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单 4 执行机构基于质量与成本的 

选聘（QCBS）清单 

1 

亚行贷款/赠款编号&项

目名称 

合同编号&描述 

咨询公司/顾问名称 

合同金额 

编制人 

日期 

审核人 

日期 

指引： 

项目实施以及由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资助或支持的项目的合同授予和管理由借款人负责。执行
机构、实施机构、项目管理组以及项目实施组应当以负责、客观、公正和透明的方式开展采购工
作，维护供应商和亚行对采购系统的信任。    

本核对表旨在（1）确定顾问服务采购是否是在遵照《亚洲开发银行及其借款人使用咨询顾问指
南》要求所采用的基于质量和成本的选聘方法下进行的；以及（2）确保正采取措施减少亚行资
助、管理、支持项目中出现欺诈、腐败与滥用资源行为的机会。 

理想情况下，本清单应当由执行机构、实施机构或项目管理组的重要项目采供工作人员针对每一
份 QCBS 合同进行填写。 

数

量 
问题 

是/否/

不适用 
备注/措施 

A. 成立顾问选聘委员会 

1 我们是否在执行机构（EA）内成立了一

个顾问选聘委员会（CSC）（或职能相

当的类似机构）处理顾问招聘事务？ 

请指出顾问选聘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并列出其

成员。 

B. 初选名单 

2 我们是否基于所有已提交的项目意向书

（EOI）制定了初选名单？ 

请指出所收项目意向书的数量并提供已提交

项目意向书的咨询公司名称。 

 我们是否向亚行提供了一份初选名单

复印件？

请指出向亚行提交初选名单的日期。 

C. 最终候选人名单 

3 我们是否确定了最终候选人名单标准？ 请列出最终候选人名单标准。 

 是否为顾问选聘委员会制定了一份评

估指南？

 我们是否客观并一致地基于已有资格

标准对顾问进行等级评定？

评估最终候选人名单是否获得了完全支持并

符合资格标准。 

 除了最终候选人名单标准，在进行评

估的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考量因

素？这些是否都得到了适当记录并获

得了顾问选聘委员会的认可？

基于影响和其他考量，对评估结果的公平性

和正当性进行评估。 

4 我们是否对项目意向书和所有参与咨询 如有，请指出所搜集到的不一致与不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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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问题 

是/否/

不适用 
备注/措施 

公司所提供的证明文件进行了尽职调

查？ 

息，并描述是如何将这些整合进建议书评估

的。 

5 在亚行发出“不反对”意见后，是否对最终

候选人名单进行了修正？ 

 如有，请指出所进行的修正。 

D. 建议书征询函，并对最终候选的顾问技术和财务建议书进行评估。 

6 是否向亚行审核批准的最终候选公司发

出了建议书征询函（RFP）？ 

 请指出亚行批准该征求意见书的日期。 

7 我们是否向所有最终候选顾问发出了建

议书征询函？ 

 请指出向最终候选顾问发出征求意见书的日

期。 

8 最终候选顾问是否要求进行说明、获取

额外信息及/或对建议书征询函中的错误

进行更正？ 

  

 来自顾问的这些要求是否有书面稿？   

 对顾问们提出的澄清、其他信息和/或

修正标准招标文件中错误的要求是否

给予统一的书面形式回应？ 

  

 我们是否有证据证明我们对建议书征

询函的统一回应或更改被发出并且所

有最终候选顾问都已收到？ 

  

9 咨询公司是否在规定期限内以单独密封

信封的形式提交了技术和财务建议书？ 

  

10 我们是否将规定限期后收到的建议书以

原封未动的形式返还至了顾问（们）

处？ 

  

11 我们是否针对最终候选咨询公司提供的

证明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 

 确定潜在错误经验。 

 我们是否检查了最终候选顾问是否与

执行机构/项目管理组/项目实施单位

之间存在任何冲突？ 

  

 我们是否确定了由不同咨询公司提议

的相同专家的身份，是否检查了所提

供信息的一致性？ 

 确定所发现的不一致处。 

 我们是否核实了所建议个人专家的资

质（例如，专业成就、资格）是否符

合中选公司的要求以及对超过一位投

标者提议专家的要求？ 

  

 与建议书一并提交的专家简历（CV）

是否有签名并日期正确？ 

  

 基于我们对技术建议书的审核，我们

是否发现了任何对串谋及/或影子投标

人的迹象？ 

  

12 是否规定了标准与评分指南为顾问提供

指导？在建议书评估过程中是否使用了

该标准与评分指南？ 

  

 我们是否客观并一致地应用了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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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问题 

是/否/

不适用 
备注/措施 

并对建议书进行了适当评分？ 

 我们是否通知了所有的无响应公司

（那些在满分 1000 分情况下得分低

于 750 分的公司）并向其返还了未启

封的财务建议书？ 

 请指出通知无响应公司的日期。 

  我们是否通知了技术响应公司（达到

最低合格要求 750 分的公司）公开开

放财务建议书的地点、日期与时间？  

o 我们是否制定了一份财务建议书开

放记录，在其中列出了公司名称、

技术质量得分、建议价格以及顾问

选聘委员会签名？ 

 请指出通知无响应公司的日期，以及财务建

议书开放的地点、日期与时间。 

 

13 我们是否在考虑了技术建议书中所提议

顾问的工作范围与资质的情况下审核了

财务建议书的合理性？ 

  

 我们是否检查了建议书中的商业条款

是否符合建议书征询函要求？ 

  

 我们是否对运算错误进行了更正，是

否确保了建议书包括了所有经过公正

评估得出的服务成本？ 

  

 我们是否确保建议书金额以及意外开

支数额在建议书中得到了清晰、单独

的确定，这些数额是否与数据表中的

数额相一致？ 

  

 我们是否利用征求意见书中汇率来源

将所有非美元价格转换成为了美元？ 

  

 我们是否确保建议书中确定或排除了

建议书征询函中的税务因素？ 

  

14 我们是否将建议书综合排名的基础设定

为根据技术和财务加权总分与算术总分

得出的总分？ 

  

“成本”比重是否设定为 20%？  如果不是，陈述所用百分比的正当性与基

础。 

15 我们是否获得了亚行对技术评估报告和

建议书综合排名的不反对意见？ 

 请指出收到亚行不反对意见的日期。 

E. 合同谈判与授标 

16 我们是否与排名第一的公司进行了谈

判？ 

 请指出排名第一公司的名称与进行谈判的日

期。 

 在开始合同谈判之前，我们是否再次

确认了其技术建议书中所确定的所有

团队成员的可用性？ 

  

 我们是否要求受邀参与谈判的公司提

交: 

o 确定该公司代表身份的授权书，

该代表应当获授权负责合同谈判

与签署事宜，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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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问题 

是/否/

不适用 
备注/措施 

o 该公司组成或成立的合法证书的

复印件一份？ 

 工作大纲与谈判期间所讨论的提议单

位价格是否一致？  

  

 在谈判后，所提议专家是否仍旧具有

可用性？  

  

o 如果存在替换，我们对该参与谈

判公司所提供的理由与正当依据

是否满意？ 

 请指出该咨询公司所提供的理由。 

o 我们是否确保所提议其他专家至

少具有能够获得借款人批准的资

质水平？ 

  

 我们是否阐明了税务负担（如有）并

在合同对其予以了反映？ 

 提供文件证明税务负担是如何在合同中得到

反映的。 

17 我们是否向参与谈判的顾问提供了一份

绩效评估表格的复印件，是否对由顾问

填写完成的任务后问卷调查以及处理绩

效评估报告与任务后问卷调查的程序进

行了解释？ 

 以合同期限为准，可在任务执行期间或完成
时进行评估。通过任务后问卷调查，顾问有
机会对评估报告以及借款人的绩效发表意
见。 

18 谈判是否取得了成功，合同涉及的执行

机构与顾问是否签字？  

 请指出合同签署日期。  

 对于合资公司，我们是否要求该合资

公司所有成员签署合同？ 

  

19 如果谈判未取得成功，我们在与该公司

终止谈判前以及在与排名低一位公司开

始谈判前，是否获得了亚行的事前同

意？ 

  

20 我们是否通知已提交建议书但未中选公

司合同授予情况？  

 请指出通知未中选公司的日期。 

 

F. 签订合同发布 

21 我们是否向亚行提供了以下信息用于在

亚行网站上公布？ 

 所有提交建议书顾问的名称  

 分配给每一位顾问的技术点 

 每一个顾问开出的价格 

 顾问们的总体排名 

 中选顾问的名称以及合同金额 

 请指出向亚行提供信息的日期。 

22 在对合同授予情况进行公示过程中，我

们是否详细说明：如有任何提交建议书

的顾问希望探知其建议书未能获选的原

因，该顾问应当要求借款人予以解释？ 

  

G. 拒绝所有建议书与再邀请 

23 我们是否遇到过拒绝所有建议书的情

况？ 

 请指出拒绝所有建议书的正当理由。 

 如果是，我们是否在着手处理拒绝与

启动新程序之前通知了亚行并获得了

 请指出通知亚行以及收到亚行不反对意见的

日期。 



清单 4 执行机构基于质量与成本的  

选聘（QCBS）清单 

 

5 

数

量 
问题 

是/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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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反对意见？ 

 拒绝所有建议书之后，启动可能包括

对建议书征询函进行修改的新程序之

前，我们是否获得了亚行的不反对意

见？ 

 请指出获亚行不反对意见的日期。 

H. 合同管理 

24 中标人是否提出了明显低于成本估算的

价格？ 

 请注明成本估算对应的合同价格。 

如若出现明显低价，是否提交合同变更/

更改要求？ 

 请指出更改要求/变更要求会否导致服务范围

的扩大，并据此给出正当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