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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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多媒体教室改造项目（CGSHZJ-2022-N000717）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市爱
亿迪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中广（绍
兴）有线
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市新华书
店有限公
司

浙江政超
科技有限
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0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
2分；其他一般性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打★
指标负偏离的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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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6 17 16 12

2.1 技术

1.扩声设备：具备环境声场检测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0.5
分，提供具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数字音频主机”检测报告
的得0.5分，最高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2.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投标产品成熟度评估，提供在线教
学督导巡课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
分。
3.提供一卡通数据对接系统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提供教务课
表数据对接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最高得2分，不满足
不得分。
以上证书和检测报告需提供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并加盖单位公
章。

0-4 0.5 2 0 0

3.1 技术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符合“互联黑板、一体屏、在
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等产品功能参数要求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22分）：
讲解演示内容如下：
1.智能屏蔽功能：可以自动屏蔽老师书写时衣袖、手掌的干
扰。粉笔书写时手指拿的很近且左手掌在黑板下方书写时不影
响书写效果，不改变老师的书写习惯；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2.抗干扰功能：当老师左手扶着互联黑板左下方，右手在互联
黑板内书写不受影响；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
分；
3.坏管屏蔽功能：模拟互联黑板部分灯管损坏或粉笔灰遮挡的
场景，用5个20mm长度的粉笔放在互联黑板下侧的滤光条
上，每根粉笔间隔100mm距离放置，在远于粉笔上表面的上
方30mm的范围外，都能够正常书写，并且拿去粉笔后，能够
在2s之后恢复全板面范围书写；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
演示不得分；
4.快捷键功能：板面设有快捷键功能，具有一键清屏、实时保
存、内容切换、多页展示、颜色选择；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5.主课堂直播：可以与所有桌�面同步功能的直播软件（如钉
钉、腾讯课堂、小鱼等）无缝对接，实现主讲端�师影像、语
音、板书、PPT四要素的直播同步。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
或不演示不得分；
6.同步课堂功能：可以连接任意多个课堂，同时，也可以被任
意多个课堂连接，查看连接课堂的板书、PPT内容，为教学过
程中思维多维交互提供开放的支持技术保障内容；完全满足得
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7.提问墙：加入课堂的所有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在“提问
墙”内提出问题，可以对问题进行文字描述并可以附加图片，
老师打开软件提问墙模块可以看到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完全
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8.微课功能：点击按钮进入微课模式，通过截取模式划分区域
截取想要录制的屏幕画面，进入录课模式，同步显示黑板板
书，完成录制后点击完成按钮，则形成一段完整的录课视频，
可生成视频二维码分享给学生，也可以生成PDF文档，文档内
容包含微课内容里的PPT、板书、微课视频二维码等信息同时
能通过打印生成纸质文档; 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
得分;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堂，实时通过公众号中“@”按钮截图当前PPT以及板书内容进
行保存，同时也可观看课堂录制的微课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实 0-22 0 21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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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 行保存，同时也可观看课堂录制的微课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实
现PPT与板书的切换显示，大小屏或者分屏，即可根据学生的
观看重点自行选择放大显示哪一部分内容，更方便；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0.一体屏内置教学软件现场新建微课，演示老师录制微课时
可设置答题板功能，现场演示边看微课边答题；支持立即导出
学情分析表，包括课程信息、学生基本信息、观看微课时间、
答题数及正确率等。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1.一体屏可无外接设备情况下演示通过前置物理按键，一键
启动声音采集和屏幕录制，并在录制1分钟后，快速对录制内
容播放（不接受通过软件实现）。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
不演示不得分;
12.一体屏支持锁屏功能，防止学生课间误操作，无需安装第
三方软件的情况下，老师仅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解锁。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3.一体屏具有学科工具功能，演示数学立体图形六面图不同
颜色并可手动立体旋转及展开；化学方程式只需输入一个元
素，将自动显示出和该元素相关的多个常用化学反应方程式供
选用；语文支持诗词导入并配有电子朗读及注释；听写工具：
支持自定义选择英语单词和语文生词。自定义听写频率和次
数，一键生成听写卡，一键开启听写朗读。完全满足得1分，
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4.校园一卡通数据对接：实现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对接，设定
访问权限，支持手动、定时更新数据及跨数据库查询校园一卡
通信息，数据对比功能。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
需求的，得2分。不满足要求或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
演示的，得0分。
15.教务系统数据对接：支持直接使用模板文件导入课表,可与
学校的教务排课系统无缝对接，做到定时、定量更新,生成教
师课程、每日排课、选课学生信息。具有跨数据库查询教务教
学日历、场地预约、选课学生、教学产地信息等功能。演示涉
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1分。不满足要求或
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演示的，得0分。
16.在线巡课平台与原有总控管理系统、督导系统对接：系统
与设备总控平台无缝对接，同步获取教室音视频画面，设备运
维管理与课堂教学管理相辅相成，全方位保障教学。可支持IP
语音对讲自动拾音功能，与摄像头拾音器相结合，提供更好更
清晰的课堂声音，达到更佳的听课督导体验。系统与一卡通系
统、总控系统无缝对接，可自动获取上课教师身份信息、考勤
信息，自动与教学督导平台同步，作为督导评价依据数据真实
有效。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2分。
不满足要求或未

0-22 0 21 22 0

4.1 技术

要求投标人投标时提前搭建样板间进行远程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所需设备由投标人自行准备。
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智能扩声主机、拾音吊麦、音箱、无线
麦克风”等一套设备，连接调试至最佳状态，，并部署产品运
维管理平台，进行如下演示：
一、音频系统演示项：（最高得2分）
1、抗混响功能：其中无线麦优先级最高，当无线麦有输入
时，自动降低或关闭吊麦；（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嘈杂声检测功能：检测到嘈杂声时，可以自动降低或关闭
吊麦扩声；（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无线话筒面板上具有显示屏，可显示音量、电池电量、频
道信息；（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二、无线麦克风演示项：(3分)
1、平台统计设备在线状态和数量，显示无线麦电量充足/低电
量充电中/低电量未充电/出走教室数量，且点击进去后，可显
示对应无线麦的所属教室；（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显示无线麦充电底座内的充电电池的状态，是否在充电座
内，电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显示无线麦的信噪比，当信噪比低（10-20dB）时，平台
的信噪比数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4、显示无线麦的频道/音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5、显示无线麦的信号强弱，当信号低于60时，平台的信号数
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6、智能扩声主机支持可视化管理模式：支持音频设备运维平
台部署，运维平台可统计在线、离线、故障设备数量；（满足
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0-5 0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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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技术

1、提供多媒体系统控制整体规划、分布实施方案。采购设备
与校方现有设备及系统互联互通、融合对接详细解决方案。新
老设备、总控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卡通对接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
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优得 3.0-2.1分；方案
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良得2.0-1.1分；方
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描述不完整的，一般得 1.0 -0.5分；未提供
不得分。
2、项目实施完成后，全校教师多媒体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多
媒体管控系统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快速
使用解决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
人需求的，优得2 -1.1分；方案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
购人需求的，一般得 1分-0.5分；方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未提供
不得分。

0-5 3 4 4 3

6.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和措施（如专业售后服务队
伍，完善的售后体系，提供电话热线、咨询响应时间服务，现
场服务到达情况，质保期内承诺备品备件准备情况，送达时间
等）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 2-1.6分，良：1.5-
1.1分，一般：1.0-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等方面
由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2-1.6分，良：1.5-1.1分，一般：1.0-
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4 2.8 3 3 2.8

合计 0-60 12.3 52 4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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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多媒体教室改造项目（CGSHZJ-2022-N000717）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市爱
亿迪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中广（绍
兴）有线
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市新华书
店有限公
司

浙江政超
科技有限
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0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
2分；其他一般性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打★
指标负偏离的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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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6 17 16 12

2.1 技术

1.扩声设备：具备环境声场检测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0.5
分，提供具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数字音频主机”检测报告
的得0.5分，最高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2.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投标产品成熟度评估，提供在线教
学督导巡课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
分。
3.提供一卡通数据对接系统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提供教务课
表数据对接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最高得2分，不满足
不得分。
以上证书和检测报告需提供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并加盖单位公
章。

0-4 0.5 2 0 0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符合“互联黑板、一体屏、在
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等产品功能参数要求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22分）：
讲解演示内容如下：
1.智能屏蔽功能：可以自动屏蔽老师书写时衣袖、手掌的干
扰。粉笔书写时手指拿的很近且左手掌在黑板下方书写时不影
响书写效果，不改变老师的书写习惯；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2.抗干扰功能：当老师左手扶着互联黑板左下方，右手在互联
黑板内书写不受影响；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
分；
3.坏管屏蔽功能：模拟互联黑板部分灯管损坏或粉笔灰遮挡的
场景，用5个20mm长度的粉笔放在互联黑板下侧的滤光条
上，每根粉笔间隔100mm距离放置，在远于粉笔上表面的上
方30mm的范围外，都能够正常书写，并且拿去粉笔后，能够
在2s之后恢复全板面范围书写；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
演示不得分；
4.快捷键功能：板面设有快捷键功能，具有一键清屏、实时保
存、内容切换、多页展示、颜色选择；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5.主课堂直播：可以与所有桌�面同步功能的直播软件（如钉
钉、腾讯课堂、小鱼等）无缝对接，实现主讲端�师影像、语
音、板书、PPT四要素的直播同步。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
或不演示不得分；
6.同步课堂功能：可以连接任意多个课堂，同时，也可以被任
意多个课堂连接，查看连接课堂的板书、PPT内容，为教学过
程中思维多维交互提供开放的支持技术保障内容；完全满足得
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7.提问墙：加入课堂的所有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在“提问
墙”内提出问题，可以对问题进行文字描述并可以附加图片，
老师打开软件提问墙模块可以看到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完全
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8.微课功能：点击按钮进入微课模式，通过截取模式划分区域
截取想要录制的屏幕画面，进入录课模式，同步显示黑板板
书，完成录制后点击完成按钮，则形成一段完整的录课视频，
可生成视频二维码分享给学生，也可以生成PDF文档，文档内
容包含微课内容里的PPT、板书、微课视频二维码等信息同时
能通过打印生成纸质文档; 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
得分;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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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堂，实时通过公众号中“@”按钮截图当前PPT以及板书内容进
行保存，同时也可观看课堂录制的微课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实
现PPT与板书的切换显示，大小屏或者分屏，即可根据学生的
观看重点自行选择放大显示哪一部分内容，更方便；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0.一体屏内置教学软件现场新建微课，演示老师录制微课时
可设置答题板功能，现场演示边看微课边答题；支持立即导出
学情分析表，包括课程信息、学生基本信息、观看微课时间、
答题数及正确率等。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1.一体屏可无外接设备情况下演示通过前置物理按键，一键
启动声音采集和屏幕录制，并在录制1分钟后，快速对录制内
容播放（不接受通过软件实现）。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
不演示不得分;
12.一体屏支持锁屏功能，防止学生课间误操作，无需安装第
三方软件的情况下，老师仅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解锁。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3.一体屏具有学科工具功能，演示数学立体图形六面图不同
颜色并可手动立体旋转及展开；化学方程式只需输入一个元
素，将自动显示出和该元素相关的多个常用化学反应方程式供
选用；语文支持诗词导入并配有电子朗读及注释；听写工具：
支持自定义选择英语单词和语文生词。自定义听写频率和次
数，一键生成听写卡，一键开启听写朗读。完全满足得1分，
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4.校园一卡通数据对接：实现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对接，设定
访问权限，支持手动、定时更新数据及跨数据库查询校园一卡
通信息，数据对比功能。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
需求的，得2分。不满足要求或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
演示的，得0分。
15.教务系统数据对接：支持直接使用模板文件导入课表,可与
学校的教务排课系统无缝对接，做到定时、定量更新,生成教
师课程、每日排课、选课学生信息。具有跨数据库查询教务教
学日历、场地预约、选课学生、教学产地信息等功能。演示涉
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1分。不满足要求或
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演示的，得0分。
16.在线巡课平台与原有总控管理系统、督导系统对接：系统
与设备总控平台无缝对接，同步获取教室音视频画面，设备运
维管理与课堂教学管理相辅相成，全方位保障教学。可支持IP
语音对讲自动拾音功能，与摄像头拾音器相结合，提供更好更
清晰的课堂声音，达到更佳的听课督导体验。系统与一卡通系
统、总控系统无缝对接，可自动获取上课教师身份信息、考勤
信息，自动与教学督导平台同步，作为督导评价依据数据真实
有效。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2分。
不满足要求或未

0-22 0 21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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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技术

要求投标人投标时提前搭建样板间进行远程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所需设备由投标人自行准备。
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智能扩声主机、拾音吊麦、音箱、无线
麦克风”等一套设备，连接调试至最佳状态，，并部署产品运
维管理平台，进行如下演示：
一、音频系统演示项：（最高得2分）
1、抗混响功能：其中无线麦优先级最高，当无线麦有输入
时，自动降低或关闭吊麦；（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嘈杂声检测功能：检测到嘈杂声时，可以自动降低或关闭
吊麦扩声；（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无线话筒面板上具有显示屏，可显示音量、电池电量、频
道信息；（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二、无线麦克风演示项：(3分)
1、平台统计设备在线状态和数量，显示无线麦电量充足/低电
量充电中/低电量未充电/出走教室数量，且点击进去后，可显
示对应无线麦的所属教室；（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显示无线麦充电底座内的充电电池的状态，是否在充电座
内，电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显示无线麦的信噪比，当信噪比低（10-20dB）时，平台
的信噪比数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4、显示无线麦的频道/音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5、显示无线麦的信号强弱，当信号低于60时，平台的信号数
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6、智能扩声主机支持可视化管理模式：支持音频设备运维平
台部署，运维平台可统计在线、离线、故障设备数量；（满足
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0-5 0 5 0 0

5.1 技术

1、提供多媒体系统控制整体规划、分布实施方案。采购设备
与校方现有设备及系统互联互通、融合对接详细解决方案。新
老设备、总控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卡通对接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
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优得 3.0-2.1分；方案
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良得2.0-1.1分；方
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描述不完整的，一般得 1.0 -0.5分；未提供
不得分。
2、项目实施完成后，全校教师多媒体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多
媒体管控系统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快速
使用解决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
人需求的，优得2 -1.1分；方案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
购人需求的，一般得 1分-0.5分；方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未提供
不得分。

0-5 3 4 4 3

6.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和措施（如专业售后服务队
伍，完善的售后体系，提供电话热线、咨询响应时间服务，现
场服务到达情况，质保期内承诺备品备件准备情况，送达时间
等）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 2-1.6分，良：1.5-
1.1分，一般：1.0-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等方面
由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2-1.6分，良：1.5-1.1分，一般：1.0-
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4 3 4 4 2

合计 0-60 12.5 53 4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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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多媒体教室改造项目（CGSHZJ-2022-N000717）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市爱
亿迪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中广（绍
兴）有线
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市新华书
店有限公
司

浙江政超
科技有限
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0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
2分；其他一般性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打★
指标负偏离的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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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6 17 16 12

2.1 技术

1.扩声设备：具备环境声场检测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0.5
分，提供具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数字音频主机”检测报告
的得0.5分，最高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2.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投标产品成熟度评估，提供在线教
学督导巡课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
分。
3.提供一卡通数据对接系统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提供教务课
表数据对接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最高得2分，不满足
不得分。
以上证书和检测报告需提供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并加盖单位公
章。

0-4 0.5 2 0 0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符合“互联黑板、一体屏、在
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等产品功能参数要求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22分）：
讲解演示内容如下：
1.智能屏蔽功能：可以自动屏蔽老师书写时衣袖、手掌的干
扰。粉笔书写时手指拿的很近且左手掌在黑板下方书写时不影
响书写效果，不改变老师的书写习惯；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2.抗干扰功能：当老师左手扶着互联黑板左下方，右手在互联
黑板内书写不受影响；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
分；
3.坏管屏蔽功能：模拟互联黑板部分灯管损坏或粉笔灰遮挡的
场景，用5个20mm长度的粉笔放在互联黑板下侧的滤光条
上，每根粉笔间隔100mm距离放置，在远于粉笔上表面的上
方30mm的范围外，都能够正常书写，并且拿去粉笔后，能够
在2s之后恢复全板面范围书写；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
演示不得分；
4.快捷键功能：板面设有快捷键功能，具有一键清屏、实时保
存、内容切换、多页展示、颜色选择；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5.主课堂直播：可以与所有桌�面同步功能的直播软件（如钉
钉、腾讯课堂、小鱼等）无缝对接，实现主讲端�师影像、语
音、板书、PPT四要素的直播同步。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
或不演示不得分；
6.同步课堂功能：可以连接任意多个课堂，同时，也可以被任
意多个课堂连接，查看连接课堂的板书、PPT内容，为教学过
程中思维多维交互提供开放的支持技术保障内容；完全满足得
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7.提问墙：加入课堂的所有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在“提问
墙”内提出问题，可以对问题进行文字描述并可以附加图片，
老师打开软件提问墙模块可以看到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完全
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8.微课功能：点击按钮进入微课模式，通过截取模式划分区域
截取想要录制的屏幕画面，进入录课模式，同步显示黑板板
书，完成录制后点击完成按钮，则形成一段完整的录课视频，
可生成视频二维码分享给学生，也可以生成PDF文档，文档内
容包含微课内容里的PPT、板书、微课视频二维码等信息同时
能通过打印生成纸质文档; 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
得分;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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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堂，实时通过公众号中“@”按钮截图当前PPT以及板书内容进
行保存，同时也可观看课堂录制的微课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实
现PPT与板书的切换显示，大小屏或者分屏，即可根据学生的
观看重点自行选择放大显示哪一部分内容，更方便；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0.一体屏内置教学软件现场新建微课，演示老师录制微课时
可设置答题板功能，现场演示边看微课边答题；支持立即导出
学情分析表，包括课程信息、学生基本信息、观看微课时间、
答题数及正确率等。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1.一体屏可无外接设备情况下演示通过前置物理按键，一键
启动声音采集和屏幕录制，并在录制1分钟后，快速对录制内
容播放（不接受通过软件实现）。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
不演示不得分;
12.一体屏支持锁屏功能，防止学生课间误操作，无需安装第
三方软件的情况下，老师仅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解锁。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3.一体屏具有学科工具功能，演示数学立体图形六面图不同
颜色并可手动立体旋转及展开；化学方程式只需输入一个元
素，将自动显示出和该元素相关的多个常用化学反应方程式供
选用；语文支持诗词导入并配有电子朗读及注释；听写工具：
支持自定义选择英语单词和语文生词。自定义听写频率和次
数，一键生成听写卡，一键开启听写朗读。完全满足得1分，
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4.校园一卡通数据对接：实现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对接，设定
访问权限，支持手动、定时更新数据及跨数据库查询校园一卡
通信息，数据对比功能。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
需求的，得2分。不满足要求或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
演示的，得0分。
15.教务系统数据对接：支持直接使用模板文件导入课表,可与
学校的教务排课系统无缝对接，做到定时、定量更新,生成教
师课程、每日排课、选课学生信息。具有跨数据库查询教务教
学日历、场地预约、选课学生、教学产地信息等功能。演示涉
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1分。不满足要求或
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演示的，得0分。
16.在线巡课平台与原有总控管理系统、督导系统对接：系统
与设备总控平台无缝对接，同步获取教室音视频画面，设备运
维管理与课堂教学管理相辅相成，全方位保障教学。可支持IP
语音对讲自动拾音功能，与摄像头拾音器相结合，提供更好更
清晰的课堂声音，达到更佳的听课督导体验。系统与一卡通系
统、总控系统无缝对接，可自动获取上课教师身份信息、考勤
信息，自动与教学督导平台同步，作为督导评价依据数据真实
有效。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2分。
不满足要求或未

0-22 0 21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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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技术

要求投标人投标时提前搭建样板间进行远程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所需设备由投标人自行准备。
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智能扩声主机、拾音吊麦、音箱、无线
麦克风”等一套设备，连接调试至最佳状态，，并部署产品运
维管理平台，进行如下演示：
一、音频系统演示项：（最高得2分）
1、抗混响功能：其中无线麦优先级最高，当无线麦有输入
时，自动降低或关闭吊麦；（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嘈杂声检测功能：检测到嘈杂声时，可以自动降低或关闭
吊麦扩声；（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无线话筒面板上具有显示屏，可显示音量、电池电量、频
道信息；（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二、无线麦克风演示项：(3分)
1、平台统计设备在线状态和数量，显示无线麦电量充足/低电
量充电中/低电量未充电/出走教室数量，且点击进去后，可显
示对应无线麦的所属教室；（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显示无线麦充电底座内的充电电池的状态，是否在充电座
内，电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显示无线麦的信噪比，当信噪比低（10-20dB）时，平台
的信噪比数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4、显示无线麦的频道/音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5、显示无线麦的信号强弱，当信号低于60时，平台的信号数
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6、智能扩声主机支持可视化管理模式：支持音频设备运维平
台部署，运维平台可统计在线、离线、故障设备数量；（满足
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0-5 0 5 0 0

5.1 技术

1、提供多媒体系统控制整体规划、分布实施方案。采购设备
与校方现有设备及系统互联互通、融合对接详细解决方案。新
老设备、总控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卡通对接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
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优得 3.0-2.1分；方案
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良得2.0-1.1分；方
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描述不完整的，一般得 1.0 -0.5分；未提供
不得分。
2、项目实施完成后，全校教师多媒体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多
媒体管控系统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快速
使用解决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
人需求的，优得2 -1.1分；方案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
购人需求的，一般得 1分-0.5分；方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未提供
不得分。

0-5 3 4.5 4 3

6.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和措施（如专业售后服务队
伍，完善的售后体系，提供电话热线、咨询响应时间服务，现
场服务到达情况，质保期内承诺备品备件准备情况，送达时间
等）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 2-1.6分，良：1.5-
1.1分，一般：1.0-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等方面
由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2-1.6分，良：1.5-1.1分，一般：1.0-
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4 2.2 3.8 3.5 2.3

合计 0-60 11.7 53.3 45.5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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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名称:  绍兴文理学院多媒体教室改造项目（CGSHZJ-2022-N000717）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市爱
亿迪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中广（绍
兴）有线
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市新华书
店有限公
司

浙江政超
科技有限
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0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
2分；其他一般性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打★
指标负偏离的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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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6 17 16 12

2.1 技术

1.扩声设备：具备环境声场检测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0.5
分，提供具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数字音频主机”检测报告
的得0.5分，最高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2.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投标产品成熟度评估，提供在线教
学督导巡课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
分。
3.提供一卡通数据对接系统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提供教务课
表数据对接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最高得2分，不满足
不得分。
以上证书和检测报告需提供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并加盖单位公
章。

0-4 0.5 2 0 0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符合“互联黑板、一体屏、在
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等产品功能参数要求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22分）：
讲解演示内容如下：
1.智能屏蔽功能：可以自动屏蔽老师书写时衣袖、手掌的干
扰。粉笔书写时手指拿的很近且左手掌在黑板下方书写时不影
响书写效果，不改变老师的书写习惯；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2.抗干扰功能：当老师左手扶着互联黑板左下方，右手在互联
黑板内书写不受影响；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
分；
3.坏管屏蔽功能：模拟互联黑板部分灯管损坏或粉笔灰遮挡的
场景，用5个20mm长度的粉笔放在互联黑板下侧的滤光条
上，每根粉笔间隔100mm距离放置，在远于粉笔上表面的上
方30mm的范围外，都能够正常书写，并且拿去粉笔后，能够
在2s之后恢复全板面范围书写；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
演示不得分；
4.快捷键功能：板面设有快捷键功能，具有一键清屏、实时保
存、内容切换、多页展示、颜色选择；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5.主课堂直播：可以与所有桌�面同步功能的直播软件（如钉
钉、腾讯课堂、小鱼等）无缝对接，实现主讲端�师影像、语
音、板书、PPT四要素的直播同步。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
或不演示不得分；
6.同步课堂功能：可以连接任意多个课堂，同时，也可以被任
意多个课堂连接，查看连接课堂的板书、PPT内容，为教学过
程中思维多维交互提供开放的支持技术保障内容；完全满足得
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7.提问墙：加入课堂的所有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在“提问
墙”内提出问题，可以对问题进行文字描述并可以附加图片，
老师打开软件提问墙模块可以看到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完全
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8.微课功能：点击按钮进入微课模式，通过截取模式划分区域
截取想要录制的屏幕画面，进入录课模式，同步显示黑板板
书，完成录制后点击完成按钮，则形成一段完整的录课视频，
可生成视频二维码分享给学生，也可以生成PDF文档，文档内
容包含微课内容里的PPT、板书、微课视频二维码等信息同时
能通过打印生成纸质文档; 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
得分;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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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堂，实时通过公众号中“@”按钮截图当前PPT以及板书内容进
行保存，同时也可观看课堂录制的微课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实
现PPT与板书的切换显示，大小屏或者分屏，即可根据学生的
观看重点自行选择放大显示哪一部分内容，更方便；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0.一体屏内置教学软件现场新建微课，演示老师录制微课时
可设置答题板功能，现场演示边看微课边答题；支持立即导出
学情分析表，包括课程信息、学生基本信息、观看微课时间、
答题数及正确率等。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1.一体屏可无外接设备情况下演示通过前置物理按键，一键
启动声音采集和屏幕录制，并在录制1分钟后，快速对录制内
容播放（不接受通过软件实现）。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
不演示不得分;
12.一体屏支持锁屏功能，防止学生课间误操作，无需安装第
三方软件的情况下，老师仅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解锁。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3.一体屏具有学科工具功能，演示数学立体图形六面图不同
颜色并可手动立体旋转及展开；化学方程式只需输入一个元
素，将自动显示出和该元素相关的多个常用化学反应方程式供
选用；语文支持诗词导入并配有电子朗读及注释；听写工具：
支持自定义选择英语单词和语文生词。自定义听写频率和次
数，一键生成听写卡，一键开启听写朗读。完全满足得1分，
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4.校园一卡通数据对接：实现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对接，设定
访问权限，支持手动、定时更新数据及跨数据库查询校园一卡
通信息，数据对比功能。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
需求的，得2分。不满足要求或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
演示的，得0分。
15.教务系统数据对接：支持直接使用模板文件导入课表,可与
学校的教务排课系统无缝对接，做到定时、定量更新,生成教
师课程、每日排课、选课学生信息。具有跨数据库查询教务教
学日历、场地预约、选课学生、教学产地信息等功能。演示涉
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1分。不满足要求或
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演示的，得0分。
16.在线巡课平台与原有总控管理系统、督导系统对接：系统
与设备总控平台无缝对接，同步获取教室音视频画面，设备运
维管理与课堂教学管理相辅相成，全方位保障教学。可支持IP
语音对讲自动拾音功能，与摄像头拾音器相结合，提供更好更
清晰的课堂声音，达到更佳的听课督导体验。系统与一卡通系
统、总控系统无缝对接，可自动获取上课教师身份信息、考勤
信息，自动与教学督导平台同步，作为督导评价依据数据真实
有效。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2分。
不满足要求或未

0-22 0 21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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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技术

要求投标人投标时提前搭建样板间进行远程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所需设备由投标人自行准备。
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智能扩声主机、拾音吊麦、音箱、无线
麦克风”等一套设备，连接调试至最佳状态，，并部署产品运
维管理平台，进行如下演示：
一、音频系统演示项：（最高得2分）
1、抗混响功能：其中无线麦优先级最高，当无线麦有输入
时，自动降低或关闭吊麦；（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嘈杂声检测功能：检测到嘈杂声时，可以自动降低或关闭
吊麦扩声；（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无线话筒面板上具有显示屏，可显示音量、电池电量、频
道信息；（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二、无线麦克风演示项：(3分)
1、平台统计设备在线状态和数量，显示无线麦电量充足/低电
量充电中/低电量未充电/出走教室数量，且点击进去后，可显
示对应无线麦的所属教室；（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显示无线麦充电底座内的充电电池的状态，是否在充电座
内，电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显示无线麦的信噪比，当信噪比低（10-20dB）时，平台
的信噪比数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4、显示无线麦的频道/音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5、显示无线麦的信号强弱，当信号低于60时，平台的信号数
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6、智能扩声主机支持可视化管理模式：支持音频设备运维平
台部署，运维平台可统计在线、离线、故障设备数量；（满足
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0-5 0 5 0 0

5.1 技术

1、提供多媒体系统控制整体规划、分布实施方案。采购设备
与校方现有设备及系统互联互通、融合对接详细解决方案。新
老设备、总控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卡通对接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
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优得 3.0-2.1分；方案
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良得2.0-1.1分；方
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描述不完整的，一般得 1.0 -0.5分；未提供
不得分。
2、项目实施完成后，全校教师多媒体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多
媒体管控系统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快速
使用解决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
人需求的，优得2 -1.1分；方案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
购人需求的，一般得 1分-0.5分；方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未提供
不得分。

0-5 3.5 4 4 3.2

6.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和措施（如专业售后服务队
伍，完善的售后体系，提供电话热线、咨询响应时间服务，现
场服务到达情况，质保期内承诺备品备件准备情况，送达时间
等）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 2-1.6分，良：1.5-
1.1分，一般：1.0-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等方面
由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2-1.6分，良：1.5-1.1分，一般：1.0-
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4 2.5 3.5 3.2 2.6

合计 0-60 12.5 52.5 45.2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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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多媒体教室改造项目（CGSHZJ-2022-N000717）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绍兴市爱
亿迪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中广（绍
兴）有线
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市新华书
店有限公
司

浙江政超
科技有限
公司

1.1 技术

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20分；打▲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
2分；其他一般性指标出现负偏离每项扣1分，扣完为止；打★
指标负偏离的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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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6 17 16 12

2.1 技术

1.扩声设备：具备环境声场检测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得0.5
分，提供具备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数字音频主机”检测报告
的得0.5分，最高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2.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投标产品成熟度评估，提供在线教
学督导巡课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
分。
3.提供一卡通数据对接系统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提供教务课
表数据对接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的得1分，最高得2分，不满足
不得分。
以上证书和检测报告需提供扫描件或彩色图片并加盖单位公
章。

0-4 0.5 2 0 0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符合“互联黑板、一体屏、在
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等产品功能参数要求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22分）：
讲解演示内容如下：
1.智能屏蔽功能：可以自动屏蔽老师书写时衣袖、手掌的干
扰。粉笔书写时手指拿的很近且左手掌在黑板下方书写时不影
响书写效果，不改变老师的书写习惯；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2.抗干扰功能：当老师左手扶着互联黑板左下方，右手在互联
黑板内书写不受影响；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
分；
3.坏管屏蔽功能：模拟互联黑板部分灯管损坏或粉笔灰遮挡的
场景，用5个20mm长度的粉笔放在互联黑板下侧的滤光条
上，每根粉笔间隔100mm距离放置，在远于粉笔上表面的上
方30mm的范围外，都能够正常书写，并且拿去粉笔后，能够
在2s之后恢复全板面范围书写；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
演示不得分；
4.快捷键功能：板面设有快捷键功能，具有一键清屏、实时保
存、内容切换、多页展示、颜色选择；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
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5.主课堂直播：可以与所有桌�面同步功能的直播软件（如钉
钉、腾讯课堂、小鱼等）无缝对接，实现主讲端�师影像、语
音、板书、PPT四要素的直播同步。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
或不演示不得分；
6.同步课堂功能：可以连接任意多个课堂，同时，也可以被任
意多个课堂连接，查看连接课堂的板书、PPT内容，为教学过
程中思维多维交互提供开放的支持技术保障内容；完全满足得
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7.提问墙：加入课堂的所有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在“提问
墙”内提出问题，可以对问题进行文字描述并可以附加图片，
老师打开软件提问墙模块可以看到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完全
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8.微课功能：点击按钮进入微课模式，通过截取模式划分区域
截取想要录制的屏幕画面，进入录课模式，同步显示黑板板
书，完成录制后点击完成按钮，则形成一段完整的录课视频，
可生成视频二维码分享给学生，也可以生成PDF文档，文档内
容包含微课内容里的PPT、板书、微课视频二维码等信息同时
能通过打印生成纸质文档; 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
得分;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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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

9.微信公众号功能：学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课堂二维码加入课
堂，实时通过公众号中“@”按钮截图当前PPT以及板书内容进
行保存，同时也可观看课堂录制的微课视频，观看视频时可实
现PPT与板书的切换显示，大小屏或者分屏，即可根据学生的
观看重点自行选择放大显示哪一部分内容，更方便；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0.一体屏内置教学软件现场新建微课，演示老师录制微课时
可设置答题板功能，现场演示边看微课边答题；支持立即导出
学情分析表，包括课程信息、学生基本信息、观看微课时间、
答题数及正确率等。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1.一体屏可无外接设备情况下演示通过前置物理按键，一键
启动声音采集和屏幕录制，并在录制1分钟后，快速对录制内
容播放（不接受通过软件实现）。完全满足得1分，不满足或
不演示不得分;
12.一体屏支持锁屏功能，防止学生课间误操作，无需安装第
三方软件的情况下，老师仅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解锁。完全满足
得1分，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3.一体屏具有学科工具功能，演示数学立体图形六面图不同
颜色并可手动立体旋转及展开；化学方程式只需输入一个元
素，将自动显示出和该元素相关的多个常用化学反应方程式供
选用；语文支持诗词导入并配有电子朗读及注释；听写工具：
支持自定义选择英语单词和语文生词。自定义听写频率和次
数，一键生成听写卡，一键开启听写朗读。完全满足得1分，
不满足或不演示不得分;
14.校园一卡通数据对接：实现校园一卡通系统的对接，设定
访问权限，支持手动、定时更新数据及跨数据库查询校园一卡
通信息，数据对比功能。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
需求的，得2分。不满足要求或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
演示的，得0分。
15.教务系统数据对接：支持直接使用模板文件导入课表,可与
学校的教务排课系统无缝对接，做到定时、定量更新,生成教
师课程、每日排课、选课学生信息。具有跨数据库查询教务教
学日历、场地预约、选课学生、教学产地信息等功能。演示涉
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1分。不满足要求或
未提供演示或未采用系统形式演示的，得0分。
16.在线巡课平台与原有总控管理系统、督导系统对接：系统
与设备总控平台无缝对接，同步获取教室音视频画面，设备运
维管理与课堂教学管理相辅相成，全方位保障教学。可支持IP
语音对讲自动拾音功能，与摄像头拾音器相结合，提供更好更
清晰的课堂声音，达到更佳的听课督导体验。系统与一卡通系
统、总控系统无缝对接，可自动获取上课教师身份信息、考勤
信息，自动与教学督导平台同步，作为督导评价依据数据真实
有效。演示涉及的功能完整全面，完全符合需求的，得2分。
不满足要求或未

0-22 0 21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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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技术

要求投标人投标时提前搭建样板间进行远程演示（演示时间不
超过15分钟），所需设备由投标人自行准备。
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智能扩声主机、拾音吊麦、音箱、无线
麦克风”等一套设备，连接调试至最佳状态，，并部署产品运
维管理平台，进行如下演示：
一、音频系统演示项：（最高得2分）
1、抗混响功能：其中无线麦优先级最高，当无线麦有输入
时，自动降低或关闭吊麦；（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嘈杂声检测功能：检测到嘈杂声时，可以自动降低或关闭
吊麦扩声；（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无线话筒面板上具有显示屏，可显示音量、电池电量、频
道信息；（满足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二、无线麦克风演示项：(3分)
1、平台统计设备在线状态和数量，显示无线麦电量充足/低电
量充电中/低电量未充电/出走教室数量，且点击进去后，可显
示对应无线麦的所属教室；（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2、显示无线麦充电底座内的充电电池的状态，是否在充电座
内，电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3、显示无线麦的信噪比，当信噪比低（10-20dB）时，平台
的信噪比数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4、显示无线麦的频道/音量；（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
分）
5、显示无线麦的信号强弱，当信号低于60时，平台的信号数
据红色字体显示；（满足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6、智能扩声主机支持可视化管理模式：支持音频设备运维平
台部署，运维平台可统计在线、离线、故障设备数量；（满足
得0.5分，不满足不得分）

0-5 0 5 0 0

5.1 技术

1、提供多媒体系统控制整体规划、分布实施方案。采购设备
与校方现有设备及系统互联互通、融合对接详细解决方案。新
老设备、总控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卡通对接一体化具体可行性实施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
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优得 3.0-2.1分；方案
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良得2.0-1.1分；方
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描述不完整的，一般得 1.0 -0.5分；未提供
不得分。
2、项目实施完成后，全校教师多媒体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多
媒体管控系统快速使用解决方案，在线教学督导巡课平台快速
使用解决方案：方案措施详细、完整、科学，完全能满足采购
人需求的，优得2 -1.1分；方案措施基本完整，基本能满足采
购人需求的，一般得 1分-0.5分；方案措施描述较差或未提供
不得分。

0-5 3 4.5 4.5 3

6.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和措施（如专业售后服务队
伍，完善的售后体系，提供电话热线、咨询响应时间服务，现
场服务到达情况，质保期内承诺备品备件准备情况，送达时间
等）及人员安排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 2-1.6分，良：1.5-
1.1分，一般：1.0-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计划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等方面
由等方面由评委打分优：2-1.6分，良：1.5-1.1分，一般：1.0-
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4 3 3.5 3.5 2.5

合计 0-60 12.5 53 46 17.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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