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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情况介绍

一、基本概况

1、招标单位：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

2、招标项目名称：“母亲水窖”20 周年系列活动

二、招标项目简要介绍

“母亲水窖”项目自 2000 年设立，至今已走过 19 个年头。项目内容由早期

的以家庭为单位建设集雨水窖，逐步发展为以水窖为龙头，集沼气、种植、养殖、

卫生、庭院美化等为一体的“1+N”综合发展模式；从重点解决群众生活用水困

难到解决人畜用水、生产用水，积极推广并实施安全饮水工程，加强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等。2011 年，在总结“母亲水窖”项目实施 10 年成就的基础上，根据

农村饮水实际及项目发展规划，进一步确立了安全饮水工程、环境卫生、健康教

育三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延伸开展了“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试点开

展了节水灌溉、美丽乡村、污水处理项目，成为促进水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实践。

在“母亲水窖”项目成立 20 周年之际，为提升“母亲水窖”社会影响力，

号召公众参与支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拟开展“母亲水窖”20 周年公益活动，

通过邀请形式进行招标，开展此次活动。

三、招标金额

人民币 100 万元，包括方案策划、制作、宣传、活动推广、探访活动执行、

后期传播、邀请明星等费用。

四、投标要求

1、总体要求：认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母亲水窖”项目的理念。

2、活动时间：2020 年 3 月 22 日-12 月 29 日

3、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母亲水窖”品牌价值评估发布（拟定 2020 年 3 月 22 日）

（2）组织捐赠企业、筹款平台、社会公众赴项目地探访（拟选择 20 个项目

地，并赴 8-10 个项目地进行探访，解决明星及经纪人、执行公司的全部费用，

以及探访成员在当地乘车和就餐，不负责社会公众及企业代表的大交通和住宿）。

（3）“母亲水窖”20 周年成果发布、新 5 年计划发布（拟定 2020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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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亲水窖”首位国际宣传大使卢英德（百事集团前 CEO）探访安排。

4、邀请嘉宾要求：

（1）明星：无负面消息，活跃度高，微博粉丝数不低于 1000 万人，参与活

动期间发布微博不少于 3条。

（2）意见领袖：加 V认证，微博粉丝数 500 万人以上，参与活动期间发布

微博不少于 3条。

（3）作家：专栏文章（长微博、微刊）不低于 1篇；参与活动期间发布微

博不少于 3条。

（4）媒体：专业报道不低于 2篇。

（5）专业摄影人员：能如实反应项目情况的照片，每场活动精品照片不低

于 50 张。

（6）公众：网络召集+捐赠库中推荐挑选。

（7）潜在捐赠企业：意向一次捐赠不低于 60 万元。

5、探访环节要求

（1）以“母亲水窖”20 周年为主题，统一策划执行活动。

（2）设计体验环节并加入体验募资环节，每次探访包含至少一场倡导、公

众募捐活动。

（3）中标单位负责代表妇基会与各地妇联进行沟通及整体实施推进，各活

动点与妇联落地结合部分可交由妇基会协助统一协调。

（4）针对不同潜在企业客户的诉求，设计捐赠企业参与展示环节。

（5）为回访人员购买保险，做好安全保障等防护工作。

6、传播要求

（1）传播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微博、微信、门户网站、报纸、电台、电视、

车载广告、平面媒体。

（2）传播方式和内容：不限，利用一切现代化传播方式，争取青年人群关

注支持活动和项目。

（3）传播频率：至少每月 1次。

7、费用要求

列出详细预算，并注明本单位自己执行或委托第三方执行。招标为策划加执

行等一揽子费用，含活动所需的场地、物料及人员经费、日常宣传费等。

说明：若投标方未中标，但其某部分策划方案被采纳，我会将向投标方支付

相对应策划内容预算的 10%的策划费。

五、竞标程序

1、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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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方式：邮件答疑

答疑时间：2019 年 12 月 2 日 9 时-12 月 6 日 17 时

答疑邮件：jssbzb2015@126.com

注意事项：为了避免漏掉邮件内容，请在邮件主题上标注：投标人名称+母

亲水窖 20 周年投标。

2、投标

（1）截止时间：2019 年 12 月 6 日 17 时，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

件恕不接受；

（2）提交方式：书面版一式五份，一份正本四份副本，密封盖章后，于开

标当日带至开标地点；

3、开标

（1）开标时间：2019 年 12 月 12 日 14 时

（2）开标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5 号南楼 949

4、中标通知

妇基会将组织专家评审团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所提交的方案进行评选，中标人

确定后，妇基会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

六、联系方式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母亲水窖办

电话/传真：010-65103458

邮箱：jssbzb2015@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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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单位条件

一、投标单位具备的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依法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包括

法人及其联合体，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招投标行业有关的规章，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有超群的策划、执行能力的单位，公益品牌评估经验的优先；

5、具备执行项目所必须的专业执行团队；

6、具备招标单位提出的其他专业方面的资质要求；

7、参加本次招标前三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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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与单位提交的资料

1、报价表及详细预算；

2、活动策划方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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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金融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银行出具的临时证明当年有效）；

5、参加投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6、投标方基本情况表；

7、近几年有影响力的策划、执行方案；

8、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仅限出现授权

参与本次投标情况下出具）。



5

第三章 评标标准

一、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

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

为中标候选人或者中标人的评标方法。

二、综合评分的主要因素

方案创意、传播手段和渠道、投标人免费提供的资源（企业赞助、明星）的

数量和质量、投标价格、投标单位运营能力与资质等。

三、评分因素所占权重

评分标准细则

序号 评分因素 评价指标和分值

1
方案

（25分）

方案内容 10分
综合考虑投标人方案的完整程度和细节的完善程度

好：8-10 分；较好：4-7 分；差：0-3 分

方案创意与落地执行 15分

1、综合考虑方案在创意、操作方法上是否有创新

2、评判方案落地的可行性

好：12-15 分；较好：6-11 分；差：0-5 分

2
传播

（35分）

传播内容 15分

1、综合考虑传播的内容有无亮点和可挖掘性

2、重点考虑能否得到公众响应、转发

好：12-15 分；较好：6-11 分；差：0-5 分

传播方式和渠道 15分

1、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数量

2、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是否多样、便于接收和互动

好：12-15 分；较好：6-11 分；差：0-5 分

覆盖人数 5 分 好：5分；较好：3-4 分；差：0-2 分

3
实施管理

（10分）

风险管理 5 分
评判方案是否有风险管理的意识以及风险应对的预案

好：5分；较好：3-4 分；差：0-2 分

进度管理 5 分
评判对进度把控的合理性及推进性

好：5分；较好：3-4 分；差：0-2 分

4
投标人资源

（15分）

明星（名人等） 10分
综合考虑明星（名人等）的影响力、出场费用等

好：8-10 分；较好：4-7 分；差：0-3 分

企业赞助 5 分
综合考虑企业赞助金额、参与深度、推广力度

好：5分; 较好：3-4 分; 差：0-2 分

5
投标报价

（10分）
科目编制、各活动开支等角度判定其是否合情合理

6
投标人资质

（5 分）
综合考虑投标人运营能力和以往设计案例

合计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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