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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交通科技设施提升改造采购项目（CZCG22D14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江山
分公司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
公司

杭州义佰
科技有限
公司

江山华数
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偏离情况：投标产品对采购需求中的各项指标要求的响应
情况，完全符合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满分35分，本项最高得分
35分；标★号指标为重要参数，每一项指标负偏离扣除2分；
其他参数属负偏离或缺漏项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
注：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必须提供相关材料；
否则，该条技术参数在评审中将认定为负偏离。

0-35 11 35 5 35

2 商务
资信

类似项目业绩：投标人提供2018年1月1日至今所投类似政府
采购项目案例，每提供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须提供
合同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商务
资信

人员配备：拟派本项目实施团队专业操作人员配备，要求安装
施工人员具有登高证及电工操作证，项目安装施工维护人员中
3人及以上同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3分；1人及以上同
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
分。（需提供相关证书、投标人为其交纳的近6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不提供或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0-3 1 3 1 3

4 商务
资信

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根据投标人的施工总体部署、施工准备计
划方案、施工及调试技术方案、确保施工质量方案、工序流
程、确保文明施工组织方案、确保安全施工组织方案及确保按
时完工的保障措施等因素，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
本分7分，内容比较详实、科学且比较合理，内容详实、科学
且合理加0-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0-10 9 9 7 7

5 商务
资信

项目集成方案：方案设计需合理、符合要求、设计内容完整、
对项目需求理解到位，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本分
5分，内容详实、科学且合理加0-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
最高得7分。

0-7 6.5 6.5 5 6

6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1. 根据投标人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的承
诺打分，基本分1.5分，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更适
合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投标人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打分，基本分1.5
分，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更到位、更利于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
（须提供人员配备表，未提供不得分。）
3. 根据投标人故障响应修复时间、方式及保障措施）等进行打
分，内容完整得基本分1.5分，修复时间更短、方式及保障措
施更全面合理的酌情加0-1.5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4.投标人在江山市内设有售后服务网点（原有服务网点需要提
供门头照片和场地证明材料）的或承诺中标后在江山市内设售
后服务网点的得2分。中标结果公示后采购单位将对原有售后
服务网点进行核查，若存在弄虚作假，或者与投标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一致，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承诺售后服务网
点的需在公示结束后合同签订前提供售后服务网点的相关材
料，否则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未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0-10 8 8.5 6 7

7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方式等）打分，以上所有项内容完整的得基础分1分，
内容有缺失未完全提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方案更合理、实用
的酌情加0-1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本项最多得2分。

0-2 1.5 1.5 1 1.5

合计 0-70 40 66.5 28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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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水霞）（陆水霞） 

项目名称: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交通科技设施提升改造采购项目（CZCG22D14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江山
分公司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
公司

杭州义佰
科技有限
公司

江山华数
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偏离情况：投标产品对采购需求中的各项指标要求的响应
情况，完全符合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满分35分，本项最高得分
35分；标★号指标为重要参数，每一项指标负偏离扣除2分；
其他参数属负偏离或缺漏项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
注：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必须提供相关材料；
否则，该条技术参数在评审中将认定为负偏离。

0-35 11 35 5 35

2 商务
资信

类似项目业绩：投标人提供2018年1月1日至今所投类似政府
采购项目案例，每提供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须提供
合同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商务
资信

人员配备：拟派本项目实施团队专业操作人员配备，要求安装
施工人员具有登高证及电工操作证，项目安装施工维护人员中
3人及以上同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3分；1人及以上同
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
分。（需提供相关证书、投标人为其交纳的近6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不提供或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0-3 1 3 1 3

4 商务
资信

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根据投标人的施工总体部署、施工准备计
划方案、施工及调试技术方案、确保施工质量方案、工序流
程、确保文明施工组织方案、确保安全施工组织方案及确保按
时完工的保障措施等因素，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
本分7分，内容比较详实、科学且比较合理，内容详实、科学
且合理加0-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0-10 7 9 7 9

5 商务
资信

项目集成方案：方案设计需合理、符合要求、设计内容完整、
对项目需求理解到位，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本分
5分，内容详实、科学且合理加0-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
最高得7分。

0-7 6 6.5 6 6.5

6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1. 根据投标人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的承
诺打分，基本分1.5分，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更适
合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投标人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打分，基本分1.5
分，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更到位、更利于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
（须提供人员配备表，未提供不得分。）
3. 根据投标人故障响应修复时间、方式及保障措施）等进行打
分，内容完整得基本分1.5分，修复时间更短、方式及保障措
施更全面合理的酌情加0-1.5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4.投标人在江山市内设有售后服务网点（原有服务网点需要提
供门头照片和场地证明材料）的或承诺中标后在江山市内设售
后服务网点的得2分。中标结果公示后采购单位将对原有售后
服务网点进行核查，若存在弄虚作假，或者与投标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一致，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承诺售后服务网
点的需在公示结束后合同签订前提供售后服务网点的相关材
料，否则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未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0-10 8 9.5 9 9.5

7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方式等）打分，以上所有项内容完整的得基础分1分，
内容有缺失未完全提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方案更合理、实用
的酌情加0-1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本项最多得2分。

0-2 1.5 2 1 2

合计 0-70 37.5 68 32 68

                                                       

专家（签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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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交通科技设施提升改造采购项目（CZCG22D14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江山
分公司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
公司

杭州义佰
科技有限
公司

江山华数
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偏离情况：投标产品对采购需求中的各项指标要求的响应
情况，完全符合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满分35分，本项最高得分
35分；标★号指标为重要参数，每一项指标负偏离扣除2分；
其他参数属负偏离或缺漏项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
注：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必须提供相关材料；
否则，该条技术参数在评审中将认定为负偏离。

0-35 11 35 5 35

2 商务
资信

类似项目业绩：投标人提供2018年1月1日至今所投类似政府
采购项目案例，每提供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须提供
合同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商务
资信

人员配备：拟派本项目实施团队专业操作人员配备，要求安装
施工人员具有登高证及电工操作证，项目安装施工维护人员中
3人及以上同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3分；1人及以上同
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
分。（需提供相关证书、投标人为其交纳的近6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不提供或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0-3 1 3 1 3

4 商务
资信

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根据投标人的施工总体部署、施工准备计
划方案、施工及调试技术方案、确保施工质量方案、工序流
程、确保文明施工组织方案、确保安全施工组织方案及确保按
时完工的保障措施等因素，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
本分7分，内容比较详实、科学且比较合理，内容详实、科学
且合理加0-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0-10 7 9 7 9

5 商务
资信

项目集成方案：方案设计需合理、符合要求、设计内容完整、
对项目需求理解到位，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本分
5分，内容详实、科学且合理加0-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
最高得7分。

0-7 6 7 6 7

6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1. 根据投标人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的承
诺打分，基本分1.5分，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更适
合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投标人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打分，基本分1.5
分，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更到位、更利于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
（须提供人员配备表，未提供不得分。）
3. 根据投标人故障响应修复时间、方式及保障措施）等进行打
分，内容完整得基本分1.5分，修复时间更短、方式及保障措
施更全面合理的酌情加0-1.5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4.投标人在江山市内设有售后服务网点（原有服务网点需要提
供门头照片和场地证明材料）的或承诺中标后在江山市内设售
后服务网点的得2分。中标结果公示后采购单位将对原有售后
服务网点进行核查，若存在弄虚作假，或者与投标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一致，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承诺售后服务网
点的需在公示结束后合同签订前提供售后服务网点的相关材
料，否则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未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0-10 7 9 7 9

7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方式等）打分，以上所有项内容完整的得基础分1分，
内容有缺失未完全提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方案更合理、实用
的酌情加0-1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本项最多得2分。

0-2 2 2 2 2

合计 0-70 37 68 31 68

                                                       

专家（签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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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交通科技设施提升改造采购项目（CZCG22D14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江山
分公司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
公司

杭州义佰
科技有限
公司

江山华数
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偏离情况：投标产品对采购需求中的各项指标要求的响应
情况，完全符合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满分35分，本项最高得分
35分；标★号指标为重要参数，每一项指标负偏离扣除2分；
其他参数属负偏离或缺漏项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
注：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必须提供相关材料；
否则，该条技术参数在评审中将认定为负偏离。

0-35 11 35 5 35

2 商务
资信

类似项目业绩：投标人提供2018年1月1日至今所投类似政府
采购项目案例，每提供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须提供
合同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商务
资信

人员配备：拟派本项目实施团队专业操作人员配备，要求安装
施工人员具有登高证及电工操作证，项目安装施工维护人员中
3人及以上同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3分；1人及以上同
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
分。（需提供相关证书、投标人为其交纳的近6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不提供或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0-3 1 3 1 3

4 商务
资信

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根据投标人的施工总体部署、施工准备计
划方案、施工及调试技术方案、确保施工质量方案、工序流
程、确保文明施工组织方案、确保安全施工组织方案及确保按
时完工的保障措施等因素，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
本分7分，内容比较详实、科学且比较合理，内容详实、科学
且合理加0-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0-10 8.5 8.5 8 9.5

5 商务
资信

项目集成方案：方案设计需合理、符合要求、设计内容完整、
对项目需求理解到位，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本分
5分，内容详实、科学且合理加0-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
最高得7分。

0-7 6 6 6 6.5

6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1. 根据投标人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的承
诺打分，基本分1.5分，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更适
合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投标人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打分，基本分1.5
分，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更到位、更利于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
（须提供人员配备表，未提供不得分。）
3. 根据投标人故障响应修复时间、方式及保障措施）等进行打
分，内容完整得基本分1.5分，修复时间更短、方式及保障措
施更全面合理的酌情加0-1.5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4.投标人在江山市内设有售后服务网点（原有服务网点需要提
供门头照片和场地证明材料）的或承诺中标后在江山市内设售
后服务网点的得2分。中标结果公示后采购单位将对原有售后
服务网点进行核查，若存在弄虚作假，或者与投标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一致，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承诺售后服务网
点的需在公示结束后合同签订前提供售后服务网点的相关材
料，否则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未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0-10 8 8.5 8 9.5

7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方式等）打分，以上所有项内容完整的得基础分1分，
内容有缺失未完全提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方案更合理、实用
的酌情加0-1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本项最多得2分。

0-2 2 2 2 2

合计 0-70 39.5 66 33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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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卿）（余文卿） 

项目名称: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区交通科技设施提升改造采购项目（CZCG22D14Q）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
公司江山
分公司

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
衢州市分
公司

杭州义佰
科技有限
公司

江山华数
广电网络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偏离情况：投标产品对采购需求中的各项指标要求的响应
情况，完全符合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满分35分，本项最高得分
35分；标★号指标为重要参数，每一项指标负偏离扣除2分；
其他参数属负偏离或缺漏项的，每项扣0.5分；扣完为止。
注：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必须提供相关材料；
否则，该条技术参数在评审中将认定为负偏离。

0-35 11 35 5 35

2 商务
资信

类似项目业绩：投标人提供2018年1月1日至今所投类似政府
采购项目案例，每提供1个得1分，本项最高得3分。（须提供
合同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0-3 3 3 3 3

3 商务
资信

人员配备：拟派本项目实施团队专业操作人员配备，要求安装
施工人员具有登高证及电工操作证，项目安装施工维护人员中
3人及以上同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3分；1人及以上同
时具有电工证和高处作业证得1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3
分。（需提供相关证书、投标人为其交纳的近6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不提供或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0-3 1 3 1 3

4 商务
资信

项目组织实施方案：根据投标人的施工总体部署、施工准备计
划方案、施工及调试技术方案、确保施工质量方案、工序流
程、确保文明施工组织方案、确保安全施工组织方案及确保按
时完工的保障措施等因素，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
本分7分，内容比较详实、科学且比较合理，内容详实、科学
且合理加0-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0-10 8 9 7 8.5

5 商务
资信

项目集成方案：方案设计需合理、符合要求、设计内容完整、
对项目需求理解到位，由专家综合评分，内容完整的得基本分
5分，内容详实、科学且合理加0-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
最高得7分。

0-7 5 6.5 5 6

6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1. 根据投标人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的承
诺打分，基本分1.5分，保修部件范围、保修、服务标准更适
合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根据投标人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情况进行打分，基本分1.5
分，售后服务人员配备更到位、更利于本项目的酌情加0-1分
（须提供人员配备表，未提供不得分。）
3. 根据投标人故障响应修复时间、方式及保障措施）等进行打
分，内容完整得基本分1.5分，修复时间更短、方式及保障措
施更全面合理的酌情加0-1.5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
4.投标人在江山市内设有售后服务网点（原有服务网点需要提
供门头照片和场地证明材料）的或承诺中标后在江山市内设售
后服务网点的得2分。中标结果公示后采购单位将对原有售后
服务网点进行核查，若存在弄虚作假，或者与投标提供的证明
材料不一致，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承诺售后服务网
点的需在公示结束后合同签订前提供售后服务网点的相关材
料，否则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未提供相关材料或材料不齐全不得分。

0-10 8 9 7 8.5

7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培训方案（包括培训内容、培训
时间、方式等）打分，以上所有项内容完整的得基础分1分，
内容有缺失未完全提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方案更合理、实用
的酌情加0-1分，内容提供不齐全不得分，本项最多得2分。

0-2 1 1.5 1 1

合计 0-70 37 67 29 6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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