受强度试验结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于Ⅰ
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4日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变电成套设备

15
江西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产品JP柜作为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供国网南
昌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主要附件，2019年7月
25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
测，JP柜柜体尺寸、厚度、材质检测、成套设备的防护等
级、温升试验、机械碰撞试验、短路耐受强度试验结论不
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于Ⅰ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4日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综合配电箱

16 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国网赣州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2019年10月10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检测，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温升试验、机械碰撞
试验、短路耐受强度试验结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
属于Ⅰ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4日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变电成套设备

17 河南丰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产品JP柜作为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供国网
赣州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主要附件，2019年7
月25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
测，JP柜样品柜体尺寸、厚度、材质检测、成套设备的防
护等级、温升试验、机械碰撞试验、短路耐受强度试验结
论不合格，依据试验结论判定属于Ⅰ级物资质量问题。

2019年11月25日-2020年5月24日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综合配电箱

18 江苏辰宇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日送样检测：短路承受能力不合格，报告编
号：CEPLI-EETC03-2019-0274 短路电流冲击试验，第二
次测试时相电抗变化率为（+3.87～+8.70）%，标准要求
≤7.5%、试验结果判定供应商产品存在较严重质量问题。
问题属性II级。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4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19 火炬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4日，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样
品柱上断路器,AC10kV,630A,20kA,真空,有隔离闸刀,户
外,　5 套，其中基本短路试验方式T100s不符合检测依据
和判定依据的要求。问题属性II级。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4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

柱上断路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20 北二变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南昌公司对该供应商供应我公司2018年
新建区2018年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的10kV柱上变压
器台成套设备【ZA-1-CX,100kVA,12m】的配电变压器进行
取样检测，经检测，（1） 配变规定声压级实测值
56dB(A)；规定声功率级实测值62dB(A)，声级检测不合
格；短路试验后的外施耐压试验不合格。（2） JP柜规定
电器元件进出线及母排连接处温升（K）:≤70,实测最大
测量值：95.7K，温升验证不合格。问题属性Ⅱ级。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2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配电变压器\P柜

21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湾里区第二批10KV
及以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1818AG的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中的配电变压器，经取样检测后发
现：短路试验后的外施耐压试验不合格，短路承受能力不
合格。参照《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
》，属于Ⅲ级问题。

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2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22
山东兴旺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

2019年8月22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萍乡湘东区35KV凤
凰变10kV排上#2线改造工程，招标批次为181817的耐张线
夹，经抽样送检后发现：镀锌层不符合标准要求。依据国
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属Ⅱ级问
题。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4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

金具

23 德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9日，220kV赣潭I线综合改造工程进行跨越京九
铁路旧导线拆除过程中，施工单位在非天窗期间带张力开
断导线，造成接触网承力索断线，京九铁路中断运行102 
分钟的严重电网安全事件。本次事件，施工单位未严格执
行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中“导地线拆除松线侧应设置二
道保险，缓慢进行，待导地线安全失去张力后才可开断，
严禁带张力断线”的要求，违章作业和野蛮施工，造成铁
路运行中断的严重后果。国网安监部印发的《安全生产月
报》（2019 年5月）对此事件认定为六级设备事件。

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2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

工程服务类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24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该供应商供应的电缆保护管(MPP,φ
200)，在抽样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中发现： ①尺寸测
量 : 规定公称内径200∽201mm,实测190.7mm; 规定承口
深度≥120mm, 实测108mm; 规定公称壁厚11∽12.2 mm，
实测4.8mm。②密度试验：规定≤1.6g/cm3, 实测1.90 
g/cm3;③环钢度试验：规定≥12kpa, 实测试验无法进
行；④维卡软化温度：规定≥93℃，实测80.8℃。（3）
第三方检测机构（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尺寸测量、密度、环钢度、维卡软
化温度试验不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范要求，电缆保护管环
刚度不合格，问题属性Ⅱ级。

执行国网10月公示处罚决定：2018
年12月1日-2020年11月30日在公司
系统招标采购中列入黑名单。

所有品类

25 江西铭扬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日，该供应商供应的电缆保护管(CPVC,φ
200)，在抽样送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检测中发现： ①尺寸检查 : 规定公称内径200∽201mm,
实测196.06mm; 规定公称壁厚11∽12.2 mm，实测
9.86mm；②压扁试验：规定试验后不出现裂纹或破裂，实
测试验后样品破裂。（3）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
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尺寸检查、压扁试验不
符合标准要求。问题属性Ⅱ级。

执行国网10月公示处罚决定：2019
年6月1日-2020年5月31日在公司配
网设备协议库存电缆附件标包中暂
停中标资格。

配网设备协议库存电缆附件

26 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0日该供应商供应的国网抚州资溪县电力公司
2019年35KV高阜变10KV溪南莒州线改造工程的10kV柱上变
压器台成套设备 , ZA-1-CX,100kVA,12m。组织纪检、项
目单位，按照规范流程开展了取样送第三方（电科院）检
测工作,第三方在2019年8月21日开展检测工作，2019年9
月12日并出具了检测报告，其中JP柜的操作性能和功能，
温升试验和机械碰撞试验不符合标准要求。 第三方（电
科院）判定样品不合格，问题属性Ⅱ级。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2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27 山东固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按省公司抽、送检要求，对该供应商的铁构
件送电科院检测，经检测镀锌层厚度不合格，检测报告：
ZT-201908-6201-0020。问题属性Ⅲ级。

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2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

杆塔类

28
南宁横县金海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

2019年7月12日，该供应商供2019年110kV武宁变10kV青年
Ⅰ线新建工程,型号为：电缆保护管,MPP,φ200，送检电
科院发现尺寸不合格,规定内径值为200mm,实测内径平均
值177.84mm；规定壁厚值为11mm，实测壁厚平均值
10.57mm，属于III级质量问题。经复检仍不合格，加重处
罚。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10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12个月。

电缆附件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29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7月11日，该供应商供应安福县2019年110KV五里亭
变10KV公园线新建工程的柱上断路器在抽样送江西省电科
院检测中发现机械特性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依据国
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机械操
作特性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属Ⅱ级问题。经复检仍不
合格，加重处罚。

2019年10月23日-2020年4月22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

柱上断路器

30 江苏宏源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供瑞金市2018年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的10kV柱上变
压器台成套设备中的JP柜（JP-400A）。2019年8月5日，
抽样送第三方检测机构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
心检测发现：规定中性导体端子数量≥4个，实测无保护
导体；规定电器元件进出线及连接处温升（k）≤70，实
测最大测量值84.9 k。检测报告结论：布线、操作性能和
功能及温升验证不符合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Ⅱ级问
题。

2019年9月4日-2020年1月3日暂停中
标资格4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31 山东宏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5日，供赣州市南康区110kV南水变10kV南山Ⅱ
线改造工程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经抽样送第三
方检测机构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发
现：规定电器元件进出线及连接处温升（k）≤70，实测
最大测量值115 k；操作手柄温升（k）≤25，实测37.7 k
。检测报告结论：温升验证不符合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
定为Ⅱ级问题。

2019年9月4日-2020年3月3日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32 弘乐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日，供吉安县2018年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
程的配电变压器在第二次复检抽样送江西省电科院检测中
发现声级试验、短路承受能力试验结果不符合标准要求，
试验结果判定为Ⅱ级问题，该公司已被国网处罚。

执行国网8月处罚决定：2019年5月
31日-2019年11月30日暂停中标资格
6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33
成都西电蜀能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

供2019年永修县35千白槎变10千伏梅棠线改造工程,型号
为：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ZA-1-CX,100kVA,12m，
2019年8月15日送第三方检测发现两项质量问题：1、变压
器声级测定、短路承受能力不合格,试验结果判定为II级
质量问题。2、JP柜温升验证不合格,实验结果判定为II级
质量问题。

2019年9月4日-2020年3月3日暂停中
标资格6个月。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34 上海一电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6日，在到货质量抽检中经江西省电科院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检测，该供应商所供国网江西渝水供电公司渝
水区2018年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高压开关
柜,AC10kV,馈线开关柜,小车式,1250A,31.5kA,真空设备
金属镀层试验不符合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III级质
量问题。

2019年9月4日-2019年11月3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高压开关柜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35
河北鑫涛电力金具制造有限公

司

2019年6月22日，该供应商供应2018年玉山县35KV双明变
10KV四股桥线等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的接续金具-异型并
沟线夹,JBL-16-120，经送检电科院检测后，发现镀锌层
不合格，不符合标准要求，规定紧固件的单体锌厚≧
40um,实测平均值为18.7um，结论不合格实验结果判定为
III级质量问题。

2019年9月4日-2019年11月3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接续金具

36 晟望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2日，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110KV紫阳变10KV 
森林公园线新建工程的环网箱,AC10kV,2,4，经送电科院
检测后，发现分合闸指示灯显示错误不合格，不符合标准
要求实验结果判定为III级质量问题。

2019年9月4日-2019年11月3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环网箱

37 浙江吕氏管业有限公司

2019年07月26日对该供应商供应2019年第二批10KV及以下
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电缆保护管进行外观尺寸检查。经检
测后发现：1、MPPφ200的检查结果管壁有波纹，不平
滑；导管外表面没有产品名称、类别、型号规格、原材料
类型、生产商（或商标）、生产日期（批号）等明显标
志，内径厚规定20（mm),实际测量平均值17.7（mm)；2、
MPPφ100的检查结果检查结果管壁有波纹，不平滑；导管
外表面没有产品名称、类别、型号规格、原材料类型、生
产商（或商标）、生产日期（批号）等明显标志，该公司
已被国网处罚。

执行国网8月处罚决定：2019年4月1
日-2020年3月31日暂停中标资格12
个月。

电缆附件

38 上海西邦电气有限公司

2017年01月27日，供抚州供电公司黄州220kV变电站#1主
变10kV侧绝缘管型母线B相发生绝缘击穿造成单相接地，
同时引发外绝缘材料着火燃烧。故障造成#1主变10kV侧电
抗器与穿墙套管之间的管型母线及绝缘材料受损。经故障
母线解体检查分析得出本次故障原因为接地线处局部渗
水，导致绝缘层间电场畸变，引发局部放电，逐步发展成
击穿放电，以致烧损。2019年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正式下
文（赣电设备〔2019〕309号）判定上海西邦绝缘管母
GTM(B)-10为重大家族性缺陷。

2019年9月4日-2020年8月3日暂停中
标资格12个月。

半绝缘铜管母线

39
南昌市安迪普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该公司中标万安县2019年10千伏及以下中低压建设改造工

程，2019年6月5日至10日期间，南昌市安迪普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万安县2019年施工项目部聘请人员分别至吉安市公

司、省公司上访。6月13日至14日，省公司配网部组织人

员赴万安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安迪普公司万安县2019
年施工项目部现场人员存在严重违规变更、变相转包、现
场个别工作负责人不具备资格等情况。

2019年8月30日-2019年12月29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服务类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40 许昌智能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供国网江西樟树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配电变压

器，7月25日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试验结果判定为

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8月30日-2019年12月29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柱上变压器成套设备

41 江苏布诺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及11月15日按省公司抽、送检要求，对该

供应商的柱上断路器,AC10kV,630A,20kA,真空,有隔离闸刀,
户外（两台）经电科院送样至第三方进行检测，实际试验
过程中，A、B、C三相隔离开关发生闪络，触头熔焊，样

品无法正常操作，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中样
品损坏，试验无法进行。2019年3月13日，供应商换货后

再次经电科院送样至第三方进行检测，经检测基本短路试
验方式T100s、机械操作试验、机械寿命试验三项不合格。

试验结果判定为Ⅰ级问题。

2019年8月30日-2020年2月29日暂停

中标资格6个月。
柱上断路器

42 山东宏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供赣州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中的JP柜（JP-
60A），2019年6月26日检测发现柜体尺寸检查试验不合

格，判定为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7月29日-2019年11月28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变电成套装置

43 江苏辰宇电气有限公司

供赣州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中的配电变压器，

2019年6月26日检测发现空载损耗试验不合格，判定为Ⅱ

级质量问题。

2019年7月29日-2019年11月28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变电成套装置

44
山东兴旺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

供宜春公司金具异形并沟线夹，2019年6月26日经检测发

现样品镀层试验不合格，判定为Ⅲ级质量问题。

2019年7月29日-2019年11月28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整改期间再次发

生一般质量问题）。

杆塔类

45 南阳市鑫特电气有限公司

供抚州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中的配电变压器，

2019年4月26日经检测发现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判

定为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7月29日-2020年1月28日暂停

中标资格6个月。
变电成套装置

46 浙江海瑞电气有限公司

供吉安公司10kV环网柜2019年6月26日经检测发现工频耐

受电压试验、机械操作试验不合格，判定为Ⅱ级质量问题
。

2019年7月29日-2019年11月28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10（20）kV环网柜（箱）

47 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上饶公司配电箱，2019年5月31日经院检测发现柜体尺

寸检查试验不合格，判定为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7月29日-2019年11月28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低压屏（柜）、箱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48 景德镇珠山电瓷电气有限公司

1、供吉安公司蝶式绝缘子在抽样送江西省电科院（委托
电力工业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样品弯曲破坏负
荷试验不符合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一般质量问题，
问题属性Ⅲ级。2、供上饶公司蝶式绝缘子，省公司电科

院委托第三方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进行检
测，样品弯曲破坏负荷试验不符合标准要求，规定弯曲破
坏负荷试验弯曲破坏负荷≥12kN，实测弯曲破坏负荷9.7kN
。试验结果判定为一般质量问题，问题属性Ⅲ级。

2019年6月27日-2019年8月26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绝缘子

49 奥顿电气有限公司

供上饶变电成套设备的配电变压器，2018年11月检测不合

格，2019年02月复检，电科院委托第三方检测：短路阻抗

和负载损耗测量、温升试验、短路承受能力试验的试验结
果不合格，试验结果判定为较严重质量问题，问题属性Ⅱ
级。

2019年6月27日-2019年12月26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
变电成套设备

50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新能科技有

限公司

供赣州公司变电成套设备，2019年4月4日，抽样送第三方

检测机构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①JP
柜：样品温升试验规定电器元件进出线及母排连接处温升
≤70 K, 实测120.3 K；操作手柄温升≤25 K，实测26.2 K；

②配电变压器：样品温升试验规定顶层油温升≤55 K，实

测58 K；高、低压绕组平均温升≤65 K，实测82.3 K、73.3 
K；短路承受能力试验规定9次冲击试验前后电抗变化率

（%）≤7.5，实测+4.75∽15.44%。试验结果判定为较严重

质量问题，问题属性Ⅱ级。

2019年6月27日-2019年10月26日暂

停中标资格4个月。
变电成套设备

51 弘乐电气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吉安县2018年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用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208年9月18日，经第三方检

测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2019年1月28日换货后复检,
短路承受能力试验结果不符合检验依据标准和技术服务合
同书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较严重质量问题，属Ⅱ级质量
问题。

2019年5月31日-2019年11月30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罚期内再次发

生较严重质量问题）。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52
库柏爱迪生(平顶山)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库柏爱迪生(平顶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供国网永修县供电分公司2017年配电自动化覆盖率
提升工程,型号为：AC10kV,630A,20kA,真空,有隔离闸刀,
户外,柱上断路器，送电科院检测后发现合闸弹跳不合格,
规定触头弹跳时间≤2ms，实测A相2.3ms,B相2.9ms，依据
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机械操作
和机械特性测量试验不合格，属于II级质量问题。

2019年5月31日-2019年9月30日暂停
该公司在江西公司柱上断路器标包
中标资格4个月的处罚。

柱上断路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53
山东兴旺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

该供应商供赣州公司2018年龙南县10kV及以下业扩配套工

程用铁附件，2019年4月9日，经电科院检测样品镀锌层检

测不合格。规定总体锌厚≥80μm；实测总体锌厚57μm。试

验结果判定为较严重质量问题，属Ⅲ级质量问题。

2019年5月31日-2019年9月30日暂停

中标资格4个月（处罚期内再次发生

较一般质量问题）。

杆塔类

54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赣州公司国网江西赣州开发区供电分公司2018
年中低压配电网建设改造工程用电缆保护管，2019年 4月9
日经电科院检测，样品压扁试验不合格。规定将试样水平
放置在试验机的上下平板之间，以5±1mm/min的速度压缩

试样，压至垂直方向变形量为试样原内径的30%时立即卸

荷，观察试样是否出现裂缝或破裂，实测样品破裂。试验
结果判定为较严重质量问题，属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5月31日-2019年9月30日暂停

中标资格4个月。
电缆附件

55 江西联创电缆有限公司

该供应商供赣州公司2017年老城区“整片整区”建设改造工

程用电力电缆，2019年4月4日，经电科院检测，绝缘偏心

度试验、电缆结构尺寸检查不合格。规定绝缘偏心度≦
0.10，实测0.12，规定外护套平均厚度≧3.8mm,实测

2.8mm,规定外护套最薄点厚度≧3.4mm，实测2.1mm。依

据试验结果判定为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5月31日-2019年9月30日暂停

中标资格4个月。
电缆

56 江西铭扬实业有限公司

1.供赣东北公司电缆保护管，2018年7月6日送样省公司电

科院进行检测。样品尺寸检查、压扁试验不合格。供应商
换货后于2019年1月25日再次送样省公司电科院检测，样

品尺寸检查实测值低于设计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一
般质量问题，问题属性Ⅲ级。2.供上饶公司电缆保护管，

2019年3月13日组织抽检，尺寸检查项目（内径）实测值

低于设计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一般质量问题，问题
属性Ⅱ级。

2019年4月24日-2019年10月23日暂

停中标资格6个月（处罚期内再次发

生较严重质量问题）。

电缆附件

57 江西宝利达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供赣州公司线路柱式绝缘子，2019年3月18日组织抽检，

尺寸检查实测值低于设计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一般
质量问题，问题属性Ⅲ级。

2019年4月24日-2019年6月23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绝缘子

58
山东兴旺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

供赣州公司金具，2019年3月22日组织抽检，样品平均镀

锌层厚度实测值低于设计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一般
质量问题，问题属性Ⅲ级。

2019年4月22日-2019年6月21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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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山东兴旺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

供赣州公司铁附件，2019年3月22日组织抽检，样品镀锌

层表面粗糙、存在大量焊渣、起皮、部分表面未镀锌；加
工尺寸实测值低于设计标准要求，试验结果判定为一般质
量问题，问题属性Ⅲ级。

2019年4月24日-2019年6月23日暂停

中标资格2个月。
杆塔类

60 江苏布诺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赣东北公司抽取该供应商的AC10kV柱上断路器,经电

科院送样至第三方进行检测，实际试验过程中，A、B、C
三相隔离开关发生闪络，触头熔焊，样品无法正常操作，
试验终止，参考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属于Ⅱ
级问题。

2019年3月12日-2019年7月12日,暂停

江苏布诺科技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
柱上断路器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的处

罚。

交流柱上断路器

61 南阳市鑫特电气有限公司

国网抚州公司抽取该供应商供应国网抚州南丰县电力公司
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JP柜送检，经检测，JP柜温

升验证不合格，超出额定值10%，样品试验结论不合格，

根据《分类分级导则》，该质量问题判定为Ⅱ级。

2019年3月12日-2019年7月12日,暂停

南阳市鑫特电气有限公司在江西公
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标包

中标资格4个月的处罚。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62 上海飞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吉安公司抽取该供应商供应的10KV配电变压器送第

三方检测，短路承受能力试验项目不合格。换货后送第三
方复检,短路承受能力试验项目不合格。依据国网公司《电

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属Ⅱ级问题。

2019年3月12日-2019年7月12日，暂

停上海飞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江
西公司10kV变压器标包中标资格4个
月的处罚。

配电变压器

63 江西力宏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4号，供景德镇浮梁东流35kV输变电工程招标

批次为181811的活动板房。合同交货期为2018年10月14日
。经过多次与该供应商联系沟通，督促其供货，但该供应
商至今仍无法供货，已严重影响施工进度。供应商供抚州
公司的活动板房也无法按时供货，影响工程里程碑计划。
属于Ⅱ级问题。

2019年2月2日-2019年6月2日，暂停

江西力宏钢结构实业有限公司在江
西公司电网工程服务类标包中标资
格4个月的处罚。

电网工程服务类

64 河北久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2日，在到货抽检中发现：经检测，所供赣西
峡江招标批次为NPXY18的高压跌落式熔断器镀银层厚度、
金属导电率、铁附件镀锌厚度不合格，不满足技术标准要
求。属II级质量事件问题。

2019年2月2日-2019年6月2日，暂停
河北久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在江西
公司交流高压熔断器标包的中标资
格4个月。

高压熔断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不良行为描述   处理措施 处理范围

65 无锡市尚融电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南昌公司对无锡市尚融电缆有限公司供

南昌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H的10kV架空绝缘导线进行抽

检，送检经检测，绝缘热延伸试验和导体直流电阻试验结
果不合格，绝缘热延伸试验（200℃，20N/ cm2），负载

下伸长率(负载15min时)最大175%,实际断裂；冷却后永久

伸长率最大15%，实际断裂；规定20℃导体直流电阻最大

0.443Ω/km，实际0.498Ω/km。超出额定值5%，属于Ⅱ级

问题。

2019年2月2日-2019年6月2日，暂停

无锡市尚融电缆有限公司在江西公
司架空绝缘导线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

的处罚。

架空绝缘导线

66 山东宏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4日，鹰潭公司对山东宏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招标批次为1817AG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备,ZA-1-
CX,100kVA,12m，进行取样送检（第三方）；经检测，该

样品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规定短路承受能力试验前
后相电抗变化率(%):≤7.5,实际第5次短路电流冲击试验后，

复测相电抗变化率超出标准要求限制，试验终止，此时复
测相电抗变化率为（+9.94~+14.10）%，重复例行试验及

雷电冲击试验未进行。属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2月2日-2019年6月2日，暂停

山东宏祥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在江西
公司柱上变压器台成备标包中标资
格4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67 火炬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3日，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检测，

存在试验过程中样品柱上断路器A相隔离开关发生是闪

络，触头溶焊，样品无法正常使用。属于Ⅱ级质量问题。

2019年2月2日-2019年6月2日，暂停

火炬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
交流柱上断路器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

的处罚。

交流柱上断路器

68 南阳市鑫特电气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8日，省公司专项巡检过程中存在：无柱上变

压器成套设备原材料、组部件相关质量证明材料，绝缘油
、避雷器、熔断器、JP柜组件等原材料、组部件未执行质

量检测，未对采购的原材料/组部件与订货合同、技术规范

相符性检查。铁芯制造工序无生产流程及工艺控制、质检
记录；油箱未提供密封检验记录，线圈无直流电阻检测记
录。铁芯表面不平整、不紧密，片间缝隙较大，铁芯未采
取防尘防潮措施，锈蚀严重。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2月25日，

暂停南阳市鑫特电气有限公司在江
西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69 弘乐电气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0日，国网专项抽检中，供鹰潭公司招标批次

1817AG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所属JP柜,进行取样

送检（第三方）；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对
该产品进行检测，该样品温升试验（温升验证：配电回路
和电容补偿回路）不合格。Ⅱ类问题。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25日，

暂停弘乐电气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标包中

标资格4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70 上海飞晶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第四批国网专项抽检，招标批次为1817AG的

10kV柱上变压器台套设备，经江西省电科院送检第三方检

测机构检测，抽检结论为短路承受能力试验不合格。Ⅲ类
问题。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25日，

暂停上海飞晶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
江西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

备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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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湖南宏业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湖南宏业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因施工项目部主要人员不能按
承载力要求到位，导致赣西公司2018年市辖中低压改造工

程推进缓慢。

2018年12月25日-2020年12月25日，

给予该公司在江西公司电力工程服
务中列入黑名单2年的处理。

服务类施工

72 大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国网专项抽检中，供上饶公司招标批次

为1817A的柱上断路器,AC10kV,630A,20kA,真空,有隔离闸

刀,户外，送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委托第三方检测，试验

报告编号；DY182674。结论不合格项目：1.短时耐受电流

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2.基本短路试验方式T100s（样品损

坏，无法进行），3.机械寿命试验。属于Ⅱ类问题。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25日，

暂停大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
公司10kV柱上断路器标包中标资格4
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断路器

73 奥顿电气有限公司

09月11日对到货后的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中的变压

器，送江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委托第三方检测，试验报告
编号； CTQC/CB-18.714,例行试验、短路承受能力试验的

试验结果不合格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4月25日，

暂停奥顿电气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标包中

标资格4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74 江苏宏源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10日，供南昌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G的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抽检发现：一般检查、防护等

级验证及升温实验不合格，属于Ⅲ级问题。

2018年11月15日-2019年1月14日，

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暂停该公司在

江西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

备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75 弘乐集团有限公司

供吉安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NPXY18的10kV交流变压器取

样后送第三方送检沈阳变压器研究院检测：样品温升试验
、短路承受能力试验结果均不符合检验依据标准和技术服
务合同书要求。参照《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
（试行）》，属于Ⅱ级问题。

2018年10月25日-2019年2月25日暂

停弘乐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
10kV交流变压器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

的处罚。

10kV交流变压器

76 上海飞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供吉安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NPXY18的10kV交流变压器取

样后送检第三方沈阳变压器研究院检测：型号为SBH15-
M-100/10的变压器进行检验。短路承受能力试验结果不符

合检验依据标准和技术服务合同书要求。属于Ⅲ级问题。

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2月25日暂

停上海飞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江
西公司10kV交流变压器类标包中标

资格2个月的处罚。

10kV交流变压器

77 杭州百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供赣州、上饶、萍乡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B的10kV
电缆保护管取样后送省电科院检测发现：样品尺寸，压扁
试验均不符合标准要求。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
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压扁试验不合格，属Ⅱ级问题。

2018年9月18日-2019年8月17日暂停

杭州百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在江西
公司电缆附件标包列入黑名单1年的

处罚。

电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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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供赣州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H的10kV电缆保护管取

样后送省电科院送第三方检测发现，样品尺寸检查，压扁
试验不符合标准要求。依据国网公司《电网物资抽检结果
分类分级导则》规定，压扁试验不合格时，属Ⅱ级问题。

2018年9月18日-2019年1月17日暂停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
电缆附件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处罚。

电缆附件

79 江西铭扬实业有限公司

供赣东北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H的电缆保护管（型

号：CPVC,φ150），2018年7月6日检测发现：内径标准要

求为150mm，实际检测平均内径为137.53mm、壁厚标准要

求为8mm，实际检测平均厚度为6.37mm、压扁试验存在样

品破裂等不合格。依据《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
（试行）》，压扁试验不合格时，属Ⅱ级问题。

2018年8月29日-2018年12月28日暂

停江西铭扬实业有限公司电缆附件
标包中标资格4个月的处罚。

电缆附件

80 江西浙丰管业有限公司

经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对该样品进行
检测,该样品尺寸和压扁试验不合格，内径规定为150，实

际151.59，壁厚规定8mm，实际4.19mm。属Ⅱ级问题。

2018年8月29日-2019年2月28日暂停

江西浙丰管业有限公司电缆附件标
包中标资格6个月的处罚。

电缆附件

81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30日,故障指示器样机高温死机、遥测精度不够

2018年8月14日-2018年10月13日在

江西公司配电终端标包暂停中标资
格2个月的处罚。

配电终端

82 桂电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DTU 55HZ频率测量值不合格，程序配置表的量程不足

2018年8月14日-2018年10月13日在

江西公司配电终端标包暂停中标资
格2个月的处罚

配电终端

83 江西科瑞电气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FTU谐波以及频率影响电压电流不合格,程
序跟随速度太慢

2018年8月14日-2018年10月13日在

江西公司配电终端标包暂停中标资
格2个月的处罚。

配电终端

84 长沙市蓝虹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8日,电缆稳态特征型远传故障指示器出现以下

问题：（1）遥测精度不合格；（2）高温防误动不合格。

2018年8月14日-2018年10月13日在

江西公司配电终端标包暂停中标资
格2个月的处罚。

配电终端

85 奥顿电气有限公司

2018年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质量专项巡检，招标批

次为1817AG，供应商未提供油箱压力密封试验装置用压

力容器表、变压器专用烘箱、行车等试验、生产设备强检
证书；未对所有批次原材料进行入厂检验或检验项目不
全；必备的生产试验设备未按要求进行定检，如千分尺、
游标卡尺、直尺等；试验人员对变电成套设备变压器以外
的其它设备材料缺少检测能力。

2018年7月25日-2018年9月24日在江

西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标包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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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弘乐电气有限公司

2018年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质量专项巡检，招标批

次为1817AG，供应商生产厂房搬迁，截止检查结束，其

生产、试验设备均未完全安装到位，库存变压器型号与中
标型号不一致，试验电源及试验环境不满足试验要求，未
抽取变压器进行试验。检测设备台账未更新，部分检测设
备无检定/校准证书。缺少成套附件设备材料试验设备。未

提供变压器专用烘箱强检证书。现场检查发现，焊接工艺
为氧焊，乙炔瓶与氧气瓶紧密相连，氧气瓶为立放，严重
违反氧焊安全作业规定。试验人员对部分原材料检验方法
掌握不全。

2018年7月25日-2018年9月24日在江

西公司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标包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10kV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87 杭州联通管业有限公司

供赣东北、抚州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H的电缆保护

管,CPVC,φ200进行送样电科院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存在内

径、壁厚、压扁试验不合格。参照《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
类分级导则（试行）》，属于Ⅲ级问题。

2018年7月25日-2018年9月24日在江

西公司电缆附件标包暂停中标资格2
个月的处罚。

电缆附件

88 江西浙丰管业有限公司

供南昌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H电缆保护管（CPVC,φ
200）2018年7月16日现场检测发现电缆保护管实测内径为

180.02mm，技术规范书要求内径为200(0,+1)mm,所检电缆

保护管不合格。参照《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
（试行）》，属于Ⅲ级问题。

2018年7月25日-2018年9月24日在江

西公司电缆附件标包暂停中标资格2
个月的处罚。

电缆附件

89 无锡市宏力敏盛钢杆有限公司

南昌公司对无锡市宏力敏盛钢杆有限公司供应我公司东新
～莲西110千伏线路工程的钢管杆【钢管杆

（桩）,AC220kV,单杆,双回,Q345,杆,耐张杆（直线杆）】

进行到货验收，经现场检测，钢管杆下段壁厚为9-10mm
（设计要求为16mm），上段壁厚为6-8mm（设计要求为

12mm）,超出值在负偏差允许值的50%以上,依据《电网物

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属于Ⅱ级问题；另
焊缝外观质量较差，存在沙眼和毛刺，部分镀锌层脱落，
依据《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属于
Ⅲ级问题。

2018年6月21日至2021年6月20日在

杆塔类标包中给予列入黑名单3年的

处理。

杆塔类

90 山西禾宇电力钢结构有限公司

供宜春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NPXY17的钢管杆，5月25日现

场开展质量检测相关工作中发现：1、供铜鼓公司的试件

镀锌层外观质量不合格，有锌瘤、锌刺；镀锌层厚度不合
格面积＞50%； 2、供上高公司的试件镀锌层外观质量不

合格，有锌瘤、锌刺；主体镀锌层厚度不均匀，不合格面
积＞20%，横担及附件全部不合格；3、在对物资称重过程

中，此次检测的钢管杆重量普遍存在严重的“缺斤短两”行
为，重量偏差率最小的达到了-35.2%，大的偏差率达到-
45.8%。

2018年6月21日至2021年6月20日在

杆塔类标包中给予列入黑名单3年的

处理。

杆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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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杭州百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供萍乡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B的电缆保护管（型

号：MPPΦ200*16），2018年4月1日在检测过程中发现：

送检样品的内径偏小，平均检测值为165.61mm，不符合标

准要求。依据《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
》：结构尺寸检查内径、壁厚不符合规定，属于Ⅲ级问题
。

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8月20日暂

停杭州百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在江
西公司电缆附件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

的处罚。

电缆附件

92 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

供赣东北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B的电缆保护管（型

号; CPVC,φ200），2018年5月18日赣东北供电公司按要求

对该公司供应的电缆保护管进行送样电科院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存在内径、壁厚、压扁试验不合格。依据国网公司
《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规定，压扁试验不合
格时，属Ⅱ级问题。

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12月20日暂

停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在江
西公司电缆保护管标包中标资格6个
月的处罚。

电缆附件

93 江苏国强镀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对江苏国强现场到货接地网和和接地引下埋

设使用的热镀锌扁钢检测其镀锌厚度小于85um,镀锌层最

小厚度小于70um不符合要求。参照《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

类分级导则（试行）》： 属于Ⅲ级问题。

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8月20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暂停江苏国强镀

锌实业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铁附件
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铁附件

94 南昌鑫荣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对南昌鑫荣钢铁实业有限公司现场到货接地

网和和接地引下埋设使用的热镀锌扁钢检测其镀锌厚度小
于85um,镀锌层最小厚度小于70um不符合要求。参照《电

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属于Ⅲ级问题
。

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8月20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暂停南昌鑫荣钢

铁实业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铁附件
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铁附件

95 南昌德宾远亚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对南昌德宾远亚商贸有限公司现场到货接地

网和和接地引下埋设使用的热镀锌扁钢检测其镀锌厚度小
于85um,镀锌层最小厚度小于70um不符合要求。参照《电

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属于Ⅲ级问题
。

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8月20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暂停南昌德宾远

亚商贸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铁附件
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铁附件

96 江西德力泰成套电气有限公司

2018年6月8日对江西德力泰成套电气有限公司现场到货已

安装的户外机构箱箱体不锈钢厚度检测发现2台该公司生

产的综合配电箱正、反、侧面不锈钢厚度均小于2mm,不符

合要求。参照《电网物资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
》：属于Ⅲ级问题。

2018年6月21日至2018年8月20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暂停江西德力泰

成套电气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户外
机构箱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户外机构箱

97 杭州百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供上饶供电公司招标批次为1817AB的电缆保护管（型

号：CPVCΦ200，厚11mm），2018年4月8日在电科学院

检测时发现：试品尺寸检查、压扁试验检测结果不符合标
准要求，样品公称内径检测值为180.8（标准值允许偏差

+1.0/-0.2）；样品压扁试验中样品破裂。依据《电网物资

抽检结果分类分级导则（试行）》，压扁试验不合格时属
Ⅲ级问题。

2018年6月12日至2018年8月11日暂

停中标资格2个月；暂停杭州百诺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在江西公司电缆保
护管标包中标资格2个月的处罚。

电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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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杭州富阳科威钢业有限公司
供上饶、宜春供电公司电缆保护管尺寸检测不合格，6个
月内同类产品累计出现 2次一般质量问题。

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8月2日暂停

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电缆附件标包
的中标资格4个月。

电缆附件

99
浙江新源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未履行合同义务，严重延误工期。

2018年2月6日至2021年2月6日暂停

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所有货物、工
程、服务中标资格3年。

所有货物、工程、服务

100
景德镇市正达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
在铁附件专项厂内质量监督检测中发现：无质量检测设
备，不具备原材料检测进场、成品出厂检测能力。

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3月6日暂停

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铁附件标包的
中标资格4个月。

铁附件

101
湘阴县湘能电力器材制造有限

公司

在铁附件专项厂内质量监督检测中发现：无实验设备、原
材料入库无检验报告、拉棒拉环与加工图纸存在偏差等问
题。

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月6日暂停

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铁附件标包的
中标资格2个月。

铁附件

102 江西利泰塑胶有限公司
供上饶供电公司电缆保护管，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绝签
订合同的。

2017年10月23日至2019年10月23日
暂停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所有物资
品类的中标资格2年。

所有物资品类

103 合肥神龙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4月22日，会昌县湘江供电所茶果山台区发生配变

烧损停运故障，造成整个供电台区73户用户停电3.5小时；

2017年5月12日，会昌县周田供电所10kV老虎寺台区因配

变质量问题烧损停运故障，造成89户用户停电，属八级安

全质量事件；供应商未及时配合整改。

2017年6月29日至2017年8月29日暂

停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10kV变压器

标包的中标资格2个月。
10kV变压器（油浸）

104 广西和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送检隔离开关，样品基座镀锌层厚度不符合标准要求，样
品整体检测不合格。

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8月20日暂

停该供应商在江西公司10kV隔离开

关标包的中标资格2个月。
10kV隔离开关

105 飞洲集团有限公司
吉安质量监督局送检该供应商的电力电缆结果为不合格，
尚在调查期间。

2016年11月11日起暂停在供应商在

江西公司所有物资品类招标的中标
资格

所有物资品类

106
上海一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在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送第三方检测中温升试验、短路承
受能力试验不合格

2016年3月30日-2016年5月30日在江

西公司10kV变压器（油浸）标包中

暂停中标资格2个月。
10kV变压器（油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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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西安西开中低压开关有限责任

公司

西安西开中低压开关有限公司生产的KYN61-40.5（Z）型

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柜在正常操作运行过程中，
多次出现操作困难失灵、开关C相静触头上端触指严重烧

毁、开关闭锁电磁铁线圈烧毁等缺陷。

2016年3月30日-2016年7月30日在江

西公司10kV高压开关柜标包中暂停

中标资格4个月。
10kV高压开关柜

108 珠海武研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在2015年专项质量监督中发现① 刀闸无闭锁装置，属于原

材料/组部件问题。② 一次接线与母排靠在一起，存在安

全隐患，属于设计结构问题。③ 进线孔有毛边，属于工艺

控制问题。④ 照明灯炮与母排距离过近，属于设计结构问

题。⑤ 电容器保险与母排距离过近，存在安全隐患，属于

设计结构问题。

2015年12月14日-2016年4月14日在

江西公司JP柜标包中暂停中标资格

。
JP柜

109 奉新国光电气有限公司
在江西公司送检至电科院检测中，10个针式瓷绝缘子试品

中发现6个发生炸裂，属于工艺控制问题。

2015年10月31日-2016年4月30日在

江西公司绝缘子标包中暂停中标资
格6个月。

绝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