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上海市医学会信息系统优化建设 

招标公告 

 

上海市医学会为了整体在线业务和发展的需要，提升各使用者便捷度、感官度，向

国内各熟知网络建设系统开发、运维的公司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对本项目有兴趣并具备

合格投标资格的国内法人企业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上海市医学会信息系统优化建设方案 

2、适用平台：PC 端、移动端 

3、招标内容：网站整体建设、系统开发 

4、功能需求： 

上海市医学会官网以及分会子网开发项目表 

 

大类 项目 规格说明 

官网开发 

整体风格设计 整体风格方案定制 

首页风格设计 
网站整体风格进行专业的定

位 

列表模版设计 新闻类页面的设计工作 

内容页面设计 单篇文章内页面的设计工作 

前端特效 动态特效的制作 

前端处理 页面元素的切图处理 

系统日志功能 用于记录系统操作日志 

相关接口开发 
数据类接口以及相关扩展接

口开发 

相关管理权限设计 
后台栏目管理功能以及后台

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后台框架设计 
针对于网站结构定制开发的

后台基本框架 

逻辑处理请求 
后台单页类的信息的开发。

用来发布简类内容 



用户管理模块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原始数据导入 

把系统原来的信息格式按照

新的系统结构进行存储&优

化 

分会子网站开发 

模板页定制 
设计若干个模板页面供分会

挑选 

列表模版设计 新闻类页面的设计工作 

内容页面设计 单篇文章内页面的设计工作 

前端特效 动态特效的制作 

前端处理 页面元素的切图处理 

相关管理权限设计 
后台栏目管理功能以及后台

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后台框架设计 
针对于网站结构定制开发的

后台基本框架 

逻辑处理请求 
后台单页类的信息的开发。

用来发布简类内容 

用户管理模块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科普大数据 

平台开发 

整体风格设计 整体风格方案定制 

首页风格设计 
网站整体风格进行专业的定

位 

列表模版设计 新闻类页面的设计工作 

内容页面设计 单篇文章内页面的设计工作 

前端特效 动态特效的制作 

前端处理 页面元素的切图处理 

系统日志功能 用于记录系统操作日志 

相关接口开发 
数据类接口以及相关扩展接

口开发 



相关管理权限设计 
后台栏目管理功能以及后台

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后台框架设计 
针对于网站结构定制开发的

后台基本框架 

逻辑处理请求 
后台单页类的信息的开发。

用来发布简类内容 

用户管理模块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科普数据标签化 把科普数据进行标签化处理 

手机端平台开发 

首页风格设计 
网站整体风格进行专业的定

位 

列表模版设计 新闻类页面的设计工作 

内容页面设计 单篇文章内页面的设计工作 

前端特效 动态特效的制作 

前端处理 页面元素的切图处理 

相关管理权限设计 
后台栏目管理功能以及后台

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后台框架设计 
针对于网站结构定制开发的

后台基本框架 

逻辑处理请求 
后台单页类的信息的开发。

用来发布简类内容 

用户管理模块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在线会员功能升级 

 

美工界面设计 符合客户要求的设计风格 

缴费信息查询功能 
查询以往历史缴费情况以及

当前缴费状态 

会员注册&管理模块

功能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前台登录模块 会员账号登录 

个人中心模块 
查询个人情况并可以及时更

新个人情况 

数据推送&匹配模块 
与电脑端使用统一数据库，

进行数据共通开发 



权限设计模块处理 
后台栏目管理功能以及后台

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在线申报系统 

项目管理模块 栏目管理功能的开发 

项目录入模块 项目所需信息填报栏目开发 

项目流程模块 项目逻辑流程设计开发 

功能查询模块 查询状态开发 

用户管理模块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个人中心模块 
查询个人情况并可以及时更

新个人情况 

Pdf 文档生成模块 文档自动生成 PDF 文件 

相关权限模块 后台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信息接口模块 
数据类接口以及相关扩展接

口开发 

电子学分软件开发 

项目管理模块 栏目管理功能的开发 

学分管理模块 学分管理功能的开发 

用户管理模块 
后台用户管理审核相关信息

的模块功能 

查询功能模块 查询状态开发 

相关统计模块 统计数据开发 

用户注册管理模块 注册功能开发 

个人中心模块 
查询个人情况并可以及时更

新个人情况 

电子证书模块 证书生成功能开发 

相关权限模块 后台用户及相关权限的开发 

信息接口模块 
数据类接口以及相关扩展接

口开发 



 

投标人提供的服务内容必须包含上述表所要求的项目，在此基础上允许增添服务项

目，增添的服务项目将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但因此因素造成的总价增加采购人不予考虑。 

投标人应签署本招标书所附“投标人承诺书”，否则其投标文件的技术分将作零分处理。 

 

二、投标人资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供应商。如公司注册在异地，

应设有上海办事处。公司注册成立 3 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软件开发商。 

2、 投标人应具有一个良好的技术力量和较强的售后服务能力并具有独立的开发团队。 

3、 投标人具有国内同等网站及系统开发的案例，或者投标人具有实施与我学会同类单

位的网站及系统案例。 

 

三、报名须知： 

1、 报名所需以下材料： 

1.1、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彩色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扫描）。 

1.2、有效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扫描件）。 

1.3、授权委托代理人（受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正反面扫描件。 

1.4、投标人简要信息采集表（word）。 

2、投标费用：投标方需承担与本标有关的自身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标书准备、提交、

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招标方不承担、分担任何相关类似费用。 

3、投标书要求：投标方在投标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本招标书所有内容，投标方因未能遵

循此要求而造成的对本招标书要求投标方所提供的任何资料、信息、数据的遗漏或任何

非针对招标书要求项目的报价均须自担风险并承担可能导致其标书被招标废弃的后果。 

4、报名截止：2019 年 2 月 15 日 

5、报名方式：请将相关报名材料发送至 smahx@vip.sohu.com 

 

 

四、开标 

1、 开标时间：2019 年 2 月 

2、 开标地点：上海市医学会大楼 

3、 标书递交：学会会根据报名材料，初步审核报名人资格并通知各具备资格的投标人

递交正式标书的时间和方式。 

 

五、评标原则： 

1、 技术标（35 分） 

需要软件功能强大，可扩展性强。投标文件技术指标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 20 分，

其中指标有 1 个达不到要求最多扣 3 分，有 2 个达不到要求最多扣 6 分，以此类推。软

件扩展方面能够满足企业以后升级发展，有一个加 3 分，最多 15 分。 

2、 经济标（50 分） 

以各有效投标报价的最低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正好等与评标基准价得 50 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示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

50。若附赠与软件相关的实物设备者可在其所得分基础上另加 3分/件 

3、 商务标（15 分） 

3.1、被评委共同认定的有利于招标人需求的，有价值的优惠承诺，可得 5 分。 

mailto:请将相关报名材料发送至smahx@vip.sohu.com


3.2、售后服务没有免费质保不加分，一年加 5 分，一年以上加 5 分，供 10 分。 

 

六、投标书内容包括： 

1、 投标人的基本情况 

2、 软件的功能 

3、 设计方案 

4、 实施方案 

5、 售后服务及软件升级方案 

6、 实施后将带来哪些效果及经济效益 

7、 软硬件配置及报价（包括软件开发、安装、调试，以及其他所有相关费用（需分项

报价），超过质保期以后软件的维护服务费用）。 

8、 预算清单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上海市医学会 

联系人：金之晨 

联系电话：13501888360 

2019 年 1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