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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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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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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实施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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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运营内容

4.1 生活垃圾收集

垃圾收集运输区分不同收集及运输方式和运距，按垃圾收集运输质量以 t

计算，本项目垃圾收运按机动车收集运输垃圾计算。

生活垃圾清运范围：大泽镇全镇范围的村级垃圾收集点、新开公路垃圾平台、

垃圾点及垃圾点周边 5米范围的所有垃圾清运、创利来工业区生活垃圾。其他垃

圾清运范围：大泽镇各主要道路两旁和各垃圾收集点附近对公共环境卫生造成影

响的大件垃圾（家具）、建筑垃圾和工业垃圾等。

现状大泽镇镇区每日清运的生活垃圾约 100 吨/月，按照镇区常住人口约

9000 人、人均垃圾产量参考类似乡镇按 0.4 kg/（人·天）估算，则约 3.6 t/d；

创利来工业区共 5个垃圾收集点，每个收集点每年清运垃圾约 100 吨，则合计约

1.4 t/d。

则综合考虑，本项目按 5 t/d 的生活垃圾收集量计价。

4.2 垃圾箱（桶）的清洗保洁

工作内容：清除垃圾，全面清洗，清洗后垃圾房、垃圾桶、果皮箱等内外无

杂物、无积灰、无污迹等，定期消毒。

大泽镇的垃圾桶具体数量无详细统计，根据镇提供的相关资料，暂按 400

个估算，则大泽镇垃圾箱（桶）的清洗保洁工作量详见下表。

表 4-1 大泽镇垃圾箱（桶）清洗保洁工作量统计表

收集点形式 数量（个/座） 年作业量（次）

垃圾箱（240L） 400 146000

垃圾站（非压缩） 18 6570

4.3 道路清扫保洁

4.3.1 清扫保洁范围

（1）泽棠路主干道边外 15 米内或主干道边外至沿路房屋滴水线外的所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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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新开公路大泽段主干道边外 15 米内或主干道边外至沿路房屋滴水线外

的所有路面。

（3）大泽镇创利来工业园主要道路的主干道和人行道的所有路面。

（4）大泽镇圩镇旧区和新区道路的主干道和人行道所有路面。

（5）公园、广场、公共厕所：包括滨江公园及其公共厕所、生态公园及其

公共厕所、文化广场及其公共厕所、水果街公共厕所。

4.3.2 人工清扫

人工清扫的工作内容包括：准备工具，清扫路面尘土、废弃物，清理地面零

散乱张贴、乱凃画，清运所在区域垃圾箱，保持路面整洁，转运垃圾至附近临时

收集点，保养修理作业机具。

根据《广东省城乡环境卫生作业综合定额 2019》，道路人工清扫保洁面积

依据以下要求折算：

（1）人行道清扫、保洁作业量以全面积计算。

（2）非机动车道道路清扫、保洁作业量以全面积计算。

（3）机动车道采用机械清扫，保洁面积不计入人工清扫。

（4）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公共广场、步行街的清扫、保洁作业量以全面

积计算。

（5）绿地和绿化分隔设施按需要清扫保洁面积的 20%折算，计入相应保洁

等级的道路面积内。小于 1 m2的绿化点以及树穴面积可不单独统计，分别按车

行道面积、人行道面积处理。

（6）城区公园广场的清扫保洁按相应等级的道路保洁等级项目计算。

根据大泽镇提供的统计数据，纳入本项目范围的道路人工清扫保洁面积依据

定额要求折算后，具体详见下表。

表 4-2 大泽镇镇区人工清扫保洁作业面积汇总表

序号 保洁等级
日作业面积(万平方

米)
清扫频次 保洁时间

年作业面积(万平方

米)

1 二级 12.09 2 12 4412.85

2 四级 18.10 2 12 66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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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大泽镇镇区道路、公共场所人工清扫保洁面积统计表（单位：m2）

序号 清扫区域 面积 作业面积 级别 保洁时长 普扫次数

（一）道路人工清扫

1 G240 左右开阔地带 72000 72000 二级 12h 2 次

2
创利来中心路左右开阔地

带
5400 5400 四级 12h 2 次

3 创利来北横路一 4200 4200 四级 12h 2 次

4 创利来北横路二 3600 3600 四级 12h 2 次

5 创利来北横路三 2000 2000 四级 12h 2 次

6 创利来南横路一 3250 3250 四级 12h 2 次

7 创利来南横路二 3250 3250 四级 12h 2 次

8 创业路左右开阔地带 4080 4080 四级 12h 2 次

9 创业路西横路一 2640 2640 四级 12h 2 次

10 创业路西横路二 6880 6880 四级 12h 2 次

11 创业路西横路三 900 900 四级 12h 2 次

12 创利路左右开阔地带 4800 4800 四级 12h 2 次

13
G240（镇政府-南方电网）

左右开阔地带
43200 43200 四级 12h 2 次

14 菜市场（正汇超市后） 1800 1800 四级 12h 2 次

15 中心街东人行道 4800 4800 四级 12h 2 次

16 中心街东西巷道一 1800 1800 四级 12h 2 次

17 中心街东西巷道二 720 720 四级 12h 2 次

18 中心街西 720 720 四级 12h 2 次

19 泽和街 720 720 四级 12h 2 次

20 河滨路人行道 12500 12500 四级 12h 2 次

21 河滨路东巷道一 600 600 四级 12h 2 次

22 河滨路东巷道二 120 120 四级 12h 2 次

23 河滨路东巷道三 600 600 四级 12h 2 次

24 河滨路东巷道四 600 600 四级 12h 2 次

25 河滨路东巷道五 120 120 四级 12h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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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清扫区域 面积 作业面积 级别 保洁时长 普扫次数

26 河滨路东巷道六 300 300 四级 12h 2 次

27 兴泽路人行道 4400 4400 四级 12h 2 次

28 启明路人行道 3800 3800 四级 12h 2 次

29 润泽北路人行道 2240 2240 四级 12h 2 次

30 润泽南路人行道 3360 3360 四级 12h 2 次

31 仁泽路人行道 8820 8820 四级 12h 2 次

32 金泽路人行道 3600 3600 四级 12h 2 次

33 金泽路西横路一 2470 2470 四级 12h 2 次

34 金泽路西横路二 2470 2470 四级 12h 2 次

35 金泽路西横路三 2470 2470 四级 12h 2 次

36 金泽路东横路一 1040 1040 四级 12h 2 次

37 金泽路南北路一 1505 1505 四级 12h 2 次

38 金泽路南北路二 2365 2365 四级 12h 2 次

39 金泽路南北路三 2365 2365 四级 12h 2 次

40 安泽路人行道 1000 1000 四级 12h 2 次

41 大泽市场前广场 3600 3600 四级 12h 2 次

42 大泽市场后广场 2400 2400 四级 12h 2 次

（二）绿化带人工清扫（按需要清扫保洁面积的 20%折算）

43 G240 中间绿化带 24000 4800 二级 12h 2 次

（三）公园、广场、其他区域

44 滨江公园 —— 44100 二级 12h 2 次

45 竹园路左右开阔地带 6000 6000 四级 12h 2 次

46 竹园横路左右开阔地带 4560 4560 四级 12h 2 次

47 生态公园 —— 8120 四级 12h 2 次

48 健身文化广场 4800 4800 四级 12h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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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机械清扫

机械清扫的工作内容包括：装水，降尘，机械清扫路面尘土、废弃物，将垃

圾运至指定地点倾倒，保养作业机具、车辆。

根据《广东省城乡环境卫生作业综合定额 2019》，道路机械清扫子目是以

三、四类地区做基准。道路中间有隔离设施的，隔离设施将道路隔离为左右车道，

作业时分别对左右车道的两侧进行清扫，道路机械清扫按清扫 4线考虑作业量；

道路中间无隔离设施，道路机械清扫按清扫 2线考虑。

道路机械清扫保洁按作业里程以 km 计算，根据大泽镇提供的道路名称与建

设情况，于地图上测量的道路长度，本项目范围的道路机械清扫作业里程，具体

详见下表。

表 4-4 大泽镇镇区道路机械清扫作业里程统计汇总表

清扫线程 道路长度 km
单次作业里程

km
作业频率 日作业里程

年作业里程

km

4 线 8.62 34.47 一天 2 扫 68.94 25161.64

2 线 12.30 24.60 一天 2 扫 49.20 17959.46

合计 —— —— —— 43121.10

表 4-5 大泽镇镇区道路长度统计表（单位：m）

序号 道路名称 长度 是否有隔离带清扫线程清扫次数

1 G240 主道（大泽镇圩镇路口至莲塘收费站） 5520 有隔离带 4线 2次

2 G240 主道（大泽镇圩镇） 1695 有隔离带 4线 2次

3 泽棠路 1402 有隔离带 4线 2次

4 竹园路主道 974 无 2 线 2次

5 竹园路横路主道 152 无 2 线 2 次

6 创利来中心路主道 1329 无 2 线 2 次

7 创业路 715 无 2 线 2 次

8 创利路 667 无 2 线 2 次

9 响水路 1242 无 2 线 2 次

10 中心街东主道 1946 无 2 线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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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长度 是否有隔离带清扫线程清扫次数

11 河滨路主道 454 无 2 线 2 次

12 兴泽路主道 557 无 2 线 2 次

13 启明路主道 308 无 2 线 2 次

14 润泽北路主道 285 无 2 线 2 次

15 润泽南路主道 443 无 2 线 2 次

16 仁泽路主道 631 无 2 线 2 次

17 金泽路主道 603 无 2 线 2 次

18 安泽路主道 259 无 2 线 2 次

19 新兴路主道 792 无 2 线 2 次

20 新龙路主道 944 无 2 线 2 次

合计 20918 —— —— ——

4.3.4 其他工作

其他作业内容包括：200 个沉沙井的垃圾清掏，大泽镇社区范围内的下水道

疏通（最少每年两次），该部分工作费用纳入清扫保洁统筹考虑。

4.4 道路洒水

道路洒水的工作内容包括：装水、运水、洒水，保养作业机具、车辆。

道路洒水按作业里程以 km 计算。道路洒水子目是以三、四类地区做基准；

道路洒水不包括因运土车辆等造成的道路局部或大面积严重污染需要及时组织

的洒水。

根据统计数据，纳入本项目范围的道路洒水作业里程，具体详见下表。

本项目实施道路洒水，频率保障每日不少于 2次。

表 4-6 大泽镇镇区道路洒水作业里程统计表

洒水线程 道路长度 km 单次作业里程 km 作业频率 年作业里程 km

1 线 20.92 20.92 每天 2 次 152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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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广告清理

服务项目：新开公路大泽路段、五和市场周边、中心市场周边及中心圩镇、

滨江公园、生态公园、创利来工业园主要道路、泽棠路、竹园路、响水路两旁的

（包含所有卷帘门）的乱张贴、乱写画、乱涂鸦、乱挂拉等小广告（“四乱”广

告）的清除和日常维护，保持整洁美观。

服务范围：由大泽镇美城桥至沙冲大前桥 12.6 公里范围内的主干道两旁 15

米的墙体立面、绿化树、桥梁、灯柱、栏杆、沿线类建筑、卷闸门的范围；五和

市场和中心市场周边、中心圩镇及周边、滨江公园、生态公园、创利来工业园主

要道路及泽棠路、竹园路、响水路两旁的墙体立面、绿化树、桥梁、灯柱、栏杆、

商铺卷闸门的范围列入小广告（“四乱”广告）清理范围（道路为双向计算）。

小广告（“四乱”广告）清理无相关数据，根据现状合同金额，考虑道路人

工清扫已包括部分小广告清除（清理地面零散乱张贴、乱凃画），暂按 1450 m2/

日估算清理面积，则年作业量估算为 529075 平方米。

4.6 公厕保洁

公厕保洁的工作内容：驻点或骑车巡回对厕所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清扫、冲洗、

消毒，保养清洁并管理室内各种设施。

公共厕所的清洗保洁与管理按非专人管理，保洁时间按 12h/日计，非专人

管理公厕要求每天不少于 2次的清洗保洁。纳入本项目范围的公厕均为现状在用

公厕，具体详见下表。

表 4-7 大泽镇镇区公共厕所统计表（单位：个）

序号 公厕名称 厕位 小便器

1 大泽镇人社所门前公厕 7 2

2 大泽全民健身文化广场公厕 7 2

3 大泽镇滨江公园公厕 10 4

4 大泽生态公园公厕 4 2

合计 28 10

公共厕所管理与保洁费用以“厕位”计算。公共厕所内小便器按其总数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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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0.50 折算厕位数计算，则：

男女厕位总数=小便器总数×0.50+男女大便厕位总数=10×0.50+28=33 个

则年作业量约 12045（厕位·日）。

4.7 水域保洁

根据统计，大泽镇需保洁的水域长度约 1.4 km（大泽河滨河约 0.4km、新开

公路两旁河道约 1km），预算按岸边人工打捞模式，年作业量暂按 1022.0 km 计

价。

4.8 协助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要求协助开展项目范围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一是按要求布置分类收集容

器，包括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二是使用专用分类收集运

输车分类收集运输生活垃圾，不混收混运；三是积极协助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及引导工作；四是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做好其他工作。

本项目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应根据政府生活垃圾分类年度计划和专项方案开

展，本项目中标方应无条件配合、按照有关条例规章的要求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具体要求、设施配置、设备更换、人员配置、运营费用

等的调整，应由大泽镇政府明确工作内容并测算年度资金需求经区财政审批后按

本项目招标确定的下浮率，由中标运营单位负责实施，并与镇政府签订补充协议

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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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业质量标准与考核

5.1 生活垃圾作业质量标准

5.1.1 工作内容

机动车收集运输垃圾工作内容：到存放点装载垃圾，清扫场地，转运至指定

地点，卸倒垃圾。

5.1.2 作业要求

①生活垃圾的收集工作，应做到定时定点、日产日清，不得堆积、滞留污染

城市环境。

②清运的所有垃圾必须统一清运至镇垃圾中转站进行卸载，卸载垃圾时必须

服从中转站工作人员的指挥，倾倒在制定位置。严格遵守中转站的有关管理规定，

保证有序操作。

③垃圾收集实行每日至少两次收集清运标准，并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收集工

作。其余时间安排机动车辆进行巡查收集，即满即清。

④生活垃圾日清运率应达到 100％。

⑤收集搬运过程应无遗漏、无撒漏、无渗滤液滴漏。垃圾收集车向垃圾转运

站运送垃圾的过程应覆盖密闭，实行“垃圾不落地”作业，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⑥及时将清扫保洁作业范围内的大件废弃物清理运送至政府方指定的收纳

处理场所，废弃物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

5.2 垃圾箱（桶）的清洗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5.2.1 工作内容

垃圾收集容器清洗保洁的工作内容：清洗，保持垃圾房、容器内外体无积灰、

污迹，定期消毒。

5.2.2 作业要求

（1）果皮箱设置的样式应与市容景观建设和周围环境相协调，垃圾收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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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设置要符合《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 27）。

（2）垃圾桶的结构应设计合理、美观大方、坚固耐用、安装牢固，有防雨、

防腐、防火功能。

（3）垃圾桶作为临时生活垃圾收集点，要做到方便投放、不影响市容、有

利于垃圾分类收集和机械化作业，密度（或数量）要满足居民使用需要。要配备

活动密闭盖，投放垃圾后要即时合盖，做到垃圾收集、运输的密闭化。

（4）果皮箱和垃圾桶周围地面应无抛撒、存留垃圾，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5）果皮箱和垃圾桶应定位设置，摆放整齐，无残缺、破损，封闭性良好，

果皮箱和垃圾桶保洁应保持外观整洁、无痰迹、无污迹，箱内垃圾无满溢。

（6）垃圾桶：日常清理保洁每天至少 1次，做到桶内垃圾日产日清，随满

随清，不能存在垃圾满溢现象或垃圾落地现象，每天清洗一次.每周对果皮箱（废

物箱）全面大清洗最少 1次，清洗范围包括箱体内外、内胆（桶）及地面的污渍

和乱涂乱写乱张贴等，达到内外干净整洁，外表无积泥积污、现本色，投递口整

洁，周边地面无陈旧油污、无异味的标准。

5.3 道路清扫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5.3.1 工作内容

（1）人工保洁

人工清扫的工作内容包括：准备工具，清扫路面尘土、废弃物，清理乱张贴、

乱图画，收集、清运所在区域垃圾箱，保持路面整洁，转运垃圾至附近临时收集

点，保养修理作业机具。

（2）机械清扫

机械清扫的工作内容包括：装水，降尘，机械清扫路面尘土、废弃物，将垃

圾运至指定地点倾倒，保养作业机具、车辆。

5.3.2 作业要求

（1）作业方式：普扫+保洁

（2）保洁时间

具体作业时间安排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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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普扫：07:00~11:00；中午保洁：11:00~14:00。

第二次普扫：14:00~18:00；晚上保洁：18:00~22:00。

有市场路段作业时间：

第一次普扫：04:00~8:00；中午保洁：8:00~16:00。

第二次普扫：16:00~20:00；晚上保洁：20:00~24:00。

（3）保洁车辆

①保洁车辆应配挂安全标志牌;

②保洁车辆作业完毕，车箱内达到无残留垃圾杂物，干净整洁，并按规定位

置摆放整齐。

③保洁车辆应定期油饰和维修，保持完好无损。

④保洁车辆必须密闭运输，保洁过程无遗漏、无洒漏，杜绝二次污染。

（4）保洁作业人员服装

①保洁作业人员应安全作业，配备安全防护用品

②保洁作业人员应统一穿着单位派发的工作服装，穿戴应整齐、干净。

（5）冲洗时间及频次

①一天两次，白天冲洗/洒水时间：7：30-11：30；13：30-17：30。

②应急响应期间保洁：按照区、镇相关部门的工作指引加强洒水。

③冲洗作业冲洗后路面应干净，下水口不堵塞。

（6）清理乱张贴、乱图画

项目范围内道路、广场的乱张贴、乱写画、乱涂喷、乱挂拉等“四乱”广告

的清除和日常维护，保持整洁美观，清理后产生的“四乱”垃圾必须马上清扫。

5.3.3 保洁质量要求

（1）主次干道、人行道、路面等整洁干净，路面见本色；无垃圾、人畜粪

便、砖头、石头、杂草、树叶、树枝和废弃物等；路段上的砖头瓦块、垃圾堆、

大件废弃物、滴洒漏污物等应及时组织清理。道路上的行道树需定期进行冲洗降

尘，路沿石边及人行道杂草应及时清理。垃圾要倒入指定收集地点，不准随意倾

倒。

（2）道路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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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道路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

保洁

等级

果皮

（片/1000m
2
）

纸屑、塑膜

（片/1000m
2
）

烟蒂

（个/1000m
2
）

痰迹

（处/1000m
2
）

污水

（m
2
/1000m

2
）

其它

（处/1000m
2
）

袋装

垃圾

一

级
≤3 ≤3 ≤2 ≤3 无 无 无

二

级
≤5 ≤5 ≤6 ≤6 ≤0.5 ≤2 无

三

级
≤8 ≤10 ≤10 ≤10 ≤1.5 ≤6 无

四

级
≤10 ≤12 ≤15 ≤15 ≤2.0 ≤8 无

（3）其它清扫保洁质量要求

清扫作业时严格按规定使用清扫保洁工具和设备，清扫工具、设备不得放置

在阻碍道路正常通行位置，不得影响市容。机械清扫作业时应杜绝“干扫”，做

到喷雾清扫不扬尘，不漏扫。路段若遇突发情况，应及时上报并设置路障安全警

示标志，在 30 分钟内组织人员进行清扫、清理、清运。

不准花扫漏扫，不准把沙土、垃圾扫入下水道、沙井，不准把垃圾、沙土堆

放在绿化带、花坛、道路外空地，垃圾清运小车作业时不得将垃圾直接落地转运，

要将垃圾放入公路沿线指定的垃圾收集点内，保持垃圾收集点周边地面干净清

洁。

不得焚烧垃圾、树叶杂草。

在清除大片污染时，应做到有组织、有交通安全防护措施，采取小组作业方

式进行，并设置反光锥形筒进行。

5.4 乱张贴、乱图画清理要求

项目范围内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的乱张贴、乱写画、乱涂喷、乱挂拉等“四

乱”广告的清除和日常维护，保持整洁美观，清理后产生的“四乱”垃圾必须马

上清扫。

对项目范围的地面、墙体立面、卷闸门、绿化树、花基、花坛、桥梁、灯柱、

栏杆、亭、台、沿线类建（构）筑物、市政设施上以及发包人临时指定地段的“乱

张贴、乱图画”进行彻底清除，不留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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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公厕管护

（1）所有公厕内采光、照明和通风良好，无臭味。

（2）公厕内墙面、天花板、门窗和隔离板无积灰、污迹、蛛网，无乱涂乱

画，墙面光洁，公厕外墙面整洁。

（3）公厕内地面光洁，无积水。

（4）洗手区平台、水盆、镜面保持干净，无积水，无污渍，无杂物。

（5）蹲位整洁，大便槽两侧无粪便污物，槽内无积粪，洁净见底。

（6）小便槽（斗）无水锈、尿垢、垃圾，基本无臭，沟眼、管道保持畅通。

（7）公厕内照明灯具、挂衣钩、冲水设备、厕间门锁无积灰、无污物、无

损坏，如有损坏应及时修理完好。

（8）公厕外环境整洁，无乱堆杂物。公厕四周范围内，应无垃圾、粪便、

污水等污物。

（9）定期喷洒灭蚊蝇药物，有效控制蝇蛆孳生，公共厕所内无异味。

5.6 水域保洁

水域漂浮垃圾打捞保洁作业方式是根据城市水域特点和类型，配备不同类型

的专业保洁船等工具设备或人工保洁员，每天（或定时）对水域的水面漂浮物、

岸边垃圾进行清除打捞。

对于无法通行船只的河涌，由人工在岸边清除打捞水域漂浮和岸边垃圾，运

至临时堆放点，保养作业机具。

（1）岸边人工清除打捞

无法通行船只的，由人工在岸边清除打捞水域漂浮和岸边垃圾，运至临时堆

放点，保养作业机具。

（2）水域漂浮垃圾清除打捞

适用于驾驶船只清除打捞水域漂浮垃圾（包括水浮莲）和水域两岸边坡垃圾、

巡回保洁、转运垃圾至吊装点、保养作业机具和船只、以及岸上的人工分拣。

（3）堤岸保洁及养护

堤岸保洁及养护工作内容要求：河道堤岸垃圾及时捡拾清理，对堤岸、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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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进行养护，应定期用除草机打草，堤岸设施及树木上无吊挂垃圾。

5.7 环卫应急保障质量要求

（1）遇有重大活动响应及时，能够有力保证作业人员、设备按时按需到位。

（2）环卫作业质量达到活动发生地所对应的各服务项目的相应质量标准。

（3）遇有特殊情况需要适当提高环卫服务质量标准的，能够按需完成。

（4）应镇政府要求、因临时或应急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镇区下水道口垃圾

清理、应上级检查要求、台风洪水灾后处置等，无条件服从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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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运营费用测算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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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项目运营考评与管理

7.1 项目运营考评

7.1.1 运营评分

（1）日常监管

镇环卫所负责日常环卫保洁工作的监督监管。

定期或不定期的考评由镇政府组成联合考评组对运营单位的工作完成情况

实施综合、专项检查。镇政府组成联合考评组，每月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人员

对运营单位的作业工作完成情况实施综合、专项检查，并随时组织运营单位代

表参加进行评检。联合考评组依据运营管理要求和制定的检查考评标准，进行

各项目检查评比的量化打分。

（2）运营评分

评分依据按百分制评分，一个月之内累计扣分，整理每月扣分得出月度评

分，月度评分直接影响月度付费。

每月月底制作月度检查评分结果汇总，检查考评采取评分制，100 分为满

分，60 分以上（含 60 分）为合格。

7.1.2 费用支付

运营期内，政府方或其指定机构每月一次按照绩效考核要求对项目公司运

营服务绩效水平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运营绩效服务费支付挂钩，单位项

目的评分结果作为对应服务费用的结算和核拨依据。

当月运营服务费基础值（万元/月）=年总服务费（万元/年）/12

当月运营服务费支付值=当月运营服务费基础值×绩效评价支付系数。

综合评分满分为 100 分，60 分以上为合格，60 分（不含 60 分）以下为不

合格，每月服务费支付与当月得分关系详见下表。

表 7-1 综合评分得分与经费支付

序号 综合得分 运营费用支付

1 90 分以上（含 90 分） 全额支付当月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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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综合得分 运营费用支付

2 85 至 90 分（含 85 分） 扣除当月服务费的 1%

3 80 分至 85 分（含 80 分） 扣除当月服务费的 2%

4 70 分至 80 分（含 70 分）
每扣 N 分，按照（0.3×N）%的比例扣减当月运营费用

后支付

5 60 分至 70 分（含 60 分）
每扣 N 分，按照（0.5×N）%的比例扣减当月运营费用

后支付

6 低于 60 分 扣除当月服务费的 50%

例如：

90 分（扣 10 分），支付系数为：100%

86 分（扣 14 分），支付系数为：99%

80 分（扣 20分），支付系数为：98%

76 分（扣 24 分），支付系数为：（100-0.3×24）% =92.8%

64 分（扣 36 分），支付系数为：（100-0.5×36）% =82.0%

连续 2 个月或连续满 12 个月内累计有 3 次得分评定为不合格的（低于 60

分），镇政府可终止项目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镇政府或第三方监管单位对运营单位的作业质量进行检查考评，在检查考

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拍照录像，将问题反馈给运营单位。运营单位应在 20 分钟

的限时内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送镇政府。延时不整改或限时内问题整改不符

合要求，将按照检查考评标准扣分；若同一条道路、小区等产生同样的问题，

整改 3次后问题仍反复出现，按照检查考评标准进行考评扣分。

7.2 运营考评方案

表 7-2 本项目运营考评方案与扣分标准

检查项目 考核要求 扣分标准

一、

作业

规范

执行

情况

1、清扫

保洁时

间

1.1、按照市政道路清扫保洁分级管

理要求，按时完成道路普扫作业。

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普扫的道路，

每 1000 ㎡扣 0.2 分。

1.2、按照不同等级道路保洁时限要

求落实连续性保洁作业。

在规定保洁时间内，未巡回保洁的

道路，每 1000 ㎡扣 0.2 分。

2、清扫

保洁配

员

2.1、实行人工清扫的区域，要按照

道路分级管理规定配足清扫人员。

普扫时，清扫配员不足的，每缺一

人扣 0.1 分。

2.2、实行人工保洁的区域，要按照

道路分级管理规定配足保洁人员。

在规定保洁时间内，保洁配员不足

的，每缺一人扣 0.1 分。

3、道路
3.1、按照市政道路分级管理规定的

道路机扫频次落实机扫作业。

道路机扫频次未达到规定要求的，

每路段每50米每天机扫频次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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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考核要求 扣分标准

机扫作

业

1 次扣 0.2 分。

3.2、道路机扫作业应实行全路段清

扫。

机扫未覆盖全路段的，每 500 米扣

0.1 分。

3.3、机扫车作业时必须规范作业，

不得空驶。

机扫车作业时空驶的，每 500 米扣

0.1 分。

3.4、机扫车作业时必须喷水压尘，

做到无扬尘，清扫彻底。

机扫车作业时未喷水压尘、作业扬

尘的，每 50 米扣 0.1 分。

4、环卫

作业车

辆

4.1、环卫作业车辆必须保持外观干

净整洁。
外观不整洁的，每车次扣 0.5 分。

4.2、环卫作业车辆车身必须按环卫

主管部门规定统一喷印单位名称等

标识。

未按规定统一喷印名称标识的，每

车扣 0.5 分。

4.3、环卫作业车辆必须按环卫主管

部门规定统一装配规范的警示灯、

警示牌等安全标识。

未按规定统一装配安全标识的，每

车扣 0.5 分。

4.4、环卫作业车辆外观除环卫主管

部门规定的统一标识和装置外，不

得有任何其它广告宣传、私装配件

等。

违规做广告宣传或私装配件的，每

车次扣 0.5 分。

4.5、环卫作业车辆必须确保车况良

好，正常工作。

不能正常工作未及时修理，带病上

路作业的，每车次扣 0.5 分。

4.6、按要求安装卫星监控系统，实

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未按规定安装的，每车次扣 0.5 分。

4.7、车辆的配备和作业情况。

没有按要求配置环卫作业车辆，或

出现返还设备保证金后减少配置车

辆的情况，每车次扣 0.5 分。

5、环卫

工人仪

表

5.1、环卫作业人员必须规范穿戴工

作服。

环卫作业人员未规范穿戴工作服

的，每人次扣 0.1 分。

5.2、作业人员必须文明作业。
作业期间进行其它与作业无关的闲

杂行为的，每人次扣 0.1 分。

6、人工

作业要

求

6.1、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时，必须全

面清扫人工保洁区域，不得漏扫，

必须进行大扫。

人工作业时漏扫或没有大扫的，每

500 ㎡扣 0.1 分。

6.2、清扫完毕后，必须确保路面干

净整治。

清扫质量较差，路面明显不洁的，

每 500 ㎡扣 0.1 分。

6.3、垃圾不得扫入绿地、雨水口。
将保洁垃圾扫入绿地、雨水口的，

每次扣 0.5 分。

6.4、清扫保洁垃圾应归拢并及时清

理。

无主垃圾或淤泥渣土没及时清理

的，每宗扣 0.1 分。

6.5、清扫保洁垃圾必须清除彻底。
保洁垃圾清理不彻底的，每 1000 ㎡

扣 0.1 分。

6.6、清扫保洁垃圾应密闭收集并统

一收运至中转站，不得倒入绿化带、

下水道、河道等，不得焚烧垃圾。

保洁垃圾不按规定收运和处置，乱

放乱倒或就地焚烧的，每次扣 0.5

分。

6.7 公路沿线的垃圾应按规定清运

至垃圾收集点。

不按规定，未清运至垃圾收集点的，

每次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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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考核要求 扣分标准

7、环卫

工具管

理

7.1、电瓶车必须保持外观整洁。
电瓶车车身不洁的，每车次扣 0.1

分。

7.2、电瓶车运输垃圾时必须实行密

闭运输，不得撒漏垃圾或滴漏污水，

不得超高超载或拖挂垃圾。

电瓶车未严格密闭运输，撒漏垃圾、

滴漏污水，每车次扣 0.2 分。

7.3、环卫工具必须存放在工具房或

指定的位置，并摆放整齐。

环卫工具（电瓶车、扫把等）随处

堆放、有碍观瞻的，每处扣 0.1 分。

7.4、值班/工具房必须管理规范，

无乱涂写、乱张贴、乱挂晒、乱堆

放。

值班/工具房有乱涂写、乱张贴、乱

挂晒、乱堆放的，每处扣 0.1 分。

7.5、值班/工具房必须保持干净整

洁，房顶和周围无垃圾、杂物。

值班/工具房周边不洁的，每处扣

0.1 分。

二、

清扫

保洁

质量

情况

1、路面

卫生质

量

1.1、道路做到：无堆积物，无果皮

纸屑，无砖瓦土石，无污泥积水，

无痰涕，无乱张贴；路面净，废物

箱净，沙井、沟眼净，道边石牙净，

树眼周围净，公共设施净。

沙井、沟眼有陈旧污迹或垃圾堵塞

现象的，每处扣 0.1 分。

道牙边、墙边、人行道有明显青苔、

杂草、沙尘、污泥的，青苔、杂草

每 2 米扣 0.1 分；沙尘、污泥每 1

㎡扣 0.1 分

墙体、防护栏上有乱张贴、乱涂画，

不及时清理的，每处扣 0.1 分（在

较长的连续墙体、各种防护栏上乱

张贴、乱涂画的，以 1 米间距为单

位进行记录，1米内不论数量多少均

按 1 处记录，2米以上的每 1米按 1

处记录）

树眼周围有成堆垃圾、纸盒、塑料

袋、人畜粪便、杂草的，每处扣 0.1

分。

1.2、路面废弃物量符合控制指标要

求。

路面废弃物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果

皮、纸屑、塑料膜及其它杂物、烟

蒂、污水等每超出一个单位扣 0.1

分

1.3、夜间路面卫生质量好，路面大

件垃圾（约火柴盒大或以上）符合

夜间路面废弃物控制指标。

夜间路面废弃物量超过控制指标

的，每超出 1 件扣 0.1 分。

1.4、门店前保持干净整洁，无外扫

垃圾和乱倒垃圾现象。

门店外扫垃圾、门前有成堆垃圾的，

每 1 ㎡扣 0.1 分。

2、垃圾

收集容

器管理

2.1、果皮箱及垃圾收集桶垃圾及时

收运不满溢，必须保持内外清洁无

污垢，周边地面无废品杂物、无垃

圾散落、无污水积存。

每发现一处垃圾收集点有此情况

的，每处扣 0.1 分。

2.2、垃圾必须日产日清。 发现垃圾积存的，每处扣 0.1 分。

2.3、果皮箱及垃圾收集桶必须每周

清洗一次，不可在道路上清洗。

发现没有清洗的，每处收集点扣 0.1

分。

2.4、垃圾收集桶的投放不能少于核

定数量，并保持良好状况，作业时

不得有抛掷等行为，有损坏应及时

损坏没及时更换或维护的，每发现

一次扣 0.1 分。



新会区大泽镇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运输一体化项目实施方案

24

检查项目 考核要求 扣分标准

更换。

3、水域

保洁

（1）漂浮垃圾，每平方米（处）扣

0.1 分；

（2）沿岸滩涂、堤岸垃圾杂物，每

立方米（处）扣 0.1 分；

（3）建造直排厕所的，每例扣 1 分。

三、公厕维护保

洁
详见“5.5 公厕管护”

（1）地面存在痰涕、纸屑、烟头、

污泥、积水等，每处（个）扣 0.1

分。

（2）大、小便器（便槽）内有积粪、

尿碱、水锈等滞留物的，每次扣 0.1

分。蹲位、挡板不洁，每处扣 0.1

分。

（3）发现活蝇、鼠迹的，每只（处）

扣 0.1 分。

（4）洗手盆有灰迹的，每处扣 0.1

分；厕内臭味较大的，扣 0.1 分；

粪道阻塞疏通不及时的，扣 0.1 分。

（5）公厕内或周围3-5米乱堆乱放、

有纸屑塑料袋、积水、粪便等污物

的，每处扣 0.1 分。

（6）灯具、镜子、洗手盆、挂衣钩、

水龙头、水箱等设施设备损坏的，

每处扣 0.1 分。

（7）公厕标志牌和指向牌设置不规

范或未设置的，每次每处扣 0.1 分。

三、

公从

监督

管理

情况

1、媒体

监督
无新闻媒体曝光事件发生。

出现重大清扫保洁问题，被新闻媒

体曝光的，每宗扣 0.1 分。

2、重要

场合

重要节假日、重要活动场所的清扫

保洁。

发现活动场所存在脏乱差的情况，

每发现一次扣 0.5 分。

3、市民

监督

有责投诉案件每月重复出现 3 次以

上的。

市民投诉案件，经确认为有责的并

多次未整改到位的，每宗扣 0.5 分。

4、投诉

案件或

整改处

理情况

投诉案件或督查、检查要求整改的，

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完毕。

案件或整改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处理

完毕的，每宗扣 0.2 分。

7.3 项目运营管理

7.3.1 一般要求

运营单位必须在签订合同后 1个月内，以及以后每年初向镇政府提交工作

计划、安全方案，年终提交工作总结、安全总结；运营期内发生任何的生产安

全事故必须在 24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报镇政府备案；运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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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加镇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特殊情况不能到会，事前须经镇政府批准，否

则可按“不做好其它环卫工作”进行扣分。

镇政府对检查发现的市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拍照录像，并根据存在的各种

问题及检查评分结果向运营单位发出检查评分结果通知书，并责令限期整改。

运营单位应在限期内实施达标整改，并将整改后情况书面报镇政府。

运营单位没有按时兑现投标文件中的承诺内容任意一项，镇政府有权在履

约保证金中按承诺标准罚款，运营单位必须于 15 个工作日内补足履约保证金缺

口，否则将在下个月运营费用中直接扣除以作补充。情节严重者，镇政府有权

单方解除合同。

运营单位不认真制作项目结算资料、申请资料、及合同约定的计划报表等，

出现 2处或以上错误的，罚减运营履约保证金。

运营单位未经批准不按时参加相关工作会议的，镇政府有权作出相应处理。

运营单位须配合镇政府的应急工作安排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须在规定的

时间内完成清理工作任务消除灾害痕迹。超过时间未完成清理工作，则根据细

则进行检查评分扣分，在当月的运营费用中进行扣减。

运营单位未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含加班费）的人数达 5人以上或运营

单位拖欠任一名员工工资达一个月以上的，镇政府有权作出相应处理。

运营单位须在大泽镇设立办公场所、车辆设备停放和维修场所等，所需费

用由运营单位自行负责。

运营单位的保洁车辆、工具停放要设置在合适位置，并遵守镇区管理规定，

服从相关部门和镇政府管理。

运营单位需支付的违约金，镇政府直接在运营费中罚减或按合同约定在保

证金中罚减。

运营单位在签订合同后 5天内，向镇政府提供履约担保，在运营期满后无

息退还。

禁止运营单位将本项目服务拆分后以转包、分包方式交于第三方单位运

营。

7.3.2 考核要求

连续两个月或连续满 12 个月内累计有 3 次得分评定为不合格的（低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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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政府可终止项目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在重要检查或重大突击性任务中，运营单位须无条件按照镇政府的要求开

展工作。若因运营单位责任造成环境卫生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年累计达到 3

次的，镇政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对于镇政府提出的整改意见或群众投诉、媒体曝光等问题，运营单位不进

行整改或经三次以上的整改后，经检查仍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每发生一次，

镇政府有权视情节有权罚减运营单位当月服务费的 5-10%；每个服务年累计达

到三次时，镇政府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在每个服务年内，运营单位在作业中存在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或重大违规

现象之一的，或被镇政府通报或警告两次以上的，镇政府有权解除运营合同，

罚减相应履约保证金，并禁止 3年内参与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部的环卫作业市

场化项目的招标。

如果因运营单位的原因造成工人组织罢工（达 10 人以上/次），或违反《信

访条例》上访、游行等，每次扣 10%的履约保证金，在罢工的第二天仍未恢复

正常工作的，则对保证金予以没收。一年内发生 2次罢工（达 10 人以上/次），

或罢工超过 3天的，则镇政府可无条件终止合同，并没收保证金。每次罚减或

没收保证金，运营单位必须在 15 天内补足（或重新缴交）保证金。

如发现或有干部群众举报乙方将外地垃圾运往本镇倾倒，一经查实，第一

次警告扣除运营单位当月服务费的 5%；第二次扣除运营单位当月服务费的

100%；第三次镇政府可无条件终止合同，并没收保证金。

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发生之后 5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

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送达对方时解除。被解除合同一方，须按要求配合

做好环卫作业移交工作。

7.4 设备要求

7.4.1 管理要求

机械设备管理的做到作业要求和标准如下：

（1）日常维护

制定设备管理规程，安排专职人员，按规程定期对设备设施进行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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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运营方负责），做到每次维护保养有记录；及时维修和更新损坏的设

备设施，到期报废的设备设施要按规定实施报废，并报镇政府同意。

（2）日常工具设备和劳保用品

日常工具设备和劳保用品要根据需要定期进行补充，所购物品须符合相关

标准，确保整洁、完好，满足使用要求。

环卫保洁工作所需的日常工具、设备和劳保用品由运营单位自行购置。

作业服装需按镇政府规定统一款式、颜色采购，购置前必须报镇政府审核

备案。

（3）垃圾桶

环卫所现有的垃圾桶和果皮箱由镇政府全部移交运营单位管养和使用，若

有未满足使用须补充的，由运营单位按相关标准要求自行采购补充（使用者自

备的除外）。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和数量在摆放前需报镇政府审定备案。

（4）车辆设备

运营单位必须按相关标准要求配备足够的作业设备和工具，包括道路清扫

车、洗扫车、垃圾收集车等作业车辆，并及时更新残旧报废的作业车辆。

车辆外观干净整洁，作业正常有效，喷涂有对应的环卫行业标志。

保险等手续齐全，按规定进行上牌和年审。车辆使用、保养记录齐全。轮

胎磨损在正范围，车辆无渗油漏油现象。损坏车辆在合理时间内维修完成投入

正常使用。

环卫作业车辆安装 GPS 定位系统，并将系统向镇政府开放，以便于镇政府

监督管理。

（5）其它设备设施

运营单位须认真按要求做好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对损坏的设备设施要及

时维修，保持设备设施的安全正常使用，保持设备设施及周边环境卫生清洁。

7.4.2 设备投入

运营单位应根据实际清扫保洁面积、生活垃圾收集量、作业标准实际情况，

配备相应的环卫作业机械设备。

车辆和设备必须符合环保要求。投入的车辆和设备应在合同签订起 6个月

内投入完毕，所有用于本项目投入使用的环卫机械设备必须仅用于本项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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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挪作他用。

表 7-3 本项目车辆配置（最低）需求清单

序号 项目 数量（台）

1 扫路车 1

2 洒水车 1

3 8t 后装式压缩车 5

4 垃圾桶冲洗车 1

5 电动保洁车 57

7.4.3 资产认定

本项目资产可以简单划分为土地、房屋、车辆等三大类，在明确资产权属

时需根据上述三类资产的不同特点分别处置。

本项目的土地、房屋的所有权均归镇政府所有，相应土地、房屋（办公物

业、停车场）仅是由政府在运营期内提供给项目公司使用，项目公司应在运营

期内做好维护。

本项目中，与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没有关联的车辆类，则其产权根据“谁

投资谁拥有”的原则。运营单位在运营期内拥有本项目运营单位配置车辆的资

产所有权。

7.4.4 资产处置

（1）环卫作业车辆设备、垃圾桶等作业工具

大泽镇已实施市场化作业，环卫作业车辆设备、垃圾桶等作业工具由运营

单位自行配置。

（2）物业

继续纳入政府资产进行管理。运营单位（中标单位）环卫作业需要使用的

车辆停放场所和办公用房，拟由其提出申请，政府审批同意后，依相关程序委

托评估并进行公开租赁。

（3）到期处置

运营范围的道路、公园、广场、绿化等设施均按现状交给运营单位（资产

权属仍属于镇政府），运营单位须按要求做好运营工作。若有运营期内新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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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厕未实施升级改造工作导致容貌较落后的情况，运营单位接管后，要按相

关规定和大泽镇的要求提升该公厕的容貌，并对损毁的设施进行修复，保证公

厕的正常使用，所需费用由运营单位负责（另行计入当年的运营费用）。

运营结束后，运营单位须将上述设施交回镇政府，并要保证公厕等设施的

完好使用。

7.5 人员要求

7.5.1 管理要求

本项目运营单位的作业人员管理要求和标准如下：

（1）运营单位应根据相关标准自行组织和雇用其他作业人员，作业方式向

镇政府报备后，根据行业标准和实际需要配备人员，但雇用工人必须执行和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用人不得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运营单位必须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作业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不低于当

地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环卫工人工资不低于当地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

110%），并按规定发放环卫津贴、高温津贴、加班费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运营单位须逐年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

（2）如果运营单位以机械作业代替人力作业，以提高机械化作业率，经向

镇政府报备同意后，允许运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作业人员配置的数量。生

活垃圾收运作业工作，由运营单位根据垃圾产生量合理配置相关作业人员。

（3）运营单位投入本项目的人员，必须将花名册送镇政府备份，运营单位

必须出资为所招用的且符合社保政策的人员按规定办理养老、工伤、失业、生

育、医疗保险和缴纳费用（以下简称社保费）。

（4）运营单位必须按规定为环卫工人购买社保，今后须按相关政策调整增

加社保费用，且须到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购买。

（5）运营单位每月将环卫工人工资发放情况（工资表、工资条及购买社保

证明）等报送镇政府，以便于镇政府对工人数量和待遇进行监管。

（6）镇政府有监督工人工资福利发放情况的权利。运营单位招用人员必须

在试用期满后，7个工作日内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保费，否则每人次每逾期一日

罚减保证金（具体罚金在合同中确定）；今后必须在每月 25 日前发放上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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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资，并在工资发放后 5个工作日内将工资发放表、银行转账等相关的资料

复印送镇政府。如经核实不按时缴纳社保费或发放工资，镇政府有权罚减保证

金进行代发工资，并视情况作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无条件终止合同，扣减相

应保证金。

（7）运营期内物价上涨、遇到政策性规定的最低工资、社保费用标准、正

常调资等待遇提高，增加所需费用由运营单位负责。

（8）运营期满后或运营期内，运营单位与工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必

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好工人的劳动关系、以及相关劳动补偿，否则

镇政府可在保证金中扣除相应费用。

运营期内如发生劳资纠纷、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均

由运营单位负责。

7.5.2 人员配置

参考《城镇市容环境卫生劳动定额》（HLD 47-101-2008）中的“人均保洁

面积”等，结合考虑人员配置现状情况，运营单位对本项目的环卫作业人员配

置入不低于 76 人。

表 7-4 人员配置表

序号 岗位 数量（人）

1 保洁员 52

2 驾驶员 8

3 跟车环卫工 10

4 河道、沟渠保洁员 5

5 项目经理 1

合计 76

7.6 应急要求

（1）台风季节应急预案

运营单位应在台风季节来临前完成各种机械设备、车辆的维修维护工作，

确保设备正常运行。提前做好抽水排涝和极端天气后路段清理准备工作，并将

设备、车辆进入待命状态，确保雨后准时到位。在极端天气过程中要同气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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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镇政府保持联系随时掌握天气动态，在降雨停止后 1小时内组织工作人员

到达管辖区内各主街道和重要路段进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在 2小时内完

成路面垃圾、淤泥、清理大件绿化树枝，清扫作业，确保道路顺畅，并在 4小

时内完成垃圾、淤泥清运工作。如不能及时清运，应在指定的转运点堆积，24

小时内完成清运。夜间降雨时，应在次日早 8时前完成主干道和重点地段清扫

作业。

（2）应对各种检查、创建、重大活动期间的应急服务方案

为了做好迎接各种检查、创建、重大活动期间的保洁管理工作，运营单位

须制定应急方案，方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1）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以便有组织、有计划的配合迎接各种检查、创

建、重大活动期间的检查工作。

2）组建一支突击队伍随时待命，以便于各种检查、创建、重大活动时进行

指挥和调配，确保万无一失地开展活动。

3）配备足够的作业车辆及设备、人员，及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临时性、突

发性任务。

4）相关人员在接到检查通知后，应立即向领导汇报，同时要求各岗位人员

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5）在获取准确信息后，应有组织、有计划安排人员、设备等工作。

（3）维稳应急预案

运营方应制定维稳应急预案，发生群体性事件后立即派人（安全员）赶赴

现场，到达现场后，围绕下列要点开展工作。

1）事态控制：制定现场应急方案，并进行上报和组织实施，及时向维稳工

作领导组长和主管领导汇报现场工作进展情况。

2）教育引导：了解上访人员提出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对话，做好解释疏导

工作。

3）协调联络：通知上访人员所在单位负责人赴现场进行劝导，家人参与做

好思想教育工作。

4）加强领导，提高对做好维稳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层级负责制和责任

追究制。凡是涉及维稳的工作，各负责人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不折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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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贯彻执行维稳工作的各项工作安排，确保一切矛盾化解在苗头状态。

5）认真摸底，做好排查走访工作，定期分析员工思想动态。要及时摸查员

工队伍当中不稳定因素，制定措施，堵塞漏洞。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

员工队伍要及时进行正确引导。特别是要做好特殊群体的跟踪调查，及时掌握

情况，高度警觉，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6）建立工作协调联动机制。维稳工作领导组负责统一组织、协调和领导维

稳工作。

7）超前思维，做实做细员工的思想工作。关心员工的生活，重视其利益问

题，对员工关心的工资福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热点问题，要及时做好宣

传、引导工作，化解矛盾。特别要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7.7 运营期限

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102 号）要求，“第二十四

条 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履行期限一般不超过 1年；在预算保障的前提下，对于购

买内容相对固定、连续性强、经费来源稳定、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可以签订履行期限不超过 3年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

因此，本项目运营服务期限为 3年。

连续两个月或连续满 12 个月内累计有 3 次得分评定为不合格的（低于 60

分），镇政府可终止项目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运营期自合同签订日计，每满 12 个月计 1个服务年，预计时间为 2021 年

6 月-2024 年 6 月（具体以项目合同约定的开始时间为准）。

7.8 运营费用

7.8.1 费用支付

（1）运营费用由财政拨付。

（2）运营服务费用按月支付给运营单位。每月由联合考评组组定期或不定

期对运营单位的作业情况进行考评，每月月底制作月度检查评分结果汇总，作

为当月运营服务费的结算和支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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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费用调整

（1）常规调价

本项目实行包干制，包括项目范围内统计误差导致的作业量变更，原则上

均不进行调价。

（2）新增（减少）服务补充协议

期间若服务区域内新建（减少）道路，或新增（减少）服务范围，如果累

计不超过当年服务费±10%的，则不作调整。

若超过±10%的，应经审批同意后，由镇政府、原中标单位共同协商，参考

当年价格标准协商计算增加（减少）服务费并由镇政府与原中标单位签订补充

协议。

（3）临时增加工作

特殊情况下的环卫应急保障服务，包括：突发应急事件或大型检查、重大

活动保障、一般自然灾害环卫保障应急保障服务等。

中标单位应建立应急保障机制，成立应急保障领导小组，负责特殊情况下

的环卫应急保障服务，原则上该应急保障服务不再增加费用。

7.9 运营资格

运营单位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为：

（1）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取得合法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的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良好的同类项目运营

业绩；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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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安全生产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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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项目招投标要求及内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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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评价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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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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