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宾阳县社会福利院食材配送服务、生活物
资采购配送服务、服装及床上用品配送服务采购（项目编号：
NNZC2021-G3-260123-GXJT）更正公告（一）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NNZC2021-G3-260123-GXJT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食材配送服务、生活物资采购配送服务、
服装及床上用品配送服务采购
首次公告日期：2021 年 8 月 31 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公告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
序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号
1

第四章 评
标办法及评
分标准

A 分标适用：

A 分标适用：

1、价格分…………10 分

1、价格分…………10 分

（1）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

（1）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

算，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最

计算，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

低的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为评标基

价最低的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为

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
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某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分=（评标

某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分=（评

基准价／某有效投标人评标价）×

标基准价／某有效投标人评标

10 分

价）×10 分

2、技术分…………54 分

2、技术分…………78 分

（1）配送服务方案分（满分 9

（1）配送服务方案分（满分

分）

15 分）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提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

供本项目配送服务的各方面方案确

提供本项目配送服务的各方面方

定投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

案确定投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

内由评委独立打分。若配送服务方

应档次内由评委独立打分。若配

1

案明显不符或未提供，则配送服务

送服务方案明显不符或未提供，

方案分为 0 分。

则配送服务方案分为 0 分。

一档（3 分）：对项目总体认识

一档（5 分）：对项目总体

不到位，对各个阶段工作安排说明

认识不到位，对各个阶段工作安

简单粗糙，人员安排。配送及实施

排说明简单粗糙，人员安排。配

进度不清晰，方案整体性、具体性、 送及实施进度不清晰，方案整体
可执行性差；

性、具体性、可执行性差；

二档（6 分）：对项目总体有比

二档（10 分）：对项目总体

较好认识，有一定的合理化建议，

有比较好认识，有一定的合理化

有较好的配送计划、配送措施具体

建议，有较好的配送计划、配送

有效、有针对性，配送流程方案较

措施具体有效、有针对性，配送

好、较详细；

流程方案较好、较详细；

三档（9 分）：对项目总体认识

三档（15 分）：对项目总体

到位，合理化建议内容详细可行、

认识到位，合理化建议内容详细

配送方案详细、先进，人员配备充

可行、配送方案详细、先进，人

足，进度有保障、能详细说明各个

员配备充足，进度有保障、能详

阶段工作安排，能提供合理的配送

细说明各个阶段工作安排，能提

方案及验收方案，方案切合项目实

供合理的配送方案及验收方案，

际。

方案切合项目实际。

（2）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分（9
分）

（2）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分（15
分）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提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

供本项目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确定投

提供本项目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确

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由

定投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

评委独立打分。若食品安全保障措

次内由评委独立打分。若食品安

施明显不符或未提供，则食品安全

全保障措施明显不符或未提供，

保障措施分为 0 分。

则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分为 0 分。

一档（3 分）：对进货采购渠道、

一档（5 分）：对进货采购

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 渠道、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
食材质量标准、追溯方式等方面描

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追溯

述较不够清晰；

方式等方面描述较不够清晰；

二档（6 分）：对进货采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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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档（10 分）：对进货采购

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 渠道、食材控制管理措施、检验
食材质量标准、追溯方式等方面描

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追溯

述清晰，详细，食品安全保障措施

方式等方面描述清晰，详细，食

基本可行；

品安全保障措施基本可行；

三档（9 分）：能明确主要食材

三档（15 分）：能明确主要

的进货渠道，且能提供拟供食材部

食材的进货渠道，且能提供拟供

分检测报告。食材控制管理措施、

食材部分检测报告。食材控制管

检验检疫措施、食材质量标准管控

理措施、检验检疫措施、食材质

措施、追溯方式等方面描述清晰、

量标准管控措施、追溯方式等方

详细、且投标人配备有先进的蔬菜

面描述清晰、详细、且投标人配

农药留量检测设备和有资格的专业

备有先进的蔬菜农药留量检测设

人员，能保证蔬菜安全性。（投标

备和有资格的专业人员，能保证

文件中须提供相关检测设备购买发

蔬菜安全性。（投标文件中须提

票复印件证明文件，否则不予得

供相关检测设备购买发票复印件

分）。

证明文件，否则不予得分）。

（3）应急方案分（9 分）

（3）应急方案分（15 分）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提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

供本项目应急方案确定投标人各所

提供本项目应急方案确定投标人

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由评委独立

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由评

打分。若应急方案明显不符或未提

委独立打分。若应急方案明显不

供，则应急方案分为 0 分。

符或未提供，则应急方案分为 0

一档（3 分）：对问题食材、配 分。
送过程、项目管理、迎检等应急方

一档（5 分）：对问题食材、

案内容不完整，方案描述简单，可

配送过程、项目管理、迎检等应

行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能保障项目

急方案内容不完整，方案描述简

的实施及运行，应急预案流程陈诉

单，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能

不具体、不全面，无针对性，无有

保障项目的实施及运行，应急预

应急服务保障措施和应急响应承

案流程陈诉不具体、不全面，无

诺；

针对性，无有应急服务保障措施
二档（6 分）：对问题食材、配 和应急响应承诺；

送过程、项目管理、迎检等应急方

二档（10 分）：对问题食材、

案内容基本全面，方案描述较详细， 配送过程、项目管理、迎检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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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强，能较好保

急方案内容基本全面，方案描述

障项目的实施及运行，应急预案流

较详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较强，

程较为合理，有应急服务保障措施， 能较好保障项目的实施及运行，
有承诺；

应急预案流程较为合理，有应急

三档（9 分）：对问题食材、配 服务保障措施，有承诺；
送过程、项目管理、迎检等应急方

三档（15 分）：对问题食材、

案内容陈述全面、完整，方案描述

配送过程、项目管理、迎检等应

较详尽，可行性和操作性较强，措

急方案内容陈述全面、完整，方

施到位，完全能保障项目的实施及

案描述较详尽，可行性和操作性

运行，有应急服务保障措施、应急

较强，措施到位，完全能保障项

设备保障、重大或突发事件的人员

目的实施及运行，有应急服务保

配合、控制失误及其他相关服务方

障措施、应急设备保障、重大或

案及措施有合理的计划安排，逻辑

突发事件的人员配合、控制失误

清晰、科学合理，有承诺且具体。

及其他相关服务方案及措施有合

（4）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分 理的计划安排，逻辑清晰、科学
（9 分）

合理，有承诺且具体。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提
供本项目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确

（4）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分
（15 分）

定投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

内由评委独立打分。若食品安全事

提供本项目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

故处置方案明显不符或未提供，则

案确定投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分为 0 分。

应档次内由评委独立打分。若食

一档（3 分）：食品安全事故处 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明显不符或
置方案简单，可行性差，方案陈述

未提供，则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

不完整、不详细。

案分为 0 分。

二档（6 分）：食品安全事故处

一档（5 分）：食品安全事

置方案较齐全、较完整、可行性较

故处置方案简单，可行性差，方

好，有定期检查内部各项食品食材

案陈述不完整、不详细。

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熟悉一

二档（10 分）：食品安全事

般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置程序，陈述

故处置方案较齐全、较完整、可

较完整，较详细。

行性较好，有定期检查内部各项

三档（9 分）：食品安全事故处 食品食材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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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方案齐全、完整。有定期并在短

况，熟悉一般食品安全事故的处

的周期内检查内部各项食品食材安

置程序，陈述较完整，较详细。

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形成书面

三档（15 分）：食品安全事

文件，掌握一般食品食材安全事故

故处置方案齐全、完整。有定期

的处置程序，能及时消除事故的隐

并在短的周期内检查内部各项食

患及安全保障措施做出规定，针对

品食材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

性强、完整、详细。

况，形成书面文件，掌握一般食

（5）食品仓储方案分（9 分）

品食材安全事故的处置程序，能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提

及时消除事故的隐患及安全保障

供本项目食品仓储方案确定投标人

措施做出规定，针对性强、完整、

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由评委

详细。

独立打分。若食品仓储方案明显不

（5）食品仓储方案分（9 分）

符或未提供，则食品仓储方案分为 0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

分。

提供本项目食品仓储方案确定投
一档（3 分）：投标人在本次配 标人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

送的县域内有仓储或中标后承诺 7

由评委独立打分。若食品仓储方

天内租赁仓储【投标文件中需要提

案明显不符或未提供，则食品仓

供产权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储方案分为 0 分。

（租赁合同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项

一档（3 分）：投标人在本

目实施期限）或承诺书】，仓储方

次配送的县域内有仓储或中标后

案一般，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及卫生

承诺 7 天内租赁仓储【投标文件

监控措施，有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中需要提供产权证或者房屋租赁

二档（6 分）：投标人在本次配 合同复印件（租赁合同有效期必
送的县域内有仓储或中标后承诺 7

须涵盖整个项目实施期限）或承

天内租赁仓储【投标文件中需要提

诺书】，仓储方案一般，有严格

供产权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的安全措施及卫生监控措施，有

（租赁合同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项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目实施期限）或承诺书】，仓储方

二档（6 分）：投标人在本

案较完善，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及卫

次配送的县域内有仓储或中标后

生监控措施，有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承诺 7 天内租赁仓储【投标文件
有检验记录制度。

中需要提供产权证或者房屋租赁

三档（9 分）：投标人在本次配 合同复印件（租赁合同有效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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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县域内有仓储或中标后承诺 7

须涵盖整个项目实施期限）或承

天内租赁仓储【投标文件中需要提

诺书】，仓储方案较完善，有严

供产权证或者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格的安全措施及卫生监控措施，

（租赁合同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项

有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有检验记

目实施期限）或承诺书】，仓储方

录制度。

案较详细，有严格的安全措施及卫

三档（9 分）：投标人在本

生监控措施，有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次配送的县域内有仓储或中标后
有检验记录制度，有突发事件安全

承诺 7 天内租赁仓储【投标文件

应急预案，有健康的仓储管理制度

中需要提供产权证或者房屋租赁

和管理网路，服务操作规范，岗位

合同复印件（租赁合同有效期必

责任明确，有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须涵盖整个项目实施期限）或承

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

诺书】，仓储方案较详细，有严

价。

格的安全措施及卫生监控措施，

（6）管理制度分（满分 9 分） 有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有检验记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提

录制度，有突发事件安全应急预

供本项目管理制度确定投标人各所

案，有健康的仓储管理制度和管

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由评委独立

理网路，服务操作规范，岗位责

打分。若管理制度明显不符或未提

任明确，有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供，则管理制度分为 0 分。

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

一档（3 分）：投标人提供各项 价。
管理制度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食品

（6）管理制度分（满分 9 分）

质量检验制度、消费投诉处理制度、

由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人

食品准入台账登记制度、卫生知识

提供本项目管理制度确定投标人

培训制度、食品留样管理制度、从

各所属档次，在相应档次内由评

业人员健康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委独立打分。若管理制度明显不

制度一般，不够全面完整，实用性

符或未提供，则管理制度分为 0

一般。

分。

二档（6 分）：投标人提供各项

一档（3 分）：投标人提供

管理制度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食品

各项管理制度方案，包括但不限

质量检验制度、消费投诉处理制度、 于食品质量检验制度、消费投诉
食品准入台账登记制度、卫生知识

处理制度、食品准入台账登记制

培训制度、食品留样管理制度、从

度、卫生知识培训制度、食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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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健康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样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健康制度、

制度良好，较全面，较完整、较完

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一般，不够

善、可行性较好。

全面完整，实用性一般。

三档（9 分）：投标人提供各项

二档（6 分）：投标人提供

管理制度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食品

各项管理制度方案，包括但不限

质量检验制度、消费投诉处理制度、 于食品质量检验制度、消费投诉
食品准入台账登记制度、卫生知识

处理制度、食品准入台账登记制

培训制度、食品留样管理制度、从

度、卫生知识培训制度、食品留

业人员健康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样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健康制度、

制度优秀，非常全面，完整、完善、 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良好，较全
可行性高、实用性强。

面，较完整、较完善、可行性较

3 、 商 务 分 … … … … 3 6 分 好。
（1）冷鲜库（3 分）

三档（9 分）：投标人提供

投标人具有容积 150m³及以上

各项管理制度方案，包括但不限

的冷鲜库得 2 分。在宾阳县辖区内

于食品质量检验制度、消费投诉

具有容积 150m³及以上的冷鲜库或

处理制度、食品准入台账登记制

承诺中标后在宾阳县辖区租赁或购

度、卫生知识培训制度、食品留

买容积 150m³及以上冷鲜库的得 3 分 样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健康制度、
（满分 3 分）。

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优秀，非常

（2）冷冻库（3 分）

全面，完整、完善、可行性高、

投标人具有冷冻库得 2 分。在 实用性强。
宾阳县辖区内具有冷冻库或承诺中

3、商务分…………12 分

标后在宾阳县辖区租赁或购买冷冻

（1）冷鲜库（2 分）

库的得 3 分（满分 3 分）。

投标人具有容积 100m³及以

冷鲜库、冷冻库必须独立分开， 上的冷鲜库得 1 分。在宾阳县辖
投标文件须附冷库持有有效证明材 区内具有容积 100m³及以上的冷
料（①能看清内部和外部环境冷库 鲜库或承诺中标后在宾阳县辖区
彩色照片，②冷库安装合同、发票 租赁或购买容积 100m³及以上冷
或租赁协议复印件等。须同时提供 鲜库的得 2 分（满分 2 分）。
①、②证明材料，否则视为无冷库，

（2）冷冻库（2 分）

投标无效。）

投标人具有冷冻库得 1 分。

（3）人员配备（满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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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宾阳县辖区内具有冷冻库或承

①投标人拟派本项目具有有效 诺中标后在宾阳县辖区租赁或购
健康证的人员人数在 1-4 人，得 3 买冷冻库的得 2 分（满分 2 分）。
分；

冷鲜库、冷冻库必须独立分

②投标人拟派本项目具有有效 开，投标文件须附冷库持有有效
健康证的人员人数在 5-9 人，得 6 证明材料（①能看清内部和外部
分；

环境冷库彩色照片，②冷库安装

③投标人拟派本项目具有有效 合同、发票或租赁协议复印件等。
健康证的人员人数在 10 人以上的， 须同时提供①、②证明材料，否
得 10 分。

则视为无冷库，投标无效。）

（4）运输能力（满分 8 分）

（3）人员配备（满分 5 分）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固定使

①投标人拟派本项目具有有

用车辆须具有自有或租赁厢式配送 效健康证的人员人数在 1-4 人，
车辆，每登记有一辆厢式配送车辆 得 2 分；
加 1 分，满分 8 分。

②投标人拟派本项目具有有

注：投标文件须附车辆彩色照 效健康证的人员人数在 5-9 人，
片（车辆正面、侧面、后面照片， 得 3 分；
能清晰看出是为厢式配送车辆）。

③投标人拟派本项目具有有

拟投入本项目固定使用车辆为 效健康证的人员人数在 10 人以
企 业自有车辆 须 提供行驶证 复印 上的，得 5 分。
件；租赁的提供车辆租赁合同和行

（4）类似配送业绩（满分 3

驶证复印件；开标时需提供原件核 分）
查，否则不予计分。

投标人 2018 年以来有食品

（5）供应商购买有相关食品质 配送同类相关业绩，提供中标通
量、安全方面保险（满分 4 分）

知书（或承包合同）复印件，每

有购买有相关食品质量、安全 提供一个同类业绩得 1 分，满分
方面保险的得 4 分；没有购买有相 3 分。
关食品质量、安全方面保险的为 0

4、不良记录扣分（最高扣 6

分（投标文件需提供保险证明材料 分）
复印件；开标现场提供原件进行核
查，不能提供不得分）。

投标人在截标日前一年内在
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违约违规情

（6）类似配送业绩（满分 8 分） 形的（以财政部门书面认定材料
投标人 2017 年以来有食品配送 为评分依据)，每次扣除 3 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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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相关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或 高扣分 6 分。
承包合同）复印件，每提供一个同
类业绩得 1 分，满分 8 分。

6、综 合 评 分 总 得 分
=1+2+3-4

4、不良记录扣分（最高扣 6 分）
投标人在截标日前一年内在政
府采购活动中存在违约违规情形的

B、C 分标适用：

（以财政部门书面认定材料为评分
依据)，每次扣除 3 分，最高扣分 6 1、价格分 ……………10 分
分。
（1）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
5、综合评分总得分=1+2+3-4

算，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
最低的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为评

B、C 分标适用：

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

1、价格分 ……………10 分

照下列公式计算：

（1）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 某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分=（评标基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最低的 准价／某有效投标人评标价）×
有 效投标人的 评 标价为评标 基准 10 分
2、技术分………………70 分
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 （1）供货方案分（满分 25 分）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
下列公式计算：
某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分=（评标基准 货服务方案（如执行组织措施、
价／某有效投标人评标价）×10 分 执行保障措施、产品配送组织计
2、技术分………………33 分

划、采购流程及业务，方案资料

（1）供货服务方案分（满分 齐全、完整等方面）进行评定。
一档（8 分）：有项目执行
10 分）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供货 组织措施、项目执行保障措施、
服务方案（如执行组织措施、执行 产品配送组织计划。
保障措施、产品配送组织计划、采

二档（17 分）：项目执行组

购流程及业务，方案资料齐全、完 织措施、项目执行保障措施、产
品配送组织计划可行，方案资料
整等方面）进行评定。
一档（3 分）：有项目执行组织 齐全、完整。
三档（25 分）：项目执行组
措施、项目执行保障措施、产品配
织措施、项目执行保障措施、产

送组织计划。

二档（7 分）：项目执行组织措 品配送组织计划可行，针对本项
目情况人员相关经验丰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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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执行保障措施、产品配送 采购流程及业务，方案资料齐全、
组织计划可行，方案资料齐全、完 完整，能保证体现现货产品 24
整。

小时内及时供货时效和满足采购
三档（10 分）：项目执行组织 人应急采购使用。

措施、项目执行保障措施、产品配

由各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

送组织计划可行，针对本项目情况 文件中提供的供货服务方案确定
人员相关经验丰富，熟悉采购流程 各投标人响应情况，然后各评委
及业务，方案资料齐全、完整，能 独立打分。
保证体现现货产品 24 小时内及时供 （2）质量、管理保障措施分（满
货 时效和满足 采 购人应急采 购使 分 25 分）
用。

一档(6 分):方案简单,基本可
由各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文 行的，对于质量保障措施描述简

件中提供的供货服务方案确定各投 单，方案评述不全面。
标人响应情况，然后各评委独立打
分。

二档(12 分):满足一档的基
础上，提供方案较详细,提供简单

（2）品牌质量分（满分 13 分） 的保障措施、具体质量保障流程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货 等,整体方案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物品牌质量承诺书》中承诺提供的 方案总体评述较全面。
货物品牌和质量承诺为评分依据进
行评比。

三档(18 分):满足二档的基
础上，提供的方案较详细完善，

一档（4 分）：承诺提供的货物 保障措施描述可行；具体质量保
品牌综合质量一般，不能满足招标 障流程较细致；材料检测检验措
文件中参考品牌要求的；

施较合理；生产方案内容较细致；

二档（8 分）：承诺提供的货物 整体方案针对性强，可行性高。
品牌综合质量较好，能满足招标文
件中参考品牌要求的；

四档(25 分):满足三档的基
础上，提供的方案描述详全面、

三档（13 分）：承诺提供的货 完善；保障措施措施描述可行；
物品牌综合质量优秀，优于招标文 具体实施流程细致；材料检测检
件中参考品牌要求的。

验措施较合理；产品检测检验措

由各评委在打分前根据投标文 施完善；生产方案细致；整体方
件中提供的货物品牌质量承诺书确 案内容全面、清晰, 理解透彻、
定各投标人响应情况，然后各评委 完整，总体方案合理规范，综合
独立打分。

评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3）售后服务方案分（满分
10 分）

注：一档、二档、三档、四
档不重复计分，由评委根据各投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 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在相应内容
10

服务方案内容的完整性、可行性， 档次内独立打分。不满足进档要
到达质量现场时间、质量问题出现 求的，得 0 分。
解决方案、免费质保期、本地化售 （3）售后服务方案分（满分 20
后服务措施、其他优惠措施、投标 分）
产品厂商有效的供货证明书和售后
服务保证等方面进行评定。

由评委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
后服务方案内容的完整性、可行

一档（4 分）：售后服务承诺满 性，到达质量现场时间、质量问
足招标文件条款要求。

题出现解决方案、免费质保期、

二档（8 分）：满足招标文件最 本地化售后服务措施、其他优惠
低要求，售后服务承诺明确、可行， 措施、投标产品厂商有效的供货
并提供有简单的保证措施及应急预 证明书和售后服务保证等方面进
案措施、售后方案，提供质保期内 行评定。
响应服务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方

一档（7 分）：售后服务承

面的情况；售后服务明确响应时间、 诺满足招标文件条款要求。
明确出现质量问题解决时间。

二档（15 分）：满足招标文

三档（13 分）：满足招标文件 件最低要求，售后服务承诺明确、
最低要求，售后服务承诺明确、可 可行，并提供有简单的保证措施
行，并提供有详细的保证措施及应 及应急预案措施、售后方案，提
急预案措施、售后方案，提供质保 供质保期内响应服务的联系人和
期内响应服务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等方面的情况；售后服
等方面的情况；售后服务明确响应 务明确响应时间、明确出现质量
时间、明确出现质量问题解决时间； 问题解决时间。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承诺无条件更换

三档（20 分）：满足招标文

或其它优惠条件。急需用品 2 小时 件最低要求，售后服务承诺明确、
内送到，节假日照常配送的。

可行，并提供有详细的保证措施

3、商务分…………………27 分

及应急预案措施、售后方案，提

（1）经营场所分，满分 4 分（以 供质保期内响应服务的联系人和
投标人编制的《投标人经营场所情 联系电话等方面的情况；售后服
况表》和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 务明确响应时间、明确出现质量
现场实物图片等有效证明为评分依 问题解决时间；产品出现质量问
据）：

题承诺无条件更换或其它优惠条

1）供应商在宾阳县范围内有经 件。急需用品 2 小时内送到，节
营门店的得 3 分；

假日照常配送的。

2）供应商经营场所累计面积在 3、商务分…………………20 分
50 平方米以上的得 1 分。

（1）经营场所分，满分 5

（2）人员分：供应商在职员工 分（以投标人编制的《投标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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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人以上的得 2 分（提供半年内 营场所情况表》和房屋产权证明、
连续 3 个月缴纳的社会保险凭证复 租赁合同、现场实物图片等有效
印件，原件备查）。

证明为评分依据）：

（3）投标人需具备一定的运输

1）供应商在宾阳县范围内有

配送能力，自有配送汽车或租赁车 经营门店的得 3 分；
辆在 4 辆（含）以上的，得 5 分；3

2）供应商经营场所累计面积

辆的，得 3 分；2 辆的，得 1 分；不 在 50 平方米以上的得 2 分。
足 2 辆的，不得分。（满分 5 分）

（2）人员分：供应商在职员

（需以投标人或投标人法定代表人 工在 8 人以上的得 5 分（提供半
名义购买或租赁，提供车辆发票或 年内连续 3 个月缴纳的社会保险
租赁合同、经年审的《机动车行驶 凭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证》复印件，提供车辆图片，否则
本项不得分，证件原件备查）

（3）投标人需具备一定的运
输配送能力，自有配送汽车或租

（3）业绩分：2017 年以来供应 赁车辆在 4 辆（含）以上的，得
商为单位提供类似货物定点供应服 5 分；3 辆的，得 3 分；2 辆的，
务的，每有 1 个得 1 分；满分 8 分 得 1 分；不足 2 辆的，不得分。
（提供有效的合同或中标通知复印 （满分 5 分）（需以投标人或投
件，原件备查）。

标人法定代表人名义购买或租

（ 4 ） 供 应 商 具 有 有 效 的 赁，提供车辆发票或租赁合同、
ISO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经年审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
ISO1400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件，提供车辆图片，否则本项不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得分，证件原件备查）
证的，每一项得 1 分，满分 3 分（提

（4）业绩分：2018 年以来

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供应商为单位提供类似货物定点

（5）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诚信经 供应服务的，每有 1 个得 1 分；
营示范单位 AAA 等级证书、重合同 满分 5 分（提供有效的合同或中
守信用 AAA 等级证书、质量服务信 标通知复印件，原件备查）。
誉 AAA 等级证书、资信等级 AAA
等级证书、信用等级 AAA 等级证书
的，每一项得 1 分，满分 5 分（提
供有效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本项目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更改为：2021 年 9 月 29 日 13：00 分。
其他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更正日期：2021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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