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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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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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7 5 30 28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5.5 1.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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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2 0 4 4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4 2 8 8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1 0.5 2 2

合计 0-90 35.5 9.5 88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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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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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8 4 28 26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3.5 1.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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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2 0 4 2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4 2 8 6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1.5 1.5 2 2

合计 0-90 35 9.5 86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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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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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7 3 31 29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3.5 1.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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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2 0 4 4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4 4 8 6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1 1 2 1.5

合计 0-90 33.5 10 8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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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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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8 4 32 32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3.5 1.5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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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2 0 4 2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4 2 8 8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1.5 1.5 2 2

合计 0-90 35 9.5 87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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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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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6 4 28 28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3.5 1.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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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2 0 4 2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4 2 6 6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1 1 2 2

合计 0-90 32.5 9 84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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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名称: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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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7 6 30 29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5.5 0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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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2 0 4 4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4 2 8 8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1 0 2 2

合计 0-90 35.5 8.5 88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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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  2022--2023年数字城管代整治应急处置项目（DBZX-GK-2021-21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浙江茂霖
建设有限
公司

杭州申亚
建设有限
公司

深川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市市
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供应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职业健康体系认证证书得4分，缺一项按每个得1分计；
（以上体系认证证书认证范围必须包含市政公用工程）
证明材料：以上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0-4 0 0 4 4

1.2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一级建造师证书的得1分；具有二级建
造师证书的得0.5分；最高得1分。同时具有市政类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职称的加2分。本项累计最高得3分。（相关证书加盖公
章、提供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班组人员中具有市政工程施工员证
书的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具有市政类中级工程师及以
上职称的技术人员每1人得0.5分，最高得1分；（同一人只计
最高分，不可重复计分。提供相关证书及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扫描件。）

0-5 2 0.5 5 4.5

1.3 商务
资信

自有设备及租赁情况：
（1）自有或租赁应急抢险车（行驶证中使用性质为：工程救
险）自有每辆得1分，最高得4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每辆得
0.5分，最高得2分。
（2）自有或租赁窨井盖圆周切割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得1分，最高得1分。
（3）自有或租赁的16米及以上登高车，自有得2分，最高得2
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4）自有或租赁园林绿化专用枝叶粉碎机设备，自有得1分，
最高得1分；提供有效租赁合同的0.5分，最高得0.5分。
（5）自有或租赁铣刨机,自有得2分，最高得2分；提供有效租
赁合同的1分，最高得1分。
证明材料：以上自有车辆提供行驶证以及购车发票复印件，租
赁的提供有效租赁合同需租赁期限1年以上且租赁期内已包含
本项目服务期（否则不得分）；设备的仅提供购置发票或者租
赁合同。原件备查。

0-11 0 0 11 11

2 商务
资信

供应商类似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自2018年10月1日以来供应商具有类似本项目涉及整治、养护
内容（类似本项目内容的综合养护或市政设施、道路或绿化养
护等）的实施成功经验的每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按合同签定时间为准，且证
明材料中须体现项目的金额及内容等因素，否则视为无效业
绩。原件备查。

0-5 2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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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

实施方案：
1.根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评审，全部符合采购需求
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部分合理可行的得1.5分；都不符合
不得分；（3分）
2.方案具体处置实施方案及技术措施是否符合实际和具有可操
作性；拟投入的人员和设备能否满足工程需要的评审（拟投入
人员提供投标前3个月社保明细，否则不得分）全部符合采购
需求的视为合理，合理得3分；有相关措施，措施和人员设备
部分符合的得1.5分；都不符合不得分；（3分）
3.方案手段和方法能否达到工程处置时限和质量要求，达到解
决率和及时解决率100%的评审：
（1）城市家具维修和背街小巷改造后维护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2）全民举报平台交办的应急设施整改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3）无主交接箱类整治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4）无主井盖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5）不明架空线缆脱落或线缆垂挂的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6）无主护栏清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
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7）无主外立面（含台阶）脱落或破损的修复实施方案，全
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2分）
（8）未移交道路、桥、隧等设施的修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
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9）高空悬挂物清理：高空的树枝悬挂物、线缆悬挂物的清
理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
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0）宣传广告清理：破损公益广告（含宣传栏内）的清理实
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
合的不得分（2分）
（11）突发状况：2小时内应急柱及固边警示工作（如道路塌
陷、树木倒扶、低洼积水）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
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2）无主绿地的恢复或补种实施方案，全部满足采购需求的
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分）
（13）其他无主类及职能不清的案卷代整治实施方案，全部满
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部分满足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2
分）

0-32 16 4 30 24

4 技术

机械设备配备情况：
供应商准备投入本项目的机械设备配备情况评审：供应商自有
发电机3台（≥8kw）、支撑钢管500套、水泵2台（扬程≥30
米，流量≥200m³/h）、融雪撒布机设备的每满足一项的得1
分，最高得4分。租赁得分减半。（证明材料为相关机械设备
的行驶证、所有权证或购置发票，租赁的同时提供租赁合同。

0-4 0 0 4 2

5 技术

安全生产制度及文明施工情况：
是否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完
整，全部制定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
级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满分4分，部分满
足且具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证书或省级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得2分；全部不满足的不得分；
（4分）
2、安全生产管理方案是否全面、重点突出，巡查人员的培训
制度（含巡查人员应掌握巡查的内容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城市
基础设施的市政、市容、绿化、亮灯、河道等修缮、整改、维
护管养工作管理业务知识和技术技能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的评审，全名合理可行的得满分3分，部分合理的得1.5分；不
能合理可行的不得分。（3分）
3、安全、文明施工的保证措施是否科学、合理、到位且具有
不少于2名专职安全员，全部科学、合理到位且提供安全员证
书的得满分4分；部分合理且提供安全员证书的得2分；全部不
满足的不得分；（4分）

0-11 3.5 1.5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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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

服务保障：
根据车辆的停放场地、人员的固定办公场所，事实上的服务响
应时间提供承诺。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的
得4分；响应时间30分钟之内但场地证明材料不全的，缺一项
扣2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且响应时间30分钟以外的不得分；
（4分）。

0-4 2 0 4 4

7 技术

可行性建议：
供应商利用过往项目经验或考察实际场地，有针对性的对本项
目可能存在的运行状况、管理办法、预期目标进行模拟，并提
出对采购人的建议，全部具有针对性、建议合理可行的得4
分；部分符合的得2分；不符合没有可行性的不得分（4分）

0-4 0 0 4 2

8 技术

应急处置方案：
（1）自然灾害（防汛防台、抗雪防冻）、突发事件（设备事
故、交通事故）等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应急处置等方案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及可操作性。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
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2）突发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保障预案，针对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和启动、保障预案等方案。预案详细、符合采购需求
的得4分；部分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4分）。

0-8 0 2 8 8

9 技术

投标文件完整性：
投标文件是否编制完整、格式规范、内容齐全，表述准确、条
理清晰、内容无前后矛盾的评审，每缺一项扣0.5分，扣完为
止。

0-2 0 0 2 1.5

合计 0-90 25.5 8 88 77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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