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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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人不承诺最低价成交，为防止恶性竞争，磋商小组有权判定明显低

于成本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2.采购服务技术要求

2.1 项目概况

南村镇驻地 24 条道路保洁：镇政府机关大院的卫生保洁、镇政府门前 3 个

湾、集贸市场 2个（集贸市场、建设路东市场）、2个广场；道路保洁面积 768813

㎡。绿化带捡拾面积 186660 ㎡，湾塘 28800 ㎡，共计 215460 ㎡也在本次招标保

洁范围内，两项费用不再另外计取。

保洁内容：

（1）南村镇驻地道路保洁；镇驻地道路、人行道板卫生保洁（建筑垃圾清

理除外），道路两侧绿化带漂浮物捡拾；道路公共垃圾桶清理、擦洗保洁；

（2）湾塘打捞漂浮垃圾；

（3）广场卫生保洁；

道路保洁市场化托管工作标准为全面提升我镇道路保洁作业精细化水平，规

范作业程序、提高作业效率、保证作业安全，便于道路保洁托管后公司管理人员

和一线作业人员掌握相关规范要求，结合我镇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1、道路保洁作业以“文明、清洁、有序”为目标，不断提高作业的精细化

和规范化水平，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2、道路保洁实行分级管理和作业。作业单位根据作业区域的保洁要求，合

理调配作业人数及频次，按需配足保洁作业设备和工具，确保作业力量充足。

3、道路保洁作业人员作业时须按规定统一着装、佩戴证件，避让车辆行人，

文明作业。

4、道路保洁作业要根据服务区域的人流、车流情况等，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和方式，主动避开行人和车流高峰，作业时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二、道路保洁标准

（一）道路保洁范围道路保洁范围为车行道、人行道及其他设施等。

（二）质量标准

1、总体要求：道路保洁应使路面基本见本色，做到“六净六不”。六净：车

行道（快车道、慢车道）净、路沿石净、人行道净、绿化带（花坛、树穴）净、

雨水斗净、果皮箱净。六不：不见杂物，不见积水，不见人类粪便，不漏收堆，

不往雨水斗、绿化带扫倒垃圾，不焚烧垃圾。

2、道路保洁时限要求：

路面废弃物要求30分钟内清理完毕；果皮桶破损、歪斜整改要求3天内整改

完。

（三）作业规范标准

（1）作业人员应按照规定穿着统一工作服（反光标识明显）。

（2）工作时间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断巡回保洁，不聚堆闲聊，不做捡拾

废品等与作业无关的事项。

（3）作业人员不得将垃圾倒入雨水斗、绿化带、河道、边沟。

（4）作业人员不得焚烧垃圾、树叶等杂物。

（5）保洁时应按车行道路面、人行道路面的顺序进行全面保洁。雨后或冲

洗道路保洁时，要先推水，后保洁。

（6）巡回保洁时应及时擦洗果皮箱；果皮箱无破损；外观整洁，无张贴小

广告等。

（四）、湾塘清洁区域及标准：

河域：政府门前 3个湾。保洁公司应配备专门保洁员每周对所有河域，打捞、

捡拾、漂浮物，不少于两次，使所有的河域及河两岸无漂浮物，无垃圾、无菜叶。

（五）、广场区域及卫生标准：

海信公园、广场、两个厕所：海信公园及广场要有专人负责，全天候捡拾漂

浮物，上午一遍，下午一遍，保持公园、广场卫生整洁。厕所保洁要达到“六无

四净”质量标准。即无尿垢、无积水、无蛆蝇、无蛛网、无粪便、无异味；地面

净、蹲坑区净、门窗净、公厕五米外区域净，化粪池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清除，



保持整洁卫生。每天早 6:00 至晚上 10:00 向公众开放，根据季节调整时间，并

且按规定设置规范的公厕标志牌、导向牌。

★（六）保洁单位需要最低配备的车辆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标段最低配备数量 备 注

1 洒水车（4方以上） 1

2 扫路车 1

3 巡查车 10 电动车、摩托车等均可

★若投标单位不具备本项目设备清单中的设备配备，保洁单位需承诺若中

标，签订合同 10 日内须配备上述清单各种设备并到位。（投标时需提供承诺书

原件，格式自拟）。

★（七）服务响应：保洁期内做到随时满足采购人提出的保洁要求，半小时

内响应， 一小时内到达现场。项目经理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有专门的巡查人

员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

★3.商务条件要求

3.1 服务期限：15 年

3.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自合同履约之日起，保洁服务费用每月 10 日前支付一次；

甲方根据考核结果予以支付被考核季度的服务费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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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

3.5售后服务：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保洁服务，在接招标人通知半小时

内派人到达现场，并在招标人规定时限内处理完毕。

注：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

性响应。

附件一：考核办法



附件二：驻地道路面积表



附件一：

南村镇人民政府

2020 年关于对南村镇驻地卫生督查考核标准

为进一步做好南村镇驻地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改善镇驻地环境，加快镇驻

地建设，规范市场化运作机制，真正发挥财政资金的用途，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保洁公司须根据合同的责任划分，明确责任范围和工作标准，落实保洁队伍

管理制度，制定保洁员职责，网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到位，确保职责范围内环

卫保洁工作不出现问题。

一、南村镇驻地 24 条道路段按需配备保洁员，保洁员统一着装上岗，每季

度初保洁公司提报一次道路保洁员名单。在督查中每发现保洁人员，不统一着装、

不在岗扣保洁费 100 元。

二、镇驻地主要道路保洁作业时间：5月1日至9月30日上午6:30---11:30,

下 午 14:30--18:30 ； 10 月 1 日 至 4 月 30 日 上 午 7:00---11:00, 下 午

13:30--17:30。镇驻地主要道路包括：1、政府机关大院、2、瑞丰街、3、建设

路、4、双泉路、5、三城路镇内路段、6、幸福路、7、海信大道、8、工商街、9、

东外环路、10、人民路、11、政府前三个湾。

其他道路保洁时间：5 月 1 日---9 月 30 日上午 6：30---10:30,下午

14:30--18:30；10 月 1 日---4 月 30 日上午 7:00---11:00，下午 13:30---17:30。

（按时间段灵活调整）。

三、镇驻地所有道路按照实施方案第一条执行，对镇驻地主要道路两侧工商

户的袋装垃圾，保洁公司上务 9：00 前收集一遍，下午 17：00 前收集一遍，其

他时间流动收集。镇驻地的垃圾桶按规定位置统一摆放，摆放点垃圾桶外无任何

垃圾，保持清洁。镇驻地的建筑垃圾除外。未按时完成保洁任务，每发现 1处整

改不达标扣 100 元。

四、普扫作业参照“六净六不”标准执行，六净：即路面、路沿石净，人行

道、墙基净，绿化带、花坛、公共绿地、雨水篦子净，垃圾桶外净；六不：即不



见积水，不见漂浮垃圾，不见粪便，不漏收堆，不往雨水篦子、明沟、绿化带、

花坛倾倒污染物，不焚烧树叶、杂草和废纸。每发现 1处整改不达标的扣款 100

元。

五、托管范围内道路采取机械和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方式，清扫率达到 90％

以上。清扫车作业时使用警示灯，进行喷水压尘，洒水车按规定路线进行洒水。

路面每周高压冲洗一次，人行道每月高压冲洗一次（结冰期、雨天除外）。

六、按照“以雪为令”降雪即清的要求，对镇机关大院、建设路、双泉路北

段有雪必清、随降随清的原则执行。

七、公厕管理：每个公厕有专人管理做到“六无、四净”的质量标准，即无

尿垢、无积水、无蛆蝇、无蛛网、无粪便、无异味；地面净、蹲坑区净、门窗净、

公厕五米外区域净。每天上午 7:00-晚上 18:00 免费向公众开放，根据季节调整

时间，并且按规定设置规范的公厕标志牌、导向牌。每发现一处整改不达标扣 100

元。（目前公厕配套设施不完善，暂不具备运行条件）

八、对镇驻地所有道路两侧的护栏保洁公司每周必须清洗一遍，保持本色。

每发现一处未清洗干净整改不达标扣保洁费 100 元（以 5 米长为一处）以此类

推。

九、按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对我镇考核办法做一下规定：城乡建设局考核标

准：环境卫生保洁 40 分，绿化养护 10 分，环卫公共设施 20 分，共计 70 分。城

乡建设局每次考核对以上四项每扣 1分，涉及保洁公司范围的扣保洁费 200 元。

市城管指挥中心对我镇的考核，社会评价：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办理 150 分；媒

体督查 50 分。日常督查：市第三方测评 500 分；市城管指挥中心督查 100 分。

共计 800 分。市城管指挥中心每次考核涉及保洁范围的对以上四项每扣 1分，扣

保洁公司保洁费 200 元。保洁公司必须保证在全市镇中年终考核名次不低于前

三名，否则镇政府有权扣除年度承包费的 2%；年终考核在第二名或第三名均奖

励 10 万元，年终考核第一名奖励 20 万元。

十、保洁公司在迎接上级领导视察、调研、观摩等应急工作中，路线环境卫

生不得出现任何纰漏。属保洁范围内每出现 1处问题，扣保洁经费 200 元。

十一、因保洁公司原因被投诉（含微信群内反映的问题），经调查属实的每

出现一次扣保洁经费 200 元。因保洁公司原因被媒体曝光，每出现一次扣保洁



经费 200 元。

十二、保洁公司要加大对南村镇驻地所托管道路与海信大道以南绿化带、人

行道板确保干净整洁，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每周不定期对镇驻地所有道路进行卫生

检查，每次检查问题不得超过 3处，超过 3处（不包括 3处）整改不达标的每处

扣保洁经费 100 元。同时要求保洁公司 1 日内整改完毕，并将整改后的图片发

至南村镇环境整治群。

本考核办法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由南村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负责解

释。

附件二：

南村镇驻地保洁区域卫生保洁面积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面积(m
2
) 人行道面积(m

2
)

1 机关大院 7610

2 永兴路（八一家电） 7000

3 瑞丰街（原南环路） 5315

4 建设路东段 37100

5 海信大道 81600

6 三城路南段 125600

7 双泉路 63200

8 东环路① 81000

9 人民路 12350

10 集贸市场 40900

11 瑞丰街 23150

12 南亭路东段 6900



13 鸿坤广场南路 5700

14 工商街 4200

15 东海路 43200

16 政府门前 3个湾 588

17 海信大道北路 15600

18 供电所路 2400

19 医院前路 2000

20 幸福路 20400

21 桃园路 20000

22 东环路② 12000

23 西南街西村(原小窑村) 6000

24 家具市场 29900

25 扬帆广场 2000

26 海信公园 20000

27 新世纪广场 30000

28 渤海路 13500

29 南海路 11200

30 黄海路 34400 4000

31 764225 4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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