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技术商务资信评分明细 （吕斌）（吕斌） 

项目名称:  江山市大溪滩小学专用教室设备及办公桌椅项目（JSS2022D040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江山科达
家居有限
公司

江山市名
流家俬有
限公司

浙江灿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 技术

业绩案例(3分）
2019年1月以来实施过类似政府采购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
本项最高得3分。投标人须提供项目采购公告网站截图、链接及合同原
件扫描件，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0-3 3 0 2

2 技术

参数偏离情况（3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货物规格型号、详细配置、外观造型、主要技术参
数、等产品技术响应性，完全符合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36分。
标“▲”作为实质性参数，如有不符合作废标处理；标“★”技术指标，如出
现不符合或负偏离，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凡不符合招标要求的配
置和技术参数允许范围内的都视为负偏离，其它技术指标，不符合每一
项扣0.5分。

0-36 36 36 36

3 技术

项目实施方案（4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含项目组成员实力、人员安
排、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进度保障措施、项目质量保障措施等内容酌情
给分，内容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
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5 3.5

4 技术

质量保障（4分）
根据投标人生产制造工艺、质量控制、保证措施等内容酌情给分，内容
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分，方案全面
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5 3.5

5 技术

成品检测（6分）
提供投标人或生产厂家2021年1月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日止的成品
产品：学生桌、办公桌、办公书柜、教师办公桌连高柜、会议室会议
桌、书包柜、六边形钢木电脑桌、电脑教室凳子、资料柜、心理沙盘、
团体活动桌椅、音乐器材柜的成品检测报告，每提供1个检测报告扫描
件得0.5分，本项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备注： 投标时出具的检测
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网站可查询。

0-6 6 3 0.5

6.1 技术

售后服务体系（4分）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的范围和完善程度（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
准，本地售后网点分布、人员配备，故障响应修复时间保障措施）酌情
打分。内容完整详实得基本分3分，售后服务更利于采购单位的且合理
的加1分，不提供不得分。

0-4 3 3 3

6.2 技术

维 修（2分）
针对在本项目是否具有详细的维修方案、有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酌情打
分，内容齐全得基本分1.5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0.5分，不提供不得
分。

0-2 1.5 1.5 1.5

6.3 技术
售 后（4分）
本项目所有货物质保期为5年。除要求的售后质保年限外，承诺投标产
品质保期每额外增加一年加1分，最多得4分。

0-4 4 4 4

合计 0-63 60.5 54.5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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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王燕） 

项目名称:  江山市大溪滩小学专用教室设备及办公桌椅项目（JSS2022D040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江山科达
家居有限
公司

江山市名
流家俬有
限公司

浙江灿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 技术

业绩案例(3分）
2019年1月以来实施过类似政府采购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
本项最高得3分。投标人须提供项目采购公告网站截图、链接及合同原
件扫描件，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0-3 3 0 2

2 技术

参数偏离情况（3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货物规格型号、详细配置、外观造型、主要技术参
数、等产品技术响应性，完全符合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36分。
标“▲”作为实质性参数，如有不符合作废标处理；标“★”技术指标，如出
现不符合或负偏离，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凡不符合招标要求的配
置和技术参数允许范围内的都视为负偏离，其它技术指标，不符合每一
项扣0.5分。

0-36 36 36 36

3 技术

项目实施方案（4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含项目组成员实力、人员安
排、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进度保障措施、项目质量保障措施等内容酌情
给分，内容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
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 3

4 技术

质量保障（4分）
根据投标人生产制造工艺、质量控制、保证措施等内容酌情给分，内容
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分，方案全面
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 3 3

5 技术

成品检测（6分）
提供投标人或生产厂家2021年1月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日止的成品
产品：学生桌、办公桌、办公书柜、教师办公桌连高柜、会议室会议
桌、书包柜、六边形钢木电脑桌、电脑教室凳子、资料柜、心理沙盘、
团体活动桌椅、音乐器材柜的成品检测报告，每提供1个检测报告扫描
件得0.5分，本项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备注： 投标时出具的检测
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网站可查询。

0-6 6 3 0.5

6.1 技术

售后服务体系（4分）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的范围和完善程度（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
准，本地售后网点分布、人员配备，故障响应修复时间保障措施）酌情
打分。内容完整详实得基本分3分，售后服务更利于采购单位的且合理
的加1分，不提供不得分。

0-4 4 3.5 3

6.2 技术

维 修（2分）
针对在本项目是否具有详细的维修方案、有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酌情打
分，内容齐全得基本分1.5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0.5分，不提供不得
分。

0-2 1.5 1.5 1.5

6.3 技术
售 后（4分）
本项目所有货物质保期为5年。除要求的售后质保年限外，承诺投标产
品质保期每额外增加一年加1分，最多得4分。

0-4 4 4 4

合计 0-63 61 5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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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娟）（徐小娟） 

项目名称:  江山市大溪滩小学专用教室设备及办公桌椅项目（JSS2022D040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江山科达
家居有限
公司

江山市名
流家俬有
限公司

浙江灿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 技术

业绩案例(3分）
2019年1月以来实施过类似政府采购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
本项最高得3分。投标人须提供项目采购公告网站截图、链接及合同原
件扫描件，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0-3 3 0 2

2 技术

参数偏离情况（3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货物规格型号、详细配置、外观造型、主要技术参
数、等产品技术响应性，完全符合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36分。
标“▲”作为实质性参数，如有不符合作废标处理；标“★”技术指标，如出
现不符合或负偏离，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凡不符合招标要求的配
置和技术参数允许范围内的都视为负偏离，其它技术指标，不符合每一
项扣0.5分。

0-36 36 36 36

3 技术

项目实施方案（4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含项目组成员实力、人员安
排、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进度保障措施、项目质量保障措施等内容酌情
给分，内容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
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5 3

4 技术

质量保障（4分）
根据投标人生产制造工艺、质量控制、保证措施等内容酌情给分，内容
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分，方案全面
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5 3

5 技术

成品检测（6分）
提供投标人或生产厂家2021年1月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日止的成品
产品：学生桌、办公桌、办公书柜、教师办公桌连高柜、会议室会议
桌、书包柜、六边形钢木电脑桌、电脑教室凳子、资料柜、心理沙盘、
团体活动桌椅、音乐器材柜的成品检测报告，每提供1个检测报告扫描
件得0.5分，本项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备注： 投标时出具的检测
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网站可查询。

0-6 6 3 0.5

6.1 技术

售后服务体系（4分）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的范围和完善程度（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
准，本地售后网点分布、人员配备，故障响应修复时间保障措施）酌情
打分。内容完整详实得基本分3分，售后服务更利于采购单位的且合理
的加1分，不提供不得分。

0-4 3 3 3

6.2 技术

维 修（2分）
针对在本项目是否具有详细的维修方案、有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酌情打
分，内容齐全得基本分1.5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0.5分，不提供不得
分。

0-2 1.5 1.5 1.5

6.3 技术
售 后（4分）
本项目所有货物质保期为5年。除要求的售后质保年限外，承诺投标产
品质保期每额外增加一年加1分，最多得4分。

0-4 4 4 4

合计 0-63 60.5 54.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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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剑）（徐小剑） 

项目名称:  江山市大溪滩小学专用教室设备及办公桌椅项目（JSS2022D040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江山科达
家居有限
公司

江山市名
流家俬有
限公司

浙江灿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 技术

业绩案例(3分）
2019年1月以来实施过类似政府采购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
本项最高得3分。投标人须提供项目采购公告网站截图、链接及合同原
件扫描件，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0-3 3 0 2

2 技术

参数偏离情况（3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货物规格型号、详细配置、外观造型、主要技术参
数、等产品技术响应性，完全符合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36分。
标“▲”作为实质性参数，如有不符合作废标处理；标“★”技术指标，如出
现不符合或负偏离，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凡不符合招标要求的配
置和技术参数允许范围内的都视为负偏离，其它技术指标，不符合每一
项扣0.5分。

0-36 36 36 36

3 技术

项目实施方案（4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含项目组成员实力、人员安
排、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进度保障措施、项目质量保障措施等内容酌情
给分，内容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
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 3 3

4 技术

质量保障（4分）
根据投标人生产制造工艺、质量控制、保证措施等内容酌情给分，内容
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分，方案全面
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 3 3

5 技术

成品检测（6分）
提供投标人或生产厂家2021年1月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日止的成品
产品：学生桌、办公桌、办公书柜、教师办公桌连高柜、会议室会议
桌、书包柜、六边形钢木电脑桌、电脑教室凳子、资料柜、心理沙盘、
团体活动桌椅、音乐器材柜的成品检测报告，每提供1个检测报告扫描
件得0.5分，本项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备注： 投标时出具的检测
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网站可查询。

0-6 6 3 0.5

6.1 技术

售后服务体系（4分）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的范围和完善程度（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
准，本地售后网点分布、人员配备，故障响应修复时间保障措施）酌情
打分。内容完整详实得基本分3分，售后服务更利于采购单位的且合理
的加1分，不提供不得分。

0-4 4 4 4

6.2 技术

维 修（2分）
针对在本项目是否具有详细的维修方案、有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酌情打
分，内容齐全得基本分1.5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0.5分，不提供不得
分。

0-2 2 2 2

6.3 技术
售 后（4分）
本项目所有货物质保期为5年。除要求的售后质保年限外，承诺投标产
品质保期每额外增加一年加1分，最多得4分。

0-4 4 4 4

合计 0-63 61 55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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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漓）（宋漓） 

项目名称:  江山市大溪滩小学专用教室设备及办公桌椅项目（JSS2022D040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江山科达
家居有限
公司

江山市名
流家俬有
限公司

浙江灿辰
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 技术

业绩案例(3分）
2019年1月以来实施过类似政府采购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案例得1分。
本项最高得3分。投标人须提供项目采购公告网站截图、链接及合同原
件扫描件，提供不全的不得分。

0-3 3 0 2

2 技术

参数偏离情况（36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货物规格型号、详细配置、外观造型、主要技术参
数、等产品技术响应性，完全符合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的得36分。
标“▲”作为实质性参数，如有不符合作废标处理；标“★”技术指标，如出
现不符合或负偏离，每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凡不符合招标要求的配
置和技术参数允许范围内的都视为负偏离，其它技术指标，不符合每一
项扣0.5分。

0-36 36 36 36

3 技术

项目实施方案（4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含项目组成员实力、人员安
排、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进度保障措施、项目质量保障措施等内容酌情
给分，内容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
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5 3.5

4 技术

质量保障（4分）
根据投标人生产制造工艺、质量控制、保证措施等内容酌情给分，内容
齐全的得基本分3分，在这基础上方案比较全面合理加0.5分，方案全面
合理的加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0-4 3.5 3.5 3

5 技术

成品检测（6分）
提供投标人或生产厂家2021年1月起至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日止的成品
产品：学生桌、办公桌、办公书柜、教师办公桌连高柜、会议室会议
桌、书包柜、六边形钢木电脑桌、电脑教室凳子、资料柜、心理沙盘、
团体活动桌椅、音乐器材柜的成品检测报告，每提供1个检测报告扫描
件得0.5分，本项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备注： 投标时出具的检测
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网站可查询。

0-6 6 3 0.5

6.1 技术

售后服务体系（4分）
根据售后服务承诺的范围和完善程度（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
准，本地售后网点分布、人员配备，故障响应修复时间保障措施）酌情
打分。内容完整详实得基本分3分，售后服务更利于采购单位的且合理
的加1分，不提供不得分。

0-4 3 3 3

6.2 技术

维 修（2分）
针对在本项目是否具有详细的维修方案、有相应的应急预案进行酌情打
分，内容齐全得基本分1.5分，方案全面合理的加0.5分，不提供不得
分。

0-2 1.5 1.5 1.5

6.3 技术
售 后（4分）
本项目所有货物质保期为5年。除要求的售后质保年限外，承诺投标产
品质保期每额外增加一年加1分，最多得4分。

0-4 4 4 4

合计 0-63 60.5 54.5 53.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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