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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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场乡居家养老服务项目（HZTC-(Z)202200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长兴和康
养老服务
发展中心

浙江普康
智慧养老
产业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
墅区康养
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1 技术

1、针对本项目的近期、远期服务内容、规划相对清晰、具体，可执行
的得15分；针对本项目的近期、远期服务内容、规划层次模糊、不具
体，执行有难度的每处扣1-2分；扣完为止。
2、明确项目进度安排，时间节点明确，任务分解清晰具体的得10分；
项目进度安排，时间节点不明确，任务分解含糊不清的每处扣1-2分；
扣完为止。
3、服务方案的先后、主次安排逻辑合理，有效回应项目需求，能体现
专业能力、关键技术和创新性。方案完整，主次分明，安排合理的得10
分；方案制定有欠缺的每处扣1-2分；扣完为止。
4、服务方案回应所有项目服务需求类别无缺漏的得10分。每缺一项扣2
分，扣完为止。不提供不得分。
5、应急实施方案(临时突发性特殊、紧急事件等服务项目)，方案科学、
合理、有效解决应急事件的得10分；方案制定有缺陷的每处扣1-2分；
扣完为止。
6、供应商针对项目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服务的难点、要点等问题进行
调查剖析0-1分；并针对性地提出克服难点和要点技术措施0-2 分。 本项
最高得3分。
7、与采购人的配合：0-2分。
以上1-7项方案未提供不得分。

0-60 54 52 24

2 商务
资信

1、服务承诺：服务方案全面周到的得7分，服务方案不全面的每处扣1
分；扣完为止。
2、供应商每提出一个对采购项目有实质建设性作用的承诺得1分，最高
得3分。（0-3分）
3、安全事故责任承诺书。供应商承诺服务期内所发生一切安全事故由
供应商负责的承诺书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以上1-3项承诺不提供的不得分。

0-13 12 12 9

3 商务
资信

1、人员配置齐全、岗位分工完整，能很好的分工协调项目实施事宜的
得5分，专业配置不齐全、岗位分工不明确、不完整每处扣1分，扣完为
止。
2、拟派项目成员中具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健康管理师证、养老
护理员证、心理咨询师证的，每提供1个得2分，以上证书不重复计分，
最高得8分。
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最近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由供应商缴纳的社保证
明加盖供应商公章或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劳务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
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0-13 13 13 5

4 商务
资信

评委根据供应商2019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提供的类似
合同（养老服务外包项目）进行评定：
供应商每提供1个得0.5分，最多得1分。
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1 1 1 0.5

5 商务
资信

供应商或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中曾获得过养老相关荣誉，获得国家级荣
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得2分，获得市级荣誉的得1分。
提供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0-3 3 3 0

合计 0-90 83 81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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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场乡居家养老服务项目（HZTC-(Z)202200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长兴和康
养老服务
发展中心

浙江普康
智慧养老
产业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
墅区康养
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1 技术

1、针对本项目的近期、远期服务内容、规划相对清晰、具体，可执行
的得15分；针对本项目的近期、远期服务内容、规划层次模糊、不具
体，执行有难度的每处扣1-2分；扣完为止。
2、明确项目进度安排，时间节点明确，任务分解清晰具体的得10分；
项目进度安排，时间节点不明确，任务分解含糊不清的每处扣1-2分；
扣完为止。
3、服务方案的先后、主次安排逻辑合理，有效回应项目需求，能体现
专业能力、关键技术和创新性。方案完整，主次分明，安排合理的得10
分；方案制定有欠缺的每处扣1-2分；扣完为止。
4、服务方案回应所有项目服务需求类别无缺漏的得10分。每缺一项扣2
分，扣完为止。不提供不得分。
5、应急实施方案(临时突发性特殊、紧急事件等服务项目)，方案科学、
合理、有效解决应急事件的得10分；方案制定有缺陷的每处扣1-2分；
扣完为止。
6、供应商针对项目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服务的难点、要点等问题进行
调查剖析0-1分；并针对性地提出克服难点和要点技术措施0-2 分。 本项
最高得3分。
7、与采购人的配合：0-2分。
以上1-7项方案未提供不得分。

0-60 55 53 45

2 商务
资信

1、服务承诺：服务方案全面周到的得7分，服务方案不全面的每处扣1
分；扣完为止。
2、供应商每提出一个对采购项目有实质建设性作用的承诺得1分，最高
得3分。（0-3分）
3、安全事故责任承诺书。供应商承诺服务期内所发生一切安全事故由
供应商负责的承诺书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以上1-3项承诺不提供的不得分。

0-13 13 11 8

3 商务
资信

1、人员配置齐全、岗位分工完整，能很好的分工协调项目实施事宜的
得5分，专业配置不齐全、岗位分工不明确、不完整每处扣1分，扣完为
止。
2、拟派项目成员中具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健康管理师证、养老
护理员证、心理咨询师证的，每提供1个得2分，以上证书不重复计分，
最高得8分。
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最近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由供应商缴纳的社保证
明加盖供应商公章或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劳务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
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0-13 12 10 4

4 商务
资信

评委根据供应商2019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提供的类似
合同（养老服务外包项目）进行评定：
供应商每提供1个得0.5分，最多得1分。
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1 1 1 0.5

5 商务
资信

供应商或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中曾获得过养老相关荣誉，获得国家级荣
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得2分，获得市级荣誉的得1分。
提供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0-3 3 3 0

合计 0-90 84 78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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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场乡居家养老服务项目（HZTC-(Z)2022003）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长兴和康
养老服务
发展中心

浙江普康
智慧养老
产业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市拱
墅区康养
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1 技术

1、针对本项目的近期、远期服务内容、规划相对清晰、具体，可执行
的得15分；针对本项目的近期、远期服务内容、规划层次模糊、不具
体，执行有难度的每处扣1-2分；扣完为止。
2、明确项目进度安排，时间节点明确，任务分解清晰具体的得10分；
项目进度安排，时间节点不明确，任务分解含糊不清的每处扣1-2分；
扣完为止。
3、服务方案的先后、主次安排逻辑合理，有效回应项目需求，能体现
专业能力、关键技术和创新性。方案完整，主次分明，安排合理的得10
分；方案制定有欠缺的每处扣1-2分；扣完为止。
4、服务方案回应所有项目服务需求类别无缺漏的得10分。每缺一项扣2
分，扣完为止。不提供不得分。
5、应急实施方案(临时突发性特殊、紧急事件等服务项目)，方案科学、
合理、有效解决应急事件的得10分；方案制定有缺陷的每处扣1-2分；
扣完为止。
6、供应商针对项目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服务的难点、要点等问题进行
调查剖析0-1分；并针对性地提出克服难点和要点技术措施0-2 分。 本项
最高得3分。
7、与采购人的配合：0-2分。
以上1-7项方案未提供不得分。

0-60 50 48 30

2 商务
资信

1、服务承诺：服务方案全面周到的得7分，服务方案不全面的每处扣1
分；扣完为止。
2、供应商每提出一个对采购项目有实质建设性作用的承诺得1分，最高
得3分。（0-3分）
3、安全事故责任承诺书。供应商承诺服务期内所发生一切安全事故由
供应商负责的承诺书得3分，不提供不得分。
以上1-3项承诺不提供的不得分。

0-13 12 11 3

3 商务
资信

1、人员配置齐全、岗位分工完整，能很好的分工协调项目实施事宜的
得5分，专业配置不齐全、岗位分工不明确、不完整每处扣1分，扣完为
止。
2、拟派项目成员中具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健康管理师证、养老
护理员证、心理咨询师证的，每提供1个得2分，以上证书不重复计分，
最高得8分。
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最近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由供应商缴纳的社保证
明加盖供应商公章或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及劳务合同复印件加盖供应商
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0-13 13 13 5

4 商务
资信

评委根据供应商2019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提供的类似
合同（养老服务外包项目）进行评定：
供应商每提供1个得0.5分，最多得1分。
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0-1 1 1 0.5

5 商务
资信

供应商或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中曾获得过养老相关荣誉，获得国家级荣
誉的得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得2分，获得市级荣誉的得1分。
提供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0-3 3 3 0

合计 0-90 79 76 38.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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