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020 年第二次协议库存物资招标采购项目

中标人公告
招标编号：GWSC202009WZ02-K

各相关投标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020 年第二次协议库存物资招标采购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已结束，现将

中标人名单公告如下：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1 低压电力电缆 包 01 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

2 低压电力电缆 包 02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低压电力电缆 包 03 飞洲集团有限公司

4 低压电力电缆 包 04 北京天成瑞源电缆有限公司

5 电力电缆 包 01 湖北龙腾红旗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6 电力电缆 包 02 江苏华亚电缆有限公司

7 电力电缆 包 03 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8 电力电缆 包 04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9 电力电缆 包 05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10 电力电缆 包 06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11 电力电缆 包 07 明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12 电力电缆 包 08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13 电力电缆 包 09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4 电力电缆 包 10 宏亮电缆有限公司

15 电力电缆 包 11 无锡市华美电缆有限公司

16 电力电缆 包 12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7 电力电缆 包 13 江苏鑫峰电缆有限公司

18 电力电缆 包 14 风华线缆有限公司

19 电力电缆 包 15 无锡市群星线缆有限公司

20 电力电缆 包 16 益跃宏电缆有限公司

21 电力电缆 包 17 江苏凯达电缆有限公司

22 电力电缆 包 18 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

23 电力电缆 包 19 江苏东峰电缆有限公司

24 电力电缆 包 20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5 电力电缆 包 21 无锡市远登电缆有限公司

26 电力电缆 包 2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厂

27 电力电缆 包 23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 电力电缆 包 24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29 电力电缆 包 25 江苏中煤电缆有限公司

30 电力电缆 包 26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31 电力电缆 包 27 锐洋集团东北电缆有限公司

32 电力电缆 包 28 坤越线缆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33 电力电缆 包 29 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34 电力电缆 包 30 四川九洲线缆有限责任公司

35 控制电缆 包 01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 控制电缆 包 02 燕通电缆有限公司

37 测量控制装置 包 01 长春北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8 测量控制装置 包 02 航天亮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39 测量控制装置 包 03 西安兴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40 高压熔断器 包 01 德基申(厦门)电气有限公司

41 高压熔断器-标准化定制 包 01 保定通力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42 交流避雷器 包 01 浙江中能电气有限公司

43 交流避雷器 包 02 上海电瓷厂有限公司

44 交流避雷器 包 03 恒大电气有限公司

45 交流三相隔离开关 包 01 登高电气有限公司

46 交流三相隔离开关 包 02 坦帕(福建)电气有限公司

47 配电箱 包 01 山东晟运恒电气有限公司

48 配电箱 包 02 北京华电美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49 配电箱 包 03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50 配电箱 包 04 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

51 布电线 包 01 江苏润华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52 布电线 包 02 四川新东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53 布电线 包 03 四川蜀塔实业有限公司

54 布电线 包 04 驻马店市华宇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55 布电线 包 05 亚星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56 布电线 包 06 成都川缆电缆有限公司

57 布电线 包 07 湖南力通恒裕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58 钢绞线 包 01 任丘市伟阔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59 钢绞线 包 02 河北亿通线缆有限公司

60 钢芯铝绞线 包 01 四川天府江东科技有限公司

61 钢芯铝绞线 包 02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62 钢芯铝绞线 包 03 任丘市嘉华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63 钢芯铝绞线 包 04 河南乐山电缆有限公司

64 钢芯铝绞线 包 05 河北恒源线缆有限公司

65 钢芯铝绞线 包 06 湖南力通恒裕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66 钢芯铝绞线 包 07 河北环亚线缆有限公司

67 钢芯铝绞线 包 08 四川启明星电力线缆有限公司

68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1 无锡市华美电缆有限公司

69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2 江苏江扬电缆有限公司

70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3 江苏鸿翔电缆有限公司

71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4 四川新东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72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5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6 五弘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74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7 金杯电工衡阳电缆有限公司

75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8 东风线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6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09 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

77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10 河北万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78 架空绝缘导线-1KV 包 11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79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1 山东泰开电缆有限公司

80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2 江苏华亚电缆有限公司

81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3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82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4 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83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5 江苏港通电缆有限公司

84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6 河北万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85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7 五弘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86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8 浙江高盛输变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87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09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88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10 天环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89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11 江苏恒峰线缆有限公司

90 架空绝缘导线-10KV 包 12 江苏荣宜电缆有限公司

91 10KV 变压器 包 01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92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1 宁波仁栋电气有限公司

93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2 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94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3 无锡市电力变压器有限公司

95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4 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5 佳宁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97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6 共信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98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7 华中兴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99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8 江西亚威电气有限公司

100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09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1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0 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102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1 河北万博电器有限公司

103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2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104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3 驻马店市华宇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105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4 绿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06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5 河北冀昌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7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 包 16 宜昌市东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108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调容 包 01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109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调容 包 02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110 10kV 柱上变压器台成套设备-调容 包 03 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11 箱式变电站-欧式 包 01 上海置信电气非晶有限公司

112 箱式变电站-欧式 包 02 山东泰开箱变有限公司

113 箱式变电站-欧式 包 0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14 金具 包 01 四川省富兴电力金具制造有限公司

115 金具 包 02 浙江易汇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16 金具 包 03 江苏金逸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17 金具 包 04 河北拓发通信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118 金具 包 05 浙江贝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19 金具 包 06 泰州市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120 金具 包 07 河北北方电气金具有限公司

121 金具 包 08 红旗集团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122 金具 包 09 安徽源宇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23 金具 包 10 四川西蜀电力金具集团有限公司

124 金具 包 11 浙江永裕金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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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金具 包 12 网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26 铁构件 包 01 河北峰硕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27 铁构件 包 02 河北宏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28 铁构件 包 03 河北顺和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129 铁构件 包 04 新余龙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30 铁构件 包 05 四川省富兴电力金具制造有限公司

131 铁构件 包 06 远中电气有限公司

132 铁构件 包 07 河北天能电力器具制造有限公司

133 铁构件 包 08 华拓电力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34 铁构件 包 09 重庆宏扬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135 铁构件 包 10 河北腾华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136 铁构件 包 11 重庆航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37 铁构件 包 12 任丘市凯华通讯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138 铁构件 包 13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电力金具有限公司

139 铁构件 包 14 河北众磊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40 铁构件 包 15 江苏兴炜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41 铁构件 包 16 河北拓发通信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142 铁构件 包 17 河北科讯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143 铁构件 包 18 淄博民立电力设备厂

144 铁构件 包 19 河北百亨电气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45 铁构件 包 20 任丘市鸿瑞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146 铁构件 包 21 山东晟运恒电气有限公司

147 铁构件 包 22 庆云县鑫庆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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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蝶式绝缘子 包 01 湖南省醴陵市湘瑞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149 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包 01 醴陵市高力特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150 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包 02 萍乡市中南电瓷厂

151 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包 03 萍乡市中源瓷业有限公司

152 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包 04 江西利华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153 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包 05 萍乡市神州电瓷厂

154 交流盘形悬式瓷绝缘子 包 06 萍乡市环宇电瓷厂

155 拉紧绝缘子 包 01 萍乡市芦溪县金洋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156 拉紧绝缘子 包 02 江西利红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157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 包 01 湖南湖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158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 包 02 湖南兴诚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159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 包 03 醴陵市东方电瓷电器有限公司

160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 包 04 湖南省醴陵市湘瑞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161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 包 05 萍乡百斯特电瓷有限公司

162 线路柱式瓷绝缘子 包 06 江西新龙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163 针式瓷绝缘子 包 01 萍乡市信源电瓷制造有限公司

164 电缆附件 包 01 上海永锦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5 电缆附件 包 02 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66 通信单元-1 包 01 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7 通信单元-1 包 02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68 通信单元-1 包 03 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169 通信单元-1 包 04 湖南华烨智能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0 通信单元-1 包 05 浙江万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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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通信单元-1 包 06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72 通信单元-1 包 07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3 通信单元-1 包 08 中电华瑞技术有限公司

174 通信单元-1 包 09 南京飞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5 通信单元-1 包 10 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

176 通信单元-1 包 11 北京中睿昊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7 通信单元-1 包 12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8 通信单元-1 包 13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9 通信单元-2 包 01 流标

180 通信单元-2 包 02 流标

181 通信单元-2 包 03 流标

182 通信单元-2 包 04 流标

183 通信单元-2 包 05 流标

184 通信单元-2 包 06 流标

185 通信单元-2 包 07 流标

186 通信单元-2 包 08 流标

187 通信单元-2 包 09 流标

188 通信单元-2 包 10 流标

189 通信单元-2 包 11 流标

190 通信单元-2 包 12 流标

191 通信单元-2 包 13 流标

192 通信单元-2 包 14 流标

193 通信单元-2 包 15 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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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通信单元-2 包 16 流标

195 通信单元-2 包 17 流标

196 通信单元-2 包 18 流标

197 电缆接线端子 包 01 流标

198 电缆接头保护盒 包 01 流标

199 电缆接头保护盒 包 02 流标

200 复合绝缘横担 包 01 山东鲁能光大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201 复合绝缘横担 包 02 山东泰开电器绝缘有限公司

202 钢管杆（桩） 包 01 山东鼎昌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203 钢管杆（桩） 包 02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4 交流棒形悬式复合绝缘子 包 01 固力发电气有限公司

205 锥形水泥杆 包 01 利川市万发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206 锥形水泥杆 包 02 内江电力广安杆塔有限公司

207 锥形水泥杆 包 03 河北正轩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208 锥形水泥杆 包 04 青海华胤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09 锥形水泥杆 包 05 德阳恒嘉电杆有限公司

210 锥形水泥杆 包 06 江汉油田强大工贸潜江有限责任公司

211 锥形水泥杆 包 07 四川省用九工业有限公司

212 锥形水泥杆 包 08 驻马店华鑫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213 锥形水泥杆 包 09 泸州川能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214 锥形水泥杆 包 10 资阳市富辉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15 锥形水泥杆 包 11 四川盛玉天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16 锥形水泥杆 包 12 西安东晟水泥构件制品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217 锥形水泥杆 包 13 绵阳启明星杆塔有限公司

218 锥形水泥杆 包 14 成都银线电杆有限公司

219 锥形水泥杆 包 15 江西省进贤县合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20 锥形水泥杆 包 16 保定多源水泥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221 锥形水泥杆 包 17 四川金安杆塔有限公司

222 锥形水泥杆 包 18 四川富乐电杆有限公司

223 锥形水泥杆 包 19 重庆宏达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24 锥形水泥杆 包 20 保定鼎福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25 锥形水泥杆 包 21 河北昌通电力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26 锥形水泥杆 包 22 周口龙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227 锥形水泥杆 包 23 天津市立行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228 锥形水泥杆 包 24 山东圣欣杆塔有限公司

229 锥形水泥杆 包 25 重庆市万州长江电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30 锥形水泥杆 包 26 河北通力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31 锥形水泥杆 包 27 重庆市中电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32 锥形水泥杆 包 28 巴中兴鑫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33 锥形水泥杆 包 29 四川广安众信杆塔有限公司

234 锥形水泥杆 包 30 自贡隆翔电力杆塔有限责任公司

235 水泥制品 包 01 保定新兴电杆有限公司

236 水泥制品 包 02 河北龙飞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37 水泥制品 包 03 宜宾市越岭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238 水泥制品 包 04 德阳明源电力电杆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239 水泥制品 包 05 重庆尚恒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40 水泥制品 包 06 南部县新生电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41 水泥制品 包 07 河北创投电杆有限公司

242 水泥制品 包 08 南充九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43 水泥制品 包 09 绵阳启明星杆塔有限公司

244 水泥制品 包 10 四川雅安强盛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45 电缆保护管-CPVC 包 01 杭州中能管业有限公司

246 电缆保护管-CPVC 包 02 天津市汇亚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247 电缆保护管-MPP 包 01 天津市汇亚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248 电缆保护管-MPP 包 02 江苏日龙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49 电缆分支箱-SF6 负荷开关 包 01 山东泰开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250 电缆分支箱-不带开关 包 01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 电缆分支箱-塑壳断路器 包 01 山东晟运恒电气有限公司

252 电缆分支箱-塑壳断路器 包 02 江苏南瑞帕威尔电气有限公司

253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1 环欧电气有限公司

254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2 南京大手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5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3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256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4 江苏亚开电气有限公司

257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5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58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6 上海思源弘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259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7 安徽一天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0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8 祥兴电气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261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09 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262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10 泰力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63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11 北京清畅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4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12 北京三清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265 一二次融合成套柱上断路器 包 13 正勤电气(沈阳)有限公司

266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1 上海敬道电气有限公司

267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2 南京康尼环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268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3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69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4 深圳市富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70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5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71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6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272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7 南京海兴电网技术有限公司

273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09 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

274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0 巨邦集团有限公司

275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1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6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2 七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77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3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78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4 江苏南瑞泰事达电气有限公司

279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5 广东安普迪康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280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6 江苏双汇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81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7 扬州德云电气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282 一二次融合成套环网箱 包 18 希格玛电气(珠海)有限公司



序号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人名称

283 配变终端 TTU 包 01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4 配变终端 TTU 包 02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5 配变终端 TTU 包 03 国电南瑞南京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备注： 1、财务补充通知：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规定，我公司于 2016 年 5月 1 日起对外开具增值税发票。

增值税发票分为：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两种。

增值税专用发票：只适用于一般纳税人，能够抵扣相应的进项税额，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

提供开票信息（详见下文）。发票开具后需中标单位 360 天内取回并进行认证，否则过期无效，视同

作废。

增值税普通发票：适用于所有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均可），对发票的取得没有时

间上的限定，且不需要对发票进行认证。但不能够抵扣相应的进项税额。



请中标单位于付款前 3 天通过扫码（二维码见下图）填写相关开票信息申请开票。

（温馨提示：所有中标单位必须扫描该“二维码”，1、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须提供单位名称、

信用统一代码、开户行及帐号、地址及电话；2、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须提供单位名称及信用统一

代码，我公司以申请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发票开具。）

若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后中标单位未在认证期内（开具后 360 天）取回并认证而造成的一系列后



果（如过期作废等），由中标方自行承担；烦请各单位积极配合。

领取发票时请提供汇款底单。 开票信息具体内容为： （1）单位名称；（2）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电话；（4）开户行及账号；（5）联行号。

2、中标通知书领取联系人：曾女士，联系电话：028-68127836。

招标代理机构：国网四川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龙潭工业园区华盛路 58 号 14 栋 8 楼

邮编：610052

开户名称：国网四川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门大桥支行

账号：51001865336050098485

行号：105651000127



招标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国网四川招标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