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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标文件制作内容增补模板 

（一）投标邀请部分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必须增加以下内容： 

1、电子注册 

本项目通过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http://e.zhaobiaocaig

ou.com.cn）进行全流程电子化招投标。有意参加并符合条件的投标

人，若尚未注册成为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正式用户的，应先登录

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进行电子注册，经验证通过并成功办理平台

数字身份认证锁后方能参与本项目。注册流程请详见软交所招标采购

交易中心门户网站（http://www.zhaobiaocaigou.com.cn） “下载

专区-CA办理-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用户注册办理流程”。（技术

支持电话：010-82144855） 

2、网上报名与招标文件的获取 

注册成功的潜在投标人须使用平台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至软交

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于 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至 xx 年 xx 月

xx 日 xx时 xx 分前通过平台报名并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出售价格：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为 xxx元，售后不退。 

3、投标文件的递交与电子投标文件的上传 

电子投标文件通过“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中心投标文件制作软

件”制作，使用平台数字身份认证锁生成后签章并加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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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2144855） 

加密版电子投标文件通过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上传，上传的

截止时间为 xx年 xx 月 xx 日上（下）午 xx 时 xx 分（北京时间）。 

纸质版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为 xx年 xx 月 xx 日上（下）午

xx 时 xx分（北京时间），地点为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32 号和盛嘉业大厦（中发智造）五层）。

（如适用）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未按要求上传电子投标

文件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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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人须知部分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或者正文最后需要增加以下内容： 

1、按照国家推广使用电子化手段开展招标采购的相关政策，实

现招标采购活动电子化交易的目标，选择在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中心

进行入场交易的项目，项目招标采购过程采用电子化交易方式的，整

个过程遵照《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的有关规定进行。 

2、招标采购项目使用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平台（以下简称交易

平台）开展本次公开招标具体业务，遵循《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中心

入场交易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入场交易规则）。 

3、须使用电子化招标投标的方式完成招标投标过程中各项业务，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入场登记、开评标室预定、公告发布、投标报名、

招标文件购买与下载、投标保证金的递交及退还、投标文件编制与递

交、电子开标评标、中标公示、发放中标通知书、合同公示等业务流

程在交易平台进行操作；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制作须使用软交所招

标采购交易中心招标文件制作软件和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制作，生成电

子加密文件后上传至交易平台。 

4、开标及评标过程采用电子开标、评标的方式进行，投标人须

按招标文件要求，于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上传加密版电子文件。 

5、开标时应递交与电子投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纸质投标

文件，纸质投标文件须由“软交所招标采购交易中心投标文件制作软

件”制作导出的 PDF 版投标文件打印装订。（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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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若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提供产品授权书、银行资信证明等

原件，其电子文件的附件应采用原件扫描上传的形式，相对应的纸质

版文件附件应使用原件。 

5.2  若招标文件中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或法人身份证明，

电子投标文件中应采用手写签字版扫描上传形式，相对应的纸质版文

件附件应使用原件。 

5.3  其他需要签字的证明材料，电子投标文件中须签字的地方

可以键入名字，但纸质投标文件中应手写补签。 

6、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交易平台自行上传使用数字身

份认证锁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并模拟解密成功。为防止在开标过程

中出现解密电子投标文件不成功等情形，投标人代表必须携带与加密

版电子投标文件同时生成的非加密版电子投标文件参加开标会，否则

自行承担因电子投标文件无法解密造成的，不能参与开标会及相应后

续环节的后果。 

7、投标人须携带生成电子投标文件时使用的数字身份认证锁参

加开标会，因未携带数字身份认证锁或无法提供正确密码而导致签到

或解密失败的，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其后果。 

8、电子招标采购有其他要求的，与本须知内容不一致时，以入

场交易规则及交易平台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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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部分 

需要增加以下附件内容：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需要增加入场交易服务费明确由哪方支付的

内容，并且将“入场交易服务缴费承诺书”（格式）添加至投标文件

格式中，但不作为评审因素。入场交易服务缴费承诺书格式详见附件。 

附：入场交易服务缴费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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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入场交易服务缴费承诺书 

致：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软件和信息服务分平台（软交所招标采购交

易中心） 

我单位在贵中心入场交易的           项目邀请招标中，若获

中标（文件编号：           ）我单位保证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5

日内按《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软件和信息服务分平台入场交易收费办

法》（详见附件）的相关规定，以支票、电汇或经贵中心认可的其他

方式，向贵中心指定的银行帐号一次性支付中标项目的入场交易服务

费。 

  特此承诺。 

 账户名称：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1001085700053008679 

   开 户 行：建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联行号：105100005133 

承诺方法定名称（承诺方盖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承诺方授权代表签字：                      

承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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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 

招标采购交易中心入场交易收费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入场交易服务费是指按照《北京软件和信息

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交易中心入场交易规则（试行）》的规

定，在交易中心内进行招标采购活动，应支付的服务费用。 

第二条 入场交易服务费以入场交易成交／中标金额为基数，采

用差额定率累进计费方式，具体标准如下： 

成交金额（人民币万元） 差额计费率（%） 

100 以下 0.2 

100 以上 500 以下 0.15 

500 以上 1000 以下 0.1 

1000以上 5000以下 0.08 

5000以上 0.07 

上述成交金额中的“以下”包含本数在内，“以上”不包含本数。

差额定率累进为单笔单向计费比率。单笔单向服务费不低于 2,000元

人民币，对于无法确定入场交易成交／中标金额的，单笔单向服务费

按 2,000元人民币收取。 

第三条 使用电子招标采购交易系统，应按要求办理数字证书，

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企业数字证书 

（主锁） 
500 元／个／首年 次年起 3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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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证书 

（副锁） 
400 元／个／首年 次年起 300 元／年 

个人数字证书 300 元／个／首年 次年起 100 元／年 

第四条 入场交易服务费由中标（供应商）人支付，交易各方另

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五条 本办法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有限公司负责解

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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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制作要点提示 

1. 设置“评标办法”时，如果综合分为 100 分，则无需设置经济、

技术、商务权重。 

2. 设置“无效条款”，评标委员会进行初步评审时可从中选择无效文

件条款。 

3. 设置“初步评审参数”时，一般在“资格评审”和“响应性评审”

菜单下设置详细的初步评审条款，尽量将评审标准设置清晰明确，

专家能直接判断是否符合初审条款要求。 

4. 由于电子评标是采用对应点或对应附件的方式进行评审，因此在

设置“详细评审参数”中技术标和商务标评审参数时，建议设置

多个独立“评分点”，不要在某一大项里面设置很多小项。专家在

评标时，一是界面不美观，二是增加评标难度，不方便打分。  

5. 制作文件设置评分标准时，务必将初步评审和详细评审中的评分

点与投标文件附件（格式）做好准确关联，方便专家高效评标。 

6. 设置 “开标一览表”时，若需要新增加“备注”列，建议此处的

“备注”写为“投标备注”，目前交易平台开评标系统在生成开标

记录表时，会自带“开标备注”，避免造成误解。  

7. 在投标文件组成设置中设置投标文件格式时，其中第 25项“投标

人基本信息表”、第 27 项“投标人项目业绩情况表”、第 29 项“项

目组人员情况表”是关联投标人诚信库中的对应信息。未能完善

诚信库信息的投标单位不要选用这三个附件。可选择第 24 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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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基本情况表”、第 26项“投标人类似项目业绩情况表”、第 28

项“项目组人员一览表”。 

8. 针对工具模板之外的其他附件可以在“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资格

证明文件”中增加，也可以在“投标所需其他材料”中新增。注

意“投标所需其他材料”不能编辑，只能导入做好的附件。 

9. 请确保工具中招标文件正文中的“投标文件组成”与“投标文件

格式”内容、格式要求一致，否则会影响投标人制作标书以及专

家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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