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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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化管理实训软件平台（ZJWSBJ-JD-202204C）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慕沙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噢科
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云予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质保期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每延长一年（所有均延长）得1
分，最高得3分，延长时间不足一年的不计入得分。 0-3 0 0 0

2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自2019年1月份以来类似的采购合同，每个有效业绩得1
分，最高得3分；（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 0-3 3 0 0

3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具有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每个得0.5
分，最高得1分。（提供证书复印件） 0-1 1 0 0

4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厂商获得类似相关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1
个得0.5分，最高得2分。（提供证书复印件） 0-2 1 0 0

5 技术

响应产品的基本功能、技术指标与需求的吻合程度和偏差情况（除▲以
外）：包括所响应产品的详细配置、主要技术参数、随机软件等，是否
能够满足投标文件要求。
全部满足或明显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得22分；低于技术要求（负偏离）的
每条扣2分，负偏离6项及以上的投标无效。

0-22 22 22 22

6 技术
根据响应产品性能及技术规格响应度打分（对产品的性能、市场使用程
度、成熟度、可靠性、产品的性价比等内容进行评分）。

0-4 2 1 1

7 技术
根据本项目特点制定的实施组织方案，包括项目实施组织安排、技术人
员配备、主要设备工具配备等。按照实施安排的合理性，科学性，专业
性及工具的完备程度等进行评分。

0-3 2 1 1

8 技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组实施人员专业人员素质、技术能力、专业分布、经
验等情况，数量是否充足，配置是否合理等，项目小组认证工程师资质
情况和其他有关资质证书等情况。（提供磋商响应供应商在职服务人员
社保证明材料和厂家参与项目技术团队资料）。

0-3 3 2 1

9 技术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及软件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案（包
括售后服务承诺和履约保证、售后服务范围）的优劣评价。

0-3 3 2 2

10 技术
培训计划内容合理性、详细程度，培训范围，实施计划的针对性。提供
针对此项目产品详细的培训计划，包含培训内容，课程，时间，地点，
培训人数等情况。

0-3 2 1 1

11 技术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给予采购人的各种优惠折扣率、力度，包括增加产
品功能、配置等。

0-3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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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

磋商响应供应商以U盘形式提供演示（演示环境必须是真实的软件使用/
运行环境，不允许PPT、静态页面等不成熟环境演示。未提供演示的投
标无效）
1.数字企业经营沙盘（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自由设置市场订单和经营规则，自由设置规则和订单，配置单独
的订单工具和规则工具,只要将生成的文件置于任意目录下并导入即可使
用。
（2）系统管理员端：权限管理：可对已经添加的教师赋予相应教学班
的授课权限，一个老师可以对应多个教学班，一个教学班也可以对应多
个教师。
（3）教师管理端：组间交易：教师对不同参训组之间的交易进行记录
并完成交易；排行榜单：可以选择每年的运行结果进行排序并公布结
果；订单详情：可以查询所有参训队伍每年所争取的订单情况；系统参
数：可以查询系统设置的教学规则及相应参数；教学班备份：教师可以
对本教学班的数据进行随时备份；
（4）教师管理端：查询每组经营数据： 教师可以选择用户信息并查询
各组各项经营信息，包括各公司运行时间，以及公司资料、库存采购信
息、研发认证信息、财务信息、厂房信息、生产信息。
（5）学生端：四季操作：四季任务启动与结束，当季开始，当季结
束，申请短贷，更新原料库，订购原料，购租厂房，新建生产线，在建
生产线，生产线转产、继续转产，出售生产线，开始生产，应收款更
新，按订单交货，产品研发，厂房处理，市场开拓，ISO投资，当年结
束，厂房贴现，紧急采购，出售库存，贴现，间谍（商业情报收集），
订单信息，查看市场预测。
2.创新创业模拟实训平台（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营销管理:生产方面（市场调研、竞争调研、客户调研等方面的分
享及报告）；市场营销策略方面（目标细分市场、产品卖点、促销方式
等）；销售策略方面（产品定价、市场促销途径、售后服务等）
（2）组织管理:营业场所（营业场地、资源、其他成本和工作等）；人
力资源(公司老板、培训、招聘、管理等)；法律咨询；
（3）财务管理：融资（银行贷款、朋友或家人借款、透支、销售股
权、赠款）；同银行打交道；预估（销售目标、预算、利润预测、现金
流预测等）；账目（簿记、收益与损失、现金周转、资产负债表、其他
测量）；信贷管理等
（4）软件的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相关参数：产品设计参数：品质、
个性、外形、造型参数均（0—100%），并随之生成产品成本
（5）软件的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相关参数：产品销售方式参数：产
品卖点选项、目标市场选项、广告方式及所耗资金、代理等；
3.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综合模拟软件（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
分。
（1）教师端可设置每期实训时间以及算分权重，要求学生基于案例背
景、统计等相关信息，进行数理模拟量化实施，具体要求进行几个周期
的模拟实训，可由教师确定。
（2）凸显人力资源管理的属性：每期模拟结束后的评分体系中，学生
端可看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因素评分占到65%，(包括：人力资源规划
20%、绩效管理10%、薪酬管理10%、招聘10%、训与开发10%、员工
关系5%)；企业成长评分占10%，利润评分占25%。
（3）背景案例须包含案例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其他宏观信息，以
便于学生进行决策，每期结束可以自动生成薪酬报告并显示10到90分位
值，需提供多种类型案例。
（4）教师端可以一次性导入学生信息，学生信息可以设置学号、学生
姓名等真实信息。
（5）实验过程中，教师账号可以建立若干个班级，方便教师教学数据
管理。
4.智慧供应链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智慧物流中心认知：要求对智能搬运机器人、工作站台、无人叉
车等设备进行WCS配置管理。
（2）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入库作业任务：要求入库货物箱子规格至少包
括：430X320X300；310X240X230；600X400X500；370X240X270；
480X380X360；400X300X260；340X250X280；440X270X250mm。
（3）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入库作业任务：要求使用WCS系统确定商品入
库完成。
（4）智慧物流中心商品补货作业任务：要求智能补货工位不少于3个。
（5）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出库作业任务：要求大件商品与小件商品分离
出库。

0-20 15 11 12

合计 0-70 56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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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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化管理实训软件平台（ZJWSBJ-JD-202204C）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慕沙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噢科
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云予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质保期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每延长一年（所有均延长）得1
分，最高得3分，延长时间不足一年的不计入得分。 0-3 0 0 0

2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自2019年1月份以来类似的采购合同，每个有效业绩得1
分，最高得3分；（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 0-3 3 0 0

3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具有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每个得0.5
分，最高得1分。（提供证书复印件） 0-1 1 0 0

4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厂商获得类似相关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1
个得0.5分，最高得2分。（提供证书复印件） 0-2 1 0 0

5 技术

响应产品的基本功能、技术指标与需求的吻合程度和偏差情况（除▲以
外）：包括所响应产品的详细配置、主要技术参数、随机软件等，是否
能够满足投标文件要求。
全部满足或明显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得22分；低于技术要求（负偏离）的
每条扣2分，负偏离6项及以上的投标无效。

0-22 22 22 22

6 技术
根据响应产品性能及技术规格响应度打分（对产品的性能、市场使用程
度、成熟度、可靠性、产品的性价比等内容进行评分）。

0-4 3 2 2

7 技术
根据本项目特点制定的实施组织方案，包括项目实施组织安排、技术人
员配备、主要设备工具配备等。按照实施安排的合理性，科学性，专业
性及工具的完备程度等进行评分。

0-3 2 1 1

8 技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组实施人员专业人员素质、技术能力、专业分布、经
验等情况，数量是否充足，配置是否合理等，项目小组认证工程师资质
情况和其他有关资质证书等情况。（提供磋商响应供应商在职服务人员
社保证明材料和厂家参与项目技术团队资料）。

0-3 3 2 1

9 技术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及软件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案（包
括售后服务承诺和履约保证、售后服务范围）的优劣评价。

0-3 2 1 1

10 技术
培训计划内容合理性、详细程度，培训范围，实施计划的针对性。提供
针对此项目产品详细的培训计划，包含培训内容，课程，时间，地点，
培训人数等情况。

0-3 2 1 1

11 技术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给予采购人的各种优惠折扣率、力度，包括增加产
品功能、配置等。

0-3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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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

磋商响应供应商以U盘形式提供演示（演示环境必须是真实的软件使用/
运行环境，不允许PPT、静态页面等不成熟环境演示。未提供演示的投
标无效）
1.数字企业经营沙盘（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自由设置市场订单和经营规则，自由设置规则和订单，配置单独
的订单工具和规则工具,只要将生成的文件置于任意目录下并导入即可使
用。
（2）系统管理员端：权限管理：可对已经添加的教师赋予相应教学班
的授课权限，一个老师可以对应多个教学班，一个教学班也可以对应多
个教师。
（3）教师管理端：组间交易：教师对不同参训组之间的交易进行记录
并完成交易；排行榜单：可以选择每年的运行结果进行排序并公布结
果；订单详情：可以查询所有参训队伍每年所争取的订单情况；系统参
数：可以查询系统设置的教学规则及相应参数；教学班备份：教师可以
对本教学班的数据进行随时备份；
（4）教师管理端：查询每组经营数据： 教师可以选择用户信息并查询
各组各项经营信息，包括各公司运行时间，以及公司资料、库存采购信
息、研发认证信息、财务信息、厂房信息、生产信息。
（5）学生端：四季操作：四季任务启动与结束，当季开始，当季结
束，申请短贷，更新原料库，订购原料，购租厂房，新建生产线，在建
生产线，生产线转产、继续转产，出售生产线，开始生产，应收款更
新，按订单交货，产品研发，厂房处理，市场开拓，ISO投资，当年结
束，厂房贴现，紧急采购，出售库存，贴现，间谍（商业情报收集），
订单信息，查看市场预测。
2.创新创业模拟实训平台（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营销管理:生产方面（市场调研、竞争调研、客户调研等方面的分
享及报告）；市场营销策略方面（目标细分市场、产品卖点、促销方式
等）；销售策略方面（产品定价、市场促销途径、售后服务等）
（2）组织管理:营业场所（营业场地、资源、其他成本和工作等）；人
力资源(公司老板、培训、招聘、管理等)；法律咨询；
（3）财务管理：融资（银行贷款、朋友或家人借款、透支、销售股
权、赠款）；同银行打交道；预估（销售目标、预算、利润预测、现金
流预测等）；账目（簿记、收益与损失、现金周转、资产负债表、其他
测量）；信贷管理等
（4）软件的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相关参数：产品设计参数：品质、
个性、外形、造型参数均（0—100%），并随之生成产品成本
（5）软件的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相关参数：产品销售方式参数：产
品卖点选项、目标市场选项、广告方式及所耗资金、代理等；
3.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综合模拟软件（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
分。
（1）教师端可设置每期实训时间以及算分权重，要求学生基于案例背
景、统计等相关信息，进行数理模拟量化实施，具体要求进行几个周期
的模拟实训，可由教师确定。
（2）凸显人力资源管理的属性：每期模拟结束后的评分体系中，学生
端可看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因素评分占到65%，(包括：人力资源规划
20%、绩效管理10%、薪酬管理10%、招聘10%、训与开发10%、员工
关系5%)；企业成长评分占10%，利润评分占25%。
（3）背景案例须包含案例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其他宏观信息，以
便于学生进行决策，每期结束可以自动生成薪酬报告并显示10到90分位
值，需提供多种类型案例。
（4）教师端可以一次性导入学生信息，学生信息可以设置学号、学生
姓名等真实信息。
（5）实验过程中，教师账号可以建立若干个班级，方便教师教学数据
管理。
4.智慧供应链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智慧物流中心认知：要求对智能搬运机器人、工作站台、无人叉
车等设备进行WCS配置管理。
（2）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入库作业任务：要求入库货物箱子规格至少包
括：430X320X300；310X240X230；600X400X500；370X240X270；
480X380X360；400X300X260；340X250X280；440X270X250mm。
（3）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入库作业任务：要求使用WCS系统确定商品入
库完成。
（4）智慧物流中心商品补货作业任务：要求智能补货工位不少于3个。
（5）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出库作业任务：要求大件商品与小件商品分离
出库。

0-20 15 11 12

合计 0-70 56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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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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化管理实训软件平台（ZJWSBJ-JD-202204C）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慕沙
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噢科
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云予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质保期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每延长一年（所有均延长）得1
分，最高得3分，延长时间不足一年的不计入得分。 0-3 0 0 0

2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自2019年1月份以来类似的采购合同，每个有效业绩得1
分，最高得3分；（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 0-3 3 0 0

3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具有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每个得0.5
分，最高得1分。（提供证书复印件） 0-1 1 0 0

4 商务
资信

磋商响应供应商或所投产品厂商获得类似相关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1
个得0.5分，最高得2分。（提供证书复印件） 0-2 1 0 0

5 技术

响应产品的基本功能、技术指标与需求的吻合程度和偏差情况（除▲以
外）：包括所响应产品的详细配置、主要技术参数、随机软件等，是否
能够满足投标文件要求。
全部满足或明显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得22分；低于技术要求（负偏离）的
每条扣2分，负偏离6项及以上的投标无效。

0-22 22 22 22

6 技术
根据响应产品性能及技术规格响应度打分（对产品的性能、市场使用程
度、成熟度、可靠性、产品的性价比等内容进行评分）。

0-4 3.5 3 3

7 技术
根据本项目特点制定的实施组织方案，包括项目实施组织安排、技术人
员配备、主要设备工具配备等。按照实施安排的合理性，科学性，专业
性及工具的完备程度等进行评分。

0-3 2.5 2 2

8 技术

项目负责人、项目组实施人员专业人员素质、技术能力、专业分布、经
验等情况，数量是否充足，配置是否合理等，项目小组认证工程师资质
情况和其他有关资质证书等情况。（提供磋商响应供应商在职服务人员
社保证明材料和厂家参与项目技术团队资料）。

0-3 2.5 2 1.5

9 技术
根据磋商响应供应商及软件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案（包
括售后服务承诺和履约保证、售后服务范围）的优劣评价。

0-3 2.5 2 2.5

10 技术
培训计划内容合理性、详细程度，培训范围，实施计划的针对性。提供
针对此项目产品详细的培训计划，包含培训内容，课程，时间，地点，
培训人数等情况。

0-3 2.5 2 2

11 技术
磋商响应供应商承诺给予采购人的各种优惠折扣率、力度，包括增加产
品功能、配置等。

0-3 1.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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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

磋商响应供应商以U盘形式提供演示（演示环境必须是真实的软件使用/
运行环境，不允许PPT、静态页面等不成熟环境演示。未提供演示的投
标无效）
1.数字企业经营沙盘（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自由设置市场订单和经营规则，自由设置规则和订单，配置单独
的订单工具和规则工具,只要将生成的文件置于任意目录下并导入即可使
用。
（2）系统管理员端：权限管理：可对已经添加的教师赋予相应教学班
的授课权限，一个老师可以对应多个教学班，一个教学班也可以对应多
个教师。
（3）教师管理端：组间交易：教师对不同参训组之间的交易进行记录
并完成交易；排行榜单：可以选择每年的运行结果进行排序并公布结
果；订单详情：可以查询所有参训队伍每年所争取的订单情况；系统参
数：可以查询系统设置的教学规则及相应参数；教学班备份：教师可以
对本教学班的数据进行随时备份；
（4）教师管理端：查询每组经营数据： 教师可以选择用户信息并查询
各组各项经营信息，包括各公司运行时间，以及公司资料、库存采购信
息、研发认证信息、财务信息、厂房信息、生产信息。
（5）学生端：四季操作：四季任务启动与结束，当季开始，当季结
束，申请短贷，更新原料库，订购原料，购租厂房，新建生产线，在建
生产线，生产线转产、继续转产，出售生产线，开始生产，应收款更
新，按订单交货，产品研发，厂房处理，市场开拓，ISO投资，当年结
束，厂房贴现，紧急采购，出售库存，贴现，间谍（商业情报收集），
订单信息，查看市场预测。
2.创新创业模拟实训平台（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营销管理:生产方面（市场调研、竞争调研、客户调研等方面的分
享及报告）；市场营销策略方面（目标细分市场、产品卖点、促销方式
等）；销售策略方面（产品定价、市场促销途径、售后服务等）
（2）组织管理:营业场所（营业场地、资源、其他成本和工作等）；人
力资源(公司老板、培训、招聘、管理等)；法律咨询；
（3）财务管理：融资（银行贷款、朋友或家人借款、透支、销售股
权、赠款）；同银行打交道；预估（销售目标、预算、利润预测、现金
流预测等）；账目（簿记、收益与损失、现金周转、资产负债表、其他
测量）；信贷管理等
（4）软件的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相关参数：产品设计参数：品质、
个性、外形、造型参数均（0—100%），并随之生成产品成本
（5）软件的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相关参数：产品销售方式参数：产
品卖点选项、目标市场选项、广告方式及所耗资金、代理等；
3.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综合模拟软件（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
分。
（1）教师端可设置每期实训时间以及算分权重，要求学生基于案例背
景、统计等相关信息，进行数理模拟量化实施，具体要求进行几个周期
的模拟实训，可由教师确定。
（2）凸显人力资源管理的属性：每期模拟结束后的评分体系中，学生
端可看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因素评分占到65%，(包括：人力资源规划
20%、绩效管理10%、薪酬管理10%、招聘10%、训与开发10%、员工
关系5%)；企业成长评分占10%，利润评分占25%。
（3）背景案例须包含案例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其他宏观信息，以
便于学生进行决策，每期结束可以自动生成薪酬报告并显示10到90分位
值，需提供多种类型案例。
（4）教师端可以一次性导入学生信息，学生信息可以设置学号、学生
姓名等真实信息。
（5）实验过程中，教师账号可以建立若干个班级，方便教师教学数据
管理。
4.智慧供应链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演示5分），每成功演示一条得1分。
（1）智慧物流中心认知：要求对智能搬运机器人、工作站台、无人叉
车等设备进行WCS配置管理。
（2）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入库作业任务：要求入库货物箱子规格至少包
括：430X320X300；310X240X230；600X400X500；370X240X270；
480X380X360；400X300X260；340X250X280；440X270X250mm。
（3）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入库作业任务：要求使用WCS系统确定商品入
库完成。
（4）智慧物流中心商品补货作业任务：要求智能补货工位不少于3个。
（5）智慧物流中心商品出库作业任务：要求大件商品与小件商品分离
出库。

0-20 15 11 12

合计 0-70 57 4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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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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