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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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虚拟现实软硬件设备、跨境电商商科大数据平台、跨境电商综合实训系统采购项目（YH2022-
07023-1）- 标项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思睿
智训科技
有限公司

义乌市泓
果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金华璟润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30分，打“★”指标为实质性指标，若出现负偏
离作无效投标处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4分，其他一般性指标
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非量化类的，若是功能一样，表述
方式不一样则为符合，量化类的由评委视情况讨论决定。

0-30 30 30 30

2.1 技术
a.投标人应提供2019年以来软件的高校同类跨境电商项目供货合同，每
一个合同文件得1分，最多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1 0

2.2 技术
b.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软件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5年原厂免费售后服
务函，提供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3 3 3 3

2.3 技术
c.需提供跨境电商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提供得3分，不提供的不得
分。
注：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0 0

3.1 技术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功能操作的演示视频。演示视频中必须呈现由演示人
员在现场对具体功能进行按步骤操作的整体场景和功能操作演示。单纯
功能截屏演示、用Demo或PPT演示视为演示不成功，本项不得分。
演示要求如下：（视频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跨境电商ERP沙盒系统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多渠道统一管
理、自动化订单处理、多物流渠道全面覆盖、客服管理、多维度报表等
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
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
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
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2）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沙盒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物流和运费管
理、订单管理、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
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
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
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
分。
（3）跨境物流沙盒系统演示。演示订单管理、渠道管理、订单跟踪、
订单报表、自定义面单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
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
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
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0.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4）在线帮助和教学管理系统演示。演示权限管理、学生实训账号批
量创建、教学监控、教学评估模块，并演示配套课程资源 。如整体演示
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
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
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
无演示则不得分。

0-24 18 8 8

4.1 技术

a.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措施完整、科学、合理，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和针
对性，则视为优，得3.1-4分；如实施方案措施基本完整，但存在不科学
合理、条理不清晰、可实施性不强等，则视为良，得2.1-3分；如实施方
案有部分短缺，则视为一般，得1-2分。

0-4 2.5 2.5 2.5

4.2 技术

b.售后服务方案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包括质保期、售后服务要求的响应程度、服
务方案、处理程序、响应及处理时间、质量保证措施、服务方式、培训
方案等，如以上均满足要求则视为优，得2.1-3分；如以上任一项不满足
要求则视为良，得1.1-2分；如以上两项以上不满足则视为一般，得0-1
分。

0-3 1.5 1.5 1.5

合计 0-70 61 4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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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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  绍兴文理学院虚拟现实软硬件设备、跨境电商商科大数据平台、跨境电商综合实训系统采购项目（YH2022-
07023-1）- 标项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思睿
智训科技
有限公司

义乌市泓
果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金华璟润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30分，打“★”指标为实质性指标，若出现负偏
离作无效投标处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4分，其他一般性指标
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非量化类的，若是功能一样，表述
方式不一样则为符合，量化类的由评委视情况讨论决定。

0-30 30 30 30

2.1 技术
a.投标人应提供2019年以来软件的高校同类跨境电商项目供货合同，每
一个合同文件得1分，最多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1 0

2.2 技术
b.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软件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5年原厂免费售后服
务函，提供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3 3 3 3

2.3 技术
c.需提供跨境电商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提供得3分，不提供的不得
分。
注：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0 0

3.1 技术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功能操作的演示视频。演示视频中必须呈现由演示人
员在现场对具体功能进行按步骤操作的整体场景和功能操作演示。单纯
功能截屏演示、用Demo或PPT演示视为演示不成功，本项不得分。
演示要求如下：（视频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跨境电商ERP沙盒系统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多渠道统一管
理、自动化订单处理、多物流渠道全面覆盖、客服管理、多维度报表等
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
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
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
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2）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沙盒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物流和运费管
理、订单管理、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
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
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
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
分。
（3）跨境物流沙盒系统演示。演示订单管理、渠道管理、订单跟踪、
订单报表、自定义面单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
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
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
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0.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4）在线帮助和教学管理系统演示。演示权限管理、学生实训账号批
量创建、教学监控、教学评估模块，并演示配套课程资源 。如整体演示
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
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
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
无演示则不得分。

0-24 20 8 7

4.1 技术

a.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措施完整、科学、合理，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和针
对性，则视为优，得3.1-4分；如实施方案措施基本完整，但存在不科学
合理、条理不清晰、可实施性不强等，则视为良，得2.1-3分；如实施方
案有部分短缺，则视为一般，得1-2分。

0-4 3.5 2 1.8

4.2 技术

b.售后服务方案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包括质保期、售后服务要求的响应程度、服
务方案、处理程序、响应及处理时间、质量保证措施、服务方式、培训
方案等，如以上均满足要求则视为优，得2.1-3分；如以上任一项不满足
要求则视为良，得1.1-2分；如以上两项以上不满足则视为一般，得0-1
分。

0-3 2.8 1.2 1.3

3/10



合计 0-70 65.3 45.2 43.1

                                                       

专家（签名）：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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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虚拟现实软硬件设备、跨境电商商科大数据平台、跨境电商综合实训系统采购项目（YH2022-
07023-1）- 标项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思睿
智训科技
有限公司

义乌市泓
果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金华璟润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30分，打“★”指标为实质性指标，若出现负偏
离作无效投标处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4分，其他一般性指标
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非量化类的，若是功能一样，表述
方式不一样则为符合，量化类的由评委视情况讨论决定。

0-30 30 30 30

2.1 技术
a.投标人应提供2019年以来软件的高校同类跨境电商项目供货合同，每
一个合同文件得1分，最多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1 0

2.2 技术
b.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软件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5年原厂免费售后服
务函，提供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3 3 3 3

2.3 技术
c.需提供跨境电商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提供得3分，不提供的不得
分。
注：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0 0

3.1 技术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功能操作的演示视频。演示视频中必须呈现由演示人
员在现场对具体功能进行按步骤操作的整体场景和功能操作演示。单纯
功能截屏演示、用Demo或PPT演示视为演示不成功，本项不得分。
演示要求如下：（视频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跨境电商ERP沙盒系统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多渠道统一管
理、自动化订单处理、多物流渠道全面覆盖、客服管理、多维度报表等
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
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
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
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2）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沙盒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物流和运费管
理、订单管理、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
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
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
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
分。
（3）跨境物流沙盒系统演示。演示订单管理、渠道管理、订单跟踪、
订单报表、自定义面单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
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
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
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0.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4）在线帮助和教学管理系统演示。演示权限管理、学生实训账号批
量创建、教学监控、教学评估模块，并演示配套课程资源 。如整体演示
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
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
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
无演示则不得分。

0-24 18 9 9

4.1 技术

a.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措施完整、科学、合理，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和针
对性，则视为优，得3.1-4分；如实施方案措施基本完整，但存在不科学
合理、条理不清晰、可实施性不强等，则视为良，得2.1-3分；如实施方
案有部分短缺，则视为一般，得1-2分。

0-4 3.5 3 3

4.2 技术

b.售后服务方案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包括质保期、售后服务要求的响应程度、服
务方案、处理程序、响应及处理时间、质量保证措施、服务方式、培训
方案等，如以上均满足要求则视为优，得2.1-3分；如以上任一项不满足
要求则视为良，得1.1-2分；如以上两项以上不满足则视为一般，得0-1
分。

0-3 2.5 2.5 2.5

5/10



合计 0-70 63 48.5 47.5

                                                       

专家（签名）：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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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虚拟现实软硬件设备、跨境电商商科大数据平台、跨境电商综合实训系统采购项目（YH2022-
07023-1）- 标项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思睿
智训科技
有限公司

义乌市泓
果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金华璟润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30分，打“★”指标为实质性指标，若出现负偏
离作无效投标处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4分，其他一般性指标
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非量化类的，若是功能一样，表述
方式不一样则为符合，量化类的由评委视情况讨论决定。

0-30 30 30 30

2.1 技术
a.投标人应提供2019年以来软件的高校同类跨境电商项目供货合同，每
一个合同文件得1分，最多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1 0

2.2 技术
b.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软件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5年原厂免费售后服
务函，提供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3 3 3 3

2.3 技术
c.需提供跨境电商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提供得3分，不提供的不得
分。
注：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0 0

3.1 技术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功能操作的演示视频。演示视频中必须呈现由演示人
员在现场对具体功能进行按步骤操作的整体场景和功能操作演示。单纯
功能截屏演示、用Demo或PPT演示视为演示不成功，本项不得分。
演示要求如下：（视频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跨境电商ERP沙盒系统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多渠道统一管
理、自动化订单处理、多物流渠道全面覆盖、客服管理、多维度报表等
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
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
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
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2）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沙盒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物流和运费管
理、订单管理、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
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
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
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
分。
（3）跨境物流沙盒系统演示。演示订单管理、渠道管理、订单跟踪、
订单报表、自定义面单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
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
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
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0.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4）在线帮助和教学管理系统演示。演示权限管理、学生实训账号批
量创建、教学监控、教学评估模块，并演示配套课程资源 。如整体演示
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
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
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
无演示则不得分。

0-24 16 8 7

4.1 技术

a.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措施完整、科学、合理，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和针
对性，则视为优，得3.1-4分；如实施方案措施基本完整，但存在不科学
合理、条理不清晰、可实施性不强等，则视为良，得2.1-3分；如实施方
案有部分短缺，则视为一般，得1-2分。

0-4 3.1 2.5 2.6

4.2 技术

b.售后服务方案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包括质保期、售后服务要求的响应程度、服
务方案、处理程序、响应及处理时间、质量保证措施、服务方式、培训
方案等，如以上均满足要求则视为优，得2.1-3分；如以上任一项不满足
要求则视为良，得1.1-2分；如以上两项以上不满足则视为一般，得0-1
分。

0-3 2.6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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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70 60.7 46.3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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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虚拟现实软硬件设备、跨境电商商科大数据平台、跨境电商综合实训系统采购项目（YH2022-
07023-1）- 标项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思睿
智训科技
有限公司

义乌市泓
果信息科
技有限公
司

金华璟润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30分，打“★”指标为实质性指标，若出现负偏
离作无效投标处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4分，其他一般性指标
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非量化类的，若是功能一样，表述
方式不一样则为符合，量化类的由评委视情况讨论决定。

0-30 30 30 30

2.1 技术
a.投标人应提供2019年以来软件的高校同类跨境电商项目供货合同，每
一个合同文件得1分，最多得3分；未提供不得分。
注：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1 0

2.2 技术
b.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提供软件厂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5年原厂免费售后服
务函，提供的得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3 3 3 3

2.3 技术
c.需提供跨境电商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提供得3分，不提供的不得
分。
注：需提供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加盖单位公章。

0-3 3 0 0

3.1 技术

投标人需提供相关功能操作的演示视频。演示视频中必须呈现由演示人
员在现场对具体功能进行按步骤操作的整体场景和功能操作演示。单纯
功能截屏演示、用Demo或PPT演示视为演示不成功，本项不得分。
演示要求如下：（视频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跨境电商ERP沙盒系统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多渠道统一管
理、自动化订单处理、多物流渠道全面覆盖、客服管理、多维度报表等
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
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
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
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2）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沙盒的演示。演示产品管理、物流和运费管
理、订单管理、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
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
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
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无演示则不得
分。
（3）跨境物流沙盒系统演示。演示订单管理、渠道管理、订单跟踪、
订单报表、自定义面单等模块。如整体演示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
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
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
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0.1-2分;无演示则不得分。
（4）在线帮助和教学管理系统演示。演示权限管理、学生实训账号批
量创建、教学监控、教学评估模块，并演示配套课程资源 。如整体演示
符合本项目技术规定要求，且功能完整、操作简便、运行流畅则视为
好，得4.1-6分；如演示功能基本完整，但存在操作繁琐、运行卡顿等的
任意一项则视为一般，得2.1-4分；如演示有功能部分短缺，则得1-2分;
无演示则不得分。

0-24 18 9 8

4.1 技术

a.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措施完整、科学、合理，条理清晰，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和针
对性，则视为优，得3.1-4分；如实施方案措施基本完整，但存在不科学
合理、条理不清晰、可实施性不强等，则视为良，得2.1-3分；如实施方
案有部分短缺，则视为一般，得1-2分。

0-4 3.5 3 3

4.2 技术

b.售后服务方案
对售后服务方案进行评价，包括质保期、售后服务要求的响应程度、服
务方案、处理程序、响应及处理时间、质量保证措施、服务方式、培训
方案等，如以上均满足要求则视为优，得2.1-3分；如以上任一项不满足
要求则视为良，得1.1-2分；如以上两项以上不满足则视为一般，得0-1
分。

0-3 2.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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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70 63 48 46

                                                       

专家（签名）：                           

                   

10/10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1）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2）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3）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4）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专家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