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售电公司公示信息

一、信用承诺书

售电公司信用承诺书

德幂能源有限公司（市场成员名称），系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售电企业，企业所在

地为：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科技孵化器一期工程 3 号孵化器 206、306、302 ，在大

庆市龙凤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603606342670F，法定代

表人：孔令来，住所：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向阳村工业街 15-7 ，资产总额：

10449 万元 ，年售电量不超过 60 亿千瓦时，供电电压等级 / 千伏，（拥有配电网运营

权的售电公司填写）供电范围 / 。（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填写）

本企业严格遵循国家参与电力市场的各项准入条件，严格按要求配备参与电力市

场交易的人员、技术条件，自愿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公开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

2.本企业严格按照准入条件规定的售电量范围开展售电业务。

3.本企业拥有 10 名及以上专业人员，掌握电力系统基本技术、经济专业知识，具

备电能管理、节能管理、需求侧管理等能力，有三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拥有一名及以上

高级职称和三名及以上中级职称的专业管理人员。

4.本企业具有与售电规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及电力市场技术支持系统需要的

信息系统和客户服务平台，能够满足参加市场交易的报价、信息报送、合同签订、客户

服务等功能。

5.本企业将按时办理完成和正确使用电力交易平台第三方数字证书认证，保障账户

和电力交易平台数据安全。

6.本企业严格按照规定向电力交易中心报送相关资料和信息，保证公示和提交的材

料信息完整、准确、真实，不存在弄虚作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7.本企业对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相关政策和规则已进行了全面了解，知悉参与电力市

场交易应负的责任和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市

场规则和交易机构有关规定从事交易活动。

8.本企业承担保密义务，不泄露客户信息。

9.本企业服从电力调度管理和有序用电管理。

10.本企业严格参照国家颁布的售电合同范本与用户签订合同，提供优质专业的售

电服务，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11.本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政府指定网站和“信用中国”网站上公示公司资

产、经营状况等情况和信用承诺，按要求提供信用评价相关资料和信息，依法对公司重

大事项进行公告，并定期公布公司年报。

12.本企业自愿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依法检查，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接受政府执法

部门及其授权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3.本企业严格执行国家、省级政府或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机构、电力交易机构制

定的各项制度、规则，保证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和职责义务。

本企业及其负责人无不良信用记录。

售电公司须对 1-13 条内容作出承诺，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在 1-13 条基础

上还须对以下 14-22 条内容作出承诺：

14.本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资产总额的 20%。

15.本企业拥有 20 名及以上与从事配电业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营销人员、财

务人员等，其中拥有 2名及以上高级职称和 5名及以上中级职称的专业管理人员。

16.本企业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具有五年以上与配电业务相

适应的经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二、售电公司基本情况

售电公司基本情况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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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德幂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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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30603606342670F 法定代表人 孔令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5000 万元

资产总额 10449 万元 所属行业 施工、设备制造业

成立日期 1998 年 02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企业股权结构及

股东构成

股 东 持股比例

孔令来 98.45%

张大朋 1.55%

企业信用 中国人民银行机构信用代码：G1023060300118250I

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报告编号：E2019080103683350

企业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向阳村工业街 15-7

企业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科技孵化器一期工程 3号孵化器 206、306、302

企业经营范围

能源开采、技术开发、咨询，太阳能发电，供电、售电，承
装（修、试）电力设施，电力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
筑工程施工、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施工劳务，地热工程专业承包，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五金产品、建材销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及电
子产品销售及维修，餐饮管理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城市垃
圾清运服务，工矿粉尘污染治理服务，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
修理，专业设备修理，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工程勘
察活动，工程设计活动，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

企业实际业务

范围

山东,天津,河北,河南,浙江,江苏,山西,江西,安徽,甘肃，新疆，
吉林，辽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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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 / / / /

110
/ / / / /

35
/ / / / /

10
/ / / / /





























三、专业从业人员信息

售电公司从业技术人员资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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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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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登光 男 56 会计主管 会计 高级 本科 会计 33

2 黄贺 女 29 会计 会计 中级 本科 会计 6

3 李孟波 男 47 销售主管
商业

管理
中级 专科 经济 24

4 陈洪伟 男 49 业务主管 电气 中级 专科 电力技术 26

5 王瑞金 男 47 副经理 工民建 中级 本科 项目管理 27

6 白云 女 47 人事员
机械

工程
中级 专科 行政管理 25

7 曲井伟 男 40 安全员
建筑

电气
初级 本科 安全管理 16

8 王金辉 女 39 资料管理
建筑

工程
初级 本科 综合业务 15

9 董向阳 女 31 档案管理
建筑

工程
初级 本科 综合业务 10

10 王丹丹 女 34 业务员 物流 / 本科 销售业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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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说明公司经营场所和设备、系统应用建设情况，并插入产

权证或租赁合同扫描件和有关系统截图。

德幂能源有限公司现经营场所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新

风路与科创街交叉口南大庆高新区服务外包产业园 A3 栋四单元

二、三层，二单元三层东侧室，即开发区科技孵化器一期工程 3 号

孵化器 206、306、302，公司拥有配套的办公设备与系统软件。

预到期房屋出租合同











新签订房屋出租合同





















售电系统技术支持服务合同















德幂能源有限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说明及相关截图

一、 背景

我司成立于 1998 年，计划 2019 年 9 月开始开展售电业务，为了更好、更快地进入

售电市场，布局相关的售电业务，采购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购售电一体化云平台，

全方位快速实现我司的信息化建设。系统功能覆盖客户管理、购售电交易、负荷预测、

报价策略、合同管理、能效服务、大数据分析等，帮助我司深挖电力市场海量数据价值，

实现智慧售电，提升核心竞争力。

二、 信息化系统整体架构简述

1、应用架构

我司通过对公司目前成熟的业务以及即将开展的售电业务所需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方向及趋势进行专项研究，从售电信息化的业务架构、应用架构、数据架构三个层面对

信息化整体建设开展分析和规划。在业务架构设计方面，深入分析购售电领域各项核心

业务流程，开展流程梳理及优化，形成最优业务模型；在应用架构方面，对购售电领域

各相关系统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各系统边界，对界面划分、功能划分、相互间的集成关

系等，形成最优的应用体系；在数据架构方面，开展数据治理，对财务主数据、业务数

据等进行分析，并规范定义，为售电管理平台建设打下良好的数据基础。

2、技术架构

我司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系统技术架构设计将秉承夯实基础，着眼未来的设计理念，

在当前技术选型、架构设计、业务体系规划等方面，远光将集公司优势资源，结合已有

的咨询成果，构建适用于德幂能源有限公司信息化现状，选择合理的技术路线实现各类

功能需求，最终达到业务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3、部署架构

我司租赁的购售电一体化云平台主体部署在公有云，能够满足通过外网访问和 WEB

服务。平台需要面向企业内部员工的访问服务，WEB 服务器已实现做负载均衡。基于平台

提供 24 小时服务及高可用性，数据库服务器已完成了做双机热备。系统平台扩展方面，

基础平台、软件平台和软件服务设计具备可扩展性，满足企业云计算及云平台的扩展需

求。

三、 售电系统功能说明及截图

我司租赁的远光购售电一体化云平台能够支持我司满足业务开展所需要的客户关系

管理、合同管理、购售电交易、结算管理、基础信息管理等功能服务，系统详细功能介

绍及截图如下：



1.客户管理

客户管理应用主要维护电力客户信息、电源商信息，能够对售电业务的潜在客户和

现有客户进行分类管理，满足售电公司开拓客户、管理客户、服务客户的需求，主要功

能包括：

（1）客户注册及信息管理：对客户信息进行收集管理和维护，售电公司可据此完成

客户的注册、查询、变更、注销等全业务流程的所有环节。

（2）客户关系管理及客户跟踪：将未能建立合作关系的潜在客户一起进行分类管理，

包括商机跟踪、客户拜访、销售订单管理。



2.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主要提供管理和维护售电公司购售电合同信息功能，对合同信息进行在线

管理，为售电公司购电决策、电量分解和结算等提供依据。主要功能包括：

（1）合同模版管理：具备自定义合同模板，合同模版审核、审批、发布等功能，满

足售电公司与电力用户签订不同售电套餐需要。

（2）合同签订管理：具备合同起草及修订、审核及审批、合同查询等功能，基于已

发布的合同模板，能通过简单录入需填写的字段即可在线生成合同，并完成在线审核及

审批功能，满足合同签订、合同管理及维护。

（3）合同预警管理：能够对即将到期合同设置预警，以便售电公司及时跟踪合同变

更、续签、终止等功能。



3.购售电交易

购售电交易主要满足售电公司参与双边协商交易、集中竞价交易需要，根据已签订

的购售电合同、电力用户实际用电情况，制定购电预案，并对交易结果进行管理，最终

生成电量确认单，要功能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双边协商交易。



4.结算管理

实现购售电结算管理功能，根据购售电交易中产生的电量确认单，生成电量结算单，

主要功能包括结算单管理、用户账单管理。

5.基础信息管理

基础信息管理模块能够实现对购售电一体化云平台操作用户人员、岗位和组织机构

进行管理及云平台的权限操作的管理功能。



1. 外网地址及安全等级

1. 外网地址

（1） 技术信息支持系统网站：www.dian123.com

（2） 系统登录账户：德幂能源有限公司

2. 安全等级

远光购售电一体化云平台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三级标准设计。

五、 备案信息

本系统以 SaaS 软件租用方式提供，因此，备案信息属于软件服务商。

 ICP 主体备案号：粤 ICP 备 17015048 号

 IP 地址：118.178.108.135

 域名信息备案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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