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服务项目

招 标 文 件

招标人：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下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时 间：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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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下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物业委托管理招标文件

为进一步加强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下游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的物业管理，拟对长江下游水文巡测基地（南京雨花台

区天后村大胜关）的物业委托管理单位进行招标，现将招标工

作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标范围

1、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天后村大胜关村 125 号。

2、主楼三层建筑面积 2100 平方米，辅楼二层 975 平方米，

占有土地 20 亩，另有码头及趸船一座。

二、招标概况：

工作内容：保安、保洁、维修、食堂就餐等。

1、楼内公共保洁和部分办公室内保洁、院内场外保洁、运

动场地及绿化带落叶杂物清除保洁及垃圾外运；

2、大门 24 小时值班兼院内楼宇巡查；

3、码头趸船 24 小时值班(每天检查趸船底舱及趸船吃水情

况并做好记录备查、协助船舶停靠辅助工作)；

4、提供水、电、门窗、房屋等维修维护情况；

5、员工餐厅：工作日供应中餐（日均约 100 人左右吃饭）；

如需增加专门的桌餐则另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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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期限暂定两年，即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若我局整体搬迁至航运中心，合同自动终止。合同每

年签订一次，合同期内如遇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调整，当年不予调整，在下一年度双方协商按差额予以

调整。

三、投标单位要求：

参与投标的物业公司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并提供证明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19-2020 年度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类似

物业项目的合同复印件）；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个月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

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5、投标方指定的主管，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物业经

理上岗证，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责任心强、认真、不怕

苦，具有一定的物业管理经验。

6、水电工需提供相关电工证。

7、提供厨师等级证书(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



3

8、涉厨人员的健康证明材料。

四、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一）公共设施、设备及场地的维护

公共设施、设备及场地的维护内容包含：消防设备、空调、

智能化设备、机电设备、供水设备、绿化设备、道路设备等。

1、做好供水、供电、供气等设施设备正常运转的保障工作，

空调、智能化系统、消防系统等完好率为 100%。维修保养的水

电工应持证上岗。

2、设备台帐、图纸档案、运行记录、检查记录、维修记录、

保养记录完整，保证运行正常。

3、做好供水、供电、消防、空调、监控、安防等设备运行，

急修能及时到达现场。

4、提供水、电维修服务，供水、供电设备严格按国家规范

管理，符合国家标准，运行状况良好，有可行的应急方案，确

保供水、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

5、确保消防系统设备完好无损，可以随时启动，必须做到

每一个物业人员均能严格按消防设备操作规程操作灭火器及水

泵消防系统，消防设备的管理与火灾应急方案紧密结合，确保

消防系统万无一失。

6、提供基地内所有空调维修服务，确保空调运行正常，水

塔运行正常且噪音不超标准，无严重滴漏水现象，有 VRV 空调

故障处理方案，保证空调系统的正常运行。

7、提供照明设备维修服务，路灯、楼道灯等处照明设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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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整洁、无脱落、无蜘蛛网、无积尘，完好率及维修更换率 100%，

并按规定时间定时开关。

8、维修养护制度健全并在工作场所明示，工作标准及岗位

责任制明确，执行良好。

9、对设备故障及重大事件有完善的应急方案和现场处理措

施、处理记录。

10、道路通畅，路面平坦，道路、停车场平整通畅，交通

标志齐全规范。

11、各设备房及公共场所、场地，有危及人身安全隐患处

有明显标志和防范措施。

维修材料由招标单位承担。

（二）安保服务

1、工作时间内对办公楼内外、设备设施的巡回检查及清场，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报告，确保办公楼良好的工作秩序。

2、对外来人员、物资出入实施严格的登记验证制度，在登

记表上予以登记，有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和交接班记录。

3、负责停车场的管理，引导车辆按标明车位停放，做好维

持交通和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

4、对服务区域内发生的治安警、火警及争吵斗殴等突发事

件果断处理，及时报警和报告，并与相关部门配合处理突发事

件，必要时要与公安部门联系、沟通、协调。

5、合理安排人员，认真做好夜间值班、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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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定期检查消防器材，需要更换及时提交书面报告；严格

执行消防操作规程，定期进行消防演习，保证消防通道畅通，

消防器材可随时启用。定期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应急照

明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有针对性地提供突发事件的

安全保卫服务，明确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及疏散措施，做到

措施得力、制度健全、人员到位。

7、配合采购人做好重大接待活动及其他临时性、突击性保

安工作。

8、做好门卫收发信函包裹等工作。

（三）环境保洁

1、日常保洁工作标准：

保洁部

位
清洁内容 清洁次数 清洁标准

楼道

地面尘推；

清洁门、窗、框、栏杆、扶手；

门、框、栏杆、扶手抛光；

清洁墙脚线、墙面；

清洁窗玻璃；顶面无蜘蛛网。

视需要

每日 1次

每季度 1次

每周 1次

每周 1次

无明显泥土、灰尘

无明显灰尘

无明显灰尘、脚印

无明显灰尘

办公区

域（含实

验室、码

头趸船）

清洁办公家具，按照保洁规范掸

拭灰尘，清除指印；

垃圾箱保洁，收集清理所有垃圾

箱的垃圾；

擦拭植物叶面、花盆；

清洁消防栓箱；

天花板除尘；

清扫地面，并用尘推推净地面；

对地毯进行吸尘保洁；

对大理石地面使用尘推油；保持

天花板干净。

每天 2次

视需要

每周 2次

每周 2次

每天 1次

每天 1次

每天 1次

每月 1次

无明显灰尘、指印等

垃圾箱整洁，垃圾及时清倒

无明显灰尘、杂物

无明显灰尘、杂物

无灰尘、蜘蛛网无明显污渍、

杂物

无明显灰尘、杂物

无明显灰尘、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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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

地面清扫；

大便器、小便斗清理；

收集、清理所有垃圾篓；

内墙面清洁；

盥洗台清洗；

盥洗台镜子擦洗；保持天花板干

净。

视需要

视需要

每天 2次

每天 2次

视需要

每天 2次

无烟头、积水、污渍、纸屑

无黄渍、无异味

垃圾不过夜

无灰尘、蜘蛛网

无水渍、杂物

无水渍、指印等

会议室

地毯及地面保洁；

会议桌、椅擦拭；

清洁墙脚线、墙面；

清洁门、窗、框、栏杆、扶手；

门、框、栏杆、扶手用抛光；

会议结束后及时清洗茶杯和烟

灰缸。

每天 1次

每天 1次

每周 1次

每天 1次

每周 1次

视需要

无明显灰尘、烟头

无明显灰尘

无明显灰尘、脚印

无明显灰尘

无明显茶渍、烟渍

户外保

洁

道路地面每天清扫垃圾、落叶；

绿化带上地面清洁；

垃圾箱、消防栓等室外设施擦

拭；

垃圾的收集和清运（馆区内）。

每天 1次

视需要

每周 1次

每天一次

无明显垃圾、落叶

无明显垃圾、杂物

无明显灰尘、杂物

保持垃圾箱内外整洁

值班室

室内地面打扫；

清洗茶杯、烟灰缸；

办公桌擦拭（根据使用者要求）；

清洁垃圾篓、更换垃圾袋。

每天 1次

视需要

每天 1次

每天 1次

无明显灰尘、烟头、纸屑

无明显茶渍、烟渍

无明显灰尘、积水

确保垃圾篓内外整洁

室外运

动场
地面清扫 每天 1次 无树叶枯枝、无积水

玻璃清

洁
保持所有玻璃清洁 每年 2次 清洁无灰尘

2、定期对所管理区域实施消毒和灭“四害”工作。

3、在下雨或下雪时，保洁员应在大厅出入门口放置踏垫，

以防止客人滑跌，并定期对踏垫拍打或洗涤；及时完成积雪清

扫、积水清理，确保工作道路畅通安全。

（五）员工餐厅服务

1、按招标单位要求做好餐厅各项工作。

2、组织餐厅服务人员按照餐饮标准和流程加工、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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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饭菜。

3、做好餐具的清洗与消毒工作。

4、做好食堂后场及餐厅的卫生保洁工作。

5、完成招标单位安排的临时性工作。

（六）招标单位人如遇重要接待及临时性活动，周六、周日

需物业公司相关人员加班，物业公司需全力配合。

五、从业人员要求

（一）主管(1 人)：年龄在 60 周岁以下（含），持物业管理

上岗证。从事本岗位 5 年以上，办公场所物业管理经验。具有

良好的组织、沟通能力及较强的综合事务处理能力；计算机操

作熟练。

（二）安保人员(不超过 8 人，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可优化)：

所有保安要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保持良好上岗仪态，做到

文明礼貌值勤，能够较快熟悉本馆人员及办公环境，值班人员

上岗时必须遵守“五不”，即不喝酒、不抽烟、不擅离工作岗位，

不迟到早退，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三）保洁及帮厨(3 人):相貌端正，身体健康。具有从事

过办公楼保洁工作的经验，工作认真细致，积极主动、仪表整

洁、礼貌和蔼，有良好的素养和职业道德。女性 55 周岁（含）

以下，男性 60 周岁（含）以下。

（四）食堂厨师(主厨、副厨各 1 人)：负责员工每日工作餐

制作，保证员工能按时用餐；注意食品卫生，确保食品安全；

http://www.hr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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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健康证上岗。主厨提前安排好下周菜谱交招标方审核，并在

工作期间服从管理。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承诺，服务人员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关

资质要求，中标后向招标单位提供针对此服务项目的有效的用

工人员身份证、相关岗位的上岗证、健康证及卫生体检证明等，

若需更换项目负责人或其他用工人员，需经招标单位许可。

六、其他

1、卫生保洁用具、办公用品、员工服装等由投标方提供。

2、物业公司不得利用服务区域内的采购人房产、物业、水电

等资源从事经营活动，不能改变其使用性质。

3、本次招标由招标单位的招标工作小组采用综合评标办法，

即在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单位需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物业公

司的价格、服务、业绩、财务状况、信誉等因素综合评标确定。

4、本次招标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大写）：叁万元，以转账(以

入账时间为准)方式递交，中标物业公司的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

保证金，合同到期后无息退还，未中标物业公司将一周内无息

退还保证金。其中：单位名称：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下

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开户银行：工行江苏省南京市热河路支

行；银行账户：4301011909001039461。

七、招标文件情况

1、投标文件份数：一式伍份（壹份正本、肆份副本），每份

投标文件须清楚标明“正本”或“副本”，加盖公章，密封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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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10 时。

3、标书递交地点：南京市鼓楼区大马路 66 号，长江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长江下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行政办公室综合科。

4、招标单位联系联系人：丁院锋，联系电话：025-68584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