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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阳光如水（智能化）电子招投标平台招标工具用于招标人或代理机构编辑招

标文件。获取平台的项目基本信息，选择招标文件模板或者历史招标文件作为模

板编辑招标文件，获取模板或者历史招标文件的目录及内容，在此基础上编辑招

标文件，编辑完成后签章上传，完成招标文件的编制过程。可以查看，修改已上

传的招标文件，也可导出招标文件。 

招标工具包括了 2 个客户端，一个是模板制作工具，一个是云易招招标软件。

接下来就具体介绍两个客户端的操作使用。 

二． 模板制作工具 

模板制作工具登录后主页如下图所示，显示当前编辑的全部模板。 

 

1.新建模板 

点击顶部主菜单的【新建】按钮，打开新建页面，填入模板名称，招标类型，

招标方式，评标办法和备注，招标类型，招标方式和评标办法的维护是为了编

辑招标文件时根据项目的这几个信息进行模板的筛选。 



 

 

 

信息填写好以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后切换至模板目录页，左边为目录

编辑框，右边为目录对应内容编辑框。 

 

新增： 

点击 按钮，添加目录。目录类型有封面，招标公告，投标文件格式，评

标办法，普通目录。 

封面：招标文件的封面内容，则需要选择封面类型。 

招标公告：当前章节为招标公告内容，则设置为招标公告类型。 

投标文件格式：当前章节为投标文件格式，则设置为投标文件格式，用于阳

光如水（智能化）电子招投标平台投标文件客户端获取招标文件的该目录类型下



 

 

的目录及内容作为模板。 

评标办法：当前章节为评标办法，则设置为评标办法类型。用于制作招标文

件时配置评标办法。 

普通目录：非以上内容时，则设置为普通目录。 

注意：模板中必须包括投标文件格式目录和评标办法目录。 

 

修改： 

选中要编辑的目录，点击 按钮，打开编辑页面，和新增目录页面一致，

可以修改目录名称及目录类型。 

 

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目录，点击按钮 ，删除目录，如果当前目录下有子目录，

则一起删除。注意：删除目录时连同目录下的内容一起删除。 

 

下移： 

 选中要下移的目录，点击按钮 ，则在同级目录中下移一个位置，下移操

作只能在同级目录中进行，且如果处于二级及以下目录，只能在同一父级目录下

移动。如果当前目录已处于同父级下的最后一位置，则无法下移。 

上移： 

 选中要上移的目录，点击按钮 ，则在同级目录中上移一个位置，上移操

作只能在同级目录中进行，且如果处于二级及以下目录，只能在同一父级目录下

移动。如果当前目录已处于同父级下的第一位置，则无法上移。 

刷新： 

 目录添加后可以添加内容，双击目录，可以在右侧文本编辑框中编辑内容。

编辑完成以后，点击【文件】-【保存】，保存当前目录对应的内容。允许当前内

容有格式，需注意的是如果存在标题，则只允许存在二级标题，左侧编辑的目录

为默认的一级标题。完成目录及内容的编辑后模板完成。 

 说明：模板至少需要存在评标办法和投标文件格式两种目录类型的目录。 



 

 

 

2.修改模板 

在主页上最近打开的模板列表，双击要修改的模板，或者点击顶部主菜单的【打

开】按钮，在打开列表中双击要修改的模板， 打开模板，进行修改操作。 

 



 

 

 

三． 阳光如水（智能化）电子招投标平台招

标软件 

下图为阳光如水（智能化）电子招投标平台招标软件登录后的主页面，顶部

为菜单栏，新建，打开，预览，生成，查看招标文件，修改招标文件，导出文件，

注销及退出。菜单栏下方为最近打开的招标文件项目信息，以标段为单位显示当

前正在编制的招标文件对应的项目信息，已上传的招标文件不在该列表中显示。 

 



 

 

1.新建招标文件 

新建招标文件需要项目基本信息，有两种获取项目基本信息的方式，第一种

是从平台获取项目基本信息，另一种是自建项目。点击【新建】按钮，进入项目

信息页。 

 

1.1 获取平台项目信息 

点击按钮【项目列表】，打开项目列表窗口，可以查看从平台获取的项目基

本信息，在该窗口可以根据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标段名称，招标人和开标时间

进行筛选查询对应项目。 



 

 

 

找到目标项目后单击列表中的项目，则获取选择项目的基本信息加载至对应

的字段中，选择评标办法，设置是否需要暗标评审和是否有二次报价后，点击【保

存】，则保存招标文件的项目基本信息，接下来到选择招标模板流程，见 2.3。 

如果当前时间超过开标时间，则不允许修改项目信息且不允许编辑招标文件。 

 

刷新：当招标工具已经保存了项目基本信息开始编辑招标文件的时候，如果

平台端修改了项目基本信息，则在招标工具的项目基本信息页面点击刷新按钮，

获取当前平台最新的项目基本信息，并进行覆盖，将招标工具端的项目基本信息

更新为平台最新的项目信息。（平台修改项目基本信息后，招标工具需重新登录

后才能刷新为最新的项目信息） 



 

 

是否二次报价：当勾选了【是否允许二次报价】，则在评标流程中，当通过

制评标流程结束后，允许二次报价。 

1.2 自建项目 

新建项目页面，在输入框中填写项目信息后点击【保存】，则保存招标文件

的项目基本信息，接下来到选择招标模板流程，见 2.3。 

 

1.3 选择招标文件模板 

新建招标文件的项目信息保存以后，则到选择招标文件模板，必须选择模板

才能编制招标文件，模板有两种可选择，一种是标准模板，一种是历史招标文件。 

下图为标准模板，使用模板编制工具维护的标准模板，选中符合本次招标文

件的标准模板，填写招标文件名称，点击【保存】，则获取选择标准模板的目录

及内容，进入招标文件编辑页面。  



 

 

 

下图为历史招标文件，当本次编制的招标文件和以前编制的招标文件目录内

容改动不大，则可以选择历史招标文件，获取历史招标文件的目录及内容，进入

招标文件编辑页面。  

 

1.4 招标文件编辑 

进入招标文件编辑页，左侧为招标文件的目录，右侧为招标文件内容显示区

域。 



 

 

 

 目录编辑： 

 点击 按钮，新增目录，和模板编制的新增目录有区别，这里的目录增加

默认的目录类型为普通目录。 

 

 点击 按钮，编辑目录名称。 



 

 

 

 点击 按钮，删除目录，评标办法类型和投标文件格式类型的目录不允许

删除。 

 

 内容编辑： 

双击目录，则加载目录对应的内容至显示区域，可以进行编辑。 

说明：招标文件的目录中必须包含目录类型为评标办法和投标文件格式的目

录，否则将无法生成招标文件。因此，获取模板存在的这 2 个目录，不允许删

除，只能够修改名称。 



 

 

 

文件： 

撤销，重做，保存操作。重做：取消上次撤销操作。 

 

主页： 

复制，粘贴，剪切，字体，字体大小，格式等设置。 



 

 

 

插入： 

插入图片，表格，页眉，页脚等。 

 

页面布局： 

设置页边距，页面方向，尺寸等。 



 

 

 

复制粘贴： 

 允许复制粘贴纯文字信息，图片无法复制进来，只能通过插入图片功能。如

果复制的文字内容存在格式，当粘贴在标题格式后面，则为标题格式，粘贴在正

文格式后面，则为正文，并不保留复制原文的格式。 

1.5 评标办法配置 

双击左侧目录栏中目录类型为评标办法的目录，可以进入评标流程及内容配

置页。右侧内容展示区把配置好的评标流程及内容生成的表格展示在该区域。 

可以选择新建也可以选择评标办法模板。点击按钮【评标流程及内容配置】

则为新建，选择模板则点击评标办法下拉框，打开当前保存的模板进行选择。  



 

 

 

1.5.1 配置评标流程 

点击【评标流程及内容配置】，进入配置评标流程页面。 

 

新增： 

点击【新增】，打开新增流程窗口； 

流程名称：自定义流程名称。 

评审方式： 

（1） 通过制：通过制流程为专家评审时，对评审项进行通过或者不通过操作，

最终的评审结果为通过或者不通过。 



 

 

（2） 评分制：评分制流程为专家评审时，对评审项进行评分操作，最终评审结

果为一个分值。 

当选择评分制时，会出现是否显示报价信息选项，主要用于存在商务部分

评审时，系统提供的公式不满足实际需要，只能选择评分制方式，这时需

要勾选是否显示报价信息，勾选后，再该流程显示报价信息，包括一次报

价和二次报价的显示。 

（3） 评分通过制：评分通过制流程为专家评审时，对评审项进行评分操作，最

终的评审结果根据设置的合格线判断为通过或者不通过。 

（4） 自动计算：自动计算流程为专家评审时，无需专家操作，由系统根据选择

的公式进行计算，最终结果为一个分值。 

继续添加：新增当前输入流程且不关闭新增窗口，可以继续添加流程。 

确定：新增当前输入的流程且关闭新增窗口。 

取消：取消新增操作并关闭新增窗口。 

 

修改：和新增流程页面一样，可以修改流程名称和评审方式 



 

 

 

删除：选中列表中的某一流程，点击【删除】，二次提示是否确认删除，确

认后则删除改流程及该流程的评审内容。 

 

上移，下移：选中列表中的流程，点击上移或者下移，调整流程顺序。 



 

 

 

1.5.2 配置评审参数 

流程配置结束后点击【下一步】到配置评审参数页面。 

中标方式配置：有三种方式可选择，推荐 N 名中标候选人，直接确定中标候

选人和入围。推荐 N 名中标候选人，需设置 N 的数值；入围需要设置排名前多

少的进入入围名单。 

汇总得分配置：有分值和权重两种方式，会列出流程配置中全部的评分制和

自动计算方式的流程。 

选择分值就设置评分制或者自动计算方式流程的分值；选择权重则设置流程

的分值占比，选择权重时，占比总和必须为 100%。 



 

 

 

1.5.3 配置评审内容 

评审参数配置完成以后，就开始配置评标内容。 

通过制流程配置页面： 

 如图所示，通过制流程设置评审内容及评审标准和备注。 

 

新增： 

 在对应的输入框中填写内容即可。【继续添加】按钮为新增内容且清空当前

新增窗口输入框的内容，可以继续填写新增；【确定】按钮为新增内容且关闭当

前新增窗口；【取消】按钮为取消新增操作，且关闭当前新增窗口。 



 

 

 还能够直接在列表中新增，光标定位至新的行上，进行编辑新增操作。 

 

 修改： 

修改有两种方式，第一种，选中要修改的评审内容项，点击按钮【修改】，

弹出修改窗口，可以编辑信息，编辑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则修改成功。第二种，

直接在列表中光标定位至需要修改的评审项上，进行修改操作。 

 



 

 

 

 完成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保存当前通过制流程的内容配置。 

注意：不点击【保存】将会丢失数据。 

评分通过制流程配置页面： 

评分通过制流程配置页面分 2 个部分，上面部分为评分设置，下面部分为评

审项配置。 

评审项配置方式和通过制流程配置一样的，但是评分通过制流程评审项多了

一个分值列，新增页面需要多设置一个分值，所有评审项的分值总和为 Z，Z 为

100 分。 

评分设置：设置合格线，设置合格线分数 H，0＜H＜Z，当最终得分大于等

于 H，评审结果则为通过，反之为不通过。汇总方式有两种，先汇总后平均，先

平均后汇总；先汇总后平均为汇总所有评审项总分，计算算术平均值为投标单位

的最终得分，先平均后汇总为计算单个评审项的算术平均值，汇总所有评审项的

得分为投标单位技术标总得分。统计分数原则有 2 种，第一种是取去掉 X 个最高

分和 X 个最低分的算术平均值，X 的值为大于等于 0，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设置；

第二种是根据当前评委有效评分份数分段计分，当前评委有效评分份数在 A 个

以上时（不包含），取去掉 X 个最高分和 X 个最低分的算术平均值，X 的值为大



 

 

于等于 0， 评委有效评分份数在 A（含）个以下时，取算术平均值。 

完成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保存当前通过制流程的内容配置。 

注意：不点击【保存】将会丢失数据。 

 

评分制流程配置页面： 

评分制流程配置页面和评分通过制流程配置页面相似，上面部分为评分设置，

下面部分为评审项配置。上面部分少了一个合格分数的配置，其他都一样，最终

的评分结果为一个分值。 

若是评审参数配置时，汇总得分配置的为分值，则在评审项设置时，所有评

审项的总和分值必须等于设置的汇总得分时对应的分值。若是汇总得分配置的为

权重，则所有的评审项的总和分值必须为 100 分。 

完成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保存当前通过制流程的内容配置。 

注意：不点击【保存】将会丢失数据。 



 

 

 

自动计算流程配置页面： 

 自动计算方式流程配置页面为基准价计算方式和总价得分计算方式两部分。 

 

基准价计算方式： 

点击基准价计算方式后的【配置】按钮，弹窗下图所示，基准价计算方式系

统提供了 4 种方式，最低报价为基准价，最高报价为基准价，平均报价为基准价，

条件计算。 

最低报价为基准价：投标单位的报价中最低的一个报价为基准价。 

最高报价为基准价：投标单位的报价中最高的一个报价为基准价。 

平均报价为基准价：投标单位的报价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平均值为基准价，



 

 

还可以设置去掉 X 个最高值和 X 个最低值的算术平均值，X 大于等于 0。 

条件计算：分段设置基准价的计算方式，当投标报价个数 n≥X 时，基准价

为去掉最高最低次高次低的一半后的平均值，当投标报价个数 X＞n≥Y 时，基

准价为去掉最高最低后的平均值，当投标报价个数 Y＞n≥Z 时，基准价为平均

值。 

设置基准价方式后点击【确定】，基准价计算方式配置完成。 

 

总价得分计算方式： 

 点击总价得分计算方式后的【配置】按钮，弹窗下图所示，总价得分计算方

式有 3 个公式，公式一，与评标指标价（或基准价），每上浮 X%扣 Y 分，每下浮

X%，扣 Z 分； 公式二，基准价/投标人报价×Z 或者投标人报价/基准价×Z，Z 为

当前流程设置的总分值，该公式主要用于基准价是最低价时和基准价时最高价时；

公式三，投标报价与基准价的偏离在±X%之内，得 Z 分（Z 为当前流程设置的满

分，若是分值，则为设置的分数，若是权重，则为 100 分），投标报价与基准价

的偏离在＋X%之上，没多偏离 Y%扣 A 分，投标报价与基准价的偏离在＋X%之上，

没多偏离 Q%扣 B 分（A 和 B 都小于 Z 分）。公式一和公式三都有一个是否采用内

插法计算，当不使用内插法时，每偏离不足 X%扣 Y 分，偏离率不足 X%的部分按



 

 

X%算，当使用内插法时，每偏离不足 X%扣 Y 分，偏离率不足 X%的部分，按实际

偏离进行换算扣分。举例，每偏离 1%扣 1 分，偏离率为 1.1%，采用内插法，则

扣 1.1 分，不采用内插法则按 2%算，扣 2 分。 

 

1.5.4 生成评标办法 

点击按钮【生成】，将配置的评标办法生成为一张表格显示在评标办法配置

主页面，完成评标办法的配置。 

 



 

 

1.5.5 评标办法模板 

选择模板： 

在评标办法配置主页面点击按钮【选择模板】，选择符合当前招标文件所需

的评标办法模板，获取该模板的流程配置，评审参数配置及评审内容等。 

 

 保存评标办法模板： 

在配置评审内容页面，当配置完成后，点击按钮【保存模板】，弹窗保存模

板页面，填写模板名称后点击【保存】即可保存当前的评标办法配置内容，以后

可以选择模板，减少重复配置相同的流程和流程内容等。 

 



 

 

1.6 投标文件格式配置 

目录类型为投标文件格式的目录，在该目录下的目录及对应的的内容为投标

文件的格式，也就是阳光如水（智能化）电子招投标平台投标工具客户端编制对

应投标文件时，将获取招标文件中目录类型为投标文件格式的目录下全部内容，

包括目录及内容。 

如图所示，投标文件格式目录下的封面，一 投标文件资格审查部分格式，

二 投标文件投标函部分格式，三 投标文件技术部分格式四个目录及内容，当用

云易招投标工具制作该招标文件的对应的投标文件时，将会获取加载上述四个目

录及右边对应的内容，即为投标文件的模板。 

 

1.7 开标唱标内容配置 

 开标唱标内容配置，默认有投标单位名称，且不允许删除。 



 

 

 

新增： 

 新增开标唱标内容，是否是报价，选择是报价后，则会出现报价单位供选择，

这里选择了是报价，评标时将会获取投标单位填写的报价进行计算，因此是报价

时需要勾选是报价，且目前仅允许有一个报价。是否唱标为勾选则唱标该项，不

勾选则在开标时该项不进行唱标。 

 



 

 

 

修改： 

 选中要修改的开标唱标项，点击按钮【修改】，则可以进行信息更改。 

 

删除： 

 选中要删除的开标唱标项，点击按钮【删除】，二次提示是否确认要删除，

确认后则删除成功。 



 

 

 

 开标唱标内容配置完成以后点击【保存】则保存成功。 

2.生成招标文件 

当招标文件的评标办法配置完成，投标文件格式目录类型存在，开标唱标内

容配置完成，则可以生成招标文件。点击顶部菜单栏的【生成】按钮，则会将目

录及对应内容生成至 word 文档。 

 

点击按钮【生成电子招标文件】，生成 PDF 文档， 



 

 

 

 点击按钮【签章】进行签章操作，签章目前提供 3 种方式，普通签章，批量

签章和骑缝签章。普通签章为单章，点击一次确定签章一个；批量签章则为多章，

选择要签章那几页，点击一次确定签章多个，在选择要签章的页数上的同一位置

全部签章；骑缝签章为在侧边签章。 

 

签章完成后，点击按钮【上传文件】，上传招标文件至服务器并完成当前招

标文件的编制。该项目的招标文件状态为完结，在打开列表就查不到了，只能通

过查看菜单进行查看和修改菜单进行修改操作。                        



 

 

 

3.打开招标文件 

点击顶部主菜单的【打开】按钮，打开项目列表，这些为已经开始编辑且没

有上传完结的招标文件对应的项目信息。选中点击即可进如继续编辑，需要注意

的是如果当前已经过了开标时间，则不允许编辑招标文件。 

 

4.修改招标文件 

 点击顶部主菜单的【修改】按钮，弹窗修改项目列表，项目列表显示了已上

传招标文件对应的项目，选择要修改的招标文件单击，则可以进入修改，如果选



 

 

择了修改，则进入后必须重新上传，修改进入后，在当前招标文件对应的项目显

示在打开列表中，修改招标文件项目列表中则找不到该项目，需要重新上传后才

会在修改招标文件项目列表中。 

 

5.查看招标文件 

 点击顶部主菜单的【查看招标文件】按钮，打开查看的项目列表，显示已经

上传招标文件对应的项目信息，如果招标文件修改且未重新上传，查看招标文件

列表也不显示对应项目，只有当前已上传且未修改的项目。双击要查看的项目，

则打开招标文件可以查看，以 PDF 格式查看，不允许编辑。 

 



 

 

 

6.导出招标文件 

点击顶部主菜单的按钮【导出文件】，打开导出文件项目列表，项目列表仅

显示已上传招标文件对应的项目。 

 

 双击要导出文件对应的项目，弹出保存路径选择，选择路径后导出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