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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

务要求

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

应全部满足，否则其响应文件按照无效处理。

一、项目概述

1.项目概况

根据新《预算法》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依据省、市

关于绩效管理工作的相关指导意见及办法，及《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区（市）

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的通知》（成财绩函[2020]5 号）和《成都市财政局关于转发

<2022 年四川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成财绩函〔2022〕2 号）要求，结

合高新区《成都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关于 2022 年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成

高财发[2022]36 号）等实际情况，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等相关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本

次采购项目共分为 3 个包（各包详细的采购范围见本章附件 1），每个包拟确定 1家成

交供应商人负责本包绩效评价等相关工作。

项目整体服务内容介绍如下：

1.从 2021 年度预算中选取 61 个（项）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合计金额 834597.99

万元；另外，从 2021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中选取 4个项目，金额 1895 万元，开展

“回头看”，复查结果应用情况，追踪问题整改实际效果。具体如下：

评价类型 项目数量（个、项） 评价金额（万元）

部门整体支出 3 186749.38

项目支出 24 60425.99

政府购买服务 30 20354.00

政府性投资基金 1 14600.00

政府专项债券 1 30000.00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1 5075.62

国有资产 1 5173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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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 4 1895.00

合计 65 836492.99

2.绩效目标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标准体系建设，选取高新公安分局、网络理政办、

生态环境城管局 3个部门建立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体系。选取街道办事处“群团工作经费”

和“党建工作经费”2个项目，建立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体系。

3.事前绩效评估。按全年项目总体推进情况实施 6个项目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

4.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综合绩效评价。对 2019 年至 2021 年高新区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实施综合绩效评价。

5.楼宇综合评价。对 2019 年至 2021 年菁蓉汇大厦和科技金融大厦运营进行综合评

价。

2.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本项目共 3个包，各包详细的采购范围见本章附件 1。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备注

1 1-01 绩效评价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2-01 绩效评价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 3-01 绩效评价服务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

包 1、包 2服务时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7 月。包 3根据采购人工作整体推进

情况确定项目和服务时间，2022 年 12 月前完成（具体起止时间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完成时间

每一个评价项目自进场日开始计算，原则上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签署确认表。

（三）服务费

各包所有绩效评价工作结束后，采购人将按《中介机构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考核表》

（见本章附件 2）对项目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分。每包评价服务费＝合同金额×考核结

果支付比例。

（四）服务费支付方式

当评价工作结束后，采购人将依据《中介机构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考核表》形成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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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及结果，根据考核结果按比例支付供应商服务费用。

（五）验收标准和方法

中标人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六）其他事宜

1、部分项目存在跨年度情况，供应商应保证绩效评价项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具

体按当年度实际情况确定。

2、若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相关工作项目及内容发生变化的将做相应调整。

三、技术、服务要求

（一）服务要求

1、前期准备

为了顺利开展绩效工作，供应商应根据评价工作安排，搭建工作组，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工作组应与被评价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充分沟通，准确了解项目概况，多渠道

补充收集项目相关背景文件资料，重点是收集与评价项目相关的政策文件、资金分配文

件、资金管理办法、项目实施方案、国家、行业标准数据，与评价指标相关的对比数据、

支撑材料、查阅相关财务资料。

工作组应结合项目特点及实际执行情况，在与被评价项目主管部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基于高新区指标体系框架制定受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经采购人同意后，工作

组方可按照指标体系开展评价工作。

工作组应明确现场评价点，制定项目现场评价工作方案，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项目概

况、评价思路、重点关注环节、评价方法、人员安排、工作进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社会

调查方案等内容。工作方案需报采购人审定，并根据采购人的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

2、现场评价

1）工作组应根据现场评价工作方案，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踏勘、社会调查等方式，从

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效果三方面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价。

2）工作组现场评价时应按采购人的统一要求制作、填列工作底稿，按要求实施问卷调

查、满意度。工作组应保证数据来源可靠和取数过程合理合规，各现场评价点工作底稿

应由被评价单位签字盖章，并由工作组项目负责人审核、签章。

3）工作组应按照采购人要求不定期向采购人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对现场评价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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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应及时向采购人反映。

3、撰写报告

现场评价完成后，工作组应汇总相关数据，分析整理绩效评价情况，结合项目实际，撰

写评价报告并按要求填报相关表格。评价报告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项目概况、评价目

的、评价对象、评价依据、评价工作流程、指标体系、现场评价方法、现场核查情况及

现场评价结果、项目存在的问题汇总、对策建议等。

评价报告应做到内容翔实，依据真实，论证充分，底稿及相关佐证材料齐全；评价指标

体系、主要成绩、问题分析以及对策建议应有鲜明逻辑关系；对策建议应具有针对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4、提交审核

评价报告须与受评单位，采购人交换意见，经采购人认可后确定报告终稿。对评价报告

存在的问题，采购人有权提出修改意见，采购人认为评价报告中存在结论模糊、事实不

清、数据不实的情况，可责成工作组重新核实、修正。

5、资料归档

工作组应做好评价资料整理归档工作，评价资料需保存电子档（可用扫描件）和纸质档

（含复印件），评价工作结束后应按采购人资料归集要求归档，并移交采购人。工作组

在项目评价期内应做好资料保密工作，如因资料遗失发生泄密问题，由工作组承担相关

责任。

（二）人员要求

1、工作组配置

供应商应至少提供 1组工作组参与绩效评价工作，每个工作组组长至少为 1人，且评价

报告由组长牵头撰写。

2、人员变更

★（1）供应商需承诺成交后工作组组长不得变更，其他工作组成员如有变更，须报采

购人书面同意。

★（2）同时参加多个包的各包件响应文件中拟派驻人员不得重复，不同包件人员如有

重复，则该供应商全部响应文件作无效响应处理。（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加

盖供应商公章）

★（3）包 3 供应商需至少配置一名教授或副教授职称人员。（仅包 3 需要应答本条，

须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提供相应支撑材料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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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

号

预算单位名

称
评价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预算

数

1
肖家河街道

办事处

项目支出评价 环保管理工作经费 65.24

2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养老服务补助 210.70

3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1588.00

4
芳草街街道

办事处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环保管理工作经费 255.83

5 项目支出评价 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普查工作经费 777.29

6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1135.00

7
桂溪街道办

事处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群团工作经费 151.71

8 项目支出评价 三瓦窑特色街区片区项目经费 112.55

9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2001.00

10
中和街道办

事处

项目支出评价 社区院落物业管理 3210.14

11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经费 382.00

12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4861.00

13
石羊街道办

事处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凤凰城运营经费 77.69

14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2375.22

15 回头看 精神建设及宣传经费 716.00

16
西园街道办

事处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群众文化经费 453.20

17 项目支出评价 社区院落物业管理 730.12

18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880.40

19

合作街道办

事处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养老服务补助 71.00

20 项目支出评价
合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2

期）装修工程
400.00

21 项目支出评价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1969.49

22
各街道办事

处
项目支出指标体系建设 群团工作经费

23
各街道办事

处
项目支出指标体系建设 党建工作经费

包 1合计 22423.58

24

新经济局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欧洽会 300.00

25 项目支出评价 国际化专项经费 570.21

26 回头看 数字文创产业工作经费 100.00

27
生物产业局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产业规划与研究专项 156.00

28 项目支出评价 产业规划与研究专项 156.00

29
公园城市局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成都高新区建设管理 361.72

30 项目支出评价 办公自动化系统工作经费 967.62

31
经济运行局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企业服务专项经费 520.38

32 项目支出评价 区级粮食储备经费 612.00

33
国际合作投

服局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招商引资活动促进经费 150.30

34

网络理政办

政府购买服务评价 智慧治理工作经费 1216.00

35 项目支出评价 成都高新区智慧政务服务中心项目 5987.28

36 部门整体支出评价 部门整体 41713.79

37 部门整体支出指标体系建设 部门整体指标体系

38

成都天府国

际生物城投

资开发有限

公司

国有资本评价 国有资本 517393.00

39 高新区预算

单位

事前绩效评估 待定

40 事前绩效评估 待定

包 2合计 570204.30

41
高新区预算

单位

成都高新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综合绩效评价

成都高新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综合

绩效评价项目

包 3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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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836492.99

附件 2

中介机构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考核评分表
评价机构：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考核内容及基础分值 扣分项目

扣

分

值

总

得

分

前期

准备
25

制定

方案

成立项目组，制定合理可行工作方案，工作方案不合理每发

现一处扣 1 分

征询

意见

充分了解被评价单位项目情况，听取被评价单位和财政部门

的意见，无遗漏，否则扣 3 分

制定

指标

指标制定应符合项目特点，设计个性化指标并合理分配权重，

对指标体系设制不合理发现一处扣 1 分

指标体系评价内容和方法不清晰，依据不充分，每发现一处

扣 1 分

按财政部门要求制定指标体系未经同意随意修改一、二级指

标体系，每修改一处扣 1 分

制定

问卷

设计的调查问卷简洁明了，问卷内容能有效反应满意度情况，

有一处错误或逻辑不合理处扣 1 分

人员

配备

绩效评价全过程未经财政部门同意随意更换撤走项目总负责

人和负责经理的扣 10 分；未经财政部门同意随意更换撤走项

目组成员的扣 5 分

财政部门要求增加或更换项目组成员不响应，扣 5 分

现场

评价
40

执行

方案

按工作方案开展现场评价，未经同意更改方案，每发现一处

扣 1 分

内容

完整

从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效果三方面实施评价，少一项

的扣 5 分

评价工作应保证数据来源可靠，取数过程合理合规，如不符

合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沟通

反馈

项目组未定期向财政部门汇报工作进度，对发现的重大问题

未及时沟通的扣 3 分

佐证

材料

查找出来的问题，须有被评价单位签字认可或现场资料图片

和复印件佐证，底搞内容不完整，记录不真实或未进行现场

认证，每发现一起扣 1 分，并将作为诚信记录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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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撰写
25

报告

格式

报告内容完整、准确、真实，应包容：项目概况、评价目的、

评价对象、评价依据、评价工作流程、指标体系、现场评价

方法、现场核查情况、现场评价结果、项目存在问题、对策

建议等能充分反应绩效评价情况，每少一项扣 1 分

基础

数据

表格部分填写齐全且符合要求，每有一项填写不完整或不按

要求填写的扣 1 分

考核

评分
评价计分正确，分值计算散总一致，每发现处扣 1 分

文字

语言

评价报告表述不清楚，行文不流畅，有明显的语法、常识、

逻辑错误，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绩效

陈述

绩效情况分点陈述，陈述明确，观点清晰，数据准备，关联

性强，主题突出，有归纳句，绩效有充足的数据或例证支撑，

且内容与相应指标的得分，获取的证据相符合。每发现一处

绩效陈述不清楚，不明确，无数据支撑扣 1 分

问题

反映

评价事实表述不清，问题反映含糊，每处扣 1 分

评价查出重要问题未在评价报告中反映且未做出说明，每发

现一处扣 1 分

查找出来的问题要有原因分析，对被评价单位违规问题欠准

确，表述欠规范，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建议

表达

评价报告应当提出建议而没有提的，评价建议表达不明确，

评价建议与问题无关联，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评价报告所提建议对改进资金管理要有重要借鉴启示，评价

报告所提建议欠具体或操作性不强的，评价建议仅局限于财

务管理，建议内容无针对性，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提交

审核
5

征询

意见

评价报告未征求被评价单位意见，扣 4 分

被评价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对评价结果有异议，评价组未进一

步核实，每发现一处扣 1 分

应采纳被评价单位及有关责任人意见而未采纳，且未与财政

部门沟通的，扣 1 分

审核

修改

审核中的报告错误，未按财政部门要求及时进行修正的，扣

5 分

资料

归档
5

资料

移交

在规定时间内将完整的纸质及电子资料移交财政部门，每漏

一处扣 5 分

其他
基础

工作

保证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如有伪造、变造、隐若

或擅自销毁资料情况的，每发现一次扣 40 分，并将作为诚信

记录备案。

中介机构要提高绩效评价各工作环节的时效性，如无特殊情

况又不与财政部门沟通，造成未按时间要求完成各环节工作

的，每发现一处扣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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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道德

中介机构绩效评价报告结论因不准确错误而造成严重影响

的，扣 40 分并通报批评

不得擅自应用及对外提供与受托项目资料和相关信息，确保

财政信息安全，如有泄密事件扣 40 分，并将作为诚信记录备

案

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扣 40 分，并上报相关

部门处理

合计 100

说明：

一、考核方式

项目考核方式采用扣分制，直到基础分（100 分）扣完为止。

二、结果运用

项目考核结果与费用支付挂钩。得分在 90 分以上（含 90 分）的，全额支付费用；分

数在 80～90 分之间（含 80 分）的，按 9 折支付费用；分数在 80～60 分之间（含 60

分）分的，根据实际得分占基础分（100 分）的百分比支付费用；分数低于 60 分，

不支付费用。

三、其他

本考核情况表由采购人负责解释。采购人有权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对考核事项和分值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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