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师范学院红色文化实践基地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2021zfcg02070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天水师范学院红色文化实践基地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1-4-1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原招标文件中：第六章 评标办法

类别 评分内容 分值

价格

部分

（30 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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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

价）*30

30

技术

部分

（50 分）

技术参数响

应程度

（20 分）

以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为基准，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基本配

置和技术参数要求的得满分 20 分。带“◆”的技术指标和下面单

列的要求每负偏离一项扣 2 分，此部分分值扣完为止。非“◆”

的技术指标和没有单列的项目每负偏离一项扣 1分，此部分分值

扣完为止。提供虚假参数及证明文件者，投标无效；并承担一切

责任。

20

演示

（12 分）

为保证此项目供应商所提供产品能满足学校在教学过程 中的互

动教学需要，现要求将以下重点功能和资源进行现场演示，演示

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满分 12 分，不满足一项扣 2 分，扣完为

止。（钉钉远程在线演示）

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跟着习总书记去奋斗 VR 虚拟学习系统：

支持在相应的 VR 一体机中播放，可通过 VR 一体机控制手柄实现

包含场景内移动，与虚拟人物、虚拟场景交互。

2.会宁会师纪念馆 VR 体验系统：在相应的 VR 一体机中播放该系

统拥有的场景组成，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景进行浏览学习。

3.南梁革命纪念馆 VR 体验系统：在相应的 VR 一体机中播放该系

统拥有二十一个场景组成，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景进行浏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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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腊子口战役》多人交互式 VR 体验，体验者进入虚拟场景后，

体验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一次战役：迭部腊子口战役；在腊子口，

学生模拟红军战士，经过英勇奋战，通过夺取木桥，攀登悬崖陡

壁，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烈奋战，成功夺取腊子口....

5、《民族复兴路》多人交互式 VR 体验，体验者进入虚拟场景后，

体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长城、兵马俑、人民英雄。

6.红色思政 VR 虚拟仿真实践平台:平台分为手机端和电脑 PC 端,

和 C/S 客户端, 角色分为管理员\老师\学生,根据权限的不同登

陆,管理员可以对整个 VR 虚拟资源进行管理和分配,拥有最高权

限,老师可以通过后台发布实验项目,分配实验学生,对学生的实

验进行考核. 学生通过登陆平台后,可以选择思政专题,红色游

戏,VR纪念馆进行学习考核,平台所有资源支持手机端,电脑端,客

户端,VR 一体机,3D 立体眼镜和互动设备同时适配和操作,学生可

以在不同场景下进行学习。

基础改造

部分

（10 分）

1、总体概述：投标人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工期及采购单位特殊情

况，制定针对本项目施工组织总体方案，从方案的针对性、完整

性综合评价：方案明确、针对性强得 2分，基本满足者得 1 分，

不提供不得分。

2、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施工段划分情况（横道图），施工周期

短且划分合理者得 3 分，施工周期较长但划分合理者得 1分，其

他不得分。

3、投标人应提交一份施工总平面图给出现场临时设施布臵图表并

附文字说明；说明临时设施、加工、现场办公、设备及仓储、供

电、供水、卫生、生活等设施的情况和布臵。投标人全部临时设

施用地面积以及详细用途完整清晰者得 1分，否则不得分。

6、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材料投入计划，进行横向比较，选用材料具

有国家环保认证且级别最高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 分，不提供不

得分。

7、基础改造部分提供的预算编制文件，编制内容完整且符合《注

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要求者得 2分，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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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整体方

案和管理实

施方案

（8分）

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工程施工的质量保证措施，进行横向

比较，承诺质保期长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2、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内容，故障响应时间，进行横

向比较，最短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3、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横向比较，完整可行者

得 1分，否则不得分。

4、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安全文明施工方案，进行横向比较，方案措

施具体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5、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应用，措施完整得 1分，否

则不得分；

8

商务

部分

（15 分）

技术团队

开发能力

（4分）

投标供应商需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党建类 VR 资源软

件或内容开发能力，提供投标供应商公司的红色文化/思政教育/

党建类 VR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和软件测评报告，每提供软件测评

报告和软件著作权得 1 分，最高得 4 分。（将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和软件测评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后附在响应文件中，否则不得

分）

4

资质要求

（2分）

投标供应商具备 3A 企业信用等级、3A 企业资信等级、3A 质量服

务诚信企业和 3A 重质量守信用企业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满分

2分，缺少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产品质量(4

分)

所投产品符合国际、国内相关质量合格标准，运行可靠，故障率

低，有具体可行的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保证使用单位能熟练操

作维护和正常使用，完全满足得 2分，基本满足得 1分，未提供

的不得分。

产品符合行业标准，配件齐全，使用简单方便。所投产品供货渠

道正规，无产权纠纷。易损件、零配件备品配件供应渠道正常，

有保障，具有相关的质量保证承诺，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所投产品的认证证书、产品检验报告等），主要产品

提供真实可靠的来源渠道合法的证明文件。完全满足得 2分，基

本满足得 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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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

(5 分)

投标人提供近三年内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以合同为准，且必

须以本项目投标人为主体），每提供一项上述要求的类似业绩证

明材料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最高得 5分，未

提供的按照 0分计入，非本项目投标人主体的业绩证明材料按照

0分计入，复印件模糊不清、无法辨析的按照 0分计入。

5

售后服

务部分

（4分）

培训方案

（2分）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内容进行综合打分，

本项共 5分：

a科学、详尽、全面的，得 2分；

b合理、完整、可行的，得 1分；

c能满足项目基本要求的，得 0.5 分；

d缺项的，得 0分。

2

服务方案

（2分）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人员配备

情况、响应时间、到达现场时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进行综合

打分，本项共 2分：

a科学、详尽、全面的，得 2分；

b合理、完整、可行的，得 1分；

c能满足项目基本要求的，得 0.5 分；

d缺项的，得 0分。

2



现更正为：

类别 评分内容 分值

价格

部分

（30 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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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评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

价）*30

30

技术

部分

（51 分）

技术参数响

应程度

（20 分）

以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为基准，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基本配

置和技术参数要求的得满分 20 分。带“◆”的技术指标和下面单

列的要求每负偏离一项扣 2 分，此部分分值扣完为止。非“◆”

的技术指标和没有单列的项目每负偏离一项扣 1分，此部分分值

扣完为止。提供虚假参数及证明文件者，投标无效；并承担一切

责任。

20

演示

（12 分）

为保证此项目供应商所提供产品能满足学校在教学过程 中的互

动教学需要，现要求将以下重点功能和资源进行现场演示，演示

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满分 12 分，不满足一项扣 2 分，扣完为

止。（钉钉远程在线演示）

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跟着习总书记去奋斗 VR 虚拟学习系统：

支持在相应的 VR 一体机中播放，可通过 VR 一体机控制手柄实现

包含场景内移动，与虚拟人物、虚拟场景交互。

2.会宁会师纪念馆 VR 体验系统：在相应的 VR 一体机中播放该系

统拥有的场景组成，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景进行浏览学习。

3.南梁革命纪念馆 VR 体验系统：在相应的 VR 一体机中播放该系

统拥有二十一个场景组成，可以选择不同的场景进行浏览学习。

4.《腊子口战役》多人交互式 VR 体验，体验者进入虚拟场景后，

体验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一次战役：迭部腊子口战役；在腊子口，

学生模拟红军战士，经过英勇奋战，通过夺取木桥，攀登悬崖陡

壁，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烈奋战，成功夺取腊子口....

5、《民族复兴路》多人交互式 VR 体验，体验者进入虚拟场景后，

体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长城、兵马俑、人民英雄。

6.红色思政 VR 虚拟仿真实践平台:平台分为手机端和电脑 PC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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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S 客户端, 角色分为管理员\老师\学生,根据权限的不同登

陆,管理员可以对整个 VR 虚拟资源进行管理和分配,拥有最高权

限,老师可以通过后台发布实验项目,分配实验学生,对学生的实

验进行考核. 学生通过登陆平台后,可以选择思政专题,红色游

戏,VR纪念馆进行学习考核,平台所有资源支持手机端,电脑端,客

户端,VR 一体机,3D 立体眼镜和互动设备同时适配和操作,学生可

以在不同场景下进行学习。

基础改造

部分

（11 分）

1、总体概述：投标人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工期及采购单位特殊情

况，制定针对本项目施工组织总体方案，从方案的针对性、完整

性综合评价：方案明确、针对性强得 3分，基本满足者得 1 分，

不提供不得分。

2、根据投标人提供的项目施工段划分情况（横道图），施工周期

短且划分合理者得 3 分，施工周期较长但划分合理者得 1分，其

他不得分。

3、投标人应提交一份施工总平面图给出现场临时设施布臵图表并

附文字说明；说明临时设施、加工、现场办公、设备及仓储、供

电、供水、卫生、生活等设施的情况和布臵。投标人全部临时设

施用地面积以及详细用途完整清晰者得 1分，否则不得分。

6、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材料投入计划，进行横向比较，选用材料具

有国家环保认证且级别最高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 分，不提供不

得分。

7、基础改造部分提供的预算编制文件，编制内容完整且符合《注

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要求者得 2分，否则不得分。

11

项目整体方

案和管理实

施方案

（8分）

1、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本项目工程施工的质量保证措施，进行横向

比较，承诺质保期长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2、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承诺内容，故障响应时间，进行横

向比较，最短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3、根据投标人提供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横向比较，完整可行者

得 1分，否则不得分。

4、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安全文明施工方案，进行横向比较，方案措

8



施具体者得 2分，一般者得 1分，不提供不得分。

5、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应用，措施完整得 1分，否

则不得分；

商务

部分

（15 分）

技术团队

开发能力

（4分）

投标供应商需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思政教育/党建类 VR 资源软

件或内容开发能力，提供投标供应商公司的红色文化/思政教育/

党建类 VR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和软件测评报告，每提供软件测评

报告和软件著作权得 1 分，最高得 4 分。（将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和软件测评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后附在响应文件中，否则不得

分）

4

资质要求

（2分）

投标供应商具备 3A 企业信用等级、3A 企业资信等级、3A 质量服

务诚信企业和 3A 重质量守信用企业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满分

2分，缺少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2

产品质量

(4 分)

所投产品符合国际、国内相关质量合格标准，运行可靠，故障率

低，有具体可行的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保证使用单位能熟练操

作维护和正常使用，完全满足得 2分，基本满足得 1分，未提供

的不得分。

产品符合行业标准，配件齐全，使用简单方便。所投产品供货渠

道正规，无产权纠纷。易损件、零配件备品配件供应渠道正常，

有保障，具有相关的质量保证承诺，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所投产品的认证证书、产品检验报告等），主要产品

提供真实可靠的来源渠道合法的证明文件。完全满足得 2分，基

本满足得 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4

业绩

(5 分)

投标人提供近三年内类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以合同为准，且必

须以本项目投标人为主体），每提供一项上述要求的类似业绩证

明材料的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得 1分，最高得 5分，未

提供的按照 0分计入，非本项目投标人主体的业绩证明材料按照

0分计入，复印件模糊不清、无法辨析的按照 0分计入。

5



售后服

务部分

（4分）

培训方案

（2分）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培训方案内容进行综合打分，

本项共 2分：

a科学、详尽、全面的，得 2分；

b合理、完整、可行的，得 1分；

c能满足项目基本要求的，得 0.5 分；

d缺项的，得 0分。

2

服务方案

（2分）

评审小组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人员配备

情况、响应时间、到达现场时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进行综合

打分，本项共 2分：

a科学、详尽、全面的，得 2分；

b合理、完整、可行的，得 1分；

c能满足项目基本要求的，得 0.5 分；

d缺项的，得 0分。

2

更正日期：2021-4-2

三、其他补充事宜

注：各投标单位在知悉该更正公告后，向招标代理公司出具收悉此项目更正公告的回执函（格式

自拟），加盖单位公章，扫描发送至我公司邮箱（3474767217@qq.com）。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天水师范学院

地 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藉河南路

联系方式：0938-836039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甘肃三和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区飞雁街红星财富中心 13楼 23 室

联系方式：1819380979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凯利

电 话：1819380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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