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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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
假日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浙江
精诚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海外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和平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国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市瓯
之旅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幸福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温州
跟我
走国
际旅
行社
有限
公司

温州
嘉顺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中国
国旅
（宁
波）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4 13 12 11 12 13 13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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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3 14 10 11 12 12 12 12 12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
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3 12 13 12 12 13 12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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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1 13 10 12 11 13 14 12 11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
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制定的方案
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
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
（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
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0-2）等
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4 5 6 6 4 4 4 4 4 4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
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参观学习、
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
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
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
排中如何贯彻、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
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4 2 2 3 3 3 3 3 2 3 3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
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
条件，不得分）。

0-2 2 2 2 2 2 2 2 2 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
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各项资
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
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操作性性强得3.0-
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
资源的能力较强，可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
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
力差，可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 2 3 2 2 2 2 2 2 2.5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
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以上导游证
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
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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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
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5 2.5 3 4 3 3 3 3 3 3 3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
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
得1.0-0分。

0-5 3 3 4 3 3 3 3 3 3 3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
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
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
性的得1.0-0分。

0-5 3 3 4 3 3 3 3 3 3 3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
（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
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
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
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 3 3 3 3.5 3.5 3 3 2.5 2.5

合计 0-10072.5 77 84 73 72.5 73.5 77 76 72.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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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  2022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温州青旅
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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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
制定的方案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
排）方案（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安排（0-2）等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4.5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
参观学习、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
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排中如何贯彻、
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
性强的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
对性的得1.4-0分。

0-4 3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0-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
各项资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
操作性性强得3.0-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较强，可
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差，可
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
以上导游证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
得分）

0-3 3

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
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5 3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
案）。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
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
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
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
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
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

合计 0-100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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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
假日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浙江
精诚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海外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和平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国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市瓯
之旅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幸福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温州
跟我
走国
际旅
行社
有限
公司

温州
嘉顺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中国
国旅
（宁
波）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12.5 14 14 13 13.5 13 12.5 13 10

7/31



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4 13 14 11.5 14 12.5 11.5 12.5 13 10.5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
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5 12 14 12.5 13 13 12.5 12.5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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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8 13 14 12 13 12 13.5 13.5 13.5 12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
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制定的方案
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
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
（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
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0-2）等
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7.5 7 7.5 7 7.5 7 7 7 7.5 7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
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参观学习、
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
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
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
排中如何贯彻、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
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4 4 3 4 3.5 4 4 3.5 3 3.5 3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
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
条件，不得分）。

0-2 2 2 2 2 2 2 2 2 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
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各项资
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
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操作性性强得3.0-
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
资源的能力较强，可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
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
力差，可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3 2.5 3 2 3 2.5 2.5 2.5 2.5 2.5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
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以上导游证
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
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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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
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5 4.5 4 4.5 3 4 4 3.5 3.5 3.5 3.5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
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
得1.0-0分。

0-5 5 4 5 4.5 5 5 4 4 5 4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
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
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
性的得1.0-0分。

0-5 5 4 5 4.5 4.5 4.5 4.5 4.5 4.5 4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
（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
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
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
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5 3.5 4 3 4 4 3.5 3.5 4 3

合计 0-10092.8 83.5 94 82.5 90 87 84 84 88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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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温州青旅
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5

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5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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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4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
制定的方案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
排）方案（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安排（0-2）等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7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
参观学习、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
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排中如何贯彻、
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
性强的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
对性的得1.4-0分。

0-4 3.5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0-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
各项资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
操作性性强得3.0-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较强，可
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差，可
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5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
以上导游证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
得分）

0-3 3

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
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5 3.5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
案）。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
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
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
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
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
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

合计 0-100 88

                                                       

专家（签名）：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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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
假日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浙江
精诚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海外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和平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国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市瓯
之旅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幸福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温州
跟我
走国
际旅
行社
有限
公司

温州
嘉顺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中国
国旅
（宁
波）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1 12.9 13 12.7 11.2 12.5 12.6 12.9 11.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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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1.5 12.3 12.2 10.8 11.4 11.7 12.4 12.1 11.6 11.5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
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2.7 12.5 12.9 12.2 12.3 13 12.5 12.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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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3 12 12.5 11.3 12 12.3 13.2 13.5 12.3 11.4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
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制定的方案
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
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
（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
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0-2）等
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5 6.5 7.2 7 6 6 6.5 5.8 6 5.4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
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参观学习、
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
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
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
排中如何贯彻、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
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4 2.5 3 3.2 3.2 2.8 2.8 3.1 2.8 2.8 2.6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
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
条件，不得分）。

0-2 2 2 2 2 2 2 2 2 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
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各项资
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
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操作性性强得3.0-
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
资源的能力较强，可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
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
力差，可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 2.3 2.5 2.3 2.6 2.6 2.4 2.2 2.2 2.1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
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以上导游证
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
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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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
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5 4 4.1 4.2 4.1 4.2 4.2 4.1 4.2 4.2 4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
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
得1.0-0分。

0-5 4 4.3 4.3 4.2 4.3 4.3 4.2 4.3 4.3 4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
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
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
性的得1.0-0分。

0-5 4 4.3 4.3 4.2 4.3 4.3 4.2 4.1 4.2 4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
（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
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
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
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 4.3 4.4 4.1 4.4 4.2 4.4 4.3 4.5 4

合计 0-10078.4 83.7 85.3 81.8 80.4 82.2 85.1 83.7 80.7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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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温州青旅
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1

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7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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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3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
制定的方案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
排）方案（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安排（0-2）等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6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
参观学习、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
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排中如何贯彻、
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
性强的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
对性的得1.4-0分。

0-4 2.8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0-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
各项资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
操作性性强得3.0-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较强，可
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差，可
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1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
以上导游证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
得分）

0-3 3

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
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5 4.2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
案）。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
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
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2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
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2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
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
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4

合计 0-100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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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
假日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浙江
精诚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海外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和平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国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市瓯
之旅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幸福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温州
跟我
走国
际旅
行社
有限
公司

温州
嘉顺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中国
国旅
（宁
波）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3 13.3 12.4 12.5 11.6 12.5 12.7 12.7 11.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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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4 12.7 12.6 11.4 12 12.4 12.7 12.6 12.4 12.4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
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3 13 12.5 12.7 12.5 12.5 13.1 12.5 12.5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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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5 11.8 12.5 11.5 12.2 12.5 13.3 13.5 12.5 12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
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制定的方案
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
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
（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
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0-2）等
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6.4 6.4 7.2 6.4 7.2 6.4 6.4 6.4 6.4 6.4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
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参观学习、
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
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
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
排中如何贯彻、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
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4 3.2 3.5 3.5 3.5 3.5 3.5 3.2 3.2 3.2 3.2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
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
条件，不得分）。

0-2 2 2 2 2 2 2 2 2 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
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各项资
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
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操作性性强得3.0-
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
资源的能力较强，可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
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
力差，可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3 2.7 2.5 2.5 2.7 2.5 2.3 2.3 2.1 1.8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
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以上导游证
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
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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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
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5 4 4.5 4.5 4.2 4.5 4.2 4 4 4 4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
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
得1.0-0分。

0-5 4.2 4.5 4.5 4.5 4.5 4.2 4.2 4.2 4.2 4.2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
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
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
性的得1.0-0分。

0-5 4.2 4.5 4.5 4.5 4.5 4.2 4.2 4.2 4.2 4.2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
（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
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
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
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 4 4.2 4 4.5 4 3.5 3.8 3.5 3.5

合计 0-10082.8 85.9 85.9 82.7 84.7 83.9 84.6 84.4 81.6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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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温州青旅
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5

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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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2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
制定的方案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
排）方案（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安排（0-2）等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6.4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
参观学习、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
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排中如何贯彻、
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
性强的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
对性的得1.4-0分。

0-4 3.5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0-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
各项资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
操作性性强得3.0-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较强，可
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差，可
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7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
以上导游证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
得分）

0-3 3

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
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5 4.5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
案）。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
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
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2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
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2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
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
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5

合计 0-100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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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
假日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浙江
精诚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海外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和平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国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市瓯
之旅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温州
幸福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温州
跟我
走国
际旅
行社
有限
公司

温州
嘉顺
国际
旅游
有限
公司

中国
国旅
（宁
波）
国际
旅行
社有
限公
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0 12 12 12 10 10 10 10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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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1 12 11 12 11 11 11 11 10 10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
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0 10 11 11 10 10 11 10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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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
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车程时
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
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排）的合理性、适
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
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星级的资
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
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
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
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
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
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
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
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作为辅助
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
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
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9 11 10 10 9 9 10 11 9 9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
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制定的方案
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
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
（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
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0-2）等
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4 6 5 5 5 5 6 5 4 4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
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参观学习、
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
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
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
排中如何贯彻、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
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
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4 2 3.5 3.5 3.5 3.5 3 3 3 2 2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
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
条件，不得分）。

0-2 2 2 2 2 2 2 2 2 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
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各项资
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
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操作性性强得3.0-
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
资源的能力较强，可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
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
力差，可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 2.5 2.5 2.5 2.5 2.5 2.5 2.5 2 2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
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以上导游证
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
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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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
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
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
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0-5 3 3.5 4 3.5 4 3.5 4 3 3.5 2.5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
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
得1.0-0分。

0-5 3.5 4 4 4 3.5 3 3.5 3.5 3 3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
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
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
性的得1.0-0分。

0-5 4 4 4 4 4 4 4 4 3.5 4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
（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
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
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
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 3 3 3 3.5 3 4 3 2.5 3

合计 0-10066.5 76.5 75 75.5 71 69 74 71 61.5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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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州大学教职工疗休养服务（DLDL2022101）- 标项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温州青旅
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

1.1 商务
资信

对口援建城市-新疆拜城三飞8日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2 商务
资信

周边省市-安徽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3 商务
资信

浙江省内疗休养合作城市-宁波、舟山、台州市动车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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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商务
资信

温州地区-温州市域线5日疗休养策划方案：
1.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排）方案：根据总体出行线路安排（标明各景点档次、景点之间的
车程时间，当天出行路线安排、疗养期间的整体行程安排，住宿至各景点的路线行程安
排）的合理性、适用性、科学性等情况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
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
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
分。
2.酒店住宿安排方案（住宿安排须提供住宿点的具体星级等级，无挂牌的提供相当于同档次
星级的资料，如网评资料、相关主管单位评定资料等；同时提供酒店相关地理位置及住宿
点具体情况介绍及联系号码）与本项目疗休养特色的吻合程度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否覆
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
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
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3.根据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安排方案综合给分。（可提供相关图片、驾照、行驶证
作为辅助评审资料）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
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
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15 12

1.5 商务
资信

其他根据教职工特殊情况及需求所制定的特色（个性化）疗休养策划备选方案及建议（所
制定的方案须符合省、市相关职工疗休养政策要求）：
包括：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及疗休养组织形式建议（0-2）、路线安排（包括景点安
排）方案（0-2）、住宿（酒店或民宿等）安排方案（0-2）、餐标、旅游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安排（0-2）等情况，由评委根据方案详尽程度综合评分。

0-8 5

1.6 商务
资信

针对本项目职工疗休养需求的以休息休养为主，鼓励适当安排健康讲座、文体活动和就近
参观学习、乡村体验等活动，将疗休养活动与爱国主义教育、提升职工素质结合起来，结
合优先、鼓励选择开展疗休养活动地区，投标人提出在组织职工疗休养安排中如何贯彻、
融入本项目采购需求内容，并制定实施思路及方案，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
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
性强的4.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
对性的得1.4-0分。

0-4 3

2 商务
资信

对于疗养的保险承诺
1、旅行社责任险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2、旅行社意外险每人100万及以上得1分（不满足条件，不得分）。

0-2 2

3.1 商务
资信

1.项目负责人的专业素质、技术能力、经验等情况，是否具有类似项目经验，是否具有调动
各项资源的能力综合给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完整，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强，可
操作性性强得3.0-2.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一般，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较强，可
操作性性较强得2.0-1.1分；项目负责人经验丰富、结构欠缺，调动各项资源的能力差，可
操作性差，得1.0-0分。

0-3 2.5

3.2 商务
资信

2.拟投入的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中有中级及以下导游证的每个得0.5分，高级及
以上导游证的每个得1分，最高得3分。（提供证明材料及承诺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否则不
得分）

0-3 3

4 商务
资信

安全及服务质量保证
根据出发前、疗养中、回程情况相应的安全方面的承诺及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方案。根据
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
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5.0-3.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3.0-1.5分，方案不全面、
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4-0分。

0-5 3.5

5 商务
资信

应急预案
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等方案（含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疾病应急预
案）。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
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
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5

6 商务
资信

投诉处理
日常投诉处理详细方案及可行性情况综合打分。根据方案是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
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4

7 商务
资信

后续服务和特色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后续服务方案和本项目的增值（特色）服务方案综合给分。根据方案是
否覆盖全面、是否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打分：方案全面、合理，具可操作性
的、针对性强的3.0-2.1分，较全面、合理、针对性较强的2.0-1.1分，方案不全面、不合
理，不具针对性的得1.0-0分。

0-5 3

合计 0-100 78.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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