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
清扫保洁劳务供应商采购项目更正公告（2）
成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清扫保洁劳务供应商
采购项目（项目编号：SCIT-GN-2019100083）已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招标文件的规定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
共服务平台》、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招
标公告，现更正如下：
一、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3 履约担保
原招标文件内容为：
□不提交
■提交：
履约担保的金额：三年合计中标价的 5%（四舍五入取整）
；
履约担保的形式： 现金担保或银行保函
履约担保交纳方式：现金担保必须通过中标人的基本账户
以银行转账方式交纳，保函担保应以符合招标人认可的履约保函
方式交纳，须在招标发出中标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
收款单位: 成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顺路支行
银行账号: 4402 2091 0910 0028 265
备注：中标人在交纳履约保证金时须在备注信息栏填写“成

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清扫保洁劳务供应商采购项
目 （项目编号：

） ( 片区）履约保证金”。

注：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并提交履约担保后，凭中标
通知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第 7.3 条内容复印件及转账凭证复印件到招标人财务室
换取履约担保收据。
（复印件均须加盖中标人公章（鲜章）
）
退还时间：
1、履约保证金于合同劳务期满或合同提前终止且无任何违
约情形、在劳务期内无质量问题并经招标人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
内无息退还。
2、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时中标人应提供履约担保收据原
件、退款申请书盖章原件（格式自拟）、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银
行转账凭证复印件、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7.3 条内容）
复印件。
（复印件均须加盖中标人公章（鲜章））

现更正为：
□不提交
■提交：
履约担保的金额：一年合计中标价的 5%（四舍五入取整）
；
履约担保的形式： 现金担保或银行保函
履约担保交纳方式：现金担保必须通过中标人的基本账户
以银行转账方式交纳，保函担保应以符合招标人认可的履约保函

方式交纳，须在招标发出中标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
收款单位: 成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顺路支行
银行账号: 4402 2091 0910 0028 265
备注：中标人在交纳履约保证金时须在备注信息栏填写“成
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清扫保洁劳务供应商采购项
目 （项目编号：

） ( 片区）履约保证金”。

注：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并提交履约担保后，凭中标
通知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第 7.3 条内容复印件及转账凭证复印件到招标人财务室
换取履约担保收据。
（复印件均须加盖中标人公章（鲜章）
）
退还时间：
1、履约保证金于三年合同劳务期满或合同提前终止且无任
何违约情形、在劳务期内无质量问题并经招标人认可后 30 个工
作日内无息退还。
2、申请退还履约保证金时中标人应提供履约担保收据原
件、退款申请书盖章原件（格式自拟）、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银
行转账凭证复印件、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7.3 条内容）
复印件。
（复印件均须加盖中标人公章（鲜章））

二、第一章 招标公告、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原招标文件内容为：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19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 00 分，开标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中段 800 号天府四街 66 号航兴国际广场 1 号楼 3 楼。

现更正为：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19
年 11 月 27 日 13 时 00 分，开标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中段 800 号天府四街 66 号航兴国际广场 1 号楼 3 楼。

三、第三章 评标办法、评审标准 2.2.4(2)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30 分）
原招标文件内容为：
2.2.3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2.2.4
(1)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劳务方案（40 分）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业绩（16 分）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6
分）

2.2.4
(2)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投标报价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评分标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30 分）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7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7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D 类作业标准（6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4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现更正为：
2.2.3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1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2.2.4
(1)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其他因素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评分标准

劳务方案（40 分）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70 分）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业绩（16 分）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2.2.4
(2)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30 分）

A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6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零星用工劳务（5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5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2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2.2.6
(1)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劳务方案（40 分）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业绩（16 分）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分）

2.2.6
(2)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投标报价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评分标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30 分）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6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绿化带清扫保洁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劳务（7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零星用工劳务（5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7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3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2.2.8
(1)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劳务方案（40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业绩（16 分）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2.2.8
(2)

投标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评分标准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30 分）

B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C 类作业标准（4
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7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5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9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4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2.2.10
(1)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劳务方案（40 分）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业绩（16 分）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2.2.10
(2)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30 分）

A 类作业标准（4
分）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7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零星用工劳务（5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分）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11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5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2.2.12
(1)

其他因素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评分标准

劳务方案（40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70 分）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业绩（16 分）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认证（5 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分）
2.2.12
(2)

投标报价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评分标准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30 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6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D 类作业标准（4
分）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7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5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13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6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2.2.14
(1)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劳务方案（40 分）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业绩（16 分）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3
分）

2.2.14
(2)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3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投标报价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评分标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30 分）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7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7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3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3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6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4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15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7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2.2.16
(1)

进行综合评比：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劳务方案（40 分）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业绩（16 分）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2.2.16
(2)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30 分）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A 类作业标准（4
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7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5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5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5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17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8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2.2.18
(1)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劳务方案（40 分）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业绩（16 分）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2.2.18
(2)

投标报价

分）

评分标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30 分）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7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7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D 类作业标准（6
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绿化带清扫保洁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劳务（4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零星用工劳务（5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19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9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2.2.20
(1)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劳务方案（40 分）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业绩（16 分）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4
分）

2.2.20
(2)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投标报价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评分标准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30 分）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分）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C 类作业标准（8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8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5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5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5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2.2.21

分值构成

其他评分因素：70 分

(100 分)

投

标 报 价：30 分
10 片区评分明细表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①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方案的完整
性，劳务实施流程的规范性，垃圾收集的规范性、劳务人
员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安排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②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计划的合理
性，人员责任划分的明确性，劳务人员安排计划的科学性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③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劳务质量保证措施
的完整性，质量保证措施目标的有效性，质量保证措施的

2.2.22
(1)

其他因素
评分标准
（70 分）

优越性、针对性，根据招标人安排配合机械作业的规范性
劳务方案（40 分） 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④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应急方案从方案的
完整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应急处理措施的多
样性、应急人员组织架构的完整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⑤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安全文明作业方案
的完整性，安全保障措施的全面性可靠性，安全文明作业
的规范性、专业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得 6 分；第三名得 5 分；第四名得 4
分；第五名得 3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1 分。
⑥对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投片区提供的资料及台账记录机

制，从记录机制的全面性，便于查阅及追溯的独创性，工
作信息反馈的及时性进行综合评比；
第一名得 5 分；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第四名得 2
分；第五名得 1 分；第五名以后均得 0.5 分。
注：不提供不得分，排名可并列。
在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基础上：对投标人近 3 年以来具
有的其他环卫清扫保洁业绩累计合同面积进行评审：
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
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不含 200 万平方米）以
上的得 16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米（含 60 万
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100-200 万平方米（不含
业绩（16 分）

100 万平方米）的得 10 分；每个业绩作业面积在 60 万平方
米（含 60 万平方米）以上且累计作业面积在 60-100 万平
方米（含 60 万平方米）的得 5 分。
注：（1）须提供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合同或协议中能够体
现本项目业绩评审评分要素相关页面），否则不计分。（加
盖投标人鲜章，原件备查）
（2）招标文件资格要求中要求提供的业绩不计入评分明细
表中的业绩项评审。
投标人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获得过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
协会等颁发（评选）的奖项或荣誉，1 次计 2 分，本项最高

荣誉（8 分）

得 8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
章），原件备查。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
的 ISO14001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 OHSAS18001

认证（5 分）

认证证书的得 1 分。具有有效的信用等级证书，A 级得 0.5
分，AA 级得 1 分，AAA 级得 2 分（按最高信用等级计取
分数，不累计得分）
。
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鲜章）
，原件备查。

投标文件的规范

投标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 1 分；有一项

性（1 分）

细微偏差扣 0.2 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A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A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A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B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B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B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2.2.22
(2)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C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投标报价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评分标准
（30 分）

C 类作业标准（8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8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C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 D 类作业标准不含税投标单
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评审基

D 类作业标准（4
分）

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格相比
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 D 类作业标准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不含税

绿化带清扫保洁

投标单价价格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项劳务的评审基准价，与

劳务（6 分）

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6 分。投标人的该项不含税单价价
格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每低 1%扣 0.05 分。

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价格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绿化带清扫保洁劳务单价的报价。
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投片区零星用工有效不含税投标
单价报价的算术平均价作为该片区零星用工的评审基准价，
零星用工劳务（4
分）

与评审基准价一致的得满分 4 分。投标人所投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相比评审基准价，每高 1%扣 0.1 分，
每低 1%扣 0.05 分。不足 1%按 1%记取，扣完为止。
注：有效不含税投标单价报价指通过本章 3.1 投标文件初审
的投标人的报价，即普工和技工的不含税单价之和。

四、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七、投标报价 开标一览表
原招标文件内容为：

开标一览表（1-10 片区）
（

片区）

项目编号：SCIT-GN-2019100083
（一）

序号

分项内容

1.

A 类作业标准

2.

B 类作业标准

3.

C 类作业标准

4.

D 类作业标准

5.

服务期限：一年
（12 个月）

暂估面积（㎡）

不含税价合计：¥

劳务期限（月）

元（大写：人民币

片区清扫保洁劳务
不含税单价报价

不含税合计

（元/月/㎡）

（元/年）

） 含税价合计：¥

含税合计金额

税率

元（大写：人民币

（元/年）

）

备注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序号

不含税价合计：¥

分项内容

暂估量

元（大写：人民币

单位

1.

零星用工（普工）

工日

2.

零星用工（技工）

工日

服务期限：一年
3.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 含税价合计：¥

（二）

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单价

不含税合计

报价（元/工

金额

日）

（元/年）

服务期限：一年
（12 个月）

含税合计金
税率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估总量。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备注

估总量。

元（大写：人民币

币

额
（元/年）

不含税价合计：¥

不含税价合计：¥

）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三）

1.

元（大写：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

）

）

片区合计价格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注：
1.请投标人结合自身经营情况，所报各单项报价以及总价不得超过本项目招标控制价对应各项最高限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将被视为无效
投标。
2.详见招标控制价。
3.投标人应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填写增值税税率。
4. 投标人应根据所投标段，提供对应标段的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________（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________(签字或盖章)
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现更正为：

开标一览表（1-10 片区）
（

片区）

项目编号：SCIT-GN-2019100083
（一）

序号

分项内容

1.

A 类作业标准

2.

B 类作业标准

3.

C 类作业标准

4.

D 类作业标准

5.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

暂估面积（㎡）

劳务期限（月）

片区清扫保洁劳务
不含税单价报价

不含税合计

（元/月/㎡）

（元/年）

税率

含税合计金额
（元/年）

备注

服务期限：一年
6.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序号

不含税价合计：¥
币

暂估量

元（大写：人民币

单位

1.

零星用工（普工）

工日

2.

零星用工（技工）

工日

服务期限：一年
3.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不含税价合计：¥
币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不含税价合计：¥

分项内容

元（大写：人民

（二）

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单价

不含税合计

报价（元/工

金额

日）

（元/年）

）

含税合计金
税率

额

备注

（元/年）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估总量。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估总量。

元（大写：人民

）

不含税价合计：¥

）

元（大写：人民币

（三）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片区合计价格

）

）

服务期限：一年
1.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不含税价合计：¥
币

元（大写：人民

）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

注：
1.请投标人结合自身经营情况，所报各单项报价以及总价不得超过本项目招标控制价对应各项最高限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将被视为无效
投标。
2.详见招标控制价。
3.投标人应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填写增值税税率。
4. 投标人应根据所投标段，提供对应标段的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________（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________(签字或盖章)
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五、第七章 合同主要条款、第九条

履约担保 4

原招标文件内容为：
4、履约保证金于合同劳务期满或合同提前终止且无任何违
约情形、在劳务期内无质量问题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日内
无息退还。

现更正为：
4、履约保证金于三年合同劳务期满或合同提前终止且无任
何违约情形、在劳务期内无质量问题并经甲方认可后 30 个工作
日内无息退还。

六、第七章 合同主要条款、第五条
1、本项目劳务费用包括：
原招标文件内容为：

劳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

片区）

项目编号：SCIT-GN-2019100083
（一）

序号

分项内容

1.

A 类作业标准

2.

B 类作业标准

3.

C 类作业标准

4.

D 类作业标准
服务期限：一年

5.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暂估面积（㎡）

劳务期限（月）

片区清扫保洁劳务
不含税单价报价

不含税合计

（元/月/㎡）

（元/年）

含税合计金额

税率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元/年）

）

）

备注

序号

分项内容

暂估量

单位

1.

零星用工（普工）

工日

2.

零星用工（技工）

工日

服务期限：一年
3.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二）

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单价

不含税合计

报价（元/工

金额

日）

（元/年）

1.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税率

额

备注

（元/年）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估总量。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估总量。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三）
服务期限：一年

含税合计金

）

）

片区合计价格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

现更正为：

（

片区）

项目编号：SCIT-GN-2019100083
（一）

序号

分项内容

1.

A 类作业标准

2.

B 类作业标准

3.

C 类作业标准

4.

D 类作业标准

5.

6.

暂估面积（㎡）

劳务期限（月）

片区清扫保洁劳务
不含税单价报价

不含税合计

（元/月/㎡）

（元/年）

含税合计金额

税率

（元/年）

绿化带清扫保洁
劳务
服务期限：一年
（12 个月）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备注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序号

分项内容

不含税价合计：¥

暂估量

元（大写：人民币

单位

1.

零星用工（普工）

工日

2.

零星用工（技工）

工日

服务期限：一年
3.

（12 个月）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二）

片区零星用工

不含税单价

不含税合计

报价（元/工

金额

日）

（元/年）

服务期限：一年
（12 个月）

元（大写：人民币

含税合计金
税率

额

备注

（元/年）

估总量。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估总量。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不含税价合计：¥

）

此项数量为一年预

（三）

1.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

片区合计价格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服务期限：三年
（36 个月）

不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含税价合计：¥

元（大写：人民币

）

七、其他内容不变。

招标人：成都天投市政设施运营维护有限公司
日期：2019 年 1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