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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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实训室设备采购项目（RXZB（HC）2022-04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中电
科学仪器
装备有限
公司

杭州杭芋
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坚诚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参数：1.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本整体性能、技术参数、技术规
格、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的响应度得基本分35分。
2.所投设备有负偏离项的（重要条款，招标文件中标注“★”的条款，每
偏离一项扣减 2 分；非重要条款，招标文件中未标注“★”的条款，每偏
离一项扣减 1 分，扣完基本分为止）。

0-35 35 35 35

2 商务
资信

项目实施方案：1.总体实施方案（0-4分）：方案科学、合理、实用可
靠，能完全满足采购人的专业需求的得4分，方案中有不合理或不适合
本项目开展的内容，每项扣1-2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无项目实施方
案不得分。
2.保证工期的方案和措施（0-3分），确保项目交货期、施工组织机构和
分工安排、项目过程中各阶段划分和控制等方案和措施切实可行的，得
3分；方案、措施不严密扣0-1分，措施、方案不得力扣2-3分。
3.确保供应货物质量的设施及措施（0-3分），有严密的质量监控措施和
先进的质量检测设施的得2-3分，其余的根据质量控制措施和质量检测
设施全面性、严密性得0-1分。
4.安装、调试、验收的方案和措施（0-2分），安装、调试、验收的各阶
段的方案和措施能结合本项目特点、切实可行的，得2分；方案措施欠
佳的，每项扣0.5-1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方案措施存在明显缺陷的，
每项扣1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无方案无措施的不得分。

0-14 12 11 12.5

3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系统主要硬件及配套软件的使
用方法及日常操作，对主要产品的技术特性、配置、使用细则详细培训
等）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综合评分，培训方案合理且规范，
培训内容具体且丰富，师资配备合理的得3-5分；提供的培训方案具备
基本合理性及规范性，培训课程较简单，师资配备基本合理的得1-3
分；提供的培训方案不合理，培训课程空洞、单一，师资配备不合理的
得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5 3 3 3.5

4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及优惠承诺：1.售后服务方案（0-5分）：售后服务方案、措
施、响应等客观、合理、全面周到，得2-5分；有售后服务方案服务方
案，但不够全面周到，不能够有效的回应服务需求，得1-3分；有售后
服务方案，但存在较大的欠缺，得0-1分；欠缺售后服务方案或不符合
本项目招标需求不得分。
2.质保期（0-3分）：响应采购文件要求整体项目质保期 3年不得1分，
每增加1年加1分，最高加2分，本项最高得3分。
3.现场响应时间（0-2分）：供应商在3小时内到达现场响应不得分，每
减少0.5小时加1分，最高加2分。

0-10 4 3 3

5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1、供应商具备有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2、供应商具备有效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3、供应商具备有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注：需提供有效的证书扫描件或清晰的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
分。

0-3 3 0 0

6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磋商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2019年1月1日至今的同类项目业
绩进行评定：供应商每提供一个同类项目业绩的得1分，最高得3分。
注：需提供合同扫描件或清晰的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3 3 3 2

合计 0-70 60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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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实训室设备采购项目（RXZB（HC）2022-04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中电
科学仪器
装备有限
公司

杭州杭芋
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坚诚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参数：1.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本整体性能、技术参数、技术规
格、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的响应度得基本分35分。
2.所投设备有负偏离项的（重要条款，招标文件中标注“★”的条款，每
偏离一项扣减 2 分；非重要条款，招标文件中未标注“★”的条款，每偏
离一项扣减 1 分，扣完基本分为止）。

0-35 35 35 35

2 商务
资信

项目实施方案：1.总体实施方案（0-4分）：方案科学、合理、实用可
靠，能完全满足采购人的专业需求的得4分，方案中有不合理或不适合
本项目开展的内容，每项扣1-2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无项目实施方
案不得分。
2.保证工期的方案和措施（0-3分），确保项目交货期、施工组织机构和
分工安排、项目过程中各阶段划分和控制等方案和措施切实可行的，得
3分；方案、措施不严密扣0-1分，措施、方案不得力扣2-3分。
3.确保供应货物质量的设施及措施（0-3分），有严密的质量监控措施和
先进的质量检测设施的得2-3分，其余的根据质量控制措施和质量检测
设施全面性、严密性得0-1分。
4.安装、调试、验收的方案和措施（0-2分），安装、调试、验收的各阶
段的方案和措施能结合本项目特点、切实可行的，得2分；方案措施欠
佳的，每项扣0.5-1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方案措施存在明显缺陷的，
每项扣1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无方案无措施的不得分。

0-14 12 12 12.5

3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系统主要硬件及配套软件的使
用方法及日常操作，对主要产品的技术特性、配置、使用细则详细培训
等）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综合评分，培训方案合理且规范，
培训内容具体且丰富，师资配备合理的得3-5分；提供的培训方案具备
基本合理性及规范性，培训课程较简单，师资配备基本合理的得1-3
分；提供的培训方案不合理，培训课程空洞、单一，师资配备不合理的
得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5 3 3.5 3.5

4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及优惠承诺：1.售后服务方案（0-5分）：售后服务方案、措
施、响应等客观、合理、全面周到，得2-5分；有售后服务方案服务方
案，但不够全面周到，不能够有效的回应服务需求，得1-3分；有售后
服务方案，但存在较大的欠缺，得0-1分；欠缺售后服务方案或不符合
本项目招标需求不得分。
2.质保期（0-3分）：响应采购文件要求整体项目质保期 3年不得1分，
每增加1年加1分，最高加2分，本项最高得3分。
3.现场响应时间（0-2分）：供应商在3小时内到达现场响应不得分，每
减少0.5小时加1分，最高加2分。

0-10 4 3 3

5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1、供应商具备有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2、供应商具备有效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3、供应商具备有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注：需提供有效的证书扫描件或清晰的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
分。

0-3 3 0 0

6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磋商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2019年1月1日至今的同类项目业
绩进行评定：供应商每提供一个同类项目业绩的得1分，最高得3分。
注：需提供合同扫描件或清晰的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3 3 3 2

合计 0-70 60 56.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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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电子产品设计实训室设备采购项目（RXZB（HC）2022-042）

序号
评分
类型

评分项目内容
分值
范围

杭州中电
科学仪器
装备有限
公司

杭州杭芋
科技有限
公司

杭州坚诚
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1 商务
资信

技术参数：1.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基本整体性能、技术参数、技术规
格、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的响应度得基本分35分。
2.所投设备有负偏离项的（重要条款，招标文件中标注“★”的条款，每
偏离一项扣减 2 分；非重要条款，招标文件中未标注“★”的条款，每偏
离一项扣减 1 分，扣完基本分为止）。

0-35 35 35 35

2 商务
资信

项目实施方案：1.总体实施方案（0-4分）：方案科学、合理、实用可
靠，能完全满足采购人的专业需求的得4分，方案中有不合理或不适合
本项目开展的内容，每项扣1-2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无项目实施方
案不得分。
2.保证工期的方案和措施（0-3分），确保项目交货期、施工组织机构和
分工安排、项目过程中各阶段划分和控制等方案和措施切实可行的，得
3分；方案、措施不严密扣0-1分，措施、方案不得力扣2-3分。
3.确保供应货物质量的设施及措施（0-3分），有严密的质量监控措施和
先进的质量检测设施的得2-3分，其余的根据质量控制措施和质量检测
设施全面性、严密性得0-1分。
4.安装、调试、验收的方案和措施（0-2分），安装、调试、验收的各阶
段的方案和措施能结合本项目特点、切实可行的，得2分；方案措施欠
佳的，每项扣0.5-1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方案措施存在明显缺陷的，
每项扣1分，扣完该项得分为止；无方案无措施的不得分。

0-14 12 12 12

3 商务
资信

培训方案：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系统主要硬件及配套软件的使
用方法及日常操作，对主要产品的技术特性、配置、使用细则详细培训
等）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综合评分，培训方案合理且规范，
培训内容具体且丰富，师资配备合理的得3-5分；提供的培训方案具备
基本合理性及规范性，培训课程较简单，师资配备基本合理的得1-3
分；提供的培训方案不合理，培训课程空洞、单一，师资配备不合理的
得0-1分；未提供不得分。

0-5 3 3 3

4 商务
资信

售后服务及优惠承诺：1.售后服务方案（0-5分）：售后服务方案、措
施、响应等客观、合理、全面周到，得2-5分；有售后服务方案服务方
案，但不够全面周到，不能够有效的回应服务需求，得1-3分；有售后
服务方案，但存在较大的欠缺，得0-1分；欠缺售后服务方案或不符合
本项目招标需求不得分。
2.质保期（0-3分）：响应采购文件要求整体项目质保期 3年不得1分，
每增加1年加1分，最高加2分，本项最高得3分。
3.现场响应时间（0-2分）：供应商在3小时内到达现场响应不得分，每
减少0.5小时加1分，最高加2分。

0-10 4 3 3

5 商务
资信

企业认证：1、供应商具备有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2、供应商具备有效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3、供应商具备有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
注：需提供有效的证书扫描件或清晰的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
分。

0-3 3 0 0

6 商务
资信

企业业绩：磋商小组根据供应商提供的2019年1月1日至今的同类项目业
绩进行评定：供应商每提供一个同类项目业绩的得1分，最高得3分。
注：需提供合同扫描件或清晰的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0-3 3 3 2

合计 0-70 60 56 55

                                                       

专家（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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