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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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大学美术馆展柜和库房设施采购（DLDL2022130）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汉克
展览科技
有限公司

中博时代
（北京）
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兴德纳智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1.1 商务
资信

投标人提供2016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已完成的博物
馆、美术馆、艺术馆、图书馆类专用专业展柜项目业绩，每具有一项得
0.5分，最高得3分。本项计分以供应商完成的同类项目合同扫描件为
准，没有业绩或不能全部完整提供上述材料的不得分。

0-3 1 3 1

2.1 技术

投标供应商须按照采购文件中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1.2《采购货物技
术参数表》所列技术要求，其所投产品参数应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采购
需求、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投标货物原材料质检报告等材料给予证明，并
配有详尽的说明及产品介绍。
其中带★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如有要求提供检测报
告等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齐全）得满分36分；不能满足带★的技术参
数或不能提供检测报告证明材料的视为负偏离，每项扣1.5分，扣完为
止。
（技术参数如要求提供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的，须按要求提供，未提供
的视为负偏离）

0-36 22.5 36 0

3.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主要部件（温湿度有害气体无线监测系
统、大型/小型净化调湿机、壁挂式空气净化机及其他主要构件）的使用
品牌情况（0-2分）
2、货物及主要部件（温湿度有害气体无线监测系统、大型/小型净化调
湿机、壁挂式空气净化机及其他主要构件）的技术性能的先进性、适用
性等情况，由评委综合进行评分（0-4分）

0-6 5 5 5

4.1 技术
根据供应商所投货物设计生产工艺流程方案、安装调试方案及验收方案
等的详细准确情况进行评定：设计生产工艺流程方案、安装调试方案、
验收方案2分。

0-2 2 2 2

5.1 技术
根据供应商所投货物质量保证措施和交货期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评定：
货物质量保证措施、交货期保证期措施各1分。 0-2 2 2 2

6.1 技术

评委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对投标单位提供的货物样品和样货物柜进
行打分，不提供样柜的投标人该项不得分。
（1）评委根据投标单位所带实物展柜样品（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文件
相关要求，提供平柜（0-5分）、照明灯具（0-4分）、锁具（0-3分）
评委根据整体外观是否规整、易操作性、密闭性、安全性、照明系统可
调节性、开闭是否顺畅、设计是否先进便捷、展示效果好等方面根据招
标文件技术要求进行分析比较评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2）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文件相关要求，提供所投产品文物囊匣样
品，并现场展示避水实验（实验方法：将水泼洒于囊匣材料表面，材料
不亲水、不透水、不浸水，将囊匣倾斜后，水滴流过后且材料表面无水
渍及水痕），提供并完成实验得3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0-15 0 14 0

7.1 技术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产品，如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
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须提供后方可得
分，没有不得分（提供证书复制件）。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最新一
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为准。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为准。节能和环保各0.5分。

0-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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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技术

综合比较供应商质保期内/外的维修、维护内容、人员培训方案及服务方
式、范围和收费等情况进行评定,共0～5分：
服务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货物质保年限：全部投标货物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24个月免费质保期
的；
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有专业人员负责该项目售后服务事宜的，承诺自
接到设备实际使用方报修电话在1小时内响应，并提供全年365天、全天
候24小时不间断响应的，电话报修响应后6小时内服务人员到达现场上
门维修，24小时内解决相关问题，如72小时内无法修复的故障，将免费
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方临时替换使用的，承诺质保期内，所有文物
展柜所需备品零部件及配件、维修维护所需专业设备及人工已全部包含
在投标总价中不再单独收取的，质保期到期后供应商愿意与采购方双方
协商，提供产品终身保修且合理收费的，提供完整培训方案，承诺包教
包会的，承诺质保期内继续提供人员深化培训的。

0-5 5 5 5

合计 0-70 37.5 6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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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大学美术馆展柜和库房设施采购（DLDL2022130）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汉克
展览科技
有限公司

中博时代
（北京）
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兴德纳智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1.1 商务
资信

投标人提供2016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已完成的博物
馆、美术馆、艺术馆、图书馆类专用专业展柜项目业绩，每具有一项得
0.5分，最高得3分。本项计分以供应商完成的同类项目合同扫描件为
准，没有业绩或不能全部完整提供上述材料的不得分。

0-3 1 3 1

2.1 技术

投标供应商须按照采购文件中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1.2《采购货物技
术参数表》所列技术要求，其所投产品参数应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采购
需求、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投标货物原材料质检报告等材料给予证明，并
配有详尽的说明及产品介绍。
其中带★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如有要求提供检测报
告等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齐全）得满分36分；不能满足带★的技术参
数或不能提供检测报告证明材料的视为负偏离，每项扣1.5分，扣完为
止。
（技术参数如要求提供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的，须按要求提供，未提供
的视为负偏离）

0-36 22.5 36 0

3.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主要部件（温湿度有害气体无线监测系
统、大型/小型净化调湿机、壁挂式空气净化机及其他主要构件）的使用
品牌情况（0-2分）
2、货物及主要部件（温湿度有害气体无线监测系统、大型/小型净化调
湿机、壁挂式空气净化机及其他主要构件）的技术性能的先进性、适用
性等情况，由评委综合进行评分（0-4分）

0-6 6 6 6

4.1 技术
根据供应商所投货物设计生产工艺流程方案、安装调试方案及验收方案
等的详细准确情况进行评定：设计生产工艺流程方案、安装调试方案、
验收方案2分。

0-2 2 2 1.5

5.1 技术
根据供应商所投货物质量保证措施和交货期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评定：
货物质量保证措施、交货期保证期措施各1分。 0-2 2 2 2

6.1 技术

评委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对投标单位提供的货物样品和样货物柜进
行打分，不提供样柜的投标人该项不得分。
（1）评委根据投标单位所带实物展柜样品（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文件
相关要求，提供平柜（0-5分）、照明灯具（0-4分）、锁具（0-3分）
评委根据整体外观是否规整、易操作性、密闭性、安全性、照明系统可
调节性、开闭是否顺畅、设计是否先进便捷、展示效果好等方面根据招
标文件技术要求进行分析比较评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2）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文件相关要求，提供所投产品文物囊匣样
品，并现场展示避水实验（实验方法：将水泼洒于囊匣材料表面，材料
不亲水、不透水、不浸水，将囊匣倾斜后，水滴流过后且材料表面无水
渍及水痕），提供并完成实验得3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0-15 0 15 0

7.1 技术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产品，如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
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须提供后方可得
分，没有不得分（提供证书复制件）。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最新一
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为准。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为准。节能和环保各0.5分。

0-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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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技术

综合比较供应商质保期内/外的维修、维护内容、人员培训方案及服务方
式、范围和收费等情况进行评定,共0～5分：
服务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货物质保年限：全部投标货物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24个月免费质保期
的；
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有专业人员负责该项目售后服务事宜的，承诺自
接到设备实际使用方报修电话在1小时内响应，并提供全年365天、全天
候24小时不间断响应的，电话报修响应后6小时内服务人员到达现场上
门维修，24小时内解决相关问题，如72小时内无法修复的故障，将免费
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方临时替换使用的，承诺质保期内，所有文物
展柜所需备品零部件及配件、维修维护所需专业设备及人工已全部包含
在投标总价中不再单独收取的，质保期到期后供应商愿意与采购方双方
协商，提供产品终身保修且合理收费的，提供完整培训方案，承诺包教
包会的，承诺质保期内继续提供人员深化培训的。

0-5 5 5 5

合计 0-70 38.5 69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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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大学美术馆展柜和库房设施采购（DLDL2022130）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汉克
展览科技
有限公司

中博时代
（北京）
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兴德纳智
（北京）
科技有限
公司

1.1 商务
资信

投标人提供2016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已完成的博物
馆、美术馆、艺术馆、图书馆类专用专业展柜项目业绩，每具有一项得
0.5分，最高得3分。本项计分以供应商完成的同类项目合同扫描件为
准，没有业绩或不能全部完整提供上述材料的不得分。

0-3 1 3 1

2.1 技术

投标供应商须按照采购文件中第三部分《采购需求》 1.2《采购货物技
术参数表》所列技术要求，其所投产品参数应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采购
需求、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投标货物原材料质检报告等材料给予证明，并
配有详尽的说明及产品介绍。
其中带★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如有要求提供检测报
告等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齐全）得满分36分；不能满足带★的技术参
数或不能提供检测报告证明材料的视为负偏离，每项扣1.5分，扣完为
止。
（技术参数如要求提供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的，须按要求提供，未提供
的视为负偏离）

0-36 22.5 36 0

3.1 技术

1、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主要部件（温湿度有害气体无线监测系
统、大型/小型净化调湿机、壁挂式空气净化机及其他主要构件）的使用
品牌情况（0-2分）
2、货物及主要部件（温湿度有害气体无线监测系统、大型/小型净化调
湿机、壁挂式空气净化机及其他主要构件）的技术性能的先进性、适用
性等情况，由评委综合进行评分（0-4分）

0-6 4.5 6 3.5

4.1 技术
根据供应商所投货物设计生产工艺流程方案、安装调试方案及验收方案
等的详细准确情况进行评定：设计生产工艺流程方案、安装调试方案、
验收方案2分。

0-2 2 2 1.5

5.1 技术
根据供应商所投货物质量保证措施和交货期保证措施等情况进行评定：
货物质量保证措施、交货期保证期措施各1分。 0-2 2 2 1

6.1 技术

评委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对投标单位提供的货物样品和样货物柜进
行打分，不提供样柜的投标人该项不得分。
（1）评委根据投标单位所带实物展柜样品（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文件
相关要求，提供平柜（0-5分）、照明灯具（0-4分）、锁具（0-3分）
评委根据整体外观是否规整、易操作性、密闭性、安全性、照明系统可
调节性、开闭是否顺畅、设计是否先进便捷、展示效果好等方面根据招
标文件技术要求进行分析比较评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2）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文件相关要求，提供所投产品文物囊匣样
品，并现场展示避水实验（实验方法：将水泼洒于囊匣材料表面，材料
不亲水、不透水、不浸水，将囊匣倾斜后，水滴流过后且材料表面无水
渍及水痕），提供并完成实验得3分，未提供者不得分。

0-15 0 12.5 0

7.1 技术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产品，如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
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须提供后方可得
分，没有不得分（提供证书复制件）。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最新一
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为准。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为准。节能和环保各0.5分。

0-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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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技术

综合比较供应商质保期内/外的维修、维护内容、人员培训方案及服务方
式、范围和收费等情况进行评定,共0～5分：
服务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货物质保年限：全部投标货物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24个月免费质保期
的；
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有专业人员负责该项目售后服务事宜的，承诺自
接到设备实际使用方报修电话在1小时内响应，并提供全年365天、全天
候24小时不间断响应的，电话报修响应后6小时内服务人员到达现场上
门维修，24小时内解决相关问题，如72小时内无法修复的故障，将免费
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方临时替换使用的，承诺质保期内，所有文物
展柜所需备品零部件及配件、维修维护所需专业设备及人工已全部包含
在投标总价中不再单独收取的，质保期到期后供应商愿意与采购方双方
协商，提供产品终身保修且合理收费的，提供完整培训方案，承诺包教
包会的，承诺质保期内继续提供人员深化培训的。

0-5 4 4.5 3

合计 0-70 36 66 10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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