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小淀中学等 12 所学校运动场维修工程项目-大张庄中学

项目编号：XFZB-2019-TJBC-ZG040

变更事项 1：项目需求中的第二项技术要求：

原技术要求为：

（二）技术要求

1、8mm 厚硅 PU 球场面层

（5）为确保硅 PU 球场面层具有极优的环保性能，塑胶跑道需同时满足《中

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36246-2018、《学校运动场地塑胶面层有害物质

限量》T/310101002-C003-2016、《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及《运

功场地合成材料面层原材料使用规范》DB37T 2904 标准的要求。

现变更为：

（二）技术要求

1、8mm 厚硅 PU 球场面层

（5）为确保硅 PU 球场面层具有极优的环保性能，硅 PU 需满足《中小学合成材

料面层运动场地》GB36246-2018 的标准。

变更事项 2：

原评分标准为：

（七）评分因素及评审标准

第一部分 商务部分（12分）

1.供应商实施能力（6分）

完全按照以下要求提供与本项目内容类似且已完成的 2016 年 1 月至今的成

功案例，按照以下要求执行，否则不予认定。

（1）合同复印件。包括合同金额、买卖双方名称及盖章。

（2）验收报告复印件。

（3）用户出具的成功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明材料。



（4）第（2）、（3）项可提供任意一项。

每个认定一个案例得2分，最高得6分。

2.企业认证（2分）

提供硅PU球场面层材料的供应商或产品制造商具有ISO14025环境标志产品

认证证书。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提供硅PU球场面层材料的供应商或制造商具有国家质量检测合格放心产品

证书。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3.产品认证（4分）

（1）硅PU产品性能认证（4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防水底漆满足 GB/T 22374-2008 标准（溶

剂型底涂）要求的检测报告。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

分，不提供不得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硅PU球场材料由带CMA、ISSS标识检测机构

出具的通过《国际篮联一级场地指标要求》的检测报告。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

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硅PU球场材料抗菌性能检测报告（抗菌率≮

90%）。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硅PU弹性层材料满足CHCC要求的检测报告。

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第二部分 技术部分（73分）

技术标主要评审以下内容：工程质量、施工工期、施工组织设计等。根据供

应商响应内容横向对比进行打分。

1、工程质量目标承诺，达到采购文件要求标准的，得 1分。未提供：0分。

2、施工组织设计（满分 72 分）

（1）施工方案（6分）

结合本项目，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提供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项目实施

方案：6分

结合本项目，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提供较为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项目

实施方案：3分



项目实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2）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5分）：

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具有针对性、合理性，完全满足施工安全、文

明生产需要：5分

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比较具有针对性、合理性，能满足施工安全、

文明生产需要：3分

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基本合理，基本满足施工安全、文明生产需要

：1分

其他不得分

（3）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5分）：

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完全满足施工需要，调配投入计划合理、

准确：5分

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能满足施工需要，调配投入计划较合理、

较准确：3分

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基本合理：1分

其他不得分

（4）施工进度计划和各阶段进度的保证措施及违约责任承诺（5分）：

按照本项目实际情况，关键线路清晰、准确、完整、计划编制合理、可行。

关键节点的控制措施有力、合理、可行的得 5分；

按照本项目实际情况，关键线路较为清晰、准确、完整、计划编制较合理、

可行。关键节点的控制措施较有力、合理、可行的得 3分；

关键线路基本完整，计划编制基本合理。关键节点的控制措施基本合理的得

1分；

其他不得分

（5）关键工序的施工技术、工艺以及质量保证的措施、工程实施的重点、

难点分析和解决方案（5分）：

对关键工序的关键技术、工艺有深入的表述，对重点、难点有先进、合理的

建议，解决方案完整、经济、安全、质量保证切实可行，措施得力：5分



对关键工序的关键技术、工艺的表述比较深入，对重点、难点有比较先进、

合理的建议，解决方案比较完整：3分

对关键工序的关键技术、工艺的表述基本合理，解决方案基本完整：1分

其他不得分

（6）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5分）

对质量目标、保证体系有具体的表述，对质量目标有先进、合理的建议，措

施方案完整、经济、安全、质量保证切实可行，措施得力：5分

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描述比较完整、合理，措施方案比较完整，

可行：3分

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描述基本完整，措施方案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7）安全保证措施（6分）：

针对项目实际情况，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范、正

确、清晰：6分

安全保证措施比较先进，可行：3分

安全保证措施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8）各工序的协调措施（5分）：

结合本项目，协调各工序间的协调措施和相关工程的协调措施及协调配合，

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的协调方法正确、清晰：5分

结合本项目，协调各工序间的协调措施和相关工程的协调措施及协调配合，

有较为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的协调方法较为准确、清晰：3分

提供的协调各工序间的协调措施和相关工程的协调措施及协调配合，基本完

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的协调方法基本准确、清晰：1分

其他不得分

（9）文明施工措施（5分）：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0）雨季施工措施（5分）：

针对雨季施工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针对雨季施工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针对雨季施工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1）施工现场环保措施（5分）：

施工现场环保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施工现场环保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施工现场环保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2）施工现场维护措施（5分）：

施工现场维护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施工现场维护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施工现场维护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3）应急预案（5分）

针对本工程应急实际情况，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

范正确、清晰 5分

针对本工程应急实际情况，有较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

规范较正确、清晰。3分

应急预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2）工程交验后服务措施（5分）：

结合本工程交验后的实际情况，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

用规范正确、清晰,能够最大程度达到用户满意 5分

结合本工程交验后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范较

为正确、清晰,能够达到用户满意 3分

有基本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范基本正确、清晰,基本能够达到用



户满意 1分

其他不得分

现变更为

（七）评分因素及评审标准

第一部分 商务部分（10分）

1.供应商实施能力（6分）

完全按照以下要求提供与本项目内容类似且已完成的 2016 年 1 月至今的成

功案例，按照以下要求执行，否则不予认定。

（1）合同复印件。包括合同金额、买卖双方名称及盖章。

（2）验收报告复印件。

（3）用户出具的成功履行合同的相关证明材料。

（4）第（2）、（3）项可提供任意一项。

每个认定一个案例得2分，最高得6分。

2.企业认证（1分）

所提供的塑胶跑道及硅PU列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品目清单”，且认证证书在有效截止日期内得1分（须提供“环境标志产品政府

采购品目清单”截图和认证证书复印件）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3.产品认证（3分）

（1）硅PU产品性能认证（3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防水底漆满足 GB/T 22374-2008 标准（溶

剂型底涂）要求的检测报告。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

分，不提供不得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硅PU球场材料由带CMA或ISSS标识检测机构

出具的通过《国际篮联一级场地指标要求》的检测报告。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

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供应商或所提供产品制造商具有硅PU球场材料抗菌性能检测报告（抗菌率≮

90%）。提供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提供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

第二部分 技术部分（75分）



技术标主要评审以下内容：工程质量、施工工期、施工组织设计等。根据供

应商响应内容横向对比进行打分。

1、工程质量目标承诺，达到采购文件要求标准的，得 1分。未提供：0分。

2、施工组织设计（满分 74 分）

（1）施工方案（6分）

结合本项目，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提供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项目实施

方案：6分

结合本项目，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提供较为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项目

实施方案：3分

项目实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2）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6分）：

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具有针对性、合理性，完全满足施工安全、文

明生产需要：6分

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比较具有针对性、合理性，能满足施工安全、

文明生产需要：3分

施工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布置基本合理，基本满足施工安全、文明生产需要

：1分

其他不得分

（3）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5分）：

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完全满足施工需要，调配投入计划合理、

准确：5分

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能满足施工需要，调配投入计划较合理、

较准确：3分

人员和材料投入计划及其保证措施基本合理：1分

其他不得分

（4）施工进度计划和各阶段进度的保证措施及违约责任承诺（5分）：

按照本项目实际情况，关键线路清晰、准确、完整、计划编制合理、可行。

关键节点的控制措施有力、合理、可行的得 5分；



按照本项目实际情况，关键线路较为清晰、准确、完整、计划编制较合理、

可行。关键节点的控制措施较有力、合理、可行的得 3分；

关键线路基本完整，计划编制基本合理。关键节点的控制措施基本合理的得

1分；

其他不得分

（5）关键工序的施工技术、工艺以及质量保证的措施、工程实施的重点、

难点分析和解决方案（5分）：

对关键工序的关键技术、工艺有深入的表述，对重点、难点有先进、合理的

建议，解决方案完整、经济、安全、质量保证切实可行，措施得力：5分

对关键工序的关键技术、工艺的表述比较深入，对重点、难点有比较先进、

合理的建议，解决方案比较完整：3分

对关键工序的关键技术、工艺的表述基本合理，解决方案基本完整：1分

其他不得分

（6）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6分）

对质量目标、保证体系有具体的表述，对质量目标有先进、合理的建议，措

施方案完整、经济、安全、质量保证切实可行，措施得力：6分

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描述比较完整、合理，措施方案比较完整，

可行：3分

质量目标、保证体系及保证措施描述基本完整，措施方案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7）安全保证措施（6分）：

针对项目实际情况，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范、正

确、清晰：6分

安全保证措施比较先进，可行：3分

安全保证措施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8）各工序的协调措施（5分）：

结合本项目，协调各工序间的协调措施和相关工程的协调措施及协调配合，

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的协调方法正确、清晰：5分



结合本项目，协调各工序间的协调措施和相关工程的协调措施及协调配合，

有较为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的协调方法较为准确、清晰：3分

提供的协调各工序间的协调措施和相关工程的协调措施及协调配合，基本完

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的协调方法基本准确、清晰：1分

其他不得分

（9）文明施工措施（5分）：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文明施工保证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0）雨季施工措施（5分）：

针对雨季施工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针对雨季施工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针对雨季施工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1）施工现场环保措施（5分）：

施工现场环保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施工现场环保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施工现场环保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2）施工现场维护措施（5分）：

施工现场维护措施方案完整，可行性高，采用规范正确清晰。5分

施工现场维护措施方案比较完整，可行性较高。3分

施工现场维护措施方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3）应急预案（5分）

针对本工程应急实际情况，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

范正确、清晰 5分

针对本工程应急实际情况，有较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



规范较正确、清晰。3分

应急预案基本完整，基本可行。1分

其他不得分

（12）工程交验后服务措施（5分）：

结合本工程交验后的实际情况，有先进、具体、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

用规范正确、清晰,能够最大程度达到用户满意 5分

结合本工程交验后的实际情况，有较为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范较

为正确、清晰,能够达到用户满意 3分

有基本完整、可行的实施措施，采用规范基本正确、清晰,基本能够达到用

户满意 1分

其他不得分

变更事项 3：

七、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开启时间及地点

1.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2019 年 7 月 8 日下午 14:00

2.响应文件开启时间：北京时间 2019 年 7 月 8 日下午 14:00

3.响应文件开启地点：天津烜福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与北辰道交口金玺大厦 2号楼 701 室）

变更为：

七、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开启时间及地点

1.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北京时间 2019 年 7 月 9 日下午 14:00

2.响应文件开启时间：北京时间 2019 年 7 月 9 日下午 14:00

3.响应文件开启地点：天津烜福工程招标有限公司（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

与北辰道交口金玺大厦 2号楼 701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