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1）） 

项目名称:  灵溪镇浦南、苍溪共富示范单元方案设计项目（CNDL202300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迅美
广告有限
公司

浙江乡立
方乡村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温州中淼
建设工程
管理有限
公司

1 商务
资信

项目团队情况：项目团队人员中具有承担过类似乡村振兴品牌打造、农
产品品牌策划、相关产业业态设计及运营等项目的，每提供一人得0.5
分，最高得3分。
注：
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如合同中不能体现“人员信息"的，需提供业主证明材料。
3、上述人员需提供在本单位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如社
会保险机构盖章的网上打印件亦可，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未按
上述规定提供社保资料的不得分。

0-3 0 3 0

2 商务
资信

团队人员资历：团队人员情况:根据投标人拟派的人员专业进行打分，核
心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工业设计专
业、广告学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等。团队人员中核心专业数量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8分。未提
供者不得分。
注：须提供技术人员的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及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
料（如社会保险机构盖章的网上打印件亦可，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
月），否则不得分。

0-8 1 8 1

3 商务
资信

业绩：供应商2019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相关类似项目
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0.5分，最高得2分。
注：提供合同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2 0.5 2 0

4 商务
资信

荣誉：1）2018年1月1日起至今投标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品牌设计类相关
奖项或顾问单位的，每提供一项得1.5分，最高得3分。
2）拟派项目组成员被政府机构组织等聘请为专家顾问等相关荣誉的，
省级的提供一项得2分，市级的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4分。一人有
多个奖项的按照一项计。
注：以上内容需提供有效的证明图文或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否则不得分。

0-7 0 3 0

5.1 技术

一、项目基本情况调研（4分）
（1）村庄基本情况调研：详细了解村庄的布局情况、梳理已收储的可
打造产业的空间等情况。根据准确和详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村庄人口情况调研：调研了解常驻人口数量、外出务工人口数
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根据准确和详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二、项目产业情况调研（4分）
（1）主要产业情况：大棚蔬菜、脐橙及红美人产业种植面积、种植点
位分布、对应的品种、目前发展状况和提升价值的方向等。根据准确、
详细和合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其他产业情况：调研村庄的辅助性农业产业的种类、对应的面积
等。根据详细、准确和合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三、村庄文化及调研（4分）
（1）村庄文化节日、习俗情况调研：村庄的节日、习俗、特产小吃
等。根据调研的详细、准确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村庄文化历史情况调研：详细了解村庄的文化历史、景点分布，
分析重点打造的旅游观光打卡点等。根据调研的详细、准确程度进行打
分（0-2分）

0-12 7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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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

一、整体品牌策划方案(两个村的范围)（43分）
（1）项目定位：项目针对的人群定位、人群分析、人群消费习惯等。
根据定位分析准确、符合实际情况进行打分（0-6分）
（2）品牌策划：项目的主题概念策划、项目的创意名称、项目广告
语，以上内容有创意、有延续性，需要考虑方案的高度性和系统性，能
指导后续工作，并在后续的项目策划、产业设计、营销设计中体现品牌
内涵等。根据项目的高度性、创新性、样板性进行打分（0-6分）
（3）品牌设计：主题形象标识设计、主题色、标准色、辅助图形，根
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列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
分（0-6分）
（4）品牌的应用：品牌形象体现在办公室应用中，如名片、信纸、纸
巾盒、档案袋、工作证等一系列应用中，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
度、且有系列感、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分（0-4分）
（5）文创产品的应用：品牌的形象体现在用于活动的一系列文创产品
中，如手机壳、折叠伞、扇子、抱枕等，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
度、且有系列感、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分（0-4分）
（6）指示系统：品牌视觉及品牌元素能合理的，且有美感的应用在指
示系统，例如欢迎标语、公共服务导视、公共设施标识、公告栏、信息
栏等。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
等进行打分（0-4分）
（7）特色小品系统：品牌的核心概念，项目名称、广告语能以小品或
雕塑的形式体现在入口、小品、沿线节点上，较好的展现主题和风貌。
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
打分（0-2分）
（8）环境提升：结合项目整体品牌策划，梳理村庄主要环境提升点
位，提供不少于两张重点打造点位效果图。根据项目独特性、创意性等
进行打分（0-2分）
（9）村庄主入口景观形象效果图，结合项目整体品牌策划，提供不少
于一张村庄主入口景观形象效果图。根据项目的独特性、创意性等进行
打分（0-2分）
（10）景点及乡村主题游线规划：景点及乡村主题游线线路规划、消费
业态规划。根据合理程度、丰富程度、创新程度等进行打分（0-3分）
（11）农耕产业区块规划：农耕产业区块主题概念功能规划，并提供对
应项目所在场地的航拍图或平面图体现位置，根据合理程度等进行打分
（0-4分）

0-43 37 40 38

6 商务
资信

设计的完善性：根据相关设计技术指标是否满足要求、设计内容的完善
性及准确度合理性等情况进行打分（0-3分）。 0-3 2 2.5 2

7 商务
资信

工作进度：工作进度计划安排：根据对项目的工作进度计划安排是否合
理进行打分（0-2分）。 0-2 1 1.5 1

合计 0-80 48.5 71 50

                                                       

专家（签名）：                           

2/6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2）） 

项目名称:  灵溪镇浦南、苍溪共富示范单元方案设计项目（CNDL202300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迅美
广告有限
公司

浙江乡立
方乡村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温州中淼
建设工程
管理有限
公司

1 商务
资信

项目团队情况：项目团队人员中具有承担过类似乡村振兴品牌打造、农
产品品牌策划、相关产业业态设计及运营等项目的，每提供一人得0.5
分，最高得3分。
注：
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如合同中不能体现“人员信息"的，需提供业主证明材料。
3、上述人员需提供在本单位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如社
会保险机构盖章的网上打印件亦可，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未按
上述规定提供社保资料的不得分。

0-3 0 3 0

2 商务
资信

团队人员资历：团队人员情况:根据投标人拟派的人员专业进行打分，核
心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工业设计专
业、广告学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等。团队人员中核心专业数量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8分。未提
供者不得分。
注：须提供技术人员的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及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
料（如社会保险机构盖章的网上打印件亦可，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
月），否则不得分。

0-8 1 8 1

3 商务
资信

业绩：供应商2019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相关类似项目
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0.5分，最高得2分。
注：提供合同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2 0.5 2 0

4 商务
资信

荣誉：1）2018年1月1日起至今投标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品牌设计类相关
奖项或顾问单位的，每提供一项得1.5分，最高得3分。
2）拟派项目组成员被政府机构组织等聘请为专家顾问等相关荣誉的，
省级的提供一项得2分，市级的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4分。一人有
多个奖项的按照一项计。
注：以上内容需提供有效的证明图文或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否则不得分。

0-7 0 3 0

5.1 技术

一、项目基本情况调研（4分）
（1）村庄基本情况调研：详细了解村庄的布局情况、梳理已收储的可
打造产业的空间等情况。根据准确和详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村庄人口情况调研：调研了解常驻人口数量、外出务工人口数
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根据准确和详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二、项目产业情况调研（4分）
（1）主要产业情况：大棚蔬菜、脐橙及红美人产业种植面积、种植点
位分布、对应的品种、目前发展状况和提升价值的方向等。根据准确、
详细和合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其他产业情况：调研村庄的辅助性农业产业的种类、对应的面积
等。根据详细、准确和合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三、村庄文化及调研（4分）
（1）村庄文化节日、习俗情况调研：村庄的节日、习俗、特产小吃
等。根据调研的详细、准确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村庄文化历史情况调研：详细了解村庄的文化历史、景点分布，
分析重点打造的旅游观光打卡点等。根据调研的详细、准确程度进行打
分（0-2分）

0-12 8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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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

一、整体品牌策划方案(两个村的范围)（43分）
（1）项目定位：项目针对的人群定位、人群分析、人群消费习惯等。
根据定位分析准确、符合实际情况进行打分（0-6分）
（2）品牌策划：项目的主题概念策划、项目的创意名称、项目广告
语，以上内容有创意、有延续性，需要考虑方案的高度性和系统性，能
指导后续工作，并在后续的项目策划、产业设计、营销设计中体现品牌
内涵等。根据项目的高度性、创新性、样板性进行打分（0-6分）
（3）品牌设计：主题形象标识设计、主题色、标准色、辅助图形，根
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列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
分（0-6分）
（4）品牌的应用：品牌形象体现在办公室应用中，如名片、信纸、纸
巾盒、档案袋、工作证等一系列应用中，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
度、且有系列感、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分（0-4分）
（5）文创产品的应用：品牌的形象体现在用于活动的一系列文创产品
中，如手机壳、折叠伞、扇子、抱枕等，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
度、且有系列感、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分（0-4分）
（6）指示系统：品牌视觉及品牌元素能合理的，且有美感的应用在指
示系统，例如欢迎标语、公共服务导视、公共设施标识、公告栏、信息
栏等。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
等进行打分（0-4分）
（7）特色小品系统：品牌的核心概念，项目名称、广告语能以小品或
雕塑的形式体现在入口、小品、沿线节点上，较好的展现主题和风貌。
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
打分（0-2分）
（8）环境提升：结合项目整体品牌策划，梳理村庄主要环境提升点
位，提供不少于两张重点打造点位效果图。根据项目独特性、创意性等
进行打分（0-2分）
（9）村庄主入口景观形象效果图，结合项目整体品牌策划，提供不少
于一张村庄主入口景观形象效果图。根据项目的独特性、创意性等进行
打分（0-2分）
（10）景点及乡村主题游线规划：景点及乡村主题游线线路规划、消费
业态规划。根据合理程度、丰富程度、创新程度等进行打分（0-3分）
（11）农耕产业区块规划：农耕产业区块主题概念功能规划，并提供对
应项目所在场地的航拍图或平面图体现位置，根据合理程度等进行打分
（0-4分）

0-43 28 33 30

6 商务
资信

设计的完善性：根据相关设计技术指标是否满足要求、设计内容的完善
性及准确度合理性等情况进行打分（0-3分）。 0-3 2.1 2.3 2

7 商务
资信

工作进度：工作进度计划安排：根据对项目的工作进度计划安排是否合
理进行打分（0-2分）。 0-2 1.6 1.8 1.5

合计 0-80 41.2 62.1 42.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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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3）） 

项目名称:  灵溪镇浦南、苍溪共富示范单元方案设计项目（CNDL202300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迅美
广告有限
公司

浙江乡立
方乡村发
展集团有
限公司

温州中淼
建设工程
管理有限
公司

1 商务
资信

项目团队情况：项目团队人员中具有承担过类似乡村振兴品牌打造、农
产品品牌策划、相关产业业态设计及运营等项目的，每提供一人得0.5
分，最高得3分。
注：
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如合同中不能体现“人员信息"的，需提供业主证明材料。
3、上述人员需提供在本单位缴纳的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如社
会保险机构盖章的网上打印件亦可，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月），未按
上述规定提供社保资料的不得分。

0-3 0 3 0

2 商务
资信

团队人员资历：团队人员情况:根据投标人拟派的人员专业进行打分，核
心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电子商务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工业设计专
业、广告学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旅游管理专业、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等。团队人员中核心专业数量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8分。未提
供者不得分。
注：须提供技术人员的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及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
料（如社会保险机构盖章的网上打印件亦可，不含投标截止时间的当
月），否则不得分。

0-8 1 8 1

3 商务
资信

业绩：供应商2019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相关类似项目
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0.5分，最高得2分。
注：提供合同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2 0.5 2 0

4 商务
资信

荣誉：1）2018年1月1日起至今投标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品牌设计类相关
奖项或顾问单位的，每提供一项得1.5分，最高得3分。
2）拟派项目组成员被政府机构组织等聘请为专家顾问等相关荣誉的，
省级的提供一项得2分，市级的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4分。一人有
多个奖项的按照一项计。
注：以上内容需提供有效的证明图文或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否则不得分。

0-7 0 3 0

5.1 技术

一、项目基本情况调研（4分）
（1）村庄基本情况调研：详细了解村庄的布局情况、梳理已收储的可
打造产业的空间等情况。根据准确和详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村庄人口情况调研：调研了解常驻人口数量、外出务工人口数
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根据准确和详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二、项目产业情况调研（4分）
（1）主要产业情况：大棚蔬菜、脐橙及红美人产业种植面积、种植点
位分布、对应的品种、目前发展状况和提升价值的方向等。根据准确、
详细和合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其他产业情况：调研村庄的辅助性农业产业的种类、对应的面积
等。根据详细、准确和合理程度进行打分（0-2分）
三、村庄文化及调研（4分）
（1）村庄文化节日、习俗情况调研：村庄的节日、习俗、特产小吃
等。根据调研的详细、准确程度进行打分（0-2分）
（2）村庄文化历史情况调研：详细了解村庄的文化历史、景点分布，
分析重点打造的旅游观光打卡点等。根据调研的详细、准确程度进行打
分（0-2分）

0-12 6 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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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技术

一、整体品牌策划方案(两个村的范围)（43分）
（1）项目定位：项目针对的人群定位、人群分析、人群消费习惯等。
根据定位分析准确、符合实际情况进行打分（0-6分）
（2）品牌策划：项目的主题概念策划、项目的创意名称、项目广告
语，以上内容有创意、有延续性，需要考虑方案的高度性和系统性，能
指导后续工作，并在后续的项目策划、产业设计、营销设计中体现品牌
内涵等。根据项目的高度性、创新性、样板性进行打分（0-6分）
（3）品牌设计：主题形象标识设计、主题色、标准色、辅助图形，根
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列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
分（0-6分）
（4）品牌的应用：品牌形象体现在办公室应用中，如名片、信纸、纸
巾盒、档案袋、工作证等一系列应用中，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
度、且有系列感、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分（0-4分）
（5）文创产品的应用：品牌的形象体现在用于活动的一系列文创产品
中，如手机壳、折叠伞、扇子、抱枕等，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
度、且有系列感、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打分（0-4分）
（6）指示系统：品牌视觉及品牌元素能合理的，且有美感的应用在指
示系统，例如欢迎标语、公共服务导视、公共设施标识、公告栏、信息
栏等。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
等进行打分（0-4分）
（7）特色小品系统：品牌的核心概念，项目名称、广告语能以小品或
雕塑的形式体现在入口、小品、沿线节点上，较好的展现主题和风貌。
根据内容具备较好的美感程度、且有系统感、对品牌风格有延续等进行
打分（0-2分）
（8）环境提升：结合项目整体品牌策划，梳理村庄主要环境提升点
位，提供不少于两张重点打造点位效果图。根据项目独特性、创意性等
进行打分（0-2分）
（9）村庄主入口景观形象效果图，结合项目整体品牌策划，提供不少
于一张村庄主入口景观形象效果图。根据项目的独特性、创意性等进行
打分（0-2分）
（10）景点及乡村主题游线规划：景点及乡村主题游线线路规划、消费
业态规划。根据合理程度、丰富程度、创新程度等进行打分（0-3分）
（11）农耕产业区块规划：农耕产业区块主题概念功能规划，并提供对
应项目所在场地的航拍图或平面图体现位置，根据合理程度等进行打分
（0-4分）

0-43 28 34 30

6 商务
资信

设计的完善性：根据相关设计技术指标是否满足要求、设计内容的完善
性及准确度合理性等情况进行打分（0-3分）。 0-3 2 2.5 2

7 商务
资信

工作进度：工作进度计划安排：根据对项目的工作进度计划安排是否合
理进行打分（0-2分）。 0-2 1.5 1.5 1.5

合计 0-80 39 63 42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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