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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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公安局案件DNA检验试剂耗材采购项目(进口)（SXJHCG-2022-N0004）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上海百维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久生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位点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 技术

投标设备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情况，根据“第三部分 招标项目范围及要
求”的要求评议，所有技术参数均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得24分； 一般
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3分，标记 “▲”号的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5
分，扣完为止。

0-24 0 19 24

2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进行评议：（3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稳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2.1-3.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落后，存在隐患或缺陷得0.1-1.0分。

0-3 2.1 2.1 2.5

3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先进性的综合评议：（3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简便智能得2.1-3.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存在升级淘汰、更新替代风险
得0.1-1.0分。

0-3 2.2 2.2 2.5

4 技术

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进行评议：（3分）
具有高度知名、认可，且品牌影响力广的得2.1-3.0分；
有一定的知名度、认可度，但品牌影响力较弱的得1.1-2.0分；
知名度、认可度较低，不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得0.1-1.0分。

0-3 1.5 1.5 2.5

5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议：（3分）
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完善、可行性强得2.1-3.0分；
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招标需求得1.1-2.0分；
售后服务方案存在一定的缺陷得0.1-1.0分。

0-3 3 3 3

6 技术

业绩分（2分）:2019年2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至今同类项目
业绩，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2分。
（商务技术（资信）文件资料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同一业主的项目视为一个业绩不重复计算）。

0-2 0 0 2

7 技术

根据供应商提出的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或其他优化服务承诺等进行
评议（2分）：
建议或承诺合理、可行，采购人拟采纳的得1.1-2.0分；
建议或承诺简单，采购人拟采纳度较低的得0.1-1.0分；
建议或承诺无实质性内容或无合理化建议的得0分。

0-2 2 2 2

合计 0-40 10.8 29.8 38.5

                                                       

专家（签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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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公安局案件DNA检验试剂耗材采购项目(进口)（SXJHCG-2022-N0004）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上海百维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久生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位点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 技术

投标设备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情况，根据“第三部分 招标项目范围及要
求”的要求评议，所有技术参数均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得24分； 一般
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3分，标记 “▲”号的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5
分，扣完为止。

0-24 0 19 24

2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进行评议：（3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稳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2.1-3.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落后，存在隐患或缺陷得0.1-1.0分。

0-3 2.1 2.1 2.8

3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先进性的综合评议：（3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简便智能得2.1-3.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存在升级淘汰、更新替代风险
得0.1-1.0分。

0-3 2.2 2.3 2.8

4 技术

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进行评议：（3分）
具有高度知名、认可，且品牌影响力广的得2.1-3.0分；
有一定的知名度、认可度，但品牌影响力较弱的得1.1-2.0分；
知名度、认可度较低，不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得0.1-1.0分。

0-3 1.9 1.8 2.8

5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议：（3分）
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完善、可行性强得2.1-3.0分；
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招标需求得1.1-2.0分；
售后服务方案存在一定的缺陷得0.1-1.0分。

0-3 3 3 3

6 技术

业绩分（2分）:2019年2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至今同类项目
业绩，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2分。
（商务技术（资信）文件资料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同一业主的项目视为一个业绩不重复计算）。

0-2 0 0 2

7 技术

根据供应商提出的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或其他优化服务承诺等进行
评议（2分）：
建议或承诺合理、可行，采购人拟采纳的得1.1-2.0分；
建议或承诺简单，采购人拟采纳度较低的得0.1-1.0分；
建议或承诺无实质性内容或无合理化建议的得0分。

0-2 1.5 1.5 1.5

合计 0-40 10.7 29.7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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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公安局案件DNA检验试剂耗材采购项目(进口)（SXJHCG-2022-N0004）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上海百维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久生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位点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 技术

投标设备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情况，根据“第三部分 招标项目范围及要
求”的要求评议，所有技术参数均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得24分； 一般
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3分，标记 “▲”号的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5
分，扣完为止。

0-24 0 19 24

2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进行评议：（3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稳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2.1-3.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落后，存在隐患或缺陷得0.1-1.0分。

0-3 2.1 2.2 2.6

3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先进性的综合评议：（3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简便智能得2.1-3.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存在升级淘汰、更新替代风险
得0.1-1.0分。

0-3 2.1 2.2 2.6

4 技术

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进行评议：（3分）
具有高度知名、认可，且品牌影响力广的得2.1-3.0分；
有一定的知名度、认可度，但品牌影响力较弱的得1.1-2.0分；
知名度、认可度较低，不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得0.1-1.0分。

0-3 1.5 1.6 2.8

5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议：（3分）
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完善、可行性强得2.1-3.0分；
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招标需求得1.1-2.0分；
售后服务方案存在一定的缺陷得0.1-1.0分。

0-3 2.5 2.5 2.5

6 技术

业绩分（2分）:2019年2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至今同类项目
业绩，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2分。
（商务技术（资信）文件资料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同一业主的项目视为一个业绩不重复计算）。

0-2 0 0 2

7 技术

根据供应商提出的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或其他优化服务承诺等进行
评议（2分）：
建议或承诺合理、可行，采购人拟采纳的得1.1-2.0分；
建议或承诺简单，采购人拟采纳度较低的得0.1-1.0分；
建议或承诺无实质性内容或无合理化建议的得0分。

0-2 1.5 1.5 1.5

合计 0-40 9.7 29 38

                                                       

专家（签名）：                           

3/5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专家4）） 

项目名称:  绍兴市公安局案件DNA检验试剂耗材采购项目(进口)（SXJHCG-2022-N0004）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上海百维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久生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位点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 技术

投标设备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情况，根据“第三部分 招标项目范围及要
求”的要求评议，所有技术参数均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得24分； 一般
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3分，标记 “▲”号的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5
分，扣完为止。

0-24 0 19 24

2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进行评议：（3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稳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2.1-3.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落后，存在隐患或缺陷得0.1-1.0分。

0-3 2.1 2.1 2.5

3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先进性的综合评议：（3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简便智能得2.1-3.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存在升级淘汰、更新替代风险
得0.1-1.0分。

0-3 2.2 2.2 2.5

4 技术

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进行评议：（3分）
具有高度知名、认可，且品牌影响力广的得2.1-3.0分；
有一定的知名度、认可度，但品牌影响力较弱的得1.1-2.0分；
知名度、认可度较低，不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得0.1-1.0分。

0-3 2 2 2.5

5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议：（3分）
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完善、可行性强得2.1-3.0分；
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招标需求得1.1-2.0分；
售后服务方案存在一定的缺陷得0.1-1.0分。

0-3 2.2 2.2 2.5

6 技术

业绩分（2分）:2019年2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至今同类项目
业绩，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2分。
（商务技术（资信）文件资料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同一业主的项目视为一个业绩不重复计算）。

0-2 0 0 2

7 技术

根据供应商提出的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或其他优化服务承诺等进行
评议（2分）：
建议或承诺合理、可行，采购人拟采纳的得1.1-2.0分；
建议或承诺简单，采购人拟采纳度较低的得0.1-1.0分；
建议或承诺无实质性内容或无合理化建议的得0分。

0-2 1.5 1.5 1.5

合计 0-40 10 29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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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  绍兴市公安局案件DNA检验试剂耗材采购项目(进口)（SXJHCG-2022-N0004）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上海百维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久生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位点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1 技术

投标设备对招标文件的响应情况，根据“第三部分 招标项目范围及要
求”的要求评议，所有技术参数均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得24分； 一般
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3分，标记 “▲”号的技术参数的负偏离一条扣5
分，扣完为止。

0-24 0 19 24

2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性能稳定性进行评议：（3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稳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得2.1-3.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分；
投标产品质量、性能较为落后，存在隐患或缺陷得0.1-1.0分。

0-3 2.1 2.1 2.9

3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先进性的综合评议：（3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简便智能得2.1-3.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成熟，与招标需求基本一致得1.1-2.0
分；
投标产品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存在升级淘汰、更新替代风险
得0.1-1.0分。

0-3 2.1 2.1 2.5

4 技术

标委员会对投标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进行评议：（3分）
具有高度知名、认可，且品牌影响力广的得2.1-3.0分；
有一定的知名度、认可度，但品牌影响力较弱的得1.1-2.0分；
知名度、认可度较低，不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得0.1-1.0分。

0-3 1.5 1.5 2

5 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议：（3分）
售后服务方案详细、完善、可行性强得2.1-3.0分；
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招标需求得1.1-2.0分；
售后服务方案存在一定的缺陷得0.1-1.0分。

0-3 3 3 3

6 技术

业绩分（2分）:2019年2月1日起（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至今同类项目
业绩，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2分。
（商务技术（资信）文件资料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同一业主的项目视为一个业绩不重复计算）。

0-2 0 0 2

7 技术

根据供应商提出的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或其他优化服务承诺等进行
评议（2分）：
建议或承诺合理、可行，采购人拟采纳的得1.1-2.0分；
建议或承诺简单，采购人拟采纳度较低的得0.1-1.0分；
建议或承诺无实质性内容或无合理化建议的得0分。

0-2 2 2 2

合计 0-40 10.7 29.7 38.4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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