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 个包进行采购。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括但不限

于服务所需服务计划、设计、组织、实施、验收、设备设施、劳务、安全、保险、工人

工资、福利待遇、交通、培训、住宿、就餐、保洁、洗涤、劳保用品、日用消耗品、所

需工具及耗材、工人体检等所有为完成服务而需要合理支出的费用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

风险。凡供应商在报价中未列的项目或遗漏项目，采购人将一律视为已包括在其报价中，

在合同执行中将不予考虑，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供应商应充分考

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

1.3 供应商必须仔细阅读本采购文件的全部条文。对于采购文件中存在的任何含糊、

遗漏、相互矛盾之处，或是对于采购范围的界定和采购内容的要求不清楚，认为存在歧

视、限制的情况，供应商应按照供应商须知的规定向采购代理人寻求书面澄清。

1.4 供应商所报服务的技术指标应符合本章技术规范的要求，若有偏差须在响应文

件技术标书《技术条款偏离表》中予以说明；若没有，应注明“无偏离”字样。若没有

填写《技术条款偏离表》，即视为供应商声明其所报服务的技术指标完全符合技术规范

的要求，但磋商小组有权据此就技术标书中实际不响应部分作出废标的决定。

1.5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中标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档等技

术资料。

2.项目服务范围、内容、要求及考核标准

2.1 人员配备要求及服务面积

★2.1.1 人员配备要求：

日常岗位人员配备要求：

序号 工作岗位 单位 人数

1 项目经理 名 1

2 体育场保洁 名 4

3 体育馆保洁 名 4

4 训练馆保洁 名 2

5 外围保洁 名 5

6 综合维护人 名 3

7 合计 名 19

大会期间另行增加岗位人员配备要求：

8 体育场保洁 名 6



9 体育馆保洁 名 6

10 训练馆保洁 名 8

11 外围保洁 名 15

12 合计 名 35

13 总合计 名 54

★以上人员为最低人员配备要求，大会期间因赛事要求需增加保洁人员的，采购人

根据赛事情况另行通知，中标人需保证保洁人员在四小时内到达现场。

2.1.2 服务面积

服务面积：约 126899.48 平方米。

2.2 世界休闲运动大会期间保洁工作内容：

2.2.1 服务范围

体育场（建筑面积约 13000 ㎡）、体育馆（建筑面积约 8900 ㎡）、训练馆（建筑面

积约 1850 ㎡）、园区道路、东墙外停车场（建筑面积约 20000 ㎡）、室外运动场（建筑

面积约 1800 ㎡）、攀岩场（建筑面积约 6300 ㎡）等。

2.2.2 服务项目内容

（1）赛间场馆功能用房及办公用房卫生保洁

（2）赛间场馆卫生间保洁

（3）赛间场馆地面清洗保洁

（4）赛间赛间场馆门窗玻璃保洁

（5）赛间场馆座椅、走廊、过道等公共区域保洁

（6）赛间园区内道路、平台停车场保洁

（7）赛间室外运动场保洁

（8）赛间全民健身场地、器材保洁

（9）赛间景观区、景观建筑保洁

（10）赛间垃圾集中与转运

2.2.3 保洁服务标准要求

（1）保持道路人行道、硬化地面及绿地目视干净，地面垃圾滞留时间不能超过 1

小时，明沟无杂物、无积水、宣传栏、景观雕塑、健身器材、体育器械、休闲椅，每日

擦试一次，目试无灰尘，明亮清洁。

（2）满足赛事活动的需要，设专人负责，垃圾封闭管理，每日清理二次，保持垃

圾桶及周围清洁，无异味，垃圾箱、垃圾站整洁干净，无异味，消毒灭害措施完善，场

馆门窗玻璃（低处）每月保洁一次。

（3）场馆卫生保洁定岗定责专人负责，做好场馆内通道、平台和卫生间的保洁工

作，有赛事活动时，赛前做好区域的卫生保洁，赛事过程中，设流动保洁员及时清理各

种垃圾，赛事结束后，及时组织保洁员以最快的时间清理现场，保持场馆清洁干净。

（4）场馆内公共卫生间及配套建筑公共卫生间卫生桶，场区果皮箱，场馆进出口



外垃圾桶，每天清理一次，擦拭一次，确保卫生桶、果皮箱、垃圾桶清洁干净，无溢满、

无异味、无污染。

（5）场馆的通道、楼梯间每日清扫二次，门厅、通道、楼梯表面、角落、边线等

处洁净，要求地面干净有光泽，无垃圾、杂物、灰尘、污迹、划痕等现象，保持地面材

质原貌。

（6）场馆及配套项目内楼栏杆、扶手、窗台每日擦拭一次，保持干净、光亮，无

灰尘，消防栓、指示牌等设施保持表面干净、无灰尘、无污渍。

（7）门厅玻璃每日擦拭一次，保持洁净、明亮、无灰尘、无污迹。

2.3 日常保洁工作内容：

2.3.1 服务范围

体育场（建筑面积约 13000 ㎡）、体育馆（建筑面积约 8900 ㎡）、训练馆（建筑面

积约 1850 ㎡）、东墙外停车场（建筑面积约 20000 ㎡）、攀岩场（建筑面积约 6300 ㎡）

等。

2.3.2 服务项目内容

（1）场馆卫生间保洁

（2）场馆地面、墙面清洗保洁

（3）场馆门窗玻璃保洁

（4）场馆座椅、走廊、过道等公共区域保洁

（5）东墙外停车场保洁

（6）配备保洁用机具、消耗品、劳保品

2.3.3 保洁服务标准要求

（1）保洁服务标准要符合《山东省物业管理条列》等法规。

（2）保持道路人行道、硬化地面及绿地目视干净，地面垃圾滞留时间不能超过 1

小时，明沟无杂物、无积水、宣传栏、景观雕塑、健身器材、体育器械、休闲椅，每日

擦试一次，目试无灰尘，明亮清洁，冬季下雪后，及时组织清扫路面积雪，雨季下雨后

组织清扫积水。

（3）满足日常需要，设专人负责，垃圾封闭管理，每日清理二次，保持垃圾桶及

周围清洁，无异味，垃圾箱、垃圾站整洁干净，无异味，消毒灭害措施完善，场馆门窗

玻璃（低处）每月保洁一次。

（4）场馆卫生保洁定岗定责专人负责，做好场馆内通道、平台和卫生间的保洁工

作，保持场馆清洁干净。

（5）场馆内公共卫生间及配套建筑公共卫生间卫生桶，场区果皮箱，场馆进出口

外垃圾桶，每天清理一次，擦拭一次，确保卫生桶、果皮箱、垃圾桶清洁干净，无溢满、

无异味、无污染。

（6）场馆区域的雨水井、污水井，检查井每月检查一次，根据检查情况及时清掏，

化粪池每月检查一次，发现异常及时安排清掏。



（7）场馆的通道、楼梯间每日清扫一次，门厅、通道、楼梯表面、角落、边线等

处洁净，要求地面干净有光泽，无垃圾、杂物、灰尘、污迹、划痕等现象，保持地面材

质原貌。

（8）场馆及配套项目内楼栏杆、扶手、窗台每日擦拭一次，保持干净、光亮，无

灰尘，消防栓、指示牌等设施保持表面干净、无灰尘、无污渍。灯具定期除尘，保持目

视无灰尘、无污迹、无蜘蛛网。

（9）走廊、楼梯窗每周清洁一次，门厅玻璃每日擦拭一次，保持洁净、明亮、无

灰尘、无污迹。

2.4 进场清洁标准

2.4.1 室外公共区域：

2.4.1.1 公共道路：

目视地面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无明显的石子。

2.4.1.2 排水明沟：

目视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应达到目视干净无顽固污迹、无青苔、杂草。

排水畅通无堵塞、无积水、臭味。

2.4.1.3 环卫设施（垃圾筒等）：

目视环卫设施（垃圾筒、果皮箱等）无污迹、无油迹。

2.4.1.4 标识宣传牌、雕塑：

目视表面无明显积尘、无污迹、无乱张贴。

2.4.1.5 天台、雨蓬：

目视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无杂物、垃圾、排水口畅通，水沟无过多沉淀污垢。

无积水状态、无青苔。

2.4.1.6 广场、露天停车场（位）:

目视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地面干净无过多积尘、无垃圾；花坛外表洁净无顽固污渍。

2.4.2 室内公共区域：

2.4.2.1 大堂：

目视无灰尘。

无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保持空气清新无异味。

2.4.2.2 地面：

目视无明显灰尘。

无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无垃圾杂物、无泥沙、污渍。

地毯无明显灰尘、污渍。

不锈钢制品采用不锈钢保护油进行保护护理。

铜制材料采用擦铜水进行护理。

2.4.2.3 墙面：

目视无明显灰尘。

无明显顽固性污渍及灰尘（例如：油漆、涂料等）。

玻璃幕墙玻璃通透，无明显污迹、手印及水迹。

大理石、瓷片、喷涂等墙面无明显灰尘

2.4.2.4 楼道梯间、走廊地面：

目视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无纸屑、杂物、污迹、烟头。

天花板无明显灰尘、顽固性污渍。

不锈钢制品采用不锈钢保护油进行护理。

2.4.2.5 门、窗、扶手、电子门、消防栓管、电表箱、信报箱、宣传栏、楼道灯开

关等：

目视无混凝土、泥沙等工程垃圾。

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无张贴物、无明显积尘。

2.4.2.6 灯罩、烟感器、出风口、指示灯：

目视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2.4.2.7 玻璃门窗、镜面：

门框及窗框表面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门窗玻璃通透，无明显灰尘、污迹、手印、水迹等。

2.4.2.8 公用卫生间：

目视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地面干净无积水、无顽固污渍、无杂物。

墙面瓷片、门、窗无明显灰尘，墙上无涂画。

目视墙壁干净、便器洁净无黄渍。

2.4.2.9 公共活动场所：



目视地面无混凝土、泥沙、工程碎料等工程垃圾。

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天花、灯具、出风口等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玻璃、镜面光亮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地毯（板）干净无污迹、纸屑等。

金属件表面光亮；器械整洁无浮尘、污迹。

饰柜产品整洁无明显顽固性污渍（例如：油漆、涂料等）。

验收合格后正式进入日常保洁期。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200 日历天。

3.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合同签订：成交供应商须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4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 50%，剩余 50%待服务期结束后 30 日内付清。

3.5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采购

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

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6 服务保障

3.5.1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

3.5.2 若中标人的服务不达到招标人要求，必须按照招标人要求进行在规定时间内

整改。若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整改后，中标人仍无法达到招标人要求，则招标人有权终

止服务合同。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有

一项不满足的即为响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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