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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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家具（WMU-2022ZB905）-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思进家具
集团有限
公司

乐清市皇
朝国际家
私博览中
心有限公
司

温岭市来
阳家具商
行（普通
合伙）

北京东方
万隆家俱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
1、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CQC（木制办公家具、木制
公寓家具）认证证书；
2、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产
品包含木制台桌类、木制柜类）认证证书；
3、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产品包
含桌台类）认证证书；
备注：上述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
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3 3 2 3 2

2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同
类案例，每个案例需提供合同、验收报告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每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3分

0-3 3 0 3 3

3 商务
资信

企业生产设备
根据家具制造商具备的生产设施、设备清单进行打分：
1、木制设备：数控裁板锯、自动输送机、木工八排钻、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双端锯铣钻机、数控钻孔中心、封边机、包覆
机；
2、环保及检测设施设备：中央除尘系统、水喷淋活性炭、废
气处理设备、试验机、空气质量检测仪、木材水分测试仪、测
厚仪；
以上全部具备得10分，每缺少一项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需提供所购设备发票复印件，购置发票单位名称必须与家具
制造商名称一致，未提供或提供设备名称不相符或代开发票的
不得分。）

0-10 4 2 10 3

1/15



4 商务
资信

质量合格保证（检测报告）
1、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产品全项目抽样检测报告，包含学习
桌、学习椅（或书椅）、工作位办公桌、办公椅；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4分。
2、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原材料或部件检测报告，包含饰面刨花
板、塑料件、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封边条、压铸铝合金、热
熔胶、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
导轨、海绵、布；
（1）饰面刨花板：检验依据GB18580-2017及GB18584-
2001标准，甲醛释放量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HJ571-
2010标准，TVOC符合技术要求；
（2）塑料件：检验依据GB/T32487-2016标准，邵氏硬度、
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3）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
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性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金属喷涂层（硬度、附着力、抗盐雾）
符合技术要求；
（4）封边条：检验依据QB/T4463-2013标准，甲醛释放量、
可迁移元素（可溶性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5）压铸铝合金：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金属喷漆
（塑）涂层理化（耐腐蚀）符合技术要求；
（6）热熔胶：检验依据GB18583-2008标准，总挥发性有机
物符合技术要求；
（7）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检验依据QB/T2189-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8）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导轨：检验依据QB/T2454-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9）海绵：检验依据QB/T2280-2016标准，甲醛释放量符合
技术要求。检验依据QB/T1952.1-2012及GB17927.1-2011标
准，抗引燃特性符合技术要求；
（10）布：检验依据GB/T2912.1-2009、GB/T7573-2009及
QB/T1952.2-2011标准，甲醛释放量及PH均符合技术要求.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10分。

0-14 12 11 14 10

5 技术

技术指标
根据所投产品技术指标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程度，完全响应
的得14分，带“★”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其他技术
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备注：未按照技术参数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符合或未有或
缺少标识的检测报告的，均视作技术参数不满足即负偏离。

0-14 14 14 14 14

6 技术

售后服务
1.服务机构：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本
地化服务能力、响应时间、质保期等）进行评分，满分4分；
2.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五星级认证证
书且具有2名及以上高级管理师的得2分。
（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0-6 4 6 6 4

7 商务
资信

绿色节能产品
投标产品获得节能产品或绿色产品认证的加1分。
投标产品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加1分。

0-2 2 2 2 2

8 技术

样品质量（样品必须与供货实物一致）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工艺、结构、材质、样品的款
式符合性、外观、舒适性、实用性进行打分。
1、外观部分：外观设计风格、形状符合度（尺寸是否符合采
购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产品表面
漆膜是否有皱皮、发粘和漏漆、流挂现象；金属管件有无脱
焊、虚焊、焊穿；其它部位有无缺口和毛刺等）。满分5分 
2、质量部分：牢固与稳定（用力是否变形等）；手感（木质
材料厚度等）；线型是否流畅；气味情况（有无异味）。满分
7分 
3、材质部分：根据材质选择及适用性情况（板材的平整；铝
材、钢材的厚度）。满分6分 
注：不带样品、少带样品或缺样品均不得分。

0-18 8 12 16 8

2/15



合计 0-70 50 49 68 46

                                                       

专家（签名）：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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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家具（WMU-2022ZB905）-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思进家具
集团有限
公司

乐清市皇
朝国际家
私博览中
心有限公
司

温岭市来
阳家具商
行（普通
合伙）

北京东方
万隆家俱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
1、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CQC（木制办公家具、木制
公寓家具）认证证书；
2、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产
品包含木制台桌类、木制柜类）认证证书；
3、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产品包
含桌台类）认证证书；
备注：上述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
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3 3 2 3 2

2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同
类案例，每个案例需提供合同、验收报告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每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3分

0-3 3 0 3 3

3 商务
资信

企业生产设备
根据家具制造商具备的生产设施、设备清单进行打分：
1、木制设备：数控裁板锯、自动输送机、木工八排钻、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双端锯铣钻机、数控钻孔中心、封边机、包覆
机；
2、环保及检测设施设备：中央除尘系统、水喷淋活性炭、废
气处理设备、试验机、空气质量检测仪、木材水分测试仪、测
厚仪；
以上全部具备得10分，每缺少一项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需提供所购设备发票复印件，购置发票单位名称必须与家具
制造商名称一致，未提供或提供设备名称不相符或代开发票的
不得分。）

0-10 4 2 10 3

4/15



4 商务
资信

质量合格保证（检测报告）
1、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产品全项目抽样检测报告，包含学习
桌、学习椅（或书椅）、工作位办公桌、办公椅；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4分。
2、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原材料或部件检测报告，包含饰面刨花
板、塑料件、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封边条、压铸铝合金、热
熔胶、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
导轨、海绵、布；
（1）饰面刨花板：检验依据GB18580-2017及GB18584-
2001标准，甲醛释放量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HJ571-
2010标准，TVOC符合技术要求；
（2）塑料件：检验依据GB/T32487-2016标准，邵氏硬度、
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3）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
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性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金属喷涂层（硬度、附着力、抗盐雾）
符合技术要求；
（4）封边条：检验依据QB/T4463-2013标准，甲醛释放量、
可迁移元素（可溶性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5）压铸铝合金：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金属喷漆
（塑）涂层理化（耐腐蚀）符合技术要求；
（6）热熔胶：检验依据GB18583-2008标准，总挥发性有机
物符合技术要求；
（7）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检验依据QB/T2189-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8）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导轨：检验依据QB/T2454-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9）海绵：检验依据QB/T2280-2016标准，甲醛释放量符合
技术要求。检验依据QB/T1952.1-2012及GB17927.1-2011标
准，抗引燃特性符合技术要求；
（10）布：检验依据GB/T2912.1-2009、GB/T7573-2009及
QB/T1952.2-2011标准，甲醛释放量及PH均符合技术要求.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10分。

0-14 12 11 14 10

5 技术

技术指标
根据所投产品技术指标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程度，完全响应
的得14分，带“★”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其他技术
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备注：未按照技术参数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符合或未有或
缺少标识的检测报告的，均视作技术参数不满足即负偏离。

0-14 14 14 14 14

6 技术

售后服务
1.服务机构：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本
地化服务能力、响应时间、质保期等）进行评分，满分4分；
2.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五星级认证证
书且具有2名及以上高级管理师的得2分。
（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0-6 4 6 6 4

7 商务
资信

绿色节能产品
投标产品获得节能产品或绿色产品认证的加1分。
投标产品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加1分。

0-2 2 2 2 2

8 技术

样品质量（样品必须与供货实物一致）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工艺、结构、材质、样品的款
式符合性、外观、舒适性、实用性进行打分。
1、外观部分：外观设计风格、形状符合度（尺寸是否符合采
购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产品表面
漆膜是否有皱皮、发粘和漏漆、流挂现象；金属管件有无脱
焊、虚焊、焊穿；其它部位有无缺口和毛刺等）。满分5分 
2、质量部分：牢固与稳定（用力是否变形等）；手感（木质
材料厚度等）；线型是否流畅；气味情况（有无异味）。满分
7分 
3、材质部分：根据材质选择及适用性情况（板材的平整；铝
材、钢材的厚度）。满分6分 
注：不带样品、少带样品或缺样品均不得分。

0-18 10 13 18 10

5/15



合计 0-70 52 50 70 48

                                                       

专家（签名）：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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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家具（WMU-2022ZB905）-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思进家具
集团有限
公司

乐清市皇
朝国际家
私博览中
心有限公
司

温岭市来
阳家具商
行（普通
合伙）

北京东方
万隆家俱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
1、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CQC（木制办公家具、木制
公寓家具）认证证书；
2、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产
品包含木制台桌类、木制柜类）认证证书；
3、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产品包
含桌台类）认证证书；
备注：上述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
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3 3 2 3 2

2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同
类案例，每个案例需提供合同、验收报告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每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3分

0-3 3 0 3 3

3 商务
资信

企业生产设备
根据家具制造商具备的生产设施、设备清单进行打分：
1、木制设备：数控裁板锯、自动输送机、木工八排钻、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双端锯铣钻机、数控钻孔中心、封边机、包覆
机；
2、环保及检测设施设备：中央除尘系统、水喷淋活性炭、废
气处理设备、试验机、空气质量检测仪、木材水分测试仪、测
厚仪；
以上全部具备得10分，每缺少一项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需提供所购设备发票复印件，购置发票单位名称必须与家具
制造商名称一致，未提供或提供设备名称不相符或代开发票的
不得分。）

0-10 4 2 10 3

7/15



4 商务
资信

质量合格保证（检测报告）
1、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产品全项目抽样检测报告，包含学习
桌、学习椅（或书椅）、工作位办公桌、办公椅；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4分。
2、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原材料或部件检测报告，包含饰面刨花
板、塑料件、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封边条、压铸铝合金、热
熔胶、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
导轨、海绵、布；
（1）饰面刨花板：检验依据GB18580-2017及GB18584-
2001标准，甲醛释放量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HJ571-
2010标准，TVOC符合技术要求；
（2）塑料件：检验依据GB/T32487-2016标准，邵氏硬度、
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3）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
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性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金属喷涂层（硬度、附着力、抗盐雾）
符合技术要求；
（4）封边条：检验依据QB/T4463-2013标准，甲醛释放量、
可迁移元素（可溶性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5）压铸铝合金：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金属喷漆
（塑）涂层理化（耐腐蚀）符合技术要求；
（6）热熔胶：检验依据GB18583-2008标准，总挥发性有机
物符合技术要求；
（7）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检验依据QB/T2189-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8）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导轨：检验依据QB/T2454-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9）海绵：检验依据QB/T2280-2016标准，甲醛释放量符合
技术要求。检验依据QB/T1952.1-2012及GB17927.1-2011标
准，抗引燃特性符合技术要求；
（10）布：检验依据GB/T2912.1-2009、GB/T7573-2009及
QB/T1952.2-2011标准，甲醛释放量及PH均符合技术要求.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10分。

0-14 12 11 14 10

5 技术

技术指标
根据所投产品技术指标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程度，完全响应
的得14分，带“★”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其他技术
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备注：未按照技术参数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符合或未有或
缺少标识的检测报告的，均视作技术参数不满足即负偏离。

0-14 14 14 14 14

6 技术

售后服务
1.服务机构：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本
地化服务能力、响应时间、质保期等）进行评分，满分4分；
2.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五星级认证证
书且具有2名及以上高级管理师的得2分。
（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0-6 4 6 6 4

7 商务
资信

绿色节能产品
投标产品获得节能产品或绿色产品认证的加1分。
投标产品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加1分。

0-2 2 2 2 2

8 技术

样品质量（样品必须与供货实物一致）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工艺、结构、材质、样品的款
式符合性、外观、舒适性、实用性进行打分。
1、外观部分：外观设计风格、形状符合度（尺寸是否符合采
购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产品表面
漆膜是否有皱皮、发粘和漏漆、流挂现象；金属管件有无脱
焊、虚焊、焊穿；其它部位有无缺口和毛刺等）。满分5分 
2、质量部分：牢固与稳定（用力是否变形等）；手感（木质
材料厚度等）；线型是否流畅；气味情况（有无异味）。满分
7分 
3、材质部分：根据材质选择及适用性情况（板材的平整；铝
材、钢材的厚度）。满分6分 
注：不带样品、少带样品或缺样品均不得分。

0-18 13 8 15 10

8/15



合计 0-70 55 45 67 48

                                                       

专家（签名）：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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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家具（WMU-2022ZB905）-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思进家具
集团有限
公司

乐清市皇
朝国际家
私博览中
心有限公
司

温岭市来
阳家具商
行（普通
合伙）

北京东方
万隆家俱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
1、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CQC（木制办公家具、木制
公寓家具）认证证书；
2、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产
品包含木制台桌类、木制柜类）认证证书；
3、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产品包
含桌台类）认证证书；
备注：上述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
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3 3 2 3 2

2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同
类案例，每个案例需提供合同、验收报告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每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3分

0-3 3 0 3 3

3 商务
资信

企业生产设备
根据家具制造商具备的生产设施、设备清单进行打分：
1、木制设备：数控裁板锯、自动输送机、木工八排钻、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双端锯铣钻机、数控钻孔中心、封边机、包覆
机；
2、环保及检测设施设备：中央除尘系统、水喷淋活性炭、废
气处理设备、试验机、空气质量检测仪、木材水分测试仪、测
厚仪；
以上全部具备得10分，每缺少一项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需提供所购设备发票复印件，购置发票单位名称必须与家具
制造商名称一致，未提供或提供设备名称不相符或代开发票的
不得分。）

0-10 4 2 10 3

10/15



4 商务
资信

质量合格保证（检测报告）
1、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产品全项目抽样检测报告，包含学习
桌、学习椅（或书椅）、工作位办公桌、办公椅；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4分。
2、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原材料或部件检测报告，包含饰面刨花
板、塑料件、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封边条、压铸铝合金、热
熔胶、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
导轨、海绵、布；
（1）饰面刨花板：检验依据GB18580-2017及GB18584-
2001标准，甲醛释放量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HJ571-
2010标准，TVOC符合技术要求；
（2）塑料件：检验依据GB/T32487-2016标准，邵氏硬度、
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3）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
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性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金属喷涂层（硬度、附着力、抗盐雾）
符合技术要求；
（4）封边条：检验依据QB/T4463-2013标准，甲醛释放量、
可迁移元素（可溶性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5）压铸铝合金：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金属喷漆
（塑）涂层理化（耐腐蚀）符合技术要求；
（6）热熔胶：检验依据GB18583-2008标准，总挥发性有机
物符合技术要求；
（7）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检验依据QB/T2189-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8）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导轨：检验依据QB/T2454-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9）海绵：检验依据QB/T2280-2016标准，甲醛释放量符合
技术要求。检验依据QB/T1952.1-2012及GB17927.1-2011标
准，抗引燃特性符合技术要求；
（10）布：检验依据GB/T2912.1-2009、GB/T7573-2009及
QB/T1952.2-2011标准，甲醛释放量及PH均符合技术要求.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10分。

0-14 12 11 14 10

5 技术

技术指标
根据所投产品技术指标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程度，完全响应
的得14分，带“★”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其他技术
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备注：未按照技术参数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符合或未有或
缺少标识的检测报告的，均视作技术参数不满足即负偏离。

0-14 14 14 14 14

6 技术

售后服务
1.服务机构：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本
地化服务能力、响应时间、质保期等）进行评分，满分4分；
2.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五星级认证证
书且具有2名及以上高级管理师的得2分。
（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0-6 4 4.5 4.5 4

7 商务
资信

绿色节能产品
投标产品获得节能产品或绿色产品认证的加1分。
投标产品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加1分。

0-2 2 2 2 2

8 技术

样品质量（样品必须与供货实物一致）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工艺、结构、材质、样品的款
式符合性、外观、舒适性、实用性进行打分。
1、外观部分：外观设计风格、形状符合度（尺寸是否符合采
购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产品表面
漆膜是否有皱皮、发粘和漏漆、流挂现象；金属管件有无脱
焊、虚焊、焊穿；其它部位有无缺口和毛刺等）。满分5分 
2、质量部分：牢固与稳定（用力是否变形等）；手感（木质
材料厚度等）；线型是否流畅；气味情况（有无异味）。满分
7分 
3、材质部分：根据材质选择及适用性情况（板材的平整；铝
材、钢材的厚度）。满分6分 
注：不带样品、少带样品或缺样品均不得分。

0-18 9 12 15 9

11/15



合计 0-70 51 47.5 65.5 47

                                                       

专家（签名）：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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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家具（WMU-2022ZB905）-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思进家具
集团有限
公司

乐清市皇
朝国际家
私博览中
心有限公
司

温岭市来
阳家具商
行（普通
合伙）

北京东方
万隆家俱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
1、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CQC（木制办公家具、木制
公寓家具）认证证书；
2、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产
品包含木制台桌类、木制柜类）认证证书；
3、家具的生产厂家具有有效期内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产品包
含桌台类）认证证书；
备注：上述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
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3 3 2 3 2

2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经验
投标人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的同
类案例，每个案例需提供合同、验收报告及发票等证明材料，
每个案例得1分，最高得3分

0-3 3 0 3 3

3 商务
资信

企业生产设备
根据家具制造商具备的生产设施、设备清单进行打分：
1、木制设备：数控裁板锯、自动输送机、木工八排钻、数控
加工中心、自动双端锯铣钻机、数控钻孔中心、封边机、包覆
机；
2、环保及检测设施设备：中央除尘系统、水喷淋活性炭、废
气处理设备、试验机、空气质量检测仪、木材水分测试仪、测
厚仪；
以上全部具备得10分，每缺少一项扣1分，10分扣完为止。
（需提供所购设备发票复印件，购置发票单位名称必须与家具
制造商名称一致，未提供或提供设备名称不相符或代开发票的
不得分。）

0-10 4 2 10 3

13/15



4 商务
资信

质量合格保证（检测报告）
1、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产品全项目抽样检测报告，包含学习
桌、学习椅（或书椅）、工作位办公桌、办公椅；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4分。
2、家具制造商提供由（CMA资质）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2021年1月1日以来原材料或部件检测报告，包含饰面刨花
板、塑料件、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封边条、压铸铝合金、热
熔胶、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
导轨、海绵、布；
（1）饰面刨花板：检验依据GB18580-2017及GB18584-
2001标准，甲醛释放量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HJ571-
2010标准，TVOC符合技术要求；
（2）塑料件：检验依据GB/T32487-2016标准，邵氏硬度、
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3）热固性粉末喷涂钢管：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
金属喷漆（塑）涂层-耐腐蚀性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金属喷涂层（硬度、附着力、抗盐雾）
符合技术要求；
（4）封边条：检验依据QB/T4463-2013标准，甲醛释放量、
可迁移元素（可溶性重金属）均符合技术要求；
（5）压铸铝合金：检验依据GB/T3325-2017标准，金属喷漆
（塑）涂层理化（耐腐蚀）符合技术要求；
（6）热熔胶：检验依据GB18583-2008标准，总挥发性有机
物符合技术要求；
（7）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铰链：检验依据QB/T2189-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8）耐久性12万次缓冲阻尼导轨：检验依据QB/T2454-2013
标准，耐久性、耐腐蚀性均符合技术要求。检验依据
QB/T4767-2014标准，外观冲压件、铆接件、紧固件均符合技
术要求；
（9）海绵：检验依据QB/T2280-2016标准，甲醛释放量符合
技术要求。检验依据QB/T1952.1-2012及GB17927.1-2011标
准，抗引燃特性符合技术要求；
（10）布：检验依据GB/T2912.1-2009、GB/T7573-2009及
QB/T1952.2-2011标准，甲醛释放量及PH均符合技术要求.
备注：上述报告每提供一份得1分，最高得10分。

0-14 12 11 14 10

5 技术

技术指标
根据所投产品技术指标与招标文件要求的响应程度，完全响应
的得14分，带“★”的技术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2分，其他技术
参数每负偏离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备注：未按照技术参数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不符合或未有或
缺少标识的检测报告的，均视作技术参数不满足即负偏离。

0-14 14 14 14 14

6 技术

售后服务
1.服务机构：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包括本
地化服务能力、响应时间、质保期等）进行评分，满分4分；
2.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五星级认证证
书且具有2名及以上高级管理师的得2分。
（投标文件中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0-6 5 5 4 4

7 商务
资信

绿色节能产品
投标产品获得节能产品或绿色产品认证的加1分。
投标产品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加1分。

0-2 2 2 2 2

8 技术

样品质量（样品必须与供货实物一致）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供样品的工艺、结构、材质、样品的款
式符合性、外观、舒适性、实用性进行打分。
1、外观部分：外观设计风格、形状符合度（尺寸是否符合采
购文件要求；有无明显色差；产品是否清洁无污迹；产品表面
漆膜是否有皱皮、发粘和漏漆、流挂现象；金属管件有无脱
焊、虚焊、焊穿；其它部位有无缺口和毛刺等）。满分5分 
2、质量部分：牢固与稳定（用力是否变形等）；手感（木质
材料厚度等）；线型是否流畅；气味情况（有无异味）。满分
7分 
3、材质部分：根据材质选择及适用性情况（板材的平整；铝
材、钢材的厚度）。满分6分 
注：不带样品、少带样品或缺样品均不得分。

0-18 11 12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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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70 54 48 62 48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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