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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供应商建议名单公示表

采购项目 2022 年“工会审计技能大赛”服务项目

型号规格 质量等级

预计数量
采购预算

（万元）
19.0

供应时间 10-11 月份 供应地点 无锡市总工会

售后

服务内容

提供并设置比赛场地，做好相关设备和技术保障，协助现场人员

组织，负责全程拍摄和相关视频制作等。

供应商

资格条件

1、服务机构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

2、服务机构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
诺函或其他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3、服务机构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成交
候选服务机构，不得确定为成交服务机构：

（1）服务机构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服务机构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

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3）服务机构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4）服务机构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5）服务机构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的。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建议

供应商
无锡教育电视台。

公示时间 2022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

联系人 沈蓓蓓 联系电话 82721107

附件：关于采购 2022 年“工会审计技能大赛”服务项
目的询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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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采购 2022 年“工会审计技能大赛”

服务项目的询价公告
无锡市总工会计划开展第二届工会审计技能大赛，欢迎

具备资格条件的服务机构积极报名参加。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名称：“工会审计技能大赛”服务项目

2.项目单位：无锡市总工会

3.项目预算：19.0 万元

二、报价要求

参加询价的服务机构报价必须为包干价，包括完成服务

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劳务费、管理费、交通费、

现场布置费、工伤保险、利润、税金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费用

等），报价费用不管是否在报价书中单列，均视为报价总价

中已包括该费用。（报价超过采购人预算的均为无效报价）

三、服务机构资格条件

1、服务机构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

2、服务机构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提供承诺函或其他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3、服务机构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

推荐为成交候选服务机构，不得确定为成交服务机构：

（1）服务机构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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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机构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

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3）服务机构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的；

（4）服务机构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名单的；

（5）服务机构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服务要求及内容

1、竞赛工种：工会经审人员；

2、竞赛形式：按理论比赛+实操比赛的形式竞赛；

3、服务内容：提供并设置比赛场地，做好相关设备和

技术保障，协助现场人员组织，负责全程拍摄和相关视频制

作等。

五、报价文件的递交及要求

报价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均须加盖公章）：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由法定

代表人签署所有报价文件，则此项不需提供）；

3、服务方案,包括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实施方案及保证

措施，软硬件条件（场地照片）等；

4、服务报价单（见附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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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关竞赛服务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复印件）；

6、服务承诺。

以上报价文件要制订成册（有封面、目录和页码），一

式两份，密封完整。（报价文件送达无锡市总工会审计处，

观山路 299 号无锡市总工会 1408 办公室）

六、材料提交截止时间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7：00 时。

七、询价时间及地点

询价时间：2022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9:30 时；

询价地点：无锡市观山路 299 号主楼 14 楼 1412 会议室。

八、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无锡市总工会

项目地址：观山路 299 号

联系人：沈蓓蓓

联系方式：82721107

2022 年 10 月 9 日

附 件：1.工会审计技能大赛服务报价单

2.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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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会审计技能大赛服务报价单
报价单位：（盖章）

项目 项 目 明 细 报价（元） 要求

理论

比赛

服务

演播厅场地使用
提供可同时容纳 250 位观众的演播室（含空

调、屏幕、音响使用费）

三机位高清录制 提供 3台高清摄像机现场摄录及相关调制

抢答器、计分系统
提供 8 组（每组 3 人）选手抢答设备及技术

服务

舞美设计及安装等 提供符合主题的背景设计及装饰

主持人、礼仪等 主持 1 男 1 女，颁奖礼仪 4 名

开场专题片
前期拍摄、后期包装、文稿修改、分镜头脚

本（3分钟）

赛题 PPT 制作 比赛现场使用赛题

比赛视频宣传 后期（一个月内）提供一次公共平台播放

活动短视频 60 秒左右短视频

奖杯奖牌
8 个奖杯、24 本证书，参赛证、工作证、领

队证、评委证若干

观众题礼品、啦啦队牌
KT 板队牌 8只，啦啦队标语若干，15 份小礼

品

现场观众服装 210 名观众，单色卫衣各一件

现场简餐 80 人次快餐

光盘刻录 30 套

实操

比赛

服务

实操赛场地使用
1 个小教室、1个大教室半天使用及比赛背景

设置、相关服务

现场工作餐 50 人次工作餐

活动摄影 一人，全画幅跟拍

专家评委费
制作题库、试卷、评卷，现场评委，约 15 人

天时

总计金额



— 6 —

附件 2

评分标准

序

号
指标 指标描述 分值 备注

1 服务方案

方案合理、可操作性强得 20 分，要

素不全扣 5-10 分，设施环境较差扣

0-5 分，可操作性不强扣 0-5 分。

0-20

2 服务价格
报价最低者得40分，次低价扣5分，

依次类推。
0-40

3 合作经验

根据服务方以往同类型（竞赛类）

服务项目的成功经验，每有一个服

务项目合同（复印件）得 5 分，最

高 25 分。

0-25

4 服务承诺

根据项目要求的服务内容做出全部

书面承诺得 15 分，未做承诺或内容

不全扣 0-15 分。

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