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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作为供应商关系管理的重要核心业务，对于与上游企业高效协同，实现供
应链高效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梳理优化，能够及时应对新的形势和
需求，为进一步落实质量管控责任、加大质量问题处理力度、规范供应商及合同履约管理奠定基础，同
时也能有效提升供应商关系管理工作质效，实现供应商选优选强，确保电网运行安全。本篇文章将以某
电力公司为例，研究和梳理供应商约谈业务现状，结合公司内外部新形势及自身业务需求，明确供应商
履约问题业务提升方向。同时针对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供应商违约处理等相关业务需求，优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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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mportant core part in supplier management, supplier fulfill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fficient cooperation and operation between upstream enterprises of supply chain.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flow of supplier fulfillment problem can timely respond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implementation, problem handling strengthening, and
contrac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Meanwhile,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flow of
supplier fulfillment improves the supplier management effectively, and ensures operating safely.
The article took an electric power company as example, and had clear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upplier fulfillment process flow and optimization business through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of
supplier interview and new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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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
业。国资委明确了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三个领军”、“三个领先”、“三个典范”的标准。作
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公司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
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国际领先的发展支撑我国电力强国建设。新时期，从国家到公司，新
的发展战略给供应链管理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为供应链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国网物资部关于 2020 年物资供应商约谈及供应商管理有关重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大质量问
题处理力度。坚持质量问题“零容忍”，修订管理细则，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加大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
力度[1]。目前电力公司根据总部关于供应商关系管理及合同管理业务相关工作部署，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供应商履约业务主要涉及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及违约处理业务，同时结合供应商绩效评价等工作，建立
全方位、多维度的供应商约谈处理信息管控体系。随着业务管理要求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于供应商产品、
服务质量管控力度持续强化的发展趋势，在业务流程优化及具体业务实施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供
应商约谈业务整体运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 研究意义
供应商履约业务作为供应商关系管理的重要核心业务，对于与上游企业高效协同，实现供应链高效
运行至关重要。开展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流程梳理优化，能够及时应对新的形势和需求，为进
一步落实质量管控责任、加大质量问题处理力度、规范供应商及合同履约管理奠定基础，有效提升供应
商关系管理工作质效，实现供应商选优选强，确保电网运行安全，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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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应商不良行为和违约行为的界定
供应商不良行为是指在公司物资管理活动中，供应商供应的物资在全寿命周期内发生重大质量问题，
以及供应商在参与资质能力核实、招标采购活动以及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在诚信、交货、服务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的依据是根据电力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立的。目前，某电力公司供应商
履约问题协调处主要涉及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及违约处理业务，同时结合供应商绩效评价等工作，建立
全方位、多维度的供应商约谈处理信息管控体系[2]。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一旦签署了与他人或者企业的合
同，他们就讲面临着合同双方合同履约责任的风险，这种违约行为可以是违约方没有根据合同条款提供
承诺的服务或者货物，也可以是经济债务或者其他形式的违约行为。

3. 某电力企业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的研究
3.1. 研究思路
一是梳理业务现状及新的形势，明确业务提升方向。主要从深化落实质量管控责任、加大供应商问
题处理力度及完善供应商约谈处理信息报送机制等方面着手，明确业务提升方向。
二是梳理业务提升需求，制定提升举措。将供应商处理要求宣贯、供应商处理管理新动态解读及供
应商约谈处理信息报送机制等环节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具体的业务提升举措。
三是基于现有组织架构，优化职责分工。针对问题信息收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任务分配、任务执
行及协调处理信息报送等业务，明确物资部、物资公司、电科院、项目单位、监造实施单位及供应商等
各方的职责分工。

3.2. 业务现状
随着业务管理要求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于供应商产品、服务质量管控力度的持续强化的发展趋势，
供应商管理业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的整体运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某电
力公司以总部关于供应商关系管理及合同管理业务的部署为基础，有序开展各项工作。供应商履约问题
协调处理主要包括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及违约处理业务，同时结合供应商绩效评价等工作，建立全方位、
多维度的供应商约谈处理信息管控体系。
3.2.1. 供应商不良行为
某电力公司对供应商不良行为的处理措施主要包括：
(1) 暂停中标资格，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种类的货物、工程、服务招标采购中停止供应商的中
标资格；
(2) 黑名单，是指永久或在一定期限内，在所有货物、工程、服务招标采购中停止供应商的中标资格。
供应商发生不良行为后，能积极进行整改，消除不良影响的，可减轻一档处理。符合暂停中标资格
2 个月情形，但能及时整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仅追究合同违约责任。
3.2.2. 供应商违约行为处理措施
在此电力企业中，合同履约责任追溯处罚的主要依据是签署的相关合同的条款条例。供应商违约行
为的处理措施主要包括：修理、跟换、暂停计划分配、暂停供货、暂停支付、调整质保期、削价、复检、
退货、中止履约行为合同、解除合同等。
(1) 向第三方采购可替代货物，是指当供应商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情况下，按照适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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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向第三方采购可替代的货物；
(2) 调整质保期，是指当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存在缺陷、质量问题或其他符合合同要求的问题时，要求
其延长或重新计算原质保期；
(3) 削价，是指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对有缺陷的合同货物作削价处理，要求供应商将有缺陷的合同
货物原合同价与削减后价格之间的差额退回；
(4) 复检，是指当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发生抽检不合格的情况是，在其完成整改后根据合同约定对相关
货物再次进行检测；
(5) 暂停计划分配，是指当供应商存在货物质量不合格、迟延交货、售后服务不到位等不良行为或违
约行为时，暂停对其进行物资供应计划分配；
(6) 核减合同总量，是指当供应商存在货物质量不合格、迟延交货、售后服务不到位等不良行为或违
约行为时，减少其合同履约总量[3]。
3.2.3. 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流程
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流程主要包括供应商问题履约问题协调任务分配、物资部协调处理、
物资公司协调处理约谈处理、供电公司协调处理四个部分， 其物资部关于问题协调处理业务的主要流程
为：
(1) 由物资部相关部门、物资公司、项目单位以及质检实施单位报送本单位范围内的供应商问题信息。
(2) 由物资公司搜集汇总问题信息。
(3) 物资公司、项目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单位报送问题进行协调处理。对于需要进行沟通处理的供
应商进行沟通，并根据沟通结果作出违约处理的决定，并要求供应商整改；根据问题的情况。沟通协调
业务由各单位物资管理、项目管理、技术管理、经法专业等相关方出席。
(4) 由物资部对未沟通协调处理的问题信息，进行业务分配，对于已沟通协调处理的问题，可是情况
进行再次沟通处理。
(5) 物资部根据沟通协调处理结果，制定供应商处理措施。违约处理经相关处室确认后，由部门领导
或分管领导审批；涉及不良行为处理经相关处室，部门。
(6) 物资部将审批后的处理措施下发至相关执行单位。
(7) 各单位按照要求，及时执行相关处理措施。
(8) 各处措施执行方根据实际情况反馈处理结果。
(9) 物资部对具有闭环条件的问题，进行闭环。

3.3. 发现问题
针对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的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调研，对业务现状进行诊断分析，明
确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提升的相关业务
一是面对新的内外部形势及现存的业务痛点，如何明确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提升的方向。
包括深化落实质量管控责任、加大供应商问题处理力度及完善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信息报送机制等
方面的提升需求。
二是如何根据提升方向，制定相应的举措。如何基于质量监督责任划分、供应商问题处理要求及信
息报送机制等方面现状，围绕提升方向形成具体的业务提升举措。
三是原有的职责分工是否合理，基于新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进行相应调整。针对问题信息收集、约
谈任务分配、约谈任务执行及约谈信息报送等业务环节，明确物资部、物资公司、电科院及项目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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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职责分工。

3.4. 优化建议
基于业务现状分析，针对新的业务发展需求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电力企业供
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的相关业务，制定相应的业务优化提升举措：
1) 加强宣贯建立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
为促进各供应商与物资从业人员的有效沟通，全方位促进供应商与物资体系人员互动。
线下通过定时举办约谈会，对疑问数据，积极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交流，针对部分供应商对上游
供应商产品把关不严的现象，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持。对存在较严重风险问题的供应商进行通报和质量
研讨，重点讨论建设性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于履约方面表现优秀的供应商，可推荐它们将优秀管理经
验进行介绍。另一方面，重视物资质量体系员工的培训工作，采取集中培训、线上网络课程等多种形
式，积极开展物资质量监督人员的培训。未来，可以加强对供应商的服务，通过供应商线上服务大厅
等平台，实现有效的沟通机制，一方面向供应商及时传递有效的宣贯的相关信息，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
另一方可以收集供应商的建议，促进供应商管理和招标采购工作的持续改进及，提高供应商产品质量和
服务态度。
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管理效力。采购双方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与共享，
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2) 完善供应商约谈处理信息的报送机制以及物资合同履约管理制度
供应商约谈处理信息报送机制：电力企业为供应商履约行为的主体，建立完善的处理信息搜集常态
机制，及时掌握各供应商在各个环节的信息，例如合同签订、生产制造、交通运输、安装调试及设备运
行等环节。针对出现履约问题的供应商，电力企业需要对其供应商进行履约问题进行处理，提供信息反
馈。将整个过程关于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的信息应用，实现业务全贯通。
物资合同履约管理制度：合理、健全的物资合同履约管理制度，是保证电力企业物资合同履约和供
应商履约行为和效率的基础，更是维持电力企业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某电力企业可以设置专门的物资
合同履约和供应商履约行为相关的管理机构，并且落实好相应的监督工作，以确保供应商履约问题顺利
开展。在此基础之上，也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合同履约管理制度，针对履约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该管
理制度中要有相应的预防和处理规范，最大限度的缩小供应商可能出现的履约问题，减少因供应商履约
问题给点力企业带来的损失。
3) 加强供应商不良行为的处理力度
一旦出现物资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必须严格参考电力公司不良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解读管理新动
向及新要求，结合自身业务现状逐步实现加大不良行为处理力度来处理供应商不良行为, 以监督和促进
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结合总部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细则修订工作。

4. 总结
本文在研究某电力公司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的基础上，发现协调管理制度不完善，各单位
职责不明确和信息报送机制不及时等问题，针对这些不足和问题，提出优化建议和措施。供应商履约问
题协调处理业务作为供应商关系管理的重要核心业务，对于与上游企业高效协同，实现供应链高效运行
至关重要。开展供应商履约问题协调处理业务，为进一步落实质量管控责任、加大质量问题处理力度、
规范供应商及合同履约管理奠定基础，有效提升供应商关系管理工作质效，以确保电网企业工作顺利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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