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体系和绩效体系咨

询服务 
采购类型 服务类 

采购方 深圳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财政预算限

额（元） 
100000（人民币拾万元整） 

项目背景 

近年来，深圳市科技评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评审中心）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劳务派遣员工人数发展到目前 20多人，原有的薪酬体系已不能适应机构的运营

和发展，需要请专业的管理咨询公司量身定做一套薪酬体系和配套的绩效管理体

系。 

投标人资质

要求 

1.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2. 投标人的营业范围

中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3. 投标人在 2015～2018

年间应有为中国大陆地区的机构或组织提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或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的经历（需提供证明材料）； 4. 近三年内（即至少从 2015年 6月开始



起算，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无行贿犯罪记录，须提供由投标人营

业执照住所地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告知函》。告知函自出具之

日起两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到期日应在本项目的公告日之后）； 5. 本项目不接

受联合投标； 6.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服务类清单 

一、总体要求 

设计出的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体系和绩效管理体系各一套，评审中心共享平台薪酬

体系和绩效管理体系各一套，编制中心请休假制度及加班制度。应具有较强的可

操作性，且能适应评审中心未来发展的需要。 

 

二、服务标的 

评审中心目前有内设部门 4个，聘用劳务派遣人员 20余人，其中综合部、项目

部和孵化部的员工执行中心制订的管理类人员薪酬制度，缺乏技术类人员薪酬制



度；共享平台部执行另一薪酬制度，均没有成体系的绩效管理制度。缺乏适用于

劳务派遣人员的请休假制度及加班制度。 

 

三、薪酬体系要求 

编制评审中心薪酬体系方案及共享平台部薪酬体系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薪酬策略 

2、薪资表，含薪级、薪档、级差、档差、带宽、重叠度等； 

3、薪酬项目及结构，并包含薪资构成、各职等固定部分与浮动部分的比例； 

4、浮动薪酬与绩效的链接方式与机制； 

5、定薪和调薪的原则与方法； 

6、薪酬管理制度 

 

四、绩效管理体系要求 



编制评审中心绩效管理体系方案及共享平台部绩效管理体系方案，具体如下： 

1、绩效目标设定方式与设定思路； 

2、绩效监控与指导； 

3、绩效考核周期与考核方式； 

4、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 

5、各部门绩效考核指标； 

6、绩效管理制度 

 

五、制度建设 

编制评审中心劳务派遣人员请休假制度及加班制度 

 

商务需求 
一、完成期限 

不超过四个月 



 

二、付款方式 

1、人力资源咨询服务及支付 

（1）评审中心按中标价格向中标人支付“人力资源咨询服务费”，费用包括项目

咨询、成果报告、项目实施过程的培训、辅导及后续服务等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2））除另签补充协议外，不接受中标人就本项目以任何理由、任何名目提出增

加费用的要求。 

2、合同价款支付进度 

（1）合同签订后支付 30% 

（2）完成薪酬体系方案和绩效管理体系方案，且方案获得评审中心中心领导办

公会议通过认可，支付 60% 

（3）薪酬体系方案和绩效管理体系方案正式实施后（以评审中心正式发文为准），

付余款 10% 



三、验收要求： 

中标人提交的薪酬体系方案和绩效管理体系方案应满足全部技术要求。 

 

四、培训要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标人应对评审中心中层以上干部、相关员工提供培训，对

薪酬体系方案和绩效管理体系方案进行详细解读和宣贯；对人力资源管理团队提

供培训，就薪酬设计理论和技术、绩效考核设计理论和技术进行指导。 

 

五、售后服务要求： 

本项目方案正式实施后 1年内，中标人应就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评审中心提

供两次上门指导服务，除此之外，如还需提供修改服务，且应在 3个工作日（72

小时）之内响应。 

 



评标信息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价格 20 

2 技术部分 64 

 序

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

式 

评分准则 

1 实施方案或项目建议

书的科学性、系统性

（模型、工具、技术手

段、方法论） 

10 小组打

分 

（1）项目建议书思路与逻辑清晰，

使用的工具、模型、技术手段先进，

方法论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得 10-8

分； 

（2）项目建议书思路与逻辑较清晰，

使用的工具、模型、技术手段较先进，

方法论较具科学性、系统性，得 7-5



分； 

（3）项目建议书思路与逻辑模糊，

有使用工具及模型，技术手段一般，

方法论科学性系统性不足，得 4-0

分。 

2 实施方案或项目建议

书的实用性及可操作

性（项目重点难点分

析、应对措施、资源数

据库、实施步骤等） 

10 小组打

分 

（1）充分了解事业单位的特点及管

理运作，充分理解评审中心的发展及

战略定位，项目建议书切中评审中心

要害，解决实际问题，资源数据库全

面丰富，实施步骤清晰，得 10-8分； 

（2）对事业单位的管理及运作有一

定了解，对评审中心的业务发展及战

略定位有一定的理解，项目建议书与



实际结合，能解决实际问题，有资源

数据库，有实施步骤，得 7-5分； 

（3）不了解事业单位的管理及运作，

不理解评审中心的发展及战略定位，

项目建议书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

问题，资源数据库不充足，实施步骤

模糊，得 4-0分。 

3 实施方案或项目建议

书的创新性 

10 小组打

分 

（1）项目建议书能够提出自身的独

到理论和见解，能够参考国内外优秀

案例，有较高的创新性，得 10-8分； 

（2）项目建议书能够提出自身的一

般理论和见解，能够参考国内外优秀

案例，有一定的创新性，得 7-4分； 



（3）项目建议书无法提出自身的理

论和见解，无法结合国内外案例进行

编制，不具备任何创新性，得 3-0

分。 

4 预期成果 10 小组打

分 

（1）预期项目成果明确，有详细的

成果交付清单，涉及模块体系齐全、

丰富，对招标人管理水平提升有显著

的预期效果，得 10-8分； 

（2）预期成果基本明确，包含主要

交付成果，涉及模块比较齐全，对招

标人管理水平提升有一定预期效果，

得 7-4分； 

（3）预期成果不明确，得 3-0分。 



 

5 进度计划 8 小组打

分 

（1）方案整体实施时间紧凑、合理，

并能够优先解决中心的迫切需求，得

8-5分； 

（2）方案整体实施时间较合理，能

及时解决中心的迫切需求，得 4-2

分； 

（3）方案整体实施时间较长，能解

决中心的需求，得 1-0分。 

 

6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

情况 

8 小组打

分 

（1）项目负责人有 10年（含）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工作经验，且负责

过 5个（含）以上国资背景集团企业、

大型产业园的类似项目，得 8分； 

（2）项目负责人有 6年（含）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工作经验，且负责

过 3个（含）以上国资背景集团企业、

大型产业园的类似项目，得 4分； 

（3）项目负责人有 3年（含）以上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工作经验，且负责

过 2个（含）以上国资背景集团企业、

大型产业园的类似项目，得 1分。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简历表》，

以上评审项必须同时满足经验年限

及类似项目个数的要求，如不满足则

自动降级。 

涉及业绩的需提供业绩证明扫描件

作为证明文件。 



 

7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

员（项目负责人除外）

情况 

8 小组打

分 

（1）项目成员中至少有 3人具有 5

年（含）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经验，

且项目成员中至少 2人具有国资背

景集团企业、大型产业园的类似项目

经验，得 8分； 

（2）项目成员中至少有 3人具有 3

年（含）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经验，

且项目成员中至少 1人具有国资背

景集团企业、大型产业园的类似项目

经验，得 4分； 

（3）具有 3年以上人力资源管理咨

询经验的项目成员少于 3人，或项目

成员均不具有国资背景集团企业、大



型产业园的类似项目经验，得 2分。 

投标人需提供《项目团队成员简历

表》。以上评审项必须同时满足人数、

经验年限及类似项目个数的要求，如

不满足则自动降级。涉及业绩的需提

供业绩证明扫描件作为证明文件。 

3 综合实力部分 10 

 序

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

式 

评分准则 

1 投标人实力 4 小组打

分 

（1）投标单位或其所在集团公司在

全球具备较高知名度，企业实力强，

得 4-3分； 

（2）投标单位或其所在集团公司在



全球具备一定的知名度，企业实力一

般，得 2-1分； 

（3）投标单位或其所在集团公司在

全球不具备知名度，企业实力较差，

得 0分。 

投标人需自行阐述其公司实力。评标

小组依据对企业管理咨询行业的了

解、投标人提供的资料等进行评分。 

2 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

情况 

3 小组打

分 

投标单位近三年（2015年 6月至公

告日止）承接类似项目服务合同扫描

件，满足 1项，得 1分，最高得 3

分。 

（类似项目业绩专指服务对象为大



型产业园/企业集团且合同金额达

10万元（含）以上、服务满三个月

（含）以上的绩效管理体系或薪酬体

系咨询项目业绩。） 

投标人需提供业绩合同扫描件作为

证明文件，并填写《投标人近三年完

成的类似项目业绩表》。 

 

3 

 

投标人规模（员工人

数）情况 

 

3 

 

小组打

分 

 

（1）投标单位管理咨询顾问人数在

4人（含）以上时，每有一位顾问得

0.2分，最高得 3分； 

（2）投标单位管理咨询顾问人数不

足 4人时，此项不得分。 



投标单位需提供员工近三个月的社

保清单或劳动合同作为证明文件。 

4 服务部分 6 

 

序

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方

式 

评分准则 

1 服务网点（场地） 3 小组打

分 

（1）在深圳本地有独立法人公司（或

机构）的得 3分； 

（2）在深圳本地有分支机构但无独

立法人资格的得 2分； 

（3）分支机构在广东省内深圳市以

外的得 1分； 

（4）在广东省内无分支机构的不得

分。 



2 项目完成（服务期满）

后的服务承诺 

3 小组打

分 

（1）项目结束提供后续服务，能在

72小时内反馈，提供后续服务的期

限承诺在 1年以上，得 3分； 

（2）项目结束提供部分后续服务，

能尽快反馈，提供后续服务的期限承

诺在 1年以内，得 2分； 

（3）项目结束后无法提供完善的后

续服务，无法及时反馈和响应，不能

承诺后续服务的工作时间，不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