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南大学无锡国际校区项目新建校舍室外工程设计 
 

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2.1.1 

 

 

 

 

 

 

 

 

 
形式评审

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一致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签

字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章。

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由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或授

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 

提交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方

承担连带责任，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备选投标方案 

除招标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外，投标 

人不得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设计组织方案（暗标） 

技术标内容不得出现彩色文字（效果图除

外）、标设图形；不得出现投标单位名称、相

关人员姓名等能体现有关投标单位信息的提示

性标记、文字、语句等。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营业执照和组织 

机构代码证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5.1 项规定，具

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项目负责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其他主要人员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2 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3 项规

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 …… 

 

 

 

 

 

 

 

 

2.1.3 

 

 

 

 

 

 

 

响应性评

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 款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1 项规定 

设计服务期限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2 项规定 

质量标准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3 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1 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2.1 项规定

和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中的实质性要求

和条件 

设计组织方案 
符合第五章“发包人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

条件 

…… ……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

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 100 分) 

（1）业绩部分：16分 

（2）设计组织方案部分：44分 

（3）投标报价：100*（1-信用因素比例%）-业绩

分值-设计方案分值（技术设计文件）- 其他【即

投标报价分=100*（1-信用因素比例%）-82】 

（4）其他评分因素：22分 

（5）信用分：其中信用因素比例为8%、9%、10%、



11%、12%。（由招标人在开标时随机抽取）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

效投标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二个最高价和二

个最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7≤有效投标

文件＜10家时，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最

低价后取算术平均值为 A；若有效投标文件＜7

家时，取所有的有效投标文件评标价算术平均值

A）。评标基准价 =A×K，K 值在开标前由投标人

推选的代表随机抽取确定，K 值的取值范围为

97%、97.5%、98%（95%-98%）。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

公式 

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投标人的评标

价每高出该评标基准价1%扣0.1分，投标人的评

标价每低于该评标基准价1%扣0.2分。 

说明： 

(1)上述设计费总报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

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2)评标价相对评标基准价偏离不足1%的，按照

插入法计算得分。 

(3)本评分细则中，有效投标文件均指未被评标

委员会判定为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条款号 评分因素（偏差率） 
评 分

标 准 

2.2.4 

（1） 

业绩部分

（16）分 

企业类似设计项目业绩 

（6分） 

企业类似设计项目业绩： 

企业自2015年9月1日以来，承担过类似工程（指室外

市政设计项目，合同额在80万元（含）以上），每一

项得3分，满分6分。合同中需体现综合管线及道路等

工程的室外市政项目。提供设计合同原件的彩色扫描

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时间以设计合同签订日期为

准。 



项目负责人类似设计业绩 

（4分） 

项目负责人类似设计业绩： 

项目负责人自2015年9月1日以来，承担过类似工程

（指室外市政设计项目，合同额在80万元（含）以

上），每一项得2分，满分4分。合同中需体现综合管

线及道路等工程的室外市政项目。提供设计合同及设

计合同备案表原件，合同备案表中需能明确显示项目

负责人姓名，否则不得分。 

企业的获奖业绩（6分） 

投标人自2015年9月1日以来承担的室外市政工程设计

或市政配套设计项目，获得省级及省级以上奖项的加2

分，最多得6分。 

注：提供获奖证书（或者获奖文件）原件的彩色扫描

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获奖业绩时间以获奖证书落款

日期或获奖文件颁发日期为准，若获奖证书落款日期

与获奖文件颁发日期两者不一致时，以发文时间为

准。 

备注 

①提供有效的设计合同原件彩色扫描件上传

至投标文件中，时间以设计合同签订日期为

准。项目负责人、建筑类型以设计合同中所

注为准，如设计合同中未注明，提供该业绩

的业主证明资料原件的彩色扫描件上传至投

标文件中。  

注：企业与项目负责人的业绩以诚信库内信息

为准，上述业绩证明材料必须从诚信库内挑

选，各相关单位及个人应及时更新、完善诚信

库，如未能及时更新和完善，由此造成的不良

后果自负； 

②同一业绩在“企业类似业绩”、“项目负责

人类似业绩”中只计取一次得分，不重复计

分，只计取最高分。 

③若为联合体投标的，投标人及项目负责人业

绩，需为牵头人业绩。 

1、市政道路设计方案 6分 



 

 

 

 

 

 

 

2.2.4 

（2） 

 

 

 

 

 

 

 

设计组织

方案评分

标准(44

分） 

设计组织方案（44分） 

 

平面及结构设计方案合理，符合设计

你要求和国家相关规范进行 

2、管线综合方案 

管线布置、节点处理方案合理 
6分 

3、雨水、污水设计方案 

布置合理、节点处理方案合理。 
6分 

4、海绵专项方案设计 

布置合理、节点处理方案合理。 
5分 

5、景观设计方案及效果图，效果图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单体建筑入口

效果图3张、各建筑周边效果图*2

张、驳岸湖边效果图*1张 

8分 

6、雨水回收设计方案、环保、绿

色、节能及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  
5分 

7、设计质量、进度的管理和保证措

施 
5分 

8、现场驻场服务、施工期间配合服

务安排及措施 
3分 

备注 

设计评审时，除被评标委员会认定存在重大偏

差外，得分不应低于该评审项满分的70%。由各

评委单独打分，去掉一个评委最高得分去掉一

个评委最低得分后，取其他评委评分的算术平

均值（若出现小数点则通过四舍五入保留到小

数点后两位）作为投标人设计方案的最终得

分。 

注：若技术标不合格不作废标处理，技术标

得0分 

2.2.4 

（3）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计算偏差率 

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投标人的评

标价每高出该评标基准价1%扣0.1分，投标人的

评标价每低于该评标基准价1%扣0.2分。 

2.2.4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其他评分因素 

（22分) 

（1） 项目组织机构（13分） 

①项目负责人：拟派项目负责人一名，同时具备国家



（4）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资格及正高级工程

师职称得3分，提供证书原件的彩色扫描件上传至投标

文件中，否则不得分。 

②项目组人员专业配置合理性 

除项目负责人外，应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专业要求，

项目管理组织机构配置齐全（应包含设计、复核、审

核、审定、以及后续服务等至少5位人员，并且给水排

水、电气、造价、景观等相关专业齐全）得2分，不齐

全不得分。要求提供人员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等证明

资料原件的彩色彩色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否则

不得分（上述人员不得相互兼任）。 

③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组配备的专业人员配备（8

分） 

A、 给排水专业负责人：同时具备国家注册公用工程

师（给水排水）、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2分； 

B、 电气专业负责人：同时具备国家注册电气工程师

（供配电）、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2分； 

C、造价专业负责人：同时具备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

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得2分； 

D、景观专业负责人：具有高级及以上职称（园林绿

化、景观等相关专业），若职称证无法体现专业

的，以毕业证为准，得2分。 

注：上述A~D项需提供项目组织机构人员资质证

书、职称证书、与投标人单位与其签定的劳动

合同、《职工养老保险手册》（内附2020年8

月～2020年10月的缴费清单）或由社保机构出

具的2020年8月～2020年10月的缴费证明。提供

上述资料的原件的彩色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

中，否则不得分。  



（2）投标人综合实力（8分）   

①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有1个得1分，最高得3分； 

②投标人具备有效的企业资信等级证书AAA的，

得2分；  

③投标人具备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的，得2分； 

④获得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

书得1分； 

提供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中，

无扫描件不得分。 

（3）工程实施阶段的配合（1分） 

投标人承诺中标项目负责人和各专业负责人在

项目建设期间内常驻无锡，满足要求得1分，不

满足不得分。 

提供上述承诺书原件扫描件上传至投标文件

中。若中标人未按承诺书执行，相关违约条款

参照招标文件“专用合同条款”的9.3条款的约

定。 

2.2.4 

（5） 

信用分 

取定标准 

信用分 

根据《关于印发<无锡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锡建规发

(2018)3号)和《关于建筑工程勘察设计企业信

用考核结果应用相关事项的通知》(锡建建市

(2018) 1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勘察设计企

业信用考核结果应用相关事项的通知》（锡建

科〔2018〕91号）要求:国有资金投资建设工程

项目在勘察、设计招标时，实行综合评估法，

包含投标人信用、业绩、设计组织方案、投标

报价和其他评分因素(如有)等五个因素。其



中，投标人信用因素在评标中所占比例为8%-

12%(即取值为8%、9%、10%、11%、12%)，由招

标人在开标时随机抽取。企业的信用考核分是

指该企业参与投标的标段招标公告发布开始之

日上一个考核期的企业信用考核分(以市住建局

外网公布的企业信用考核分为准)。本地新办勘

察设计企业和新进我市的外地勘察设计企业且

无信用考核分者，信用分值取同标段其他所有

投标人信用分的平均值。勘察设计招标时，勘

察设计企业的信用考核分需进行折算，即:折算

后企业信用考核分=企业信用考核分(以市住建

局外网公布为准)/1.2。投标人信用因素的评

分，为该投标人的折算后企业信用考核分乘以

信用因素所占比例。如为联合体投标，以联合

体牵头人的企业信用考核分计算。 

注：评标委员会根据每个评委的评分，计算算术平均值（若出现小数点则通

过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作为投标人的最终得分。 评标委员会取综合得

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次高者为第二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若综合评分

相同，则取技术文件评分最高者靠前排序；若综合评分相同，技术方案评分也相

同，则取项目组织机构评分最高者靠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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