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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领导小组： 

数字人民币乘车改造项目（项目编号: JG2022-13769）于 2022年 7月 26日上午 9:30

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开标。之后，由招标人组织，于 2022 年 7月 26日在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评标。评标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和招标情况 

本次招标内容为数字人民币乘车改造项目。 

本项目于 2022年 7月 4日至 7月 26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媒体上发布招

标公告并公开接受投标登记，2022 年 7月 26 日上午 9:00 至 9:30 接受递交投标文件，

共有 4家投标单位进行了投标登记，有 4家投标单位递交投标文件。 

本次招标采用二次开标（商务、技术标开标和价格标开标），资审方式为资格后审。

2022年 7月 26日上午 9:30，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第一次开标（商务、技术标

开标）。投标文件递交情况如下： 

序号 投标人名称 是否投标登记 
是否递交 

投标文件 

1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2 北京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是 是 

3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二、评标组织机构 

负责本次评标的评标委员会由商务评审组和技术评审组组成，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

依法组建；商务评审组由 5 名经济评委组成（其中业主代表 1 名），技术评审组由 5 名

技术评委组成（其中业主代表 1 名），共有 10 位评标委员，各评标委员均签到。评标

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商务评审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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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评审组成员：  

技术评审组组长：  

技术评审组成员：  

三、评标基本情况 

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和招标文件中的评标办法，对所有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认真

的评审，得出了最终的评标结果。 

1． 对投标人进行初步评审（第一阶段） 

评标委员会按照评标办法中的规定进行初步评审（第一阶段）（即：资格审查、形

式评审（商务技术）、响应性评审（商务技术）），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格审查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商务技术部分形式评审的投标人进行投标人资格评审；经评审，

北京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不满足“投标人资格审查表”第 3项“投标人未按照

招标公告附件三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申请人声明”的要求，不予通过资格审查，其余

3家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满足资格审查要求，通过资格审查。 

（2） 形式评审（商务技术） 

经评审，通过资格审查的 3家投标人均通过商务技术部分形式评审。 

（3） 响应性评审（商务技术）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投标人资格评审的投标人进行商务技术部分响应性评审；经评审，

通过资格审查的 3家投标人均通过商务技术部分响应性评审。 

经评审： 

北京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不满足“投标人资格评审审查表”第 3项“投标

人未按照招标公告附件三的内容签署盖章的投标申请人声明”的要求，不予通过资格审

查。其余 3 家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均通过资格审查、商务标有效性审查和技术标有效性审

查，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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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资格评审、商务标/技术标形式评审、响应性评审汇总表”）。 

2． 对投标人进行详细评审 

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和评标办法对通过初步评审（第一阶段）的商务标及技术

标分别进行详细评审（不含价格）。 

详细评审的评分因素（商务评分标准、技术评分标准）得分依据“先定档、后评分”

的原则，具体要求如下： 

（1）每位评标专家应严格按照详细评审项目规定的【好、中、差】等级标准对有

效投标文件进行定档评议。 

(2)每位评标专家先递交各自的定档评议，定档分好、中、差三档，好为 3分、中

为 2分、差为 1分；经汇总并计算其算术平均分，最终按下表得出各投标人的最终档次。 

好 中 差 

[3，2.5] （2.5，1.5） [1.5，1] 

(3) 各评标专家根据评标的最终档次进行各自打分，评分不符合最终档次的无效，

须按最终档次重新打分。 

（4）最后按评标办法对每一项评分因素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取算术

平均分，分数出现小数点，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得出各项最终详细评审得分。（详见附

表“商务标/技术标详细评审评分表”） 

 

 

序号 投标人名称 商务部分得分 技术部分得分 

1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4.73 26.58 

2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82 41.61 

3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4.61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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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格标开标 

在评标委员会专家对投标文件完成商务标和技术标详细评审后，本项目于 2022年 7

月 26日下午 15:00进行价格标开标（第二次开标，对通过商务标和技术标初步评审投

标人的价格标投标文件进行公开开标）。首先由招标人从 1％、2％、3％的评标基准价

候选下浮率中，现场随机抽取确定本项目计算评标基准价的下浮率为 2%。开标结束后，

各投标人的授权代表在开标记录表上签字确认了开标结果，招标人代表也签字证明开标

符合规定，开标结果有效。（详见“开标记录表（经济）”）  

序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元） 

1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6,509,008.34 

2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481,708.40 

3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6,200,000.00 

4． 价格标的算术校核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第一阶段）的价格标投标报价进行算术校核（详见附

表“算术复核表”），结果如下： 

序

号 
投标人名称 原投标报价（A） 

算数复核后投标

报价（B） 

误差率

（r=|A-

B|/A*10

0%） 

经评审的最终

投标报价 

1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6,509,008.34 6,509,008.34 0% 6,509,008.34 

2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6,481,708.40 6,481,708.40 0% 6,481,708.40 

3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

司 
6,200,000.00 6,200,000.00 0% 6,200,000.00 

5． 价格标形式评审、响应性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第一阶段）的投标文件进行价格标形式评审、响应性

评审。经评审，所有投标人的投标文件通过价格标形式评审、响应性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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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通过价格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为 3名，价格标初步评审的各投标人的投标价的算术

平均值下浮 2%为评标基准价。 

经计算，本项目评标基准价为：6268967.47 元。 

当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时，打分值得 100分；评标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打

分值扣 1分；评标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 1%，打分扣 0.5分，扣至 0 分为止，打分值以四

舍五入的方式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详见附表“价格部分详细评审评分表”） 

7． 推荐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按照“投标人得分=商务部分得分（满分 5 分）+ 技术部分得分（满分

45 分） +投标报价得分（满分 50）”的公式，计算各有效投标文件的总分，并按照总

分从高到低排列先后次序。总分相同的，投标价低的排先。总分和报价均相同的，则商

务得分高者排名靠前；综合评分、投标报价、商务部分得分也相等的，采用随机抽取的

办法确定中标候选人排序。 

评标委员会商务评审组和技术评审组在投标文件有效的投标人中，向招标人推荐前

3 名投标人依次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至第三中标候选人。结果如下：（详见附表“评审结

果汇总表”）  

序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最终得分 

（打分值*50%） 

1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6,509,008.34 48.09 

2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481,708.40 48.30 

3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6,200,000.00 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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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标过程见证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评标过程进行了全程见证。 

五、招标、评标过程表格 

附表 1  投标登记并递交投标文件投标人名单 

附表 2  开标记录表（商务/技术） 

附表 3  资格评审、商务标/技术标形式评审、响应性评审汇总表 

附表 4  商务标/技术标详细评审评分表 

附表 5  开标记录表（经济） 

附表 6  算术复核表 

附表 7  价格标形式评审、响应性评审汇总表 

附表 8  价格部分详细评审评分表 

附表 9  评审结果汇总表 

 

 

 

 

 

投标人名称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

限公司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 6481708.40 6200000.00 6509008.34 

商务分 4.82 4.61 4.73 

技术分 41.61 37.32 26.58 

经济分 48.30 49.72 48.09 

总分 94.73 91.65 79.40 

结论 第一中标候选人 第二中标候选人 第三中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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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委员会成员签名： 

商务评审组：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技术评审组：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纪委监察专员办纪检监察室代表签名：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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