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学生校外配餐服务招标公告 

  

一、招标名称：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校外配餐服务  

二、项目类型：服务类  

三、招标方式：综合评价（综合评分及现场考察，最终投票确认）。 

四、项目概况：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教育局依据《食品安

全法》《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了深市

质联【2018】14 号《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教育局

关于规范全市学校校外集体配餐管理工作的通知》。为进一步规范我

校校外配餐工作，有效防范校外配餐食品安全风险，确保校外配餐食

品安全可控。根据此《通知》和《罗湖区教育局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午餐午休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我校接受在校就餐学生监护

人的委托，在 2019-2020学年由配餐企业集中配餐的方式为学生提供

课间餐和午餐，配餐企业的选择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现欢迎合

格的配餐企业参加投标。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在校学生 5000 多人，预计在校课间

餐需求人数约 600 人，午餐需求人数约 600 人（实际用餐人数以学

生报名参加课间餐和午餐人数为准，投标商应意识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如学生实际就餐人可能减少。学校对可能出现的就餐人员减少情况不

作任何保证。 



 

五、投标人资质及要求： 

1.参与投标的配餐单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取得国家规定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证照，包括在

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食品生产许可证》 、《餐饮

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2）取得用餐配送资质，其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

可证的主体业态应为“用餐配送单位”，并按核准的供餐人数进行供

餐；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其供应产品应与准许产品品类一致。

配餐单位在供餐过程中应遵守相关许可标准。 

（3）配餐单位的食品安全量化等级评定达到 A 级，应提供当年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该单位的量化评级表。 

（4）配餐单位运送食品的车辆应向所在辖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备

案，专车专用，确保车辆符合运输安全和食品安全。 

（5）配餐单位应采取“互联网+明厨亮灶”等形式对现场操作予

以公示监督。 

（6）配餐单位应当配置相应的设备设施，为配送食品的容器（或

包装）标注产品信息，如加工单位、生产日期及时间、保质期、保存

条件、食用或加工方法等。 

（7）配餐单位应在加工环节完成独立包装，不得在学校进行分餐。 

（8）配餐单位应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配备 1 名以上

具备高级资质的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9）配餐单位应设置食品检验室，对加工制作的每批次食品进行

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应做好记录并形成档案以备查验。 

（10）配餐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留样，设置专用留样容器、

留样应做好记录并形成档案以备查验。 

（11）提供招标前半年内的食品送检报告。配餐单位应主动向有

资质的检测机构送检，送检食品应覆盖为学校提供的所有配餐品种。

备注;以上所有证件、证书合同，交复印件（盖上公章），（按上面 1 

至 11 顺序准备材料）。  

六、发布公告时间：20120年 8 月 17日至 8 月 20 日 12：00 

投标资料收取时间：投标人投标文件（纸质文件内含资质文件和

评分文件、备份光盘 1 份）并盖章密封好，所有投标资料应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 12时之前，送至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联系人：尹老师：25420958 

        陈老师：82255922、82616520 

七、招标流程 

第一轮：2020 年 8月 20日，开标评审。对投标配餐企业资料进行评

分，分数从高到低选取 3 家配餐企业为入围企业，公示 3 天。（如应

标不超 3家，将直接对应标的有资质配餐企业进行现场实地考察 ）。 

公示地点：学校公示栏、学校网站  

第二轮：由校内学生午餐配餐专项工作小组，对入围配餐企业进行现

场实地考察。 

第三轮：投票表决。对实地考察过的入围配餐企业进行投票表决，选



定 1 家配餐企业作为学校学生的课间餐、午餐配送供应商，公示投票

结果，电话通知中标单位。 

公示地点：学校公示栏、学校网站   

 

八、服务期限： 

1 年．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合同一年一签。 

九、其他事项： 

（一）、技术需求明细 

1、配餐方需承担学生课间餐、午餐制作、加工、运输、分餐等环节，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 

2、配餐方在本校园内只能为本校学生提供配餐。 

3、配餐方不得私自向本校家长收取合同约定外的任何费用。 

4、配餐方需按照投标递交材料承诺配送方式给本校学生配餐。如在

合同履约期间内配餐份数小于我校就餐人数，学校课间餐、午餐午休

配餐专项工作委员会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5、配餐餐具提倡使用合格可循环使用餐具；配餐方如使用一次性 pp

餐盒，须符合《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GB18006.1-2009）

标准。 

6、配送服务方案中应包括配送方式、使用的餐盒标准、配餐时间、

卫生清理方案、配餐价格及餐标、膳食计划等。 

7、配餐公司应负责将餐配送至各班课室门口。 

 



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2020 年 8 月 17 日 

附：配餐企业投标送审材料评分标准 

（投标供应商务必按照下列的评分顺序准备评分材料，并在每个评分

项中标明证明材料所在的位置） 

配餐企业投标送审材料目录（配餐企业填写） 

配餐企业全称（加盖公章）： 

配餐企业生产厨房所在详细地址： 

（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经营场所地址）  

企业选用配送方式（相应地方打√）：   □冷链         □热链 

 

企业投标联系人姓名：  企业投标联系电话：  

序

号 
送审材料目录 送审内容 企业自评 得分 

1 

基础证件（必

填）： 

营业执照（须为深

圳市企业）、 

食品经营许可证

（主体业态范围须

有集体用餐配送） 

10分 

注册资本（营业执照扫码确认） 

A.2000万（含）以上； 

B.1000万（含）-2000 万（不含）； 

C.1000万（不含）以下 

A. 10 分、B. 5 

分、C..3 分 

 

 



2 

经营项目饭盒制售

单班限生产份数 

（必填） 

10分 

单班限生产份数： 

（以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内容为

准） 

A.5000份（不含）以上； 

B.3000份（不含）-5000份（含）； 

C.1500份（不含）-3000份（含）； 

D.1500份（含）以下 

A. 10 分、B. 5 

分、C..3 分 

 

 

3 

配送中心场所面积 

（必填） 

10分 

配送中心场所面积： 

（投标人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或场地使

用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车间照片及

内景图片。） 

A.5000㎡（不含）以上； 

B.3000㎡（不含）-5000㎡

（含）；  

C.1500㎡（不含）-3000㎡（含）； 

D.1500㎡（含）以下. 

A. 10 分、B. 5 

分、C..3 分 

 

 

4 

餐饮营养师配置情

况 

（必填） 

10分 

企业配置营养师数量： 

A.有 2名餐饮营养师的； 

B.有 1名餐饮营养师的 

 

注：以上人员需提供餐饮营养师资质

证明和投标人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保证

明，如新成立配餐企业（以《食品经

营许可证》获取时间为准）则要求至

少配置有一名营养师，该也可算分。 

A. 10 分、B. 5 

分、C..3 分 

 

 

5 

质量保证方案 

（必填） 

10分 

提供质量保证方案：方案须对蔬菜

类、鲜肉类、水产类、冻品、水果、

粮油、副食、干货、杂货、调配料、

洗洁等食堂日用品供应的质量保证措

施进行详细说明。 

A.非常健全 

B.基本健全 

C.不健全 

 

A. 10 分、B. 5 

分、C..3 分 

 

 

6 

安全保障措施方案 

（必填） 

10分 

安全保障措施方案：根据货物的来

源、加工、 

包装、保存、运输等各环节的质量保

证措施进行 

评价。 

A.非常健全 

A. 10 分、B. 5 

分、C..3 分 

 

 



B.基本健全 

C.不健全 

7 

配送服务方案 

（必填） 

15 

配送服务方案：评价所有涉及本项目

配送服务的各方面方案，如货源、采

购渠道、供货保障、品质监控、日常

管理组织、应急预案、物流配送方案

及各种规章制度等。 

A.非常健全 

B.基本健全 

C.不健全 

A. 15 分、B. 10 

分、C..5 分 

 

 

8 

其他具备资质认证 

（附加项目选填，

具备打√） 

10分 

1.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2.质量管理体系证；    □  

3.HACCP体系证；      □ 

4.食品经营许可证主体业态具备中央

厨房资质认证        □  

 

A. 10 分、B. 5 

分、C..3 分 

 

 

9 

配餐企业学校校外

配餐成功案例 

（附加项目选填） 

15分 

配餐合同对象须为深圳市范围学校，

合同须在有效期内，同一学校不能叠

加，封顶十份合同。 

A.10份（含）以上 

B.8份（含）-10份（不含） 

C.6份（含）-8份（不含） 

D.3份（含）-6份（不含） 

E.3份（不含）以下 

注：合同需在有效期内，且有效期跨

度需满一学期，才视为有效合同。 

 

 

A. 15 分、B. 12 

分、C.. 10，

D.8 分，E.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