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封面) 合同类别:技术服务类

政府采购合同

(年度旦旦主旦.v

Lb

项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

(分标子项目):无

合同编号: GXKLC20213005

(本项目为目录外标准下〉

甲方(采购人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

乙方(供应商名称):广西华保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一、合同前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采购文件规定采购方式、条款和成交供应商的承诺，月 1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合

同。

l 合同文件

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采购(项目)需求、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合同条款:

(2)报价表:

(3)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布 l商务部分:

(4)甲、乙双方商定确认后的补充协议
(5)其他(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的内容)。

2 合同标的(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乙方应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本项目采购文件中要求的服务(详见附件:服务内容一览

表)。

3 服务时间、合同金额

本合同服务时间为 J汇年，合同单价为人民币柴抬砍万侧仔伍 f百政拾砍元在t角整/每年

(￥798599.20 元/每句。，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宣伯伍拾政万;在 ff宣 jj'j f.久拾倒元肆角整/两年

(￥1597198.40 元/两年)0 本合同项下所有服务的全部税费均己包含于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

行支付。

4 合同签订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 合同生效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签 i'ii) :

例如
法定 j~表人或机代表签呐?如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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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前附表
序号 内容

合同名和"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

合同编号: GXKLC20213005

甲方名称�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可 f江南区税务局

甲万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五一路 120 号

2 甲方联系人-仇春巧也话: 0771- 4881209

甲方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乙方名称.广西华保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地址:中国(广西)自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平乐大道 15 号五象绿地中心 l

3
号楼十-层 1118 号办公

乙方联系人:王胜 电话。 771-2416621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华东路支行

账号 45001604472050700364

4 合同金额:人民币堂f百伍拾政万柴ff 宣1自主义拾拐'1兀肆角整/两年(￥1597198.40 兀/两年)
服务时间、履行 j叨:-.l望一年(月)或合同签订之日起_/一个日历天内实施完毕，具

体时间从一一一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即自合同生效之

5
日起至合同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合同期满，如甲方要求乙方继续提供本合同服务的，顺延至新的成交供应商提供服

务之日或者叩方通知停止服务之日止。顺延期间，原合同服务内容、服务货用以及

Ijl、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内容不变，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服务地点.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五 -w各办公区(南宁市五一路 120 号).淡忖路办

6
公区(淡村路 11号)及南宁市江南区政务中心分中心(华南城办税服务厅) .南宁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南宁市里光大选 13 号 2 楼).江南社保管理 '1' 心悦
务派驻点。

7
验收方式及标准:按照采购需求、响应文件及国家、行业规定的技术标准及规范，

双方到场共同验收.

付款方式� (选择其中之一):

因在服务期内，由甲方在下个月 5 号前向乙方支付当月款项(每月款项应与成交月

报价相同。如有，贝IJ会扣除乙方囚考核而应被扣除的部分)。

口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初验合格并交付正常使用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终验合恪并全部交付正常使用后 30 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自
口合同签汀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经验收合格，第一年合同期满支付合同总

金额 %，第二年合同期满支付合同总金额 %.第=年合同 JUlì芮支付合同总金

自页 %0

口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日内预付合同总金额的 %:运tlE服务期涡，由采购人组

织验收，并根据项目验收标准进行考核评分，按考核结果得分对合同运维服务费进

行核算后，支付合同剩余运维服务费.
乙方在申请付款时将同等金额、合法有效的发票开具给叩方，甲方在收到付款申请

和发票后于 30 日内支付，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

9 履约保证金及其返还: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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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约定: 1乙方违约或无正当理由造成解除合同的，按合同价款的 10%计算。

10 逾期返回款项及违约金的，每逾期一天，按应退款项及违约金总额的 0.5%ì-t-算违约
金. 2.其它违约行为 t直选约服务款额 5%收取违约金。
。损失赔偿约定:按双方协商或经第=方评估的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

误期赔偿费约定: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月 1方有权从

11
货款或履约保证金巾 4"0除误 j钢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

每日加收合同金额的 0.5% 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主主高限
额不超过合同价的 15%.

12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请在方框内

13 画" .J " 选择):

口提请 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程序在 (仲裁地)仲裁

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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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通用条款

1.定义

本合同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1.1 "甲方"是指采购人。

1.2 u乙方"是指中标/成交供应商。

1.3 "合同"系指甲乙双方签署的、载明甲乙双方权利义务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

的附件、附录和上述文件所提到的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1.4 u服务"是指乙方按照招标(采购)、投标(响应)文件要求，向采购人提供的技术支

持服务。

1.5 "项目现场"是指甲方指定的最终服务地点。

1.6 "天"除非特别指出"天"均为自然夭。

2.服务标准
2.1 乙方为甲方交付的服务应符合招标(采购)文件和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所述

的内容，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

的最新版本的标准。

2.2 除非技术要求中另有规定，计量单位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3 服务

3.1 乙方应按照合同的规定，提供下列服务叩方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

4 知识产权

4.1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版权

等)的起诉.因侵害他人知识产权而产生的法体责任，全部 IIJ供应商承担.

4.2 甲方委托乙方开发的产品，甲方卒布知识产权，未经甲方许可不得转让任何第三

人。

5保密条款

5.1 甲乙双方应对在本合同篆订或履行过程中所接触的对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知识

产权、技术资料、技术诀窍、内部管理及其他相关信息，负高保密义务。

5.2 乙方在使用甲方为乙方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程序、用户名、口令、资料及

甲方相关的业务和技术文挡，包括税收政策、方案设计细节、程序文件、数据结构�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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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业务系统的硬软件、文 +fJ、测试和测试产生的数据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1)应以审侦态度避免泄菇、公开或传播 11'方的信息.

(2)米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对有关信息进行修改、补充、复制:

(3)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以任何方式(如 E-mail)携带出甲方场所.
(4)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将信息透露给任何其他人:

(5)甲方以书而形式提出的其他保密情施。

5.3 保密期限不受合同;自效期的限制，任合同布效期结束后，信息接受方仍应承担保

密义务，直至该等信息成为公开信息。

5.4 甲乙双方如出现泄密行为，泄密方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但是不限于对 111

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6服务质量保证

6.1 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符合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如不符时�乙方应负全货

并尽快处理解决，由此造成的损失和相关费用 111乙方负责，甲方保留终止合同及索赔的权利。

6.2 乙方应保证通过执行合同中全部方案后，可以取得本合同规定的结果，达到本合

同规定的预期目标。对任何情况下出现问题的，应尽快提出解决方案。

6.3 如果乙方提供的服务和解决方案不符合甲方要求，或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弥补缺

陷，甲方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由此产生的货用全部 IIJ 乙方负责。

7 履约保证金

7.1 乙方应在签署合同前，以银行保函、银行电汇或履约担保的形式向甲方提供。

7.2 履约保证金具体金额及返还要求见合同条款前附表。

7.3 如1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从履约保证金中进

行相应扣除。乙方应在甲方扣除履约保证金后 15 天内，及时补充扣除部分金额。

7.4 乙方不履行合同，或者服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使得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履约保

证金不予退还，给 lfl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 ^.J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8服务时间、地点与验收

8.1 服务地点�合同条款 lìÍJ附表指定地点。

8.2 服务时间�合同条款前附表指定 Mi"Ã]。

8.3 甲方应在乙方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后及时对服务质量、技术指标、服务成果进行验

收。

9违约责任

9.1 服务缺陷的补救浩施和索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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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以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关于服务的要求和

承诺，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几种方式结合起米解决索赔事宜=

①乙方同意将服务款项目 i且还给甲方，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乙方承担。如甲方

以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履约标的相类似的服务，乙方应负担新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

费用。

②根据服务的质量状况以及甲方所遭受的损失，经过甲乙双方商定降低服务的价格。

(2)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 10 日内乙方米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己被乙方接受。

如果乙方未能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 10 日内或 rfl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按照上述规定的任

何一种方法采取补救措施，甲方有权从应付服务款中扣除索赔金额或者不退还履约保证金，

如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进一步要求乙方赔偿。

9.2 迟延履约的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服务。

(2)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形时， 1应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迟延的事实、可能迟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征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对情

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期提供服务。

(3)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如果乙方没布拔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且没有在甲

方向意的延长的期限内进行补救肘，甲方有权从服务款、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或要求乙方另行

支付误 lVl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旅每日 JJu收合同金额的 0.5%( 各

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设定)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

不超过合同价的 15%(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悄况重新设定 )0

例如果乙方延迟履约超过 30 日，甲方街权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并依 J1;认为适当的条

件和方法购买与未履约类似的服务，乙方应负担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费用。但是，乙方应

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9.3 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

(1)守约方有权终止全部或部分合同。

(2)不予退还金额履约保证金.

(3) 时1违约一方支付违约金，边约金标准见合同条款前附表(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

约定)。

(4)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可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损失，由 i主约方全额予

以赔偿。

10.不可抗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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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如果合同双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合同无法实施，不应该承担误娘!

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10.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

况，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

地震等。

10.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及时将不可抗力情况通知合同对方，在不可抗

力事件结束后 3 日内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合同对方，并提供相应的证明

文件。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情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

影响的其他事 I页。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的协议。

11.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

11.1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

争端。如协商 30 日内(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不能解决，可以按合同规定的方式提起仲裁或诉

讼。

11.2 仲裁裁决应为最终裁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11.3 仲裁费除仲裁机关另有裁决外应由败诉方负担。

门 4 诉讼应由服务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诉讼货除人民法院另有判决外应由败诉方负

担。

门 5 如仲裁或诉讼事项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履行，贝 IJ在仲裁或诉讼期间，除正在进

行仲裁或诉讼的部分外，合同的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12.合同修改或变更

12.1 如无重大变故，甲方双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

12.2 如确窝变更合同，甲乙双方应签署书面变更协议.变更协议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12.3 夜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甲方有权在合同价款 10%的范围内追加与合同

标的相同的货物或服务，并就此与乙方签汀补充合同，乙方不得拒绝。

13 合同中止

13.1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采购 ii划调整. 11"1方可以要求中止履行，待计划确定后继续

履行: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供应商就采购过程或结果挺起投诉的，甲方认为有必要或财政部责

令中止的，应当中止合同的履行。

14.违约终止合同

14.1 若出现如下情况，在叩方对乙方边约行为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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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甲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4川如果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提供服务:

14.1.2 因乙方技术人员自身技术能力、经验不足等原因造成甲方硬件设备、应用系统

发生重大紧急故障或应用系统数据丢失，带来重大影响和损失的:

14.1.3 乙方对甲方硬件设备、应用系统重大紧急故障没有及时响应，或不能在规定时

间内解决处理故隙，恢复系统正常运行的.

14.1.4 不能满足本项目技术市求的管理要求和规范，且经多次 (3 次及以上)整改无

明显改进，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的:

14.1.5 在合同规定的每个服务年度 (12 个自然月)内，在运行维护支持服务过程中，出

现 2 次经甲乙双方确认的违规操作的.

14.2 如果甲方根据上述第 14.1 '条的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甲方可以适当的条

件和l方法购买乙方未能提供的服务，乙方应对月 1方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货用负责。同时，

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15.破产终止合同

15.1 如果乙方破产或无消偿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

不给乙方补偿。

15.2 该终止协议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

权利.

16其他情况的终止合同

16.1 若合同继续履行将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可以终止合同而不给予乙方任何

补偿。

16.2 乙方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重大亨故，对履行合同有直接影响的，甲方可以终

止合同而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

16.3 甲方因豆大变故取消或部分取消原来的采购任务，导致合同全部或部分内容无须

继续腹行的，可以终止合同而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

17.合同转让和分包

17.1 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转包，或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17.2 除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分包。

18.适用法律

18.1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如合同条款与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章不一致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修改本合同。

日

，
、、

3
2

、



19 合同语言

19.1 本合同语言为中文。

19.2 双方交换的与合同有关的信件和其他文件应用合同语言书写。

20.合同生效

20.1 本合同应在双方签字盖章和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21.合同效力

21.l 除本合同和甲乙双方书面签署的补充协议外，其他任何形式的双方约定和往来函

件均不具有合同效力，对本项目无约束。

22 检查和审计

22.1 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合同履约情况进行阶段性检查，并对乙

方投标(响应)时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复核。

22.2 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或者乙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乙方应允许甲方检查乙方与实施本合同有关的账户和记录，并由甲方指定的审计人员

对其进行审计。

9



四、

五、

4

合同补充条款(双方据实商定)

合同附件(与正件装订成册)

(-)服务内容一览表(乙方填制) ;

(二)投标(响应)文件报价表部分(乙方提供) ;

(三)投标(响应)文件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乙方提供) ;

(囚)采购需求(与采购文件一致) ;

(五)合同验收书格式(验收时填制，供参考) ;

(六)政府采购项目质量保证金退付意见书(供参考)。

(一)服务内容一览表(乙方填制)

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金额(元)
具体服务承诺(包含但不限于服务

国家税务

内容、范围和基本要求)

总局南宁

市江南区
人民币宣才自伍拾欢万;在f干

税务局物
l~j 宣侣政抬拐1元肆角整/两年 详见合同附件

业服务采
(￥1597198.40 元/两年)

购

10



(二)投标(响应)文件报价表部分(乙方提供)
由乙方按照投标(响应)文件提供，并保持与投标(响应)文件一致.

最终报价承诺书

项目名称:国家税务且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
项目编号 GXKLC20213005
项目包号/

供应商名称

磋商范围

最终报价
(详见备注说明)

备注说明

7 ('V 平民在"炉心i rJ. il.~l(~~~
本项目无分包

自lí制 :4如何 ~Q匙叫

授权代表签字， 主 ~t
2021 年 2 月 7 日

注 z 考虑磋商报价的方便.供应商在填写最终承诺报价后. (第一次报价-最终

承诺报价)除以第一汰报价后得出的优惠率视同为需求表中全部分项设备或服务

的优惠浮动值(特定分项优惠除外).此优惠率调整原则适用于合同肉价格的计算

及项目增减、变更时价格的计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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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骂美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

(GXKLC20213005)
成交通知书

广西华保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科联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受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的委托，

就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项目采用磋商方式进行采

购，并按规定程序进行了磋商，经磋商小组评审，采购人确认，确定贵公司为

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其成交项目内容为: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

物业服务 l 项，服务期为 2年。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2是拾王先万拟仔伍侣砍拾砍元成角整/每年
(￥798599.20; 每年)。

请贵公司在本项目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二十五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并按

磋商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的承诺履行完合同。

特此通知

采购单位联系人:仇春巧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欧明肥、

12

联系电话: 0771-4881209

联系电话: 0771-2203982

广X绑认
西叫jE 古心有思公司

32轨月 19 日
，-，4r t;I，\/

~

-2副
主
Aaι



且

H'=S雯雯愣囡革时且局南宁市江南阳局刷刷蛐磋商响应立件
(2) 报价一览表及分项价格表

附件 2一1 报价一览表

报价一览表

(服务类项目适用)

序号 项目名称
国家税持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

项目编号 GXKLC20213005
局物业服务采购

I 包号 本项目无分包

2 报价
大写人民币挠拾政万搁忏挠恒员拾挠元武角政分/每年

小写 z 798727.29 兀/每年

3 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如牛气
， 川、

主'
广丙华保..栩业 E务'但固有限公司〈原广丙华蓝物业凰务商周公司》

13



且主运组'曾 国革税务且局商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罪购磋商响应立件

附件 2-2 分项价格表

分项价格表

(服务类项目适用)

项目名称.国家税务单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

项目编号， GXKLC20213005

包号:本项目无分包 金额单位元

序 备注
服务内容 报价

号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等)

国家税务且局南

宁市江南区税务局 请详见 4国家税务且局南宁市江南区
798727.29

物业服务 l 项，服务 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费用测算》

期为 2 年.

总计
大写 2 人民币提拾政万拥忏挠倍原拾柴元配角政分/每年

小写， Y 798727. 29 元/每年

d: 孟;认λbA队LLk川阳阳H服鹏⋯E盹各

{代帧t惊表人脱或年梯iiJxi唔由邮豆A坏t悟妥剖宅遏罩$，~)，--.d幽」
朔:旦旦L怜单τ月且自羊'

��
广西华保霞'智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阿华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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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画昌芝曳噎旦旦 国革税务院国南宁市江南区视务局物业服持果购磋商响应文件

国家税务总周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费用测算

一、λ员工暨
序

岗位 人员植制〈人〉 工置标准【元/月〉 月小计〈元〉 年小计(元〉

号

项目经理 l '500 4500.00 54000.00

2 会务员 2 2700 5'00.00 64800. QC

3 秩序员 8 2200 17600.00 211200.00

4 水咆维护工 3500 3500.00 42000.00

3 保洁员 6 2000 12000.00 144000.00

告.，h 18 43以)()∞ 516∞0.00

-、员工福利

序
主出项目 测算依据 每月戚本测算

每月'用 每年费用(元〉

号
〈元〉

福利费
中秋、春节过节费、 综合测算 600.00 7200.00

1 高温补贴、年费盟等

2 性主锦险费 括国事蝇定执行 按国事规定执行 13937.08 167245.01

国家规定】3个法定

法定节假曰员 节假日.按三倍工堕 月工置于 21. ï5 天 x 1352.30 16227.60
3 工力11班费、补贴 计挥拥班费〈拔节假 13天 X3 借 -;-12个月

日在向人员计〉

员工量外险 100元/年/人
100冗/年/人x 18人 150.00 1800.00

4 -;-12 个月

合计 z 1田39.38 192412.61

"
三、行政'告费用 /..'~ '/1，"';:飞

序
支出项目 测算依据 每月成，却、'，'}算-少'丰，每月E元费3用飞 每年费用〈元〉

号

1 通讯费 办企电话费 综4垣二 600.00

z #)，0用品
行政办企用打印纸、

综古旨皂 '0ι 善;户' 600.00
草.表梅等物品

电』 卢

3 培训费 18训11费 综合拥挥 80.00 960.00

员工服革费、辑 相业屈指人员统一
100兀/'i (使用朋圃

4
矗费 著提

2 年 l X' 垂 X 18人÷ 300.00 3600.00

24 个月

合计 s 480 ∞ 57剧。。

41
广向华保盛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4 原广丙华篮拘业'目务有限公司〉

15



民主运黑黑黑 国军税务且周南宁市江南 E税务局物业服务果购磋商晌阿文件

'

四、公共设施、设备雄酱、养护、 z行和管理费
序

支出项目 测算依据 每月成本测算
每月费用

每年费用〈元〉号 〈元〉
公共设施、世晶 公共世施、世晶维

1 维修、养护、运 陆、捍护、运吁和肯 综合测算 100.00 1200.00
行相管理费 理

合计 z 100.00 12盹∞
五、精措管理费

序
主出项目 测算依据 每月成本测算

每月费用
每年费用(元〉号 〈元〉

1 四害消乖费 四害消杀消理 劳保费用 100.00 1200.00
2 垃极消运费 垃圾曰产日消 综合测算 100.00 1200 ∞
3 化主草地消理费 每年清掏 11); 综合测算 300.00 3600 ∞
4 保洁耗材用品

惺洁备件且枉材费
综合测算 200.00 2400.00用

5 公用雨、污水营
每季度 11); 综合测算 50.00 600.00道疏通

告计 z 750.00 90∞∞
壳、每化曹理'

序
主出项目 测算依据 每月成本测算

每月费用
每年费用(元〉号 〈元〉

I 绿化#苔百t-:'飞À'皇、内结植租置费 综合测算 1050 ∞ 12600.00"'.υ
fzyd d号马沪、飞甜 1050 回 126∞ 00'/， ~r ，.\ï:'f"lT1

七、蛐制折 I日费用 ELti
序 嗨 F 、、4、三、测，算依据

每月费用
号

项目 每月成本测算
f元〉 每草费用(元〉

切费装备折 11>•
问业服务用工具 综合剧目 500.00 6000.00i

费用

合计 z 500.00 6α>0.四
凡、治安费用

序
支出项目 测算依据 每月成本测算

每月费用
每茸费用〈元〉号 〈元〉

: 劳保费用 劳保费用 综合测算 50.00 600.00
告计 z 50.00 6∞.00

一至1\项合计 61田9.38 743632. 61

42
广丙华保盛'智业凰务集团育限公司(~广阿华盖掬业回务有限公司〉

16

〈

�



售旦墨
九、企业管理'曾及现'

国革槌~且局南宁市江南区视捂国物业国务呈阳磋商响应文件

魄

，

A

序

号

2

1

主出项目

企业管理费〈吉

利润〉

增值税费且附

加税

物业服务费用

单价

测算依据

综古帽篝

技以上且主出的

6. 72% 计提
舍计，

以上直出告计

每月成本测算

/

/

每月费用

〈元〉

'00.00

.191. 22

4591.22

面5回.61

每年费用〈元〉

'800.00

50294.67

5民路4. 67

7国η7.29

‘事
「丙华保盛物业恩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丙华植物业'医务有限公司 3

17



i地
l\i飞 I-:ll.l l血卦名冉 技术阳持商 ;Rht'll')R 响 l-;l悄况 闹肉 19J

说明， 说明 g

l‘磋商文件中带 a食"的最款为本次采购的实质性的 1、磋商主件中带"食"的最款为本次采购的实质性的
商务、技术成服务 E束，供应商须满足成响应，若无法完全 商务、技术成服务要求，供应商须满足成响应，若无法完全

滴足，将合披认定为无效磕商.供应商响应文件中非"食' 满足，将舍被认定为无效碴商.供应商响应文件中非"食"
问芷槐捂，也 号堕求成技术帽束且要求发生负偏离就不响应达 3项〈肯〉 号要求成技术帽求及要求发生负偏离或不响应达 3 项〈吉〉

GXKl.C20 间，的'j'，bïl 以上的磁商无效.
213 们 0号 市区性生全民 2、供应商应最诺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和暨质立 无偏离

l~收!阻岛R 件真实，如出现虚但应标情况，供应商除了应接受有关部门

购 的处罚外，还应依据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同法 E 的相关最款
来确定赔偿金额.

国辈租务且周南宁市江南E税务局物业血#罪购帽束

项 11名称。回家税持总问嗣宁可』江南区税务用物业服务采购

-co

，

民运~~~~

包~}:4-:I!虫门无分包

•.-- 、监

-
回家悦持且 }"j由于 i'lifD何区税务J.，j物业m持罪响 M\耐响应 J'd'1

(2)技术响应与偏离表

技术响应与偏离表

(下划线部分{i于磁商文件和甲方要求，共 19项〉
项目编号， GXKLC2021~005

1193
广肉华仪娼"业 JlOH 民fJ11i限公叶《邸广向华植物收 llBHi 阳公叫〉

百 g
:::n- 炜
茅斗"一部 ��i丢引 l
~-;;;
~:ID-
〔反}
;:B} ••.•.....

同〉斗
斗主
主头
条普

~
马丰 22
~tttJ
哇~
~l nl:l-
黯旦
有1 吨

墨 ['J
m 叶
衬要
→号， ~

E军



Has~旦旦! 同家视务且同南宁 i1î江 jij[>[税务局韧业服持里酣睡商响面立 1'1

-)、项目要求及技术耐，作一〉、项目要相技术刷

一、项目植况.、气、，，'， 1 v，'飞卢、项日概况
1 ，" -r I .•...~

〈一〉项目地点.南宁市江南区制局五一时也吨 1.\ _t;l 项日地点�附�市江南区嗣同五 -i'1i1J.i~1K (南
�，飞，、、、←�. ，】f

宁市五一盹 120 号).植村路办公区(榄衬路 11 号〉且由;1负J百1止7;1* 120 号).谈村盹办公区〈榄忖路 11 号〉且南
l飞|串、，

?î\î江南区政茹巾心分巾心(华商城办战服务厅) ，\jlij 宁m'f升�市江南区政*，tl心分中心〈华雨城办幌服务厅) ，南宁íIJ
-����:. I々~ t.ll .，~

不可J产置记 '1'心江南 '!t理点〈商宁市 !i!.血大迫 13号 2 幢)��，、|耳、动产lliG 中也江南量用点〈南宁市星光大迦 13 号2 幢)�

江 ilî!tl且骨用巾'1与税务据驻点. I ì工而!U 惺骨盟 '1'心税务派驻点.

(二)项目阻模l(l) 五一甜办公区且坦筑 l町 Il!J，2517. 7 I (二)项目坝惶，(1)五一路b 尘区L~tt 筑 jfli积为 2517.7

于方米，辑地而朝阳 3.11 If'J] 米 (2)浓牛I路办公阴阳帜的 l 平方米，生，，1也而担 853. 11 -'1"1]米1 (2)榄忖踹办公区 jfl!帜的

-'"
GXKLC20

21:1005

回革税务且

间南宁市ìf

两院舰持同

物业服持果

购

850 于ji 米 z 且华丽崎办脱脱 j'，点、Itj'J'i1î司石油产置记中心

江 ÎvJ置血占.

二.服务期阳 z 白搭订合问之日起两年.

三、四后 IIll持技术E 草

〈一〉物业公共自E值的幢幢葬护 .\<1甘理

1. Jjj屋承 .1ft结构性能完好、安全 .iI 由他m.
2、店盟主 i*措构丑陋斜‘变形. s凸、制捕. Jf裂和l

1I:~，<~n性裂蛙.无筋 r.带-
3、户外地外观究 11. 粮站，外墙装怖无脱楠、元的址.

R50 吁'-jj 米 2 且华南城 b 税H旧如此、南宁 iIî不动产 E 记 '1'心 l 二.t 偏肉

江南蛊 J!l1J.~.

二、服务朋限 z 自鉴订合问之日也向年.

三、也后服务技术盟求

〈一〉物业公共部位的维修‘#护和特 J.lll

1、Jjj围承且铅构性能完 11. 安全、 H 常使m.
2. 由屉主体结构无阳斜.置 I~. 弓凸、剥描.开裂和 1

非收纠ntt裂缝.无筋路等-
3、户外墙外现完町、'自拙，外捕枝饰无脱晴、无污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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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主虫'时

、，

同事税务且同南宁 jfj江南区悦岳阳物业 JI~~寄来响磋商响应 ><:{'I

N
o GXKLC20

213005

因革税务且

川市宁 ili江
，.区视持用

物业!由持果

W!

无耻 f;l、无 il 水，无碍迹，整洁统一-

4. m周恩而无帜水. 'Ii水层正常，有世 w掣功m. 无

浓幅.

5、公 :Rt: 甘，间干净整柿、无拙 td、无需迹.

6. 仕共门厅、在 l惚等 /jjf 草公用自E位的完好奇 <!m以上.

7、企议直、值班主、卫生间等干净整的、无异峰-

H. m立共川 ffß位#护管理削度，做到即报即修，无随

意改变 m边现姐.

《二)物业公共世施、世晶运行和 l幢幢 fI护

1、~ijf. 水、电世晶的运行 il 常.

2. 1古标准址行饿怯#护，故障排除且时( jtllJ 的上下

;l;盹 f且.无悔水:无晤迹.整洁统一-

4、归属踵而无积水、防水层正常，有烛提 11'功用，无

晦训.

5、公共愤棉间干净瞿站、主陆 1;1‘无尊迹.

6、公 jt 门厅、走闹非崩昆仕 )Jl削他的元 lI>号:锐问以上.

7. 古战直.值班主、卫生 r.J非干净!>!饰、无异盹-
8. 也立共 m RßliI>'1护 ~f理制度，做到即报即修，丑陋

盘改变 1日iJl现缸.
9. l!I'kml!lli 位的幢幢陋钳岳武凿，

，-96'l1‘
应应 EE章幢氯幢蓝时串 I l00s1

《二〉彻业公共世施、 ;'2:品运行和 1蛙修 If.扩 Z

1. f~iiE水、电世晶的运行正常.

2、技际陆 ill行搬修 If.护 .IIJ. 阳 1.且在且时〈其 mO'J上下

Z细菌

a陶、.

骨泊、 r. 水膏、其 JJlmf圳、泊 ~jt虫施世晶、化提地.由 Im:- 营地?搭水 11‘共川 J!U圳、泊阳世施设备、化 l'<地.向型、
'‘;1: 如\

水地带〉的日常蜡修、鼻护.甘 1旦和li孟 lTJ血持� .1.，'\队T*抽得)，的日常推陆、弄护、管耶和 1运行 JIIl持.
1." 一、手 t 飞

3. 办公区公 JJl'ß捕以且给恨水世施 24 小时维护.除坏!耳、二#仕区公用电据 U且给排水设施 24 小时 HI护，除不
卡， 1-.. 各~I

可抗力囚蓝外.确保 24 IJ、时正常运转. \气'俨可扣 ñjJJ 囚蓝外 E 确保 24小时正常运转.
飞，(.， 1--'次k
r 寸飞.飞斗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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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运岳主旦出 阴事税持且扣 H前宁 iIi江西区幌再用物业服乡乡里响硅嗣响应立 1'1

正值直

7 、非吕 1i!.&人身古生的世础设品 UI~J~.曹示标 Aι和1M
也措施 Il可能监生的各种突坦世岳战阿 4月四~lj 在.

R. 也 3'J.共 ITI世施世备挡在〈世 iI\ f，帐)，设施世备的

运行.枪击、纠 t修‘ f!t11f-等记录卉圭.

9、不定则必 J~视f，统进行调试与惊异，保证 1\1血监w
世品 21 小时正常皿行，能消坦拙示出入人员的 l副部特征和 1

丰辆的车牌号，最 Il功能正常.

10‘每月启明-次泊防丑井作记址，句年{~养 -1>; ，保

证 Jt运行正常.
川、每天怕在火'"功能、 m警功能是西正常.得年试验

-忱拟制器， J1-对生郎控制装置进行-眈试验.火 ;1<1草割据

世入运行间年后，应 1lj隔三年全部消洗一汰，不合格的应当

4、消防世施世晶完怔. írJ随时，(~m:消防遇坦畅通. I 1、消防世施世品完 H ，可随时启 1fI，泊防姐植畅通.

水电棚刷随叫随到. ~ ↓:zzE斟1恒基掘服酣茹蛐蛐随协，唰1
二 1; 价阳、.!!{!Þ! 飞

5、理刷刷阳、咀风，无跑.白、油、亨利 1鼠害 I • 5: 旦时亨保持整沾、酬，无跑、目、柿、制 l鼠害
10 1. ~ •.J‘

等剧忽(-、|、现草 .~~i
ι| 品电台 Hj

6、阳、制订. t'l:~ 灯~~公共阳明制完好莓， 95% I 叭阳Tf 楼边去 I 、 Jl{~.tlf 等 0JtM 明削完 AI布里遇
，..\t ，'!也f

且.1::，.，以上.

7 、抨届也且人身宦生的世施世得有明且曹示怀 Æ:租用j

i{iH\~: 时 liJfit:班组的各神贯 1<1''; iI\ III阳乎H旦旦~刀功臣.

8、哇 ι)(1fI 世施设备阴蓝〈世晶台 110 '世施世备的

运行.由直、推恪. f~n~牢记录卉圭.
9、不应朗对盹挝显统进行调试与 f陪葬，阻 iiE~J:如监控

世 iI\ 21 小时 iI 押，运行，能消坦且示出入人员的副部特 1Æ刷1

Nl 雨的年牌号，是由功 IJ!正常.

10. 每 11启功一放消 'Ji草并作 1己最. lII'l'! 展养一次，保

证 lt运行正常.
11. 邮天枪直火警功能.拙菁功能是否正常.每勾试验

-/);1 笨拙器.井时全部控制 l在直进行-/);试验.火 ;1<1草棚器

攸入运行两年后，应 1II隔三年全部捕证一次，不合恪的应当

同草悦 l> 且
GXKl.C20 I f，;j雨 'j叮1目

213005 I 1何氏税岛同
物业 l旧乡~*

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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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民运盟譬如

间蜘-

12、fi}平句 t~?i一次刑防水甜、阀忏处 1m住润滑拙 )1作

-1X1ú.水险 J'l.

罔革幌乡乡且

GXKl.C20 I 日南宁 rhlL
213005 I 南区税持民

明业服卦果

~ll

闰家税务且局南宁 rli江南区税岛日物业 1M持果剧旺嗣响应 xf'l

调性.

12、fij半年检白一次泊防水甜、阀 H吐lnä润滑拙并作
-次版水检 tt.

13. j:$，.世制蛐储韩非髓幽幽

画遭跑完 H血、停草晶在斟血.-以士，

直

面涌向排水、阴晴掏串缸卑 .99‘以上z
。也公共性捕、枯且幢幢活才、品皿圃喘吁赢 I 99%~'i

豆锺直
!l:.L!zz棚明、供电设备、画帆棉棚，酬以
@虹虫盗量2缸里4里监丰 i

@刑酣世撞设备完直 f'恨. 1阳\.

〈三)公共耳榄卫生‘ r:~~飞、:三〉公共耳;直卫生
\且 7.1~'、、1. 垃极日产日情，生活、垃坡圳〈房)堕件消洁、元气 ":..1': ‘陆槌H产日捕，生活、均坡闹(朋〉整体消站、无

E\4"ZEER峙，亘在措施完骨. ")l.li 味产，反';!l措施冗哥.
'-t 14 号刊2、公共场所保持 m拮元如物、废物‘无抵刑寻刑卫二， ;""2.，~'公共地所保持消泊，无业制.班韧.无纸屑、制止

111 也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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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主S~!!!，如 间在税持且同南宁 iliiI 南区税#合同物业服持景'也J 磁商响应立何

飞申、1、飞

N
w

带废弃相.悟道保仲』也丽干净，无污溃、职水.公物. l~平庐
、刑等控废槛忡怎弃"';'{j无物r，l卫.楼尘生坦 f~恃地面子 11>.无陌溃、积水、如物.扶手

'1 昂 无积 尘 无自悬挂 ~t贴乱画 !t 堆 版 h无卫rY明生且间IHI荡z ‘无乱 E 挂、乱贴乱画、乱址服、无明显斟黯

!il极.王;J! 生死 11，等现且.确但干净'自沽.告共保 f持1 ， 比1'，等现缸.响阻千呻整描.公共 E 生间保持

消梢，且:污溃、无异峰. I也柑，轿厢内保持干布先亮、无异'未. 情沽，无污坝、无异盹.电梯精厢内保持干净光亮、无异峰.

3. 坦捕、停车崎.绿地带 f~ 门请扫， 1X， 'IJU.厅.槌 3. 迦附、停车场、埠地带 ~i 日消扫 l 眈:电棉厅 I~

边捋日消扫 1次，梅州拖洗 2 iX. 每两个月时也帽门峨打由 埋怨日糟扫 z 段，句周拖洗 2 眈.句两个月牙 1'IJU.fj 盟打 l:l

上血 1眈，但持表 lfli先亮.无污迹.一后)~用大厅昨日拖洗 l 上光 1性，恬持程而光亮.无污进.一层共 )fl).: 厅咽口拙恍 l

战. 11随时 iliW ，槛:桂树，怯于每叫撩洗 'iX ， )(ff1 嗣位植 iX. )1随时泊扫垃扭:槌棉扶手锦周撞西吉 IXs 其 JIJ部位蓝

网 2在院如且 瑞合HI.WJ泊 iri1 改 z 路费J. t~ill 去Jf非两个月消的， iX，世施 国11j!il阴7月泊， /X，由盯、楼 i且灯每间个月捐活 1眈.世施
r.XKLC20 闽南.;.rliiT.

世 j(，11J1);每网捕 tl' 眈 z 休闲‘快乐、健身世施每周消沾 2 世备用 }jj fij周情妇， 1灾，休闽、眼乐.他身世施 f'i用消拮 2 革组直

21:l005 而J区悦持同
物业服持 Z 战，每月刷洗 1战.且时消除边路帜水. 民. I!j J 1刷批， iX. 且时消除道路积水.

购 4、再撞民 J~~l:rulf普日消扫 2 民，办公区去 i又直直内卸 4、各愤 rzUJ.1Jiij 部日消扫 2 iX，办公区企 i5l.直直内每

天清洁 i 汰井整理 {f提世品和 1物品. 天消前 1眈 )1整理有关世品和 1物 Jllo

5、仕用雨、污水背道得李皮疏油 1 次 s 雨、污水 JI 坪 5. 公 )fl雨.洒水营地每季皮疏通) rxl 雨、污水井句

月位由 1汰.槐检查 m 况且时消 JOd 也提地邮季度检 fi' 战目 月怆 fi' 拙，悦检查，.，况且时1月J~，化据地负 t季 1世检查 l 改，

l!j'l 泊掏 l 肢.~主观1I:吊则且时情向. 每年消向 1改.:&.现异常则且时消掏.

6、自用时所辖区域进行"问宵"泊盖清理工作.物业 6. n!1剧时 lii销区域进行"四百"泊革捐现工作.明业

剧每公司所使用的保拙 11IM，川凡是坪侃的、无污坠的.龙海 1M持公司所 1~J1Jr;J惺拮 ßlM，用且是耳倡的、无污酷的、无 i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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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_----~---⋯
白主旨!t!!出 回事院务且同 wJ宁市江 \líI王战q，间啊业j出多少来购碗向响应立{'I

10. 啊业 J:fl' 入国 l二班时10m 配合业主工 IP ，nl.

'1:1贵的、无腐蚀性的、无剌橄性气日本的、无咄帝的.

7、磋商供应耐在报价 '1'自行崎应日常服务所甫的物品

费用.排在响应文件叶'单独拙价�l-i践商m应酬 IJI.史.果购

入日报 IJI.史{俐在直付自t持蓝.不再 mbu其他开直.

8. JU干'}、杂志、邮件{古个人订阅〉桦的分提且直版

在收.

9、且 IR合议.会如 1M持.

N
A

GXKLC20
213005

间草l~持 j，j
f，.ji何 ~j'i1ïn

iH区税岳阳
明业服持果

购

无害的.无腐蚀性的、无刺酷性气峙的、丑。是冉的.

7、磋商供应商伍报价 '1'自行母'"日常服持所甫的物品

耐用.丹在响应立 i't 叶'单独JUI什.:ri磋商供应由此虫.*购

入只怯 J&史价格直忖阳持鼠，平再 IMIJII且他 )f 直.

队拙刊、如志邮件(古个人订阅〉悍的竹提且坦版

在收.

9. 提供会议.去卦。i持-
10、物业工 I\i人民上班时间以配合业主 1 作为准.

11、幢幢服务相括最诺 J

需古ZZ在二1000.，
ëïH民抽拮据串. 9咀以上.

(四〉公共绿化的弄护与管理 I (阳〉仕其绿化的持护与管用

1、趾地 xlJ1'1< 使用用刷刷、.盹阳、占阳脚. I t. 屈地无改圳川刷刷、、阳、占 111现且�

2. t~专业入国时区域内酷地实施制也养护刊 .iî! 阴 1_ 2、 Ih'v 业人员咄咄内蜡地实施且化肘』阳. itJUI

!l1ffiil!if!. !iin~"，松土四 l喷洒药物预防叫 t《ZZF视植�刷川土， li:lIJJ"llit"ílfj柑预防捕虫市附
/.'、民1ι ♂叶飞

时间州州町�元班级丛生，无硝虫害. ，对比.飞 I}巳唱c\'I*~Yl且时，如 M 生，无硝川、川忧�

3 屹舟、绿胃、树木翩翩州地 tS况且击队而奸、结筒、树翩翩其品种制 1:l(tfiilL 且时

'革的整形保持瞅瞅瞅 z 肌灌 A点飞汩附峙三 i阳棚§6叼z矿1I保附阳果尉t
、伊，7.引)'.1:ιU飞、l瓦巨飞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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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主旦旦 问军舰持且 r.-;'ifI宁可1江南区幌持局物业服务果购磋商响应立 1'1'

N
山

IX以上.草木做到无枯枝、萌酷 H，圈.到<.边îl植1月旦时 1 IX~λ上，呵基本做到无帖枝、萌盹桂.属. J:，.边型』白白且时
修 11. 句句:习、少于五蝠，做到枝叶紧密、周弘 E:E-脱节户地 1

桔四点去是每"年不少于五植，做到枝叶紧晤、阴鹏、无脱 îl，J也
槛蝴植物制且时每年不少于三次飞 F

是H"u4号如、1植物馆的且时. fi/'H& 于三沽，4、五一抵制，协公区办公里，捋间的 -L 盐小 ‘五町、榄忖路办公区办仕室，句 rii]办企直 3 盐小
型埠帆，华而崎办税阳卦 d阳、雨才~lli不功产 n记中心江南量

型锦帆，华商城办税 J~好点、两寸'可川、，~严E 记 '1'心目商量
理点.江南仕 f~管理中心税务据 ~U飞拙业主需求 jU~ 绿 j(j，

理点、江南 jtf 提骨理中心税%-，刷E点植业主需求摆烛绿的，
办公区公共 IR~创刊主 rJj米 f'i隅摆脱一盐大型结拍.结 t自 办公区公 1\区埔 fiilO 平 Jj米间隔 IUDi-lU 型综怕.蚓 Ii\

间草税卦且 t直~，主需求定时也抽，须规范 1!IDi!fJl缸符蜡俐的干净、整
描业 1 措 Rli!时 E拙，细 1且也摆脱 JHlfU 占银怕的下昂 .!.1

GXKl.C20lnJ雨 <j'ilî江 f占.
的.

21~005 南区战生于间
5、撞化鼻护凰鲁指标量谱 .1 正组直树叶k刷持 :l:

①锺化宪好融 z9 幅以上， I~!

画制州 E 棚以上 J
〈五〉物业区战内公共性，.，.推护

{五)物业区域内公共 1\序维护
1、且击日常抽查、车辆、性，.，.等骨理.付学、合理安 1. 负责 [f 常由宝、车辆、性，.，.~事管理，科学、合理去

tt 击圭 ~.1J.、泊直巡逻带防施工 11'. I~量辖区公圭部门的业 t非安全保卫. 111直巡逻等防也工作.撞置销区公置部门的业
务指导和 1工作监督.且时制止区辑内再提抽直直件和一切 J灿

卦指导和 l工作 i监督.且时制止区域内各类拍安盟"和一切妨
1'!1<圭和1公J\铁 n吃的行为，胁助配合当地告直机共且￥ f共自E

害虫圭和公 J\性序的行为.协助配合当地仕直机关且有关部
门址理所植物业区域内一切与指直 {j 荣的时间.监生各虽罩

门址理所栩栩业 1>(墙内 -t 刀与甜蜜有聋的时 rlíJ.芷生再提案

1200
r.~ijl扣仪盛物业服务由民1M}阳公-"'1(原广西华E物业隘给 l'f~l公司〉



一

G运组哩黑黑 同事蜕持 i也M商宁 iU江市区视持 '''\1却业服务果购股嗣响应 Jtf't-

耶在时且时报告有关部门，井协助果取相应拍施. 1';1& 时且时报告有如 E门，井协助束取相应 l措施�
5 邮月阳一次灭火器，临远州立即 E制或充压. I飞 ι 崎月枪击一改灭火醋，临近虫烛立即 lJ.!tJr或血 lr..

'\，~，I飞费品到讨〉〈费JIJ另 il) ~~ \lH .~ I~F辑、秩序脚盟各翩翩 B

RJ |f 主:市性啻幡酣睛.O.

&571豆妥协 M惜牺⋯ a。

Nσ3 网萃税务 S
GXK1.C20I 间阶Î'j'币iT.

21300fi 1 市区税品同
1勿业l嗣持果

购

件、虫虫、事故时，负 11扭山J工作、保护好现场、且时向公

宣布L失剧性 F于 111电部报告 )1协助调 J:i.

2. .:tlH 入口 24 小时在肉值勤.井有详细史接班记 f止和1

外米年辆、外米人目的 E 记记录，时世 IU大院的 4 牺边行甘

J\\IU 疏导. ，;[导车辆自序通行.停放，保持出入口吓填整洁、

1i11-. 边路咽涵，时大型物件由出实行记录.也直在全院且

翻案，且时处理究世 'Mt ，础侃公共查全.
3. 侃到 21 小时 ú'j班巡逻，对血点区域、直点部位至少

睡 3 小时巡 J'l 1 1)( 配苟安全 l则主世施的，实施 21 小时盹

控.也，l'.E 、 i;g理 11，1且时 1.U且.正确扯 E韭全跑血相险↑ tí. i1r.

阳Ij:lJ:生工作 'k 世.

4、舟.J'l<.':i<:. iú:ti、公共卫尘呼贯注事件 fï应扭 flí直.

肿、业 ;1<. 事的时，负责救助工作、保 l!'lf 现场电且时向公

安机关相秩 rr-管理部报告井胁 WJ调查.
2. 主 III入口 24 小时在向值勤， )HT叶剑11宝:l~ 班记址和 1

外来 4 辆、外束人民的 E记记址，肘 ill:H 大院的 'l'l 拘世nn
m相疏导. ')1导车辆 fï序通行、仰烛，保盹出入口耳填目前、

自序、道附畅通，刮大型咽 ft 耻 l!\ ;J;lï.记录.注也茸 {ty.i.扭

回来，且时处理页血事件，响 I~公共幸生.

3、做到 21 小时值班巡逻，无 '111\点区域、 .íf(}，飞部{Y.至少

1ij 3 小时迦 J'll 次 s 配有宦坐监控世施的， !k施 21 小时监

控.守卫、巡逻中且时芷现.正晌处旦去生隐血和 1险俏，严

防发生工 11失误.
4、耐火 1儿抽宫、公共卫 ~t寄:建耻耶件何应 8 胃i束，

五组直

，�

1201
广西恨恨盛"业鹰0，1县阳有限公，，)(眼广阿华部物也服务育阳公 i，J)



民主旨主里'时
回事税务且问:何宁市江南区税务 J.ij鞠业服务罩酣睡瞄晌附宜仲

'J'亏?险制斟肿卑，叫王I
1'" :0申ro 泊啻塞件处置血. 10晒 E升|龟汩 Avv... •

阜 1..\<' ...1 ⑤咀腊捆宿撞曹酬，酬阳 hF

N
斗

GXKLC20

213005

网萃税务且

周南宁 ìlm:
i阳区幌岳同

物业服~果

J!'i

(大〉辑饰、装修 !'I'理

1. 植 R!!住宅辑怖糙幢管理 {j关规定和 l垂托 1;要耻，也

立完督的住宅提幅古 E怯啻理制 IJ!. 提悻旧� I在规定 11叫真革怯

万束，由阳辑怯 λ{j 关辑 i布拉怕的 t;t止行为和 llÈ意事项. flj

11巡直 IIX 盐怯施工现崎.监 1且如响 Jjj居外放).且且肩国约

构茸企&~，改 J\m 甘线等损害仕其刷晶现缸的，且时功 ~IJf

报告垂托方和 1ft荣才管部门.

2. 时埠反规 ~I租怖乱也， fll擅自改变屈服用边的行为且

时劝阳，并报告盎托古和 Jfj 关主管部门.

〈七〉业主区域挡直直骨理

挡1监室内{\;骨耳撞盟求达到1M，.防湘、防变质等盟成.

配回青蛐的灭火器材，并且直适当的干悻剂 m以防潮，的草
草骨理人员需且时 ill 行检查和 1泊理，贯彻执行国军{\;曹怯

阳� Jj ifi额之卦 .Iil 埋兔榄闹、坦虫. NiiIJl: 由保守守条件符

合芷件肯理 E或.

〈大〉茹柿、辑修管现

l、按照 (t't辑协费位管理有关规定相岳托 1î-1f;求 .U
:也完骨的白:在装饰辑修 1'rPl1市 '1&. 辑推前. fli剧定吗 it童提修

万事， 'Js知1辑修人 {j:R 桂怖韭修的如止行为和 l性盘 'J11西.坷

日巡直 1次性'盖施工现场，监现 ~j响硝应外观、监 JlJji 用结

构世全 &J1i改 J\J11骨线等 Ililli 世其利益明艇的，且时劝阳 )1

拙由垂 It万初 n失主甘部门.
2、对边反规划 f/.J1I乱扭扭擅自改变房 ß!J11撞的行为且

时刻J阻.)f 报告 -I';lt1H 日Ti失主 fl 部门.

(.t) 业主区战挡架直甘皿

挡草草内保骨耳 t直里求达到防火防闹、防查 hJj呼E 求，

配置于f耻的灭火器材，井放置远当的干惧和 j用以阳湖.挡蓝

蓝甘理人员需且时进行抢班和消型.贯彻执行网草 N密 11;

!Il. 有密辑之分.以理兔栅漏、迦 1\:. 保证立档保骨最件符

合立件管理直求.

运组矗

1202
""I!!j华侃盛物业剧给集臼 Iñ曰:公司 f原广内朋蕴彷业刷给 !f限公 "j)

�



G主S!!熙熙
，

回事税品 lá局南宁市江南区税持同物业服持来购磋商响应文件

N
00

(}\)磋商由棉且服持剧E 要在 ( )\l 碗商世格且服卦届噩噩 3在

1. J'JljFJ经理有 3 年以上的物业 n理工作挝 1月或自 1 年 1. fmIJ经 J'llU 3 年以七的明业 "t 理工刊经 I)í或有 1 勾

以上硕 Iit}J1-P.任职位 IJí. 人员配盟合理，水电等专业推作人 以上 rmfl 经理任职挂历，人目配置青皿.水电部专业投 f1人

的市持布 ll.U 上向旺，另有同提 i~品的背础经验三年以上. 且拥持有山 E上向证.并苟同费世 J&的1fj'皿经验三年以 L

2、参照《南宁市11'迎住宅 'J、区物业!阻卸掉级际准)(南 2，参m~(南寸'市II汹住宅小区物业!血卸掉级标准)(雨

I~I吕 120091 2四号三级项目提供刷持. I~I再 120091 2四号三姐项目提供 1111持.

3、人员配目习、低牙18人.全体 Þl工统一带啦，佩隙。 3，人员而且不低于 18人，生 1本且工统-轩装，问峨 fj

l崎草税茹且 IVJ且的际志，服持意识而. J血持主动，性情，行ì'~m古规范. 1时且的标革，服务盘 ìn&lï.服持 l:.r-Jl，鸪悄�iiJ:1ìH古~!HÛ:.

GXKl.C20 品1雨1'iliiT. 区蠕 岗位
人员帽制

区捕 岗位
人员蝙制

213005 南区税务局 〈人〉 〈人〉 无偏离

物业拙持果 项目经坦 项目经理

嗣 食生E员 2 金 j\-且 z
五一路办公区 秩序员 4 五-l~#} 公区 性序员 4

水电纠I护工 i 7K电锥护工 l
-，.、

保沽 Þl 3 \ 保泊b飞 3

性呼员 f.""4 、， \万 性J手 !i1 4
iHm 办公区 f ~ 1 飞 4 ，可主ιE 植村t 附办公区1量?古员 阳洁 91 l

华南梳 J}I 且服务点 保沾虽 \'.2 ' I~、 飞华商城J}幌JI~持点 保洁员 2

青计 B
庐 18毡， 地 J 合计， 18

;，，;

120)
广西华仅盛物业服务银mlj 限公叫(~广西很蕴喃业服务衍限公司》

-.



G主旨主虫'黠 回事税务且周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刷**购磋商响应立 H

N

'"

J~草挽务 4
GXKLC20I 同雨 'i~而江

213005 I 南区悦持局
制业服持果

圳J

4、公共性序推护人员年龄控制在 20 ~ 53 ~之间，其 1 4、公共性阴 t护人 !Jl年龄控制在 20 至因望之间. Jt
'，.1 •~~':，

他人员年龄要求经果响入同意可在注定堪休年龄以下，无不|他人员年龄堕革经来剧人间章可在 tr.~退休年龄以下，克平
.IJ'< 1. 字'飞

良品行，身体健血，五官端正，服从管理.定期接茸茸圭技 Ir良品有严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J自从管理. ~月l幢量直金投
‘自‘1. \号 j;;!";: ~

能制j培刷吉剖刮讪肌l

阶、t枝直 F防且器蛐和和1世蓓.‘飞 l'防:技防器械和世备.
5、直标人要严格植附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质量盟草执 |ι 克际人堕严格按照合同的定的物业胆持股盟垂成执

吁.每月必须战壁荒购人的服务服酣寿植 I 11. ，.月必须植量最购 λ 的服持服 E考幢.

自】宿拮据 t后率， 2施以下，
@有赞费诋处回阜. 1民瓢，

@配合E 时事 1，.10011

面筒'随归坦卑、冉.血剧凋摩西匾， l()(施，

@曾圃Áöl ‘专业植佑 λ 困唱'ψ蛐训舍幡率 E

llJO'.1

且盖直

()U且它事项 s

1，从业入且的工贯且也 j'f 应有的掘和 l费、韭盘、加班

胁时幢业"前镰合躏量事， 95‘Þl ~..
(!U 其它可1项 z

1、从业人员的工自且每年应有的福利费、提盘 hU班

1204
广丙华仪蜂"业版乡;1提闭 1I限公 "J (原广内华监物业服务Iî阳公叶〉

‘



手远吕立哩."'�� 回事税务且局雨寸 'iU江南匹视持 M相业服持， 'O~j磋商响应立忖

ωo

费掉 1111&吏单位负由.工匮水平应优于南宁可 j{，lfJ且工目标 费等由成史吁 t 位负齿，工商水平应优于 jij'j' îU最低工班标

i1I. 当现场甘理和保 ili 人员{;战员叫. /!l(，吏单位必须在 7 日 耻.当观地骨理乎 11保活人员有陆出时� rN.史单位必须在 7 日

内补齐人员 11'&时向~"坦人 ffU民.以上各项费用均由成吏/(' 内补齐 λ 且并且时 1:'1最响人报晶.以 t 各项费 JIIJlJ(b ，且主q斗争

位准恒.*响人不再直 HÆU提前 E 四月1. 对以上平作响应的 位 11\担.*购人不冉支付相虫需 Jl!wm. 又才以止不作响应的

均 f~无盟标址理. j$Jl1:k~ 虫际址 lT.

2. *"与人与从业人的不应生任何劳动相应佣关系.从 2. *嗣 λ 与从业人员不 :1('1:11 问好础和 1刷佣共品，从

业人员由 JI1t空单位自行管理. !I'i!l 守间草根 l失劳动法忖 '11， 业人员 11J1I!(.圭单位臼行管理. JI 迎咱国革和 1且;如动址律法

规. iW且带持纠纷相肾功耶故全部由成史单位 Jf<扭曲任. 1.晶 剧，涉且茹持纠纷和劳动'~的全部 IU此变单位 11\jl!由 11. J.品

网萃税持且

GXKLC20 间丙I宁市 n 主单位和从业人且应遵寸安全操作规章制度.乎?趾生人 II 伤 史单位和 l从业人归自迥守世生操作组敢 ~'JJl!. 古坦生人身{如 无偏离

213005 副区脱卦日 '占1)í1~非事战.山/&史单位白血-与*购入无型: (J&' 宝贝在 I.t ￥些伤亡非耶战. Ih1J且茸单位白血.与*购入无关(成史单位

明业服持* 需 fï书 1M示由).克际人直标时.必须时从业人 Þl扯合保险 带有书而最 ilil .克标人克标时，必须时且业人员扯企侃险
Wj

和监外 Ði苗险进行书 ífJíl1\诺.无I 以上 1:!或不作响应的 JlHl 无 和I~ 外伤 w 除ill 行书曲 ff，最瑞.时以上耍业耳、竹响应的必 'JI~元

姐标址 1型. 地际扯理.

问!旧时间且地点〈刷刷限)〈， M飞4且.γI~卧地h Ae鹏蜡飞阳帅A~、隘，'钮树 槐属附 R 皿务蛐
时间 e 自韭订古网之日起两年作 白在 iT古网之日趋向年 1

地点 íWi'可1江南区税务局五一甜办公区 tAlai"1171Pd d 南宁 íIi汪作11R税岛问 li- 路办公区 (jH 宁市五一

路 120 号) ，榄村路 b佳区〈榄树 11\11 号〕且 í+í宁市江南 1&120 r，.)，幢村 11\办公区〈波村附 11 号〉且 jVV}'市江南，

1205
广阿华仅钱物业刷给集 ffilfRI 公 t;J (/(，t广由钢盔物业 /l(务 i'îRi公叶》



白主旨'"里'旦旦 同事税岳且用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黑购砖商响应立件

u-

区政务中心分中心〈华 I向城IJ.税服持厅).南宁可1平动产置 区政务中心叶中心{华南城 b税服务厅).南宁市不动产E
记中心江南置理点(南宁市里光主;遣 13 号 2 幢).江南社 记中心江商量理点{南宁市里光大道 13 号 21;) .枉耐性

同事税务4
GXKLC20 周南宁 iti江 阻甘理中吨:，槌岳派驻点. {~管理中心悦卦源驻点.

;五嗣1lJ;
213005 南区战费用 五、备品岳件且挺材等要求 g 各种物品且梢盖药物的曲 五、晶晶备件且耗材等要求=各种物品且消品药物的费

韧业服务果
nJlll/. 且吏人负责. (平吉维幢材料费} 用由 r&蛮人负责. (不肯维桔材科费〉

剧

日坤j，一_.

"..
广阿华保盛物业11<l>l跑回有阳公'1 (原广西华篮鞠"服务有限公n))

‘



已远旦旦主 国革税务且局l街宁市江南区税据同物业服拓荒嗣磋商响应立件

(3)售后服务承诺

第一章物业服务承诺书

自觉遵守甲方的管理规章制度，配合甲

第一节按国家法律法规开展各项服务及经营的承诺

为加强企业自律，规范企业经营行为，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物业服

务市场环境，树立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形象�保证物业服务质量，切实维护客户

权益，我公司郑重承诺�
l 、承诺认真贯彻落实《物权法 B 、国务院 4物业管理晕倒》和 f广西壮族

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牢固树立物业管理法制观念�

坚持依法规范服务行为，遵纪守法，保证经营合法、安全、有效，盈告同，守

信用。
2、承诺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与市场竞争，自觉遵守行业道德规

范，坚决抵制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杜绝思意竞争，努力维护物业管理市场竞

争机制的良性运行.
3、承诺自觉增强合同意识，做到诚实信用、服务规范，按照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的内容、标准实施物业管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不随意提高物

业收费标准，不随意增加收费项目.

4、承诺认真对待业主的投诉，并按规定及合同约定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

及时为业主排忧解难，虚心听取业主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质量.

5、承诺对本项目使用的物业服卦工具、挺材、用品均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

准，无安全隐患，无环境污染，对人身体无害，坚决抵制假冒伪劣产品.

6、承诺诚信经营，文明服务，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7、承诺自觉接受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甲方相关部门、社会、群众、新问舆

论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8、承诺积极参与甲方单位的建设，

方开展各项工作.
9、承诺如我公司撤出本项目管理时，及时配合各方做好物业管理权交接工

作，做到交接及时、资料完整、态度友善、平稳过渡�

10、承诺在本项目的投标过程中.所提供的证件、资料、荣誉将为我公司

所有，真实、合法、有效.

1207
，.."修保盛物业阻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肉华盖拘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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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精黠 国军税务且向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柑业阻务果购磋商响应文件

第二节承诺做到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提供的实施方案内容

的承诺

(下划线部分优于招标艾件和甲方要求，共 19项)

我公司郑重承诺做到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提供的实施方案，

具体如下 z

国家税务总周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幡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地点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五路办公区(南宁市五-路 120

号).族村路办公区{淡村路 11 号}及南宁市江南区政务中心分中心(华南城

办税服务厅).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南宁市星光大道 13号 2 楼)�

江南社保管理中心税务派驻点.

{二)项目规模())五一路办公区z 且建筑面积为 2547.7 平方米，绿地面
积 853. ]J 平方米， (2)淡村路办公区面积约 850 平方米:及华南城办税服务市、
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

二、服卦期限 z 自签ìT告同之日起两年.

三、售后服务技术要求

(-)物业公共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l、房屋承重结构性能完好、安全、正常使用.

2、房屋主体结构无倾斜、变形、弓凸、剥落、开裂和非收缩性裂缝，无筋

露等.

3、户外墙外观完好、整洁.外描装饰无脱落、无污迹，无破损、无撑在:

无霉迹.整洁统一-

4、房屋 f$.面无积水、防水层正常.有放发挥功用，无掺漏-

5. 公共楼梯问干净整洁、无缺损、无霉迹-
6、公共门厅、走廊等房屋去用部位的完好率 99晴以上.

7、会议室、值班室、卫生间等干净整洁、无异味.

U08
广南华保 !I物业原务集团有限公司〈颐广西华盔物业凰务育限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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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呈~主 国军视务且周南宁市江南区应持用物业服卦果嗣磋商响应文件

，

雪、

8、建立共用部位养护管理制度.做到 ap报即修，无随意改变用途现草.
ι 物业公共部仲的维修服各指标承诺 2.

E】房屋完舒率， 9部以上 g

@房犀零锥兔锋及时率， 1∞h
{二)物业公共设施、设备运行和维修养护

l、保证水、电设备的运行正常.

2、按标准进行维修养护，故障排除及时 O~用的上下管道、搭水管、共用
照明、消防设施设备、化粪池、沟架、水池等〉的日常维修、养护、管理和运行

服务.

3、办公区公用电器以及给排水设施 24 小时维护，除不可抗力因素外，确保

24 小时正常运转.
4、消防设施设备完好，可随时启用:消防通道畅通.水电维修服务随叫随

!'j.
5、设备房保持整洁、通风，无跑、胃、滴、漏和鼠害等现草-

6、路灯、楼道灯、景观灯等公共照明设备完好率亟监�

7 、容品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有明显警示标志和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

的各种突发设备故障有应急方案.

8、建立共用设施设备档案〈设备台帐) .设施设备的运行、检查、维修、

保养等记录齐全.

9、不定期对监视系统进行调试与保养，保证各项监控设备 24小时正常运行，
能清楚显示出入人员的面部特征和车辆的车牌号，录像功能正常�

10、每月启动一次消防泵并作记录，每年保养一次.保证其运行正常�

11、每天栓在火警功能、报警功能是否正常.每年试验一次探测器.并对全

部控制装置进行一次试验，火灾探测器投入运行两年后-应每隔三年全部消洗一

次.不合格的应当调换.

12、ñj半年检查一次消防水带、阀杆处加注润滑油井作-次放水检查-
i3."" 水电、设施设各维修养护盟各指标承诺=
①维修工程质量告格.>>.回访率，，，1 OQ'II; ，

函道路有好率、停革直面完好率，99'Ió以上 g

1209
「丙华保盛物业理务'比固有限公司〈原广荫'萨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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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主S!窍'旦旦国军税制局南忖江南 r<l!1务局制业阳翩翩翩立件

@化事睡池、雨水#、活水#乎在奸率z 的%以」卡，I
@给捶木、明暗泊完好率， 99\以上，I

@公共设施、张且设施 1l"，晶量塑宪仔率，99\以上d

@公共醺明、供电设岳、弱电设岳在好率， 99\阪 1:，1
⑦机电设备鲁好事， 99\以卡.
@消防齿峰设备完饵惠， 100'4.

(三〉公共环填卫生

l、垃圾日产日清.生活、垃披厢(房)整体清洁、无异味，灭喜措施完菁-

2、公共场所保持清洁，无杂物、废物、无纸屑、烟头等废弃物，楼道保持

地面干净.无污溃、积水、杂物，扶手干净、无积尘、无乱悬挂、乱贴乱画、乱

堆放、无明显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等现虫，确保干净整洁.公共卫生间保持清

洁，无污溃、无异味.电梯轿厢内保持干净光亮、无异味-

3、道路、停车场、绿地等每日消扫 l 次:电棉厅、楼道笠旦遭豆豆盆，每

周拖洗 2 次，每两个月对电梯门壁打蜡上光 l 次，保持表面光亮.无污迹.一层

共用大厅每日拖洗 l 次.井随时清扫垃见楼梯扶手笠厘锺注且这:共用部位玻

璃每星期清洁 l 次路灯、楼道灯每两个月消洁 l 次:设施设备用房每周消扫 l

次:休闲、缺乐、健身设施每周消洁 2 次，每月刷洗 l 次.及时清除道路积水.

4. 岳楼层卫生间每日消扫 2 次:办公区会议室室内每天清洁 l 次并整理有

关设备和物品.

5、公用雨、污水管道每季度疏通 l 次:刷、污点井每月检查 I 次.视检查

情况及时清掏:化禁地每季度检查 l次，每年涓掏 l次，发现异帘则且时清掏.

6、定期对所辖区域进行"四害"消乖清理工作.物业服务公司所使用的保

洁用品用具是环保的、无污染的、无毒无害的、无腐蚀性的、无剌激性气味的、

无噪音的.

7、磋商供应商在报价中自行与虑日常服务所需的物品费用，井在响应文件

中单挫报价.者磋商供应商成交，采购人只技成交价格支付服务款.不再地加其

他开支.

8、报刊、杂志、邮件(吉个人订阅)等的分类及发放签收.

9、提供会议、会异服务.

1210
广西华保盛物业阪务'也固有限公司 t 原广阿华盖物业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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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主骂主主
国主程捂且局南宁市江南区视捂局物业阻捂呈阳硅商响应立件

10、物业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以配合业主工作为准.

11、保洁服各指标承诺=

①侵 f吉及时率，100他�
②保主吉达标率，99咀以上.

(囚〕公共绿化的养护与管理

l、绿地无改变使用用途和破坏、践踏、占用现草.

2、由专业人员对区域内绿地实施绿化养护管理.定期组织提准、施肥和松

土，定期喷洒药物，预防病虫害，保持花草树木涨势良好，无杂草丛生，无病虫

害、无枯死.

3、花卉、绿篱、树木应根据其品种和生长情况，及时修剪整形，保持观赏

效果�树木 z 修剪乔、灌木修剪每年三次以上，基本做到无枯枝、萌挠枝.商、

球、造型植物及时修剪，每年不少于五遍，做到枝叶紧密、圆蓝、无脱节地被、

攀援植物馆剪及时.每年不少于三次，

4、五一路、谈村路办公区办公室，每间办公室 3 盆小型绿植，华南城办税

服务点、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江南社保管理中心税务派驻点技业

主需求摆放绿植�办公区公共区域每 10平方米间隔摆放一盆大型绿植�绿植按

业主需求定时更换，须规范摆放井且保持绿植的干净、整洁�

S、绿化养妒匮务指标承诺 g

百于经~完好率，99\以上，
@革辉纯度，99辑以上..

f五)物业区域内公共秩序维护

l、负责日常治安、车辆、秩序等管理，科学、合理安排安全保卫、治安巡

逻等防范工作�接受辖区公安部门的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且时制止区域内各类

治安案件和一切妨害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协助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

处理所辖物业区域内一切与治安有关的时 [óJ. 发生各类案件、火火、事故时�负

E救助工作、保护好现场、且时向公安机失和秩序管理部报告井协助调查�
2、主出入口 24小时在岗值勤，井有详细交接班记录和外来车辆、外来人员

的登记记录，对迸出大院的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 11导车辆有序通行、停放，保

持出入口环挠整洁、有序、道路畅通 s 对大型物件搬出实行记录�建立去圭应急

1211
广丙华保 lil物业团务'民固有限公司《眩广丙华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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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握主主 国直视务忠局南宁市江南区稳务局柑业服捂罪嗣磋商响应 Xf牛

预案，及时处理突发事件，确保公共安全.

3、做到 24 小时值班巡逻.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至少每 3 小时巡查 I 次:

配有安全监控设施的，实施 24 小时监控.守卫、赵逻中及时发现、正确处直安

全隐患和险情，严防发生工作失误-

4、对火灾、治安、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有应急预案，事发时及时报告有关

部门，井协助采取相应措施.

5、每月检查一次灭火器，临近失放立即更新或充压. (费用另计)

6、警银、秩 F事维护盟各指标量话. 1
(ù窑牵责任事故发生事， 0，.

@士赏'任事故穿牛率: Or

@治安宴梓常生事 r 1%0以下 z

@治安案件处丁丽也 100唱片
@交通及率辑有捶管理率， 9锦以二←.1

{六)装饰、装修管理

l、按照住宅装饰装修管理有关规定和委托方要求.建立完善的住宅装饰装

修管理制度.装修前，依规定审核装修方案.告知装修人有关装饰装修的禁止行

为和注意事项.每日巡查 l 次装修施工现场，发现影响房屋外观、危及房屋结构

安全及拆改共用管线等损害公共利益现靠的，且时劝阻井报告委托方和有关主管

部门.

2、对边反规划私搭乱途和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行为及时劝阻，并报告委托

方和有关主管部门.

〈七〉业主区域档案主管理

档案室内保管环境里求达到防火、防潮、防变质等要求，配置有效的灭火器

材，并放置适当的干燥剂用以防 j潮，档案室管理人员需及时进行检查和清理，贯

彻执行国家保峦法律，有密级之分，以应免泄漏、遗失�保证主挡保管条件符合

文件管理要求.

(八〉磋商资格2址服务质量要求

l、项目经理有 3年以上的物业管理工作经历或有 l 年以上项目经理任职经

历�人员配置合理，水电等专业操作人员需持有电工上岗证，井苟同类设备的管

1212
广西华保盛物业 111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向华盔冉业 JII!务'可ili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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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税务且局南宁市江南 1B:lJ!务局物业服务里嗣磋商响应文件民主旨主熙熙

理经验三年以上.

2、参照 f南宁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 1 (南价格【2009] 200
号三级项目提供服务.

3、人员配置不低于 18人，全体员工统一着装，佩戴有明显的标志，服岛意

识高，服务主动，执情，行为语言规范.

区蜻 岗位 人员编制〈人〉

项目经理

会务员 2

五一路办公区 秩序员 4

水电维护工 1

保洁员 3

秩序员 4
被村路办公区

保洁员

华南城办税服务
保洁员 2

占

合计 s 18

4、公共秩序维护人员年龄控制在 20 至望望之间，其他人员年龄要求经采

购人同意可在法定退休年龄以下.无不且品行.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服从管理.

定期接受安全技能培训11. 有较强的安全防范能力，能正确使用各级消防、物防、

技防器械和设备.

5、竞标人要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质量要求执行，每月必须接受采

购人的服务质量考核.

8、综合管理匾各指标 z

一①有数据诉 lf;，296.以下 z

@有效投诉处理率: 1~1

@配合 E 时率， 100%，.
@档案归档率、警粮草和准确惠， 100%
@管理人员、专业摸你人目啻业培训合格率雹 10Q'l; ，

1113
广丙华保磁物业阻务集团有限公司 t 原广丙华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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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盟黠 国革税舟且周南宁市江南区鞭务局制业服务来由磋商响应立{丰

@对物业管理的综合满意率， 95%以上.

(九)其它事项2

l、从业人员的工资及每年应有的福利费、奖金、加班费等由成交单位负责，

工资水平应优于南宁市最低工资标准.当现场管理和保洁人员有缺员时，成交单

位必须在 7 日内补齐人员并及时向采购人报备.以上各项费用均由成交单位承

担.采购入不再主付相关需要费用.对以上不作响应的均作无效标处理.

2、采购入与从业人员不发生任何劳动和雇佣关系，从业人员由成交单位自

行管理.井遵守国家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涉及劳务纠纷和劳动事故全部由成交单

位承担责任.成交单位和从业人员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章制度，若发生人身伤害伤

亡等事故，由成交单位自负.与采购人无关(成交单位需有书面承诺) .茸标人竟

标时，必须对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和意外伤害险进行书面承诺.对以上要求不作响

应的均作无效标处理.

四、服务时间及地点〈服务期限)

时间自签汀合同之日起两年:

地点 2 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五路办公区(南宁市五一路 120 号).放村路

办公区{谈村路 11号)且南宁市江南区政务中心分中心〈华南城办税服务厅) �

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南宁市星光大道 13 号 2 楼).江南社保管

理中心税务派驻点.

五、晶晶备件及耗材等要求:各种物品及消杀药物的费用由成交人负责. (不

吉维修材料费)

二〉、商务要求表

一、A服务蹄i限2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

二、A付款方式 2 由甲直在下个月 5号前向乙;占主付当月款项(每月款项应

与成交月报价相同.如有，则会扣除乙方国考核而应被扣除的部分) �

三、政策性加分条件�详见 i平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四、其它加分条件 r 详凡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1214
广丙华保盛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原广丙伽远街业服务育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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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采购需求(与采购文件一致)

第六章项目采购需求

说明 z

1、磋商文件中带"食"的条款为本次采购的实质性的商务、技术或服务要求，供应商

须满足或响应，若无法完全满足，将会被认定为无效磋商。供应商响应文件中非"食"号

要求或技术需求及要求发生负偏离或不响应达 3项(含)以上的磋商无效.

2、供应商应承诺响应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和资质文件真实，如出现虚假应标情况，

供应商除了应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外，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条款来

确定赔偿金额.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物业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地点: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五一路办公区(南宁市五 ~~J\120 号).淡村路

办公区(淡村 ~J\1 1 号)及南宁 i1î江南区政务中心分 '1'心(华南城办税服务厅) .南宁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南宁 jji星光大道 13号 2 楼).江南社保管理中心税务派驻点。

(二)项目规模: (l)五一路办公区总建筑面积为 2517.7 平方米，绿地面积 853. 11

平方米:(2)淡村路办公区面积约 850 平方米.及华南城办税服务点、南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江南受理点。

二、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

三、售后服务技术要求

(一)物业公共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l、房屋承重结构性能完好、安全、正常使用。

2、房屋主体结构无倾斜、变形、弓凸、动 11吉、:if裂和非收缩性裂缝，无筋露等。

3、户外端外观完好、?在沽，外硝装饰无脱落、无污迹，无破 J员、无渗水.无霉迹，整

洁统一。

4、房屋屋面无积水、防水层正常，布效发挥功用，无渗漏。

5、公共楼梯间干净整洁、无缺损、无 1在迹。

6、公共门厅、走廊等房屋公用部位的完好率 99%以上.

7、会议室、值班室、卫生间等干净整洁、无异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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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立共用那位养护管理制度，做到~~报即修，无随意改变用途现象。

(二)物业公共设施、设备运行和维修养护

l、保证水、电设备的运行正常。

2、按标准进行维修养护，故附排除及时(共用的上下管道、落水管、共用照明、消防

设施设备、化粪池、沟渠、水池等)的日常 ífUI盖、养护、管理和运行服务。

3、办公区公用电器以及给排水设施 21 小时维护，除不可抗力因素外，确保 21 小时正

常运转。

4、消防设施设备完好，可随时启用:消防通道畅通。水电维修服务随叫随 JiU.
5、设备。;保持整洁、通风，无跑、冒、 i商、漏和鼠害等观象。

6、~!I灯、楼道灯、景观灯等公共照明设各完好才" 95%以上。
7 、容易危及人身安全的设施设备有明显警示标志和 1防范措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

设备故附有应急方案。

8、建立共用设施设备档案(设备台帐) .设施设备的运行、检查、维修、保养等记录

齐全。

9、不定期对监悦系统进行调试与保养，保证各项目 i控设备 24小时正常运行，自 gi肯楚显

示出入人员的面部特征和车辆的 '1'牌号，录像功能正常。
10、每月启动一次消防泵并作记录，每年保养-次，保证 Jt运行正常。
11、每天检查火警功能、报警功能是否正常。每年试验一次探测器，并对全部控制装置

进行一次试验，火灾探测器投入运行两年后，应每隔三年全部清洗-次，不合格的应当调换。

12、每半年检查一次消防水带、阀忏处却 l注润滑油并作一次放水检查。

(三)公共环城 E生

l、垃圾日产日洁，生 i古、垃圾厢 (JjJ) 整体清洁、无异味，灭窑措施完善。

2、公共场所保持消沽，无杂物、废物、无纸屑、悯头等废弃物。楼道保持地面干净，

无污溃、积水、杂物，扶手干净、无积尘、无乱悬挂、乱贴乱丽、乱堆放、无明显暴露垃圾、

无卫生死角等现象，确保干净整洁。公共卫生问保持消洁，无污溃、无异味。电梯轿厢内保

持干净光亮、无异味。

3、道路、停车场、绿地等待日消扫 1 ì大:电梯厅、楼道 lìJ日rrÍ扫 l 次，每周拖洗 2 次，

每两个月对电桥，门壁打始上光 1 ì欠，保持表面光亮，无污迹。-层共用大厅每日拖洗 1 ì欠，

并随时清扫垃圾:楼梯扶手每周擦洗 1 ì久:共用部位玻璃每星期清洁 l 次:路灯、楼道 n每
内个月消洁 1 ì大:设施设备用房每周泊扫 l 次:休闲、炽乐、健身设施每周滔滔 2 次，每月

刷洗 l 次。及时消除道路积水.

~l



'

4、各楼层卫生间每日消扫 2 次.办公区会议室室内每天清洁 l 次并整理有关设备和物

口
口口。

5、公用雨、污水管道每季度疏通 l 次:雨、污水井每月检查 l 次，视检查情况及时消

饲:化粪池每季度检查 l 次，每年 ftl掏 l 次，发现异常则及时 i市掏。

6、定期对所辖区域进行"四害..消杀清理工作。物业服务公司所使用的保洁用品用具

是环保的、无污染的、无毒无窑的、无腐蚀性的、无刺激性气昧的、无噪音的。

7、磋商供应商在报价中自行考虑日常服务所需的物品货用，并在响应文件中单独报价。

若磋商供应商成交，采购人只 t直成交价格支付服务款，不再增加其他开支。

8、报刊、杂志、邮件(含个人汀阅〕等的分类及发放签收.

9、提供会议、会务服务。

10、物业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以配合业主工作为准。

(凹)公共绿化的养护与管理

l、绿地无改变使用用途和破坏、践踏、占用现象。

2、由专业人员对区域内绿地实施绿化养护管理。定期组织浇灌、施肥和松土，定期喷

洒药物，预防病虫害，保持花草树木涨势良好，无杂草丛生，无病虫害、无枯死。

3、花卉、绿篱、树木应根据其品种和生民情况，及时修剪整形，保持观赏效果。树木.

修剪乔、灌木修剪每年三次以上，基本做到无枯枝、萌资枝:商、球、造型植物及时 jl主剪，

每年不少于五遍，做到枝叶紧密、圆葱、无脱节:地被、攀援植物修剪及时，每年不少于三

次，

4、五一路、淡村路办公区办公室，每间办公室 3 盆小型绿植，华南城办税服务点、南

宁市不ï;I;产登记中心江南受理点、江南社保管理中心税务派驻点饺业主活求摆放绿植，办公

区公共区域每 JO 平方米间隔摆放一盆大型绿植.绿植按业主苛求定时更换，须规范 t罢放并

且保持绿植的干净、整洁。

(五)物业区域内公共秩序维护

l、负责曰:市治安、车辆、秩序等管理，科学、合理安排安全保卫、治安巡逻等防范工

作。接受辖区公安部门的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及时制止区域内各类治安案件和一切妨害安

全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协助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处理所辖物业区域内一切与治安有

关的时间。发生各类案件、火灾、事故时，负责救助工作、保护好现场、及时向公安机关和

秩序管理部报告并协助调查.

2、主出入口 24 小时在岗值勤，并有详细交接班记录和 l外来车辆、外来人员的登记记录，

对迸出大院的车辆进行管理和疏导，引导车辆布序通行、停放，保持出入口环境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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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畅通:对大型物件搬出实行记录。建立安全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突发事件，确保公共安

全。

3、做到 24 小时值班巡逻，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至少每 3 小时巡查 l 次:配有安全监

控设施的，实施 24 小时监控。守卫、巡逻中及时发现、正确处置安全隐患和险情，严防发

生工作失误，。

4、对火灾、治安、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育应急预案. 11~发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协

助采取相应描施。

5、每月检查-次灭火器，临近失效立即更新或充压。(费用另计)

(六)装饰、装修管理

l、按照住宅装饰装修管理有关规定和 l委托方要求，建立完善的住宅装饰装修管理制度。

装修前. l{(规定审核装修方案，告知装修人有关装饰装修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每日巡查

l次装修施工现场，发现影响房屋外观、危及房屋结构安全及拆改共用管线等损害公共利益

现象的，及时劝阻并报告委托方和 l街关主管部门。

2、对违反规划私搭乱建和 I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行为及时劝阻，并报告委托方和 l奋关主

管部门。

(七)业主区域档案室管理

档案室内保管环境要求达到防火、防;朝、防变质等要求，配置有效的灭火器材，并放置

适当的干燥剂 Ifl 以防潮，档案室管理人员市及时进行检查和消理，贯彻执行国家保密法律，

在密级之分，以避免泄漏、遗失，保证文档保管条件符合文件管理要求。

(八)磋商资格及服务质是要求

l、项目经理，有 3 年以上的物业管理工作经历或有 l 年以上项目经理任职经历，人员自己

置合理，水电等专业操作人员需持有电工上岗证，并有同类设备的管理经验三年以上。

2、参照《南宁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 (南价格【 2009) 200 号三级项目

提供服务。

3、人员自己置不低于 18人，全体员工统一着装，佩戴有明显的标志，服务意识高，服务

主动，热俏，行为语言规范。

区域 岗位 人员编制(人〉

项目经理

会务员 2
五一路办公区

秩序员 4

水电维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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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员 3

秩序员 4
淡村E在办公区

保f吉员

华南城办税服务点 {Jf(i吉员 2

合计 2 18

4、公共秩序维护人员年龄控制在 20 至 55 岁之间，其他人员年龄要求经采购人同意可

在法定退休年龄以下，无不良品行，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服从管理.定期接受安全技能培

训11. 有较强的安全防范能力，能正确使用各级消防、物防、技防器械和设备.

5、竞标人要严恪按照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质量姿求执行，每月必须接受采购人的服务

质量考核。

(九)其它事项

l、从业人员的工资及每年应有的福利费、奖金、加班费等由成交单位负责，工资水平

应优于南宁市政低工资标准。当现场管理和保洁人员有缺员时，成交单位必须在 7 日内补齐

人员并及时向采购人报备。以上各项货用均 IH成交单位承担，采购人不再支付相关市要货用。

对以上不作响应的均作无效标处理。

2、采购人与从业人员不发生任何劳动和雇佣关系，从业人员山成交单位自行管理，并

遵守国家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涉及劳务纠纷和劳动事故全部由成交单位承担责任。成交单位

和从业人员应遵守安全操作规章制度，若发生人身伤害伤亡等事故，由成交 l单位自负，与采

购人无关(成交单位需有书面承诺)。竞标人竞标时，必须对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和 I意外伤窑险

进行书面承诺。对以上要求不作响应的均作无效标处理.

四、服务时间及地点(服务期限)

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

地点 z 南宁市江南区税务局五一路办公区(南宁可 I五一路 120 号).淡忖路办公区(淡

付路 11号)及南宁市江南区政务 '1'心分中心(华南城办税服务厅) .阵j宁可1不动产登记中

心江南受理点(南宁市星光大道 13 号 2 楼)�ì工商社保管理中心税务派驻点。

五、各品备件及耗材等要求:各种物品及消杀药物的货用山成交人负责。(不含维修材

料费)

二〉、商务要求表

一、A服务期 pf!: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两年。

二、A付款方式�由甲方在下个月 5 号前向乙方支付当月款项 (j 哥月款项应与成交月 tfj.

价相同。直口商，则会扣除乙方因考核而应被扣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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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性加分条件�详见 ì'f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四、其它加分条件:详见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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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验收书格式(验收时填制，供参考)

政府采购合同验收书(初验或终验)

根据-一一一一一一(合同名称)(合同编号:一一一一一一~的约定，合同甲方对本合同进行了

验收，验收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服务内容、标准 数量 金额

2

合计

合计大写金额� 仔 f百口 拾 万 仔 但 拾 7G

验收具体
按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及验收方案

内容

验收结论性意见�

验收小组成员(签字或盖章) : 乙方(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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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采购项目质量保证金退付意见书(供参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供
该项目已于 年月 日验收并交付使用。根据合同规定，该项

应
目的履约保证金己转为质量保证金，期限于 年 月 日
己满，请将质量保证金 (大写)

商 y (小写)退付到达以下帐户。
申

单位名称:i青
开户银行:
帐 号:
联系人及电话:

供应商签章:
年 月 日

退付意见: (是否同意退付质量保证金及退付金额)

采
购
人
意
见

联系人及电话: 采购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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