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售电公司公示信息

北京国网伏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申请在 北京 电力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电力交易平台注册，按照相关规定，对相

关信息进行公示，公示信息如下：



一、 信用承诺书









二、 售电公司基本情况

售电公司基本情况信息表

企业名称 北京国网伏安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71713200N 法定代表人 曹阳旭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2000 万元

资产总额 2000 万元 所属行业 建筑安装业

成立日期 2013-06-13 营业期限 2043-06-12

企业股权结构及股

东构成

股 东 持股比例

曹阳旭 99.9%

侯春华 0.1%

企业信用 中国人民银行机构信用代码：G1011011512709060N

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编号：E201709190220577350

企业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水园 1 号楼 7 层 723

企业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水园 1 号楼 7 层 723

企业经营范围

电力设备安装、维修；电力设施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培训；销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电力供应。（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企业实际业务

范围

北京市、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

配电网电压等级、供

电范围等基本信息

（具有配电网运营

权售电公司填写）

配电网

资产总额

（万元）

电压等

级（kv）

变电站

数量

（座）

主变数

量（台）

主变容

量（MVA)

自有输

电线路

（km)

备 注

备注：“拥有配电网情况”一栏只针对拥有配电网资产售电公司填写。需插入资产证明扫描



文件。















三、 专业从业人员信息

售电公司从业技术人员资质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职务 专业技术 职 称

等级

学历 现从事职

业

从业

年限

备

注

1 吕学通 男 42 工程师 电气工程 高级 专科 电力工程 20

2 彭永强 男 40 工程师 电气工程 中级 专科 电力工程 18

3 史国文 女 46 工程师 电气工程 中级 大学 电力工程 23

4 刘永 男 46 工程师 电力自动化 中级 大学 电力工程 23

5 张士军 男 34 技术员 电气施工 无 专科 电力工程 13

6 张枫 男 40 技术员 高压 无 大学 电力工程 18

7 张冉冉 女 27 电气人员 高压 无 专科 电力工程 5

8 刘铁 男 32 电气人员 高压 无 中专 电力工程 12

9 刘军其 男 28 电气人员 高压 无 专科 电力工程 5

10 郭良振 男 40 电气人员 高压 无 专科 电力工程 18

11 侯春华 女 35 电气人员 高压 无 大学 电力工程 12

12 鲁育彬 女 39 经济人员 会计学 初级 大学 会计 15

备注：表中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为全职人员，同时提供售电公司近半年缴纳社保基金的凭证或

者已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有关专业技术职称等证书。需将职称证书扫描件插入文档中。









四、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

公司提供）。

无

五、经营场所和设备等信息

北京国网伏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水园1号楼7层723

室，公司注册资金 10000 万元，经营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黑龙潭西路 10 号，办公面积 750 平方米，公司一楼用于工

程部，二楼用于运营部、设计部、市场部，三层用于财务部，

人市部，目前公司有员工 45 人，30 人具有电力相关知识经

验和专业技术，其中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3 人，初级职

称 5 人。公司以电力工程为主营业务，现积极进行销电业务

经营，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造电能销售、用电服务、节

能服务、配电工程四为一体的一站式用电服务，为用户提供

电力供应到电力施工再到电力维护管理的全方位服务。









为了应对复杂的市场挑战，担当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任，

更好地优化电力市场资源配置，为市场化售电业务提供全方

位的信息化支撑，满足售电日常管理业务需求及日益增长的

增值服务需求，公司建设了“售电云”信息管理系统。

售电云是一个以售电管理及电力市场交易为服务对象

的综合智能化管理云平台，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通信、

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处理技术的综合智能化的售电解决方

案，涵盖了客户管理、交易管理、合同管理、能源采购、智

能报价、计量结算、风险管控、数据情报等功能，为公司及

客户提供云端管理与服务，实现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的售电企业运作模式，同时，公司通过售电云系统的建设，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降低偏差考核风险，提升售电经营能力。



系统主要功能简介如下：

客户档案：

客户档案应用主要维护电力客户信息、与公司存在交易

关系的市场成员信息，以及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的信息，管

理、统计分析客户信息，维护客户关系。该模块包含电力客

户、客户统计分析、客户转移等功能。



售电合约：

售电合约为运营人员提供更好的售电合约管理体验，便

捷维系售电合约，客户价值一目了然。即时掌握合约执行，

及时发现偏差。用于管理各类电力客户的用电合同、结算情

况、合同执行跟踪，为售电策略的定制提供辅助支撑。

超级灵活、覆盖率全、高度自由组合的售电合约条款，

适应各交易市场和售电公司。5 种固定类条款、5 种保底类

条款、8 种分成类条款，分段阶段、累计阶梯、煤电联动等

等一应俱全，还可设定下限电量、上限收益、竞价赔偿等等。

近千种的组合方式，基本涵盖交易市场中所有的常见/不常

见/未来预见的利益约定、偏差惩罚约定、违约责任约定条

款。售电公司可结合自身运营情况，设计最适合的售电合约。



购电管理：

系统根据已有的售电合约，核算售电成本；依据售电电

量预测，进行未来时段的购电空间分析，制定购电预案；为

售电公司合理地创建上游采购计划、购电策略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系统还提供合作电厂管理、采购合同管理，对已有的采

购合同进行管理和归档，对合作的电厂进行关系维护。



结算管理：

提供给售电公司更好的结算管理工具，包括与电网的结

算、与客户的结算。在基础结算管理功能外，还有收益分析、

票据管理等功能。

即使再复杂的售电合约条款，在结算管理中，均可以通

过精密的计算模型，完成向上（电网）、向下（客户）结算。

同时，售电公司整体偏差、客户偏差也全部纳入到计算当中。

同还还可查看不同维度的收支明细，使用可视化的形式

展现收益变化，方便进行售电分析。对已录入的票据进行查

看和分类管理。



报价工具：

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和业务发展情况，设定多个标准报价

套餐和指导报价套餐。采用与售电合约相同的条款组合引擎，

便于销售人员对客户进行营销与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