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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2 年经销商大会搭建物料/设备项目邀请招标文件

一、 邀标招标内容：

1.邀标单位：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2022 年经销商大会搭建物料/设备项目

3.完成时间：2022.02.13--2022.02.15（具体时间节点根据活动安排）

4.项目最高限价： 项目费用 35 万元以内（含税价），超过最高限价视为报价无效。

5.付款方式：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执行。

二、 项目要求：

内容概况：2022 年经销商大会搭建物料/设备项目

1、活动地址：深圳大梅沙京基洲际度假酒店

2、活动时间：2022 年 2 月 13 日-2 月 15 日；

3、活动搭建及撤场明细

4、项目要求：

a、根据公司设计要求在酒店内进行搭建，不能破坏酒店原貌，如有破坏请按酒店要求进行

赔偿，搬运材料时，需要保持地面干净，不能产生任何噪音影响酒店正常运营。

场地名称

活动分区进场搭建时刻表 活动分区搭建完成时刻表 活动分区撤场时刻表

日期 时间 日期 时间 日期 时间

主入口

2月 13 日

00:00AM

最晚进场搭建

时间，根据酒店

活动前一天的

时间安排

2月 13 日

02：00AM

产品进场（需保

证有足够且干净

的区域摆放产

品，产品需进行

拆包以及调律工

作）

08：00AM

完全交付场地

2月 15 日

22:00PM

搬运材料不能

产生任何噪音

影响酒店正常

运营

大堂（报到处）

宴会厅

宴会厅序厅（产品

展示区）

B层分组会议厅

户外音乐餐会 2月 14 日

07:00AM

可提前搬运材

料，但不能产生

任何噪音影响

酒店正常运营

2月 14 日
15:00AM

完全交付场地
2月 14 日

22:00PM

搬运材料不能

产生任何噪音

影响酒店正常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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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公司设计施工图材质以及尺寸进行施工，保证呈现效果与公司设计效果图一致。效

果图、施工图见附件 11、附件 12。

c、舞台音响、灯光请按照附件 10“2022 年经销商大会舞台设备报价清单”进行报价。

三、 投标要求：

1) 注册要求：国内合法有效注册的独立法人，且是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

2) 资质要求：营业范围含展台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等。

3) 报价要求：报价包含活动布置、活动安全使用、活动撤场期间的税费（需注明税点）、

材料费、人工费等。

4) 标书要求：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资质信息、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公平竞争

承诺书、报价单、往期业绩等相关资料并盖章。

5) 资格条件：公司简介及近三年参与的大型展览项目介绍；

6) 投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四、投标文件要求:

（1）投标单位提交的投标文件及外包装需要加密封条并加盖公章。

（2）投标资料需由投标单位 2022 年 1 月 11 日上午 8 点前以密封形式现场交付或快递到市

场部。

（3）开标时发现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废标，废标不得参与评标。

 未密封的；

 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内送到的；

 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和内容填写或者字迹模糊不清的；

 未提供有效投标文件的；

 未在文件上加盖公章的。

五、中标方式：

1) 开标评标：采取一次报出有效的价格，报价直接影响评标结果。

2) 评标部门：恺撒堡公司立项项目评标小组。

3) 中标标准：

按照附件 9：2022 年经销商大会搭建物料/设备报价清单出具相关搭建服务响应程度、

价格等方面，以提供报价标书内容为评标依据。采用“综合评分表”中的“综合得分”的高

低决定中标单位，各项评分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4) 价格分计算方式：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通过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且

最低的投标（报）价（最终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

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评标基准价／投标价）×分值。

5) 中标方式：收到我司通知单位为中标单位，无收到通知单位为不中标单位。

六、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市场部。

2）联系方式：韩工 020-81404893、18123675122

3）情况说明：投标单位联系时，说明单位名称、联系人和电话。

七、附件 1-12：（文件请按以下要求的顺序和格式制作）

投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组成内容，请按顺序制作，本章有提供格式文件的请按格式

要求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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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提交的文件均需加盖公章，所有证书类文件提供复印件且必须在有效期内。

加★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不满足的，将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加△为重要评分依据，投标人不满足的，该项目不得分。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封面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 ★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4 ★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如法人代表本人参与投标则无需

提供

5 信用记录承诺函

6 投标承诺函

7 公平竞争承诺书

8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9 ★报价清单

10 △往期业绩（提供合同内页复印件）

11
△搭建服务方案、拟投入服务人员情况、质量安全保

证措施、搭建进度保障

12 投标人认为有必要说明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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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项目综合评分表

项目名称： 评标人签名：

报价单位： 评标日期：

评分内容 评审标准 分值 得分

业绩情况

（1）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具有“制作、搭建”项目服务

经验，每提供一个“10 万以上”业绩合同及结账凭证得

1分；本项最高不超过 4分。

（2）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具有“制作、搭建”项目服务

经验，每提供一个“20 万以上”业绩合同及结账凭证得

2分；本项最高不超过 8分。

（3）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具有“制作、搭建”项目服务

经验，每提供一个“50 万以上”业绩合同及结账凭证得

4分，本项最高不超过 8分。

注：计分优先级按序号顺序，（1）（2）（3）业绩不能

重复计算。

20 分

搭建进度保障

根据投标单位对本项目实施所采取的搭建进度进行

评审（可另外附表说明）：

①搭建进度时间节点目标详细明确、详细准确，得 15 分；

②搭建进度时间节点基本明确，得 10 分；

③搭建进度时间节点不太明确，得 5分；

④搭建进度时间节点不明确，不得分。

15 分

拟投入服务人

员情况

2月 13 日 主入口、大堂（报到处）、宴会厅、宴会厅序

厅（产品展示区）、B 层分组会议厅、B 层序厅---需配

置工人数量：舞台灯光音响搭建人员 6 人、木工 14 人、

电工 4人、美工 4人、杂工 4人（共计 32 人）

满足 32 名工作人员，得 5分，每少两人减 2分；

2 月 14 日 户外音乐餐会---需配置工人数量：玻璃舞台

搭建 8人、桁架搭建人员 10 人、电工 4人、杂工 8人、

灯光技术人员 6人、音响技术人员 6人、舞美技术人员 6

人、灯光师音响师 3人（共计 51 人）

满足 51 名工作人员，得 5分，每少两人减 2分；

以上人员不能重复工种。

10 分

应急方案

根据投标人应急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横向比较：

横向对比优 10 分；良 8分；中 5分；差 0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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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保

证措施

根据投标单位对本项目实施所采取的质量及安全保证措

施进行评审（可另外附表说明）：

①质量目标及分期目标详细明确，安全保证措施具体可

行、详细准确，得 15 分；

②质量目标及分期目标基本明确，安全保证措施较具体

可行、准确，得 10 分；

③质量目标及分期目标不太明确，安全保证措施较差，

得 5分；

④质量目标及分期目标不明确，无安全保证措施差，不

得分。

15 分

价格评分

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通过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且最低的投标（报）

价（最终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

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分=（评标基准价／投标价）×分值。

30 分

综合评分：

评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