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血液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比选

更正公告

各潜在供应商：

我中心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发布了《福建省血液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比选

公告》（采购项目编号 FJSXYZXCG2019008）,现对公告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附件 1：福建省血液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比选评分标准

项目内容 评分项 分值 评分标准 提供的证明材料 备注

一、场所

位置便捷

性（20 分）

1、注册地在

福州市城区
4

注册地在福州市五城区的得 4 分，其

余不得分。

福州市城区包括鼓楼、台江、晋安、

仓山、马尾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在福州市

城区设有分

支机构

1

在福州市五城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得 1

分，其余不得分。

福州市城区包括鼓楼、台江、晋安、

仓山、马尾区，营业执照复印件、

分支机构授权证明、分支机构营业

场所产权证明或营业场所租赁合同

复印件

3、营业场所

位置距离
15

根据各参与比选单位营业场所至福建

省血液中心（福州市台江区西二环南

路 28 号）距离评分。

距离≤1KM 的得 15 分，

1KM＜距离≤2KM 的得 13 分，

2KMM＜距离≤3KM 的得 11 分，

3KMM＜距离≤4KM 的得 9 分，

4KMM＜距离≤5KM 的得 7 分，

5KMM＜距离≤6KM 的得 5 分，

6KMM＜距离≤7KM 的得 3 分，

7KMM＜距离≤8KM 的得 1 分，

8KM＜距离的不得分。

提供百度或高德地图导航（步行模

式）截图，根据截图中导航距离评

分。截图中应明确表示导航起止具

体地址。此项评分标准中的营业场

所应与以上 1 或 2 评分项的营业场

所一致，否则本项不得分。

二、评审

场地规模

及配置

（10 分）

1、营业场所

面积
5

根据各参与比选单位营业场所面积大

小来评分：

面积＜200 平方米的不得分，

200平方米≤面积＜300平方米的得1

分，

300平方米≤面积＜400平方米的得2

分，

400平方米≤面积＜450平方米的得3

分，

450平方米≤面积＜500平方米的得4

分，

500 平方米≤面积的得 5 分。

营业场所产权证或场所租赁合同复

印件，所有权人(承租人）应与参与

比选机构名称一致。



2、设施设备

配备情况
5

投标人专门设有开标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评标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样品陈列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抽取专家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档案室的得 1分。

提供相应功能房间的实拍照片（照

片打印在 A4 纸上）。

三、代理

范围及成

立年限

（11 分）

1、建设工程

招投标代理

登记备案情

况

1
在“福建省招标代理管理系统”登记

备案的机构得 1分

提供从福建省住建厅网站“福建省

招标代理管理系统”模块打印的登

记备案截图

2、代理机构

成立时间
10

按照代理机构注册成立时间长短评

分，按自然年计算：

注册成立时间≧15 年，得 10 分

13 年≤注册成立时间＜15，得 8分；

12 年≤注册成立时间＜13，得 6分；

10 年≤注册成立时间＜12，得 5分；

7 年≤注册成立时间＜10，得 4 分；

5 年≤注册成立时间＜7，得 3分；

3 年≤注册成立时间＜5，得 2分；

1 年≤注册成立时间＜3，得 1分；

注册成立时间＜1 年，不得分。

根据营业执照注册时间计算。 例：2019

年 注 册

成 立 的

企 业 不

得 分 ；

2018 年

注 册 成

立 的 企

业 可 得

1分。

四、从业

人员情况

（19 分）

1、从业人员

数量
10

从业人员数量≧30 人，得 10 分；

25≤从业人员数量＜30，得 8分；

20≤从业人员数量＜25，得 6分；

15≤从业人员数量＜20，得 4分；

10≤从业人员数量＜15，得 2分；

从业人员数量＜10，不得分。

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及2018年 3月

-2019 年 2 月任何一个月社保缴纳

证明（证明必须反映全员信息）

2、高级职称

数量
4

取得高级职称证书的，1 人得 1 分，

满分 4分。

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及2018年任何

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证明必须反

映全员信息），职称证书复印件。

3、中级职称

数量
5

取得中级职称证书的，1 人得 1 分，

满分 5分。

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及2018年任何

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证明必须反

映全员信息），职称证书复印件。

五、代理

服务满意

度（20 分）

1、福建省行

政事业单位

政府采购代

理服务满意

度情况（12

分）

12

根据 2018 年度代理机构取得的行政

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服务满意度反

馈评分，每取得 1份满意评价得 1分，

满分 12 分。

提供从福建省政府采购网打印的项

目结果公告及相应项目的政府采购

代理协议复印件、相应项目的采购

人满意评价反馈表复印件（评价项

目与打印的项目结果公告、代理协

议所涉项目一致）

2、为省血液

中心代理项

目的服务情

况

8

由评审小组结合以往代理本中心采购

项目服务情况考虑，在 0-8 之间打分。

六、代理

服务费优

承诺代理服

务费下浮费
20

采购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下的政

府采购项目，不下浮代理服务费用；

各参与比选单位提供代理服务费下

浮承诺书。下浮率超过 25%的，视为



惠情况

（20 分）

率情况 采购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采购项

目，进行下浮率报价（下浮率系批参

照计价格[2002]1980 号文规定收费

标准的向下浮动幅度，向下浮动幅度

不超过 25%，下浮率超过 25%的为无效

报价。要求最多保留一位小数）。根

据各参与比选单位提交的代理服务费

下浮费承诺书，评审小组计算报价得

分。承诺有效下浮率最高的得满分，

报价得分=（下浮费率/最高有效下浮

费率）*20

恶意竞争或可能影响后期的服务质

量，为无效报价，不项目不得分。

得分合计 100 分，所有分值的计算

若有小数，均要求四舍五入精确到

小数点后两位。

备注：近三年来（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无正当理由拒绝省血液中心采购代理委托的供应商，取消入围资格，不参与

本评分标准的评分。

更改为：

附件 1： 福建省血液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比选评分标准

项目内容 评分项 分值 评分标准 提供的证明材料 备注

一、场所

位置便捷

性（15 分）

1、工商注册

地
5

参与比选的单位工商注册地在福州市

五城区的得 5 分；工商注册地在不福

州市五城区但授权指定福州市五城区

分支机构参与比选的得 2分。

工商注册地在福州市五城区的提供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指定福州市

五城区分支机构参与比选的提供营

业执照复印件、分支机构授权证明、

分支机构营业场所产权证明或营业

场所租赁合同复印件

福 州 市

城 区 包

括鼓楼、

台江、晋

安 、 仓

山、马尾

区，

2、营业场所

位置距离
10

根据各参与比选单位营业场所至福建

省血液中心（福州市台江区西二环南

路 28 号）距离评分。

距离≤2KM 的得 10 分，

2KM＜距离≤4KM 的得 8分，

4KMM＜距离≤6KM 的得 6 分，

6KMM＜距离≤8KM 的得 4 分，

8KMM＜距离≤10KM 的得 2分，

10KMM＜距离≤12KM 的得 1 分，

12KM＜距离的不得分。

提供百度或高德地图导航（步行模

式）截图，根据截图中导航距离评

分。截图中应明确表示导航起止具

体地址。此项评分标准中的营业场

所应与以上 1 评分项的营业场所一

致，否则本项不得分。

二、评审

场地规模

及配置

（15 分）

1、营业场所

面积
8

根据各参与比选单位营业场所面积大

小来评分：

面积＜200 平方米的不得分，

200平方米≤面积＜300平方米的得1

分，

300平方米≤面积＜400平方米的得3

分，

营业场所产权证或场所租赁合同复

印件，所有权人(承租人）应与参与

比选机构名称一致。



400平方米≤面积＜450平方米的得5

分，

450平方米≤面积＜500平方米的得7

分，

面积≥500 平方米的得 8 分。

2、设施设备

配备情况
7

投标人专门设有开标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一个评标室的得 1分，二个

评标室的得 2 分，三个及三个以上评

标室的得 3；

专门设有样品陈列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抽取专家室的得 1分；

专门设有档案室的得 1分。

提供相应功能房间的实拍照片（照

片打印在 A4 纸上）。

三、代理

范围及成

立年限

（11 分）

1、建设工程

招投标代理

登记备案情

况

1
在“福建省招标代理管理系统”登记

备案的机构得 1分

提供从福建省住建厅网站“福建省

招标代理管理系统”模块打印的登

记备案截图

2、代理机构

成立时间
10

按照代理机构注册成立时间长短评

分，按自然年计算：

注册成立时间≧15 年，得 10 分

13 年≤注册成立时间＜15，得 8分；

12 年≤注册成立时间＜13，得 6分；

10 年≤注册成立时间＜12，得 5分；

7 年≤注册成立时间＜10，得 4 分；

5 年≤注册成立时间＜7，得 3分；

3 年≤注册成立时间＜5，得 2分；

1 年≤注册成立时间＜3，得 1分；

注册成立时间＜1 年，不得分。

根据营业执照注册时间计算。 例：2019

年 注 册

成 立 的

企 业 不

得 分 ；

2018 年

注 册 成

立 的 企

业 可 得

1分。

四、从业

人员情况

（11 分）

1、从业人员

数量
7

从业人员数量≧20 人，得 7分；

17≤从业人员数量＜20，得 6分；

15≤从业人员数量＜17，得 5分；

13≤从业人员数量＜15，得 4分；

11≤从业人员数量＜13，得 3分；

9≤从业人员数量＜11，得 2分；

7≤从业人员数量＜9，得 1分；

从业人员数量＜7，不得分。

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及2018年 3月

-2019 年 2 月任何一个月社保缴纳

证明（证明必须反映全员信息）

2、高级职称

数量
2

取得高级职称证书的，1 人得 1 分，

满分 2分。

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及2018年任何

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证明必须反

映全员信息），职称证书复印件。

3、中级职称

数量
2

取得中级职称证书的，1 人得 1 分，

满分 2分。

提供从业人员花名册及2018年任何

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证明必须反

映全员信息），职称证书复印件。



五、代理

服务满意

度（18 分）

1、福建省行

政事业单位

政府采购代

理服务满意

度情况

15

根据 2018 年度代理机构取得的行政

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服务满意度反

馈评分，每取得 1份满意评价得 1分，

满分 15 分。

提供从福建省政府采购网打印的项

目结果公告及相应项目的政府采购

代理协议复印件、相应项目的采购

人满意评价反馈表复印件（评价项

目与打印的项目结果公告、代理协

议所涉项目一致）

2、为省血液

中心代理项

目的服务情

况

3

由评审小组结合以往代理本中心采购

项目服务情况考虑，在 0-3 之间打分。

六、代理

服务费优

惠情况

（30 分）

承诺代理服

务费下浮费

率情况

30

采购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下的政

府采购项目，不下浮代理服务费用；

采购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采购项

目，进行下浮率报价（下浮率系批参

照计价格[2002]1980 号文规定收费

标准的向下浮动幅度，向下浮动幅度

不超过 25%，下浮率超过 25%的为无效

报价。要求最多保留一位小数）。根

据各参与比选单位提交的代理服务费

下浮费承诺书，评审小组计算报价得

分。承诺有效下浮率最高的得满分，

报价得分=（下浮费率/最高有效下浮

费率）*30

各参与比选单位提供代理服务费下

浮承诺书。下浮率超过 25%的，视为

恶意竞争或可能影响后期的服务质

量，为无效报价，不项目不得分。

所有分值的计算若有小数，均要求

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备注：近三年来（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无正当理由拒绝省血液中心采购代理委托的供应商，取消入围资格，不参与

本评分标准的评分。

二、公告中六、7“评分标准中的“一、３，二，四，五”项目应提供授权

分支机构有关材料，并按授权分支机构情况评分。”更改为：“评分标准中的“一、

2，二，四，五”项目应提供授权分支机构有关材料，并按授权分支机构情况评

分。”

三、公告中五、1“比选材料递交截止时间：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1：00

（北京时间）前，逾期不予受理”更改为：“比选材料递交截止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上午 11：00（北京时间）前，逾期不予受理”

四、公告中五、3“比选评审时间：2019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5：30（北京时

间）。”更改为“比选评审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下午 15：30（北京时间）。”

福建省血液中心

2019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