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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简介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竞争压力加剧，以及进城务工所带来的家庭成员分离焦虑，个体心理

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根据世卫组织的最近估

计，以抑郁症为例，目前有 3亿多人罹患抑郁症，从 2005年到 2015

年增加了 18%以上。精神障碍患者难以得到支持，即使在高收入国家

也有将近 50%的抑郁症患者得不到治疗，连同对污名化的恐惧，妨碍

了许多人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治疗，不能过上健康和有益的生活。全国

妇联将妇女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作为重要内容写入了

《2011-2020 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17 年 1 月，国家卫计委

联合全国妇联、民政部等 22 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

服务的指导意见》，对我国社会心理建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和实施举措。 

2017 年 9 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共同

发起大型心理类公益项目--心桥计划，该项目通过社区和学校为中国

妇女、儿童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解、悲伤抚慰、家庭关系调适等心

理健康服务。多维度、多角度有效推动中国妇女儿童心理健康与心理

问题的疏解，探索构建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项目的主要实施形式： 

广泛开展社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试点建设社区心理工作坊。为

社区居民及特需群体提供心理支持服务。 

在学校开展艺术治疗试点、引入电影、绘画、音乐、舞动等艺术

形式帮助儿童疏解不良情绪、减轻考试压力、正确处理同伴及亲子关

系； 

项目社会宣传及心理健康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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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心桥计划”项目实施情

况，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具体组织实施对“心桥计划”项目开发及运

营团队进行招标。为了保证项目研发专业性、价格合理、运营服务完

善，达到良好的项目实施效果，决定对本项目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进

行采购，具体招标事宜如下：  

一、招标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二、招标需求：见第四部分 

三、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2018年 3月 2日— 12日前从妇基会官网自行下载或由工作人员

发送至受邀方邮箱。 

四、整体标的及拟选取执行方数量 

230万（具体标的将根据最终招标方案与中标方案确定） 

拟选取 2-5家机构（整体项目执行或根据投标人实际情况部分项

目内容执行） 

五、招标范围： 

考虑到“心桥计划”项目的公益性及心理健康领域的特殊性，邀

标的对象包括国内知名高校心理学专业、国家级社团组织、心理学专

业研究机构、在国内和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专业性的公关及技

术公司。由招标方向 6-7家符合条件的机构发出邀标文件，邀标文件

详见附件一。 

六、应标机构条件：  

1.应标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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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依法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企业和事业单位；  

1.2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  

1.3具备执行项目所必须的场所、设备和专业执行团队；  

1.4 具备购买服务提出的其他专业方面的资质要求；   

1.5具备心理健康服务执行能力和丰富的心理健康服务经验； 

1.6参加本次邀请招标会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社会信誉及运作状况良好；  

1.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应标机构应提交的资质材料：  

2.1 在相关政府部门注册的合法机构登记证书的正本或副本(复印

件)；  

2.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2.3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4单位税务登记证明（复印件）； 

2.5应标机构地址、单位全称、电话、传真、开户银行及账号、联系

人；  

2.6金融机构出具的应标机构单位资信证明（银行出具的临时证明当

年有效）。  

七、应标截止时间及方式：  

拟投标机构需在 2018年 3月 12日下午 17:00时之前，将应标文

件发送至邮箱 mqjkkc@126.com  ，逾期将不接收。应标文件详见附

件二。  

八、标书及相关资质材料交付时间、要求：  

交付标的时间：开标当天有投标方自行携带纸质和电子版文档

至开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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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标的要求：纸质版标书 7 份、电子版标书一份（U 盘或光

盘） 

九、投标文件的式样与要求 

1、投标人应按照标书的样式，准备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六

份，并各自装订成册，每套投标文件须清楚地标明“正本”“副本”，

一旦正本和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2、投标单位资质复印件随标书正、副本装订。以便在开标后由

采购人及评标委员会共同进行资质有效性和符合性审查。 

3、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均须打印，统一装订、标码，在每一

页的正下方清楚标明第几页、共几页等字样。 

4、投标文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5、投标文件递交时，加封条密封，并在封线处加盖公章。 

十、开标信息： 

开标时间：2018年 3月 13日下午 13:30—16:00 

开标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5 号全国妇联大楼南楼

949 

联 系 人：李乐   田茜 

联系电话：（010）65237721  65103487 

形式： 

1.开标室现场开标，审核标书是否齐全、资质材料是否齐全； 

2.评标室进行评标：抽签决定顺序、投标方依次进入评标室进行

陈述和接收评审的质询、每方陈述时间为 10分钟、质询时间为 10分

钟，总计 20分钟。 

十一、评标办法 

（一）为确保评标工作公平、公正，结合工作的实际情况，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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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妇基会领导及项目管理人员（2-3 名）、

社会或业内相关专家（2-3 名）及专业财务人员（1 名）等 5-7 名人

员组成。 

（二）评标委员会现场对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根

据评审表进行评审，将评审得分汇总后，按得分由高向低排序，推荐

出两个以上五个以下中标候选单位。评标委员会根据评标结果写出评

标报告，报招标方。 

（三）招标方制定完整的开评标方案，方案中需包含评审委员

会的组成、开评标流程及纪律、评审表和标准、应标方基本信息等内

容。 

十二、确定中标单位 

1、在招标文件有效期内，招标根据评标报告对评标过程及结果

进行严格审核。 

2、中标方确定中标人，并及时向中标单位发“中标结果通知书”。 

3、招标方将招标结果进行社会公示。 

十三、签订合同及监督 

1、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单位与招标方洽谈合同条款，并签

订合同（合同条款视双方洽谈后再拟定）。招标文件及中标单位投标

文件均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2、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心桥计划的捐赠方）作为此次招标工

作的监督机构，在合同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可以随时检查项目的

执行情况，对采购标准、采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处理。 

 

 

第三部分 招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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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社区心理工

作坊（拟招

1-2 家） 

城市社区 项目顶层设计、项目实施方案、专家团

队、执行团队、项目预算、项目产出 农村社区 

2 儿童艺术治

疗（拟招 1-2

家） 

城市学校 项目顶层设计、项目实施方案、专家团

队、执行团队、项目预算、项目产出 农村学校 

 
备注：1、可就 1、2 项整体投标； 

      2、可对 1 项的社区心理工作坊的城市或农村单独投标； 

      3、可对 2 项的儿童艺术治疗的城市或农村单独投标。 

      

               
 

第四部分  技术要求 （草拟）  

 

社区心理工作坊项目 

 

一、社区心理工作坊项目内容说明 

    拟在北京通州、东城、陕西宝鸡、黑龙江齐齐哈尔建立实体心理

工作坊，心理工作坊为社区居民及特殊人群（流动人群、留守人群、

重疾人群等）提供心理支持服务。服务方式包括一对一心理咨询、团

体治疗、心理工作坊、心理学沙龙、心理专题讲座、社区妇女骨干培

养、工作坊业务督导、社区心理类知识普及活动开展。 

二、项目服务周期 

2018年 3月--2019年 3月 

三、项目开展地区及试点数量 

陕西宝鸡（2个点）、北京（2个点）、黑龙江齐齐哈尔（1 个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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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雅安（1个点）共 6 个试点运营。 

四、项目资金额度 

130万 

四、招标文件撰写要求 

1）专业的顶层架构设计 

请在招标文件中撰写项目模型、心理学理论基础、心理学相关官

方认可数据、预期达到的结果产出、项目操作手册框架、项目监测手

册框架。 

2）完整的项目操作流程 

   提交基线调研工具及方案、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执行手册框架、

项目传播方案、监测评估工具及方案、项目设计和规划中具备完整的

项目实施管理流程。 

3）项目实施方案 

 A、团队构成：专家成员 1名以上、全职人员 1名以上，兼职人员 2

名以上。 

B、培训：团队内训每月不少于 2 次，对社区女性骨干的培训每月不

少于 2次，专家技术/业务督导每月不少于 2次。 

C、服务范围：社区居民心理类知识普及活动，流动、留守、重疾等

特殊人群心理关爱支持服务，社区妇女骨干培养。 

D、服务方式和内容：包括一对一心理咨询、团体治疗、心理工作坊、

心理学沙龙、心理专题讲座、专家业务督导等。 

E、服务时长：每周服务不少于 40小时，每个个案 40-90分钟，团体

治疗 90-150 分钟，心理沙龙/工作坊 60-120 分钟，心理专题讲座每

次 60-90分钟。 

4）清晰的风险防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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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及可复制性分析。项目可能潜在风险及

应对策略。 

5）明确的落地时间节点 

   具体项目开发、落地、活动开展的时间、内容、频次。 

6）项目费用预算表 

按照财务标准预算从支出项、单价、数量、金额、备注说明

等方向细化费用预算清单、硬件、软件、开发、专家团队、请提供

总金额表及每个社区工作坊年运营成本。 

   7）专家团队及执行团队资源链接 

8）项目成果产出表 

辐射人群数量、频次、研究成果、论文、模型等。 

 

 

                    儿童艺术治疗项目 

 

一、 儿童艺术治疗项目内容说明 

拟在北京通州、东城、陕西宝鸡、黑龙江的学校开设艺术治疗课程，

在 8-10 所学校开展艺术治疗课程试点、引入电影、绘画、音乐、舞

动等艺术形式帮助儿童疏解不良情绪、减轻考试压力、正确处理同伴

及亲子关系；在学校通过艺术治疗课程、危机干预转接机制建立、扶

持学校建立艺术课程相关的社团、营造友好型心理支持校园系统。 

二、 项目开展地区及试点数量 

陕西宝鸡、北京、黑龙江齐齐哈尔、四川雅安共 10所学校开展。 

三、 项目服务周期 

2018年 3月--201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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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资金额度 

100万 

五、招标文件撰写要求 

1）专业的顶层架构设计 

请在招标文件中撰写项目模型、心理学理论基础、心理学相关官方认

可数据、预期达到的结果产出、项目操作手册框架、项目监测手册框

架。2）完整的项目操作流程提交基线调研工具及方案、项目可行性

分析、项目执行手册框架、项目传播方案、监测评估工具及方案、项

目设计和规划中具备完整的项目实施管理流程。3）项目实施方案  

A 团队构成: 

专家 2名以上。 

骨干教师每所学校每年级 1名。 

B、学校课时： 

每年级每班每月不少于一次 

C、骨干教师培训： 

由专家进行培训，每年共三次 

D、服务范围： 

在校学生与当地骨干教师 

E、服务方式和内容： 

学校艺术心理课程的教授。 

骨干教师的培养。 

危机干预系统的建立。 

师生心理监控与评估。 

4）清晰的风险防范方式 

项目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及可复制性分析。项目可能潜在风险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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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略。 

5）明确的落地时间节点 

 具体项目开发、落地、活动开展的时间、内容、频次。 

6）项目费用预算表 

按照财务标准预算从支出项、单价、数量、金额、备注说明等方

向细化费用预算清单、硬件、软件、开发、专家团队、请提供总金额

表及每个学校年运营成本。 

7）专家团队及执行团队资源链接 

8）项目成果产出表 

辐射人群数量、频次、研究成果、论文、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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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招标邀请函 

致：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拟邀请你机构参与“心桥计划”项目的招标，

请你机构查看招标文件后，做出是否应标的相关决定。 

    若你方决定应标，请于 2018年 3月 9日 17：00前将附件二填写

后发送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邮件或传真方式都可。逾期未回复将

视为放弃。 

此次招标联络方式如下： 

联络人：李乐  田茜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5号 

传真：010-65237721  

电话：010-65237721  65103487 

电子函件： mqjkkc@126.com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8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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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应 标 函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我方决定参与“心桥计划”招标，将准备相关文件、按时参加招标会。 

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2、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

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3、我方承诺，与捐赠方及任何附属机构均无关联，我方不是招标方的

附属机构。 

4、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谈判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

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方案或收到的任何方案。 

5、与本招标会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附件：应标机构简介          

                 应标机构授权代表签字                               

                应标机构名称（全称）                               

                应标机构开户银行（全称）                           

                应标机构银行帐号                                   

                应标机构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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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项目预算表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执行周期：   

预算制作时间：   

预算制作人：   

支出方向 支出内容 计价单位 单价  数量   预算金额  占总支出比（%） 备注 

执行成本 

项目设计           包括顶层设计，项目执行手册，项目管理运营标准开发 

项目运行           项目日常运营和执行相关费用 

专家团队建设           聘用专家的相关费用  

项目点运营           项目点开展项目活动需要的相关费用 

项目监测评估           项目监管、评估的相关费用  

项目人才培养           项目点人才培训、专家督导等费用 

项目成果产出           项目报告撰写、评估报告、课题、论文等费用 

项目软硬件建设           项目软硬件采购建设等费用 

其他       

„„       

„„       

合计             

管理成本 

人员成本           执行团队人员劳务等费用 

差旅费用           执行团队项目差旅交通、食宿、通讯等费用 

税费           执行团队收入应缴纳税费等必要成本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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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总计               

制表人：             

备注：项目预算可根据各地区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填写，项目预算如有增加项，可依次增加表格行或列进行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