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供应商所响应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

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 属于信息网络开发服务的，供应商成交后应向采购人提供源代码以及文

档等技术资料。 

1.4 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要求，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

务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要参考包装需求标准，在采购文件中明确

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 

1.5 采购内容：为进一步提升核酸采样检测转运能力，拟采购一家供应商提

供核酸转运车辆租赁服务。 

2.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工程概况：流亭街道辖区市级河道两条、区级河道两条、街道级河道5

条;防汛工程:白沙下游9座小(1)型水闸、一座小(2)型水闸、一座排涝闸、一座

强排泵站、5座橡胶坝;墨水河3座小(1)型水闸。 

上述河道河堤管护、维护，河道及两岸管理范围线内卫生清理、保洁;水利

工程管理维护;5座橡胶坝、排涝闸、强排泵站24小时值守;成立应急队伍抢险救

灾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2.2服务清单： 

序

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流亭街道河道综合管护服务项目     

    流亭街道河道综合管护服务项目     



1 040701017001 

岸边杂草杂物清理及维护 

1、河堤管护、维护。白沙河河堤长 27Km、墨水河河堤长 3.6Km、新小

水河河堤长 4.6Km，洪沟河河堤长 7.6Km。白沙河、墨水河共安排  30

人、新小水河、洪沟河共安排 1 人(按照市、区有关文件配置)  合计

31 人; 

2、橡胶坝、排涝闸、强排泵站管护。5 座橡胶坝、1 座排涝闸、1 座

强排泵需 24 小时值守，安排每座 2 人(二班轮换)，负责工程上下游各

100 米范围内的管护及周边卫生保洁、绿化的管护，合计 14人(要求

能够独立承担设备运行和维护工作); 

3、配备机动队伍。安排机动队伍 5 人、小型货车 1 辆负责配合街道机

动任务的处置、抗旱防汛等工作。 

4、为每名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施工工具、工作服、救生衣以及购买意

外伤害险。 

5、要求每名工作人员配备智能手机，下载巡河端 APP，有街道河长制

办公室在青岛市河湖长管理信息平台上加入巡河员系统，巡河任务上

传。按照巡河时间和范围进行考核。 

辖区河道保洁面积 

m2 247000.00 

2 040701017002 

水面漂浮物清理及河道维护 

1、河道及两岸管理范围线内卫生清理、保洁。白沙河从胶济铁路橡胶

坝至入海口橡胶坝 5.6Km,河均宽 300m;墨水河河长 3.6Km，河均宽

260m;新小水河长 2.3Km,河均宽 36m;洪沟河 3.8Km,河均宽,25m。 合

计保洁面积 280 万 m’，安排人员 10 人(每人负责 28万 m'的河道垃圾

清理、打捞漂浮物及堤岸杂草清除并装车外运、各种警示牌的维护，

保洁等工作)，配备小型船 2 艘、小型货车 2 辆: 

m2 2394600.00 

3 040701017003 土方、杂草杂物清运 m3 20499.00 

2.3服务要求： 

2.3.1河堤管护、维护。白沙河河堤长27Km、墨水河河堤长3.6Km、新小水河

河堤长4.6Km，洪沟河河堤长7.6Km。白沙河、墨水河共安排 30人、新小水河、

洪沟河共安排1人(按照市、区有关文件配置) 合计31人。 

2.3.2河道及两岸管理范围线内卫生清理、保洁。白沙河从胶济铁路橡胶坝

至入海口橡胶坝5.6Km,河均宽300m;墨水河河长3.6Km，河均宽260m;新小水河长

2.3Km,河均宽36m;洪沟河3.8Km,河均宽,25m。合计保洁面积280万m2，安排人员

10人(每人负责28万m2的河道垃圾清理、打捞漂浮物及堤岸杂草清除并装车外运、

各种警示牌的维护，保洁等工作)，配备小型船2艘、小型货车2辆。 

2.3.3橡胶坝、排涝闸、强排泵站管护。5座橡胶坝、1座排涝闸、1座强排泵

需24小时值守，安排每座2人(二班轮换)，负责工程上下游各100米范围内的管护

及周边卫生保洁、绿化的管护，合计14人(要求能够独立承担设备运行和维护工



作)。 

2.3.4配备机动队伍。安排机动队伍5人、小型货车1辆负责配合街道机动任

务的处置、抗旱防汛等工作。 

2.3.5为每名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施工工具、工作服、救生衣以及购买意外

伤害险。 

2.3.6要求每名工作人员配备智能手机，下载巡河端APP，有街道河长制办公

室在青岛市河湖长管理信息平台上加入巡河员系统，巡河任务上传。按照巡河时

间和范围进行考核。 

2.4人员要求及设备要求： 

★2.4.1人员要求： 

本项目要求供应商安排不低于 55 名专职人员，包括配备 31 名河道管理人

员、10 名河道保洁人员、14 名水利工程看护人员。 

公司须给养护人员投意外伤害险等保险（成交单位签合同一个月内提供养护

人员意外伤害险投保证明）。养护人员须统一着装，每天在岗作业，作业时间为：

夏季上午 7：30—11：00，下午 2：00—5：00；冬季上午 8：00—11：30，下

午 1：30—4：30。如遇重大活动，节假日或灾害天气，应服从街道调度，开展

相关业务。 

★2.4.2管护工具及船舶： 

自行配备必需的保洁工具（锨、耙、手套、雨衣、雨鞋等）、割草机 6 台、

防水雨裤 20 套及工作船 2 艘等。 

2.5管理制度 

2.5.1 河堤专职管护员管理制度 

专职管护员必须思想端正、责任心强、素质较高，肯吃苦耐劳。 

必须服从供水管理站的监督、管理、指挥和调度，履行职责，做好水利工程

管护工作。 

专职管护员必须保证所负责河道区域内工程的安全运行，及时制止人为影响

工程安全行为，并及时上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每发现一次扣管护单位 100 元： 

有擅自占用河道滩地搭建建筑物的； 

有在河道滩地上乱堆放沙土、草木、物料等的； 



有擅自占用堤防从事经营、建设、存放物料等活动的； 

堤防整体形象不好，砌石堤防有破损、有涂写；土质堤防有雨淋沟、有塌陷、

有坑洞的； 

堤顶道路不平坦，有明显凹陷、波状起伏的；雨后有积水的； 

有擅自在河道两侧从事建设、乱搭乱建的； 

除上述行为外，有在河道堤防两侧进行打井、钻探、爆破、取土、采石、挖

筑鱼塘的，管护员未及时制止或制止不了未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的，每发现一

次扣管护单位 200元。 

专职管护员应对工程设施进行日常维修保养，保持工程管辖范围内环境清洁

卫生。每发现一处在河道两侧抛洒、堆放垃圾的，扣管护单位 100 元。 

专职管护员应做好养护、整修管理范围内林木、草皮。 

汛期应及时上报雨情、工情、汛情、险情。特别是河道径流变化明显时应及

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严格执行上级防汛部门下达的水利工程防洪预案和防汛调度命令，及时完成

各项防汛任务。 

专职管护员工作时间要坚守个人岗位，不能离岗，更不能空岗，不做与工作

无关的任何事情。专职管护员无故脱岗，每发现一人次扣 100 元；汛期或雨前

脱岗的，每发现一次扣 300 元；信息不畅通的，每发现一次扣 100 元。 

专职管护员都应尽职尽责干好本职工作，对安排的工作都应及时保质、保量

完成。 

专职管护员应每天写工作日志。对不填写工作日志的，每缺一天扣管护单位 

100 元。 

2.5.2 橡胶坝、强排泵站、排涝闸管理制度 

为确保橡胶坝、强排泵站、排涝闸安全、有序的运行，泵站管理人员要严格

执行岗位责任制度，做好本职工作，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如下： 

（1） 管理人员必须按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不脱岗、不串岗，有事

要事先请假，履行请假制度。发现无故脱岗者一人次扣管护单位 200 元。 

（2） 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管理人员必须严守岗位，不得擅离值守，并

做好泵站、排涝闸内的安全防范和环境卫生。卫生不达标每次扣 100 元。 



（3） 管理人员要密切注意设备运行情况，按时巡视并严格按照闸门、水泵

等设备的操作流程进行操作，要做到开机人不走，确保各类设备的安全正常运行。

不符合操作规程的每次扣 100 元。 

（4） 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思想，确保泵站、排涝闸、涵闸合理

安全运行，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劳动保护方面的法令、法规，以及上级部门的

各项决议通知。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安全生产。每发现一处安全隐患未提报

扣 500 元。 

（5） 禁止闲杂人员在泵站、排涝闸、涵闸进出口捕鱼、洗澡。未进行及时

疏导的，每次扣 200 元。 

（6）管理人员应认真对设备、格栅等进行巡回检查。经常巡视建筑物、观

察是否有裂缝、倾斜和其他危及建筑物安全等情况。每天要应每天写工作日志。

对不填写工作日志的，每缺一天扣 100 元。 

（7） 要落实好暴雨来临责任制，明确到人实施监控。水位上升至警戒水位

时，及时开泵、开闸、泄洪。一旦出现停电，应采用应急电源或手动方式开启闸

门，进行应急防洪排涝。汛期或雨前脱岗的，每发现一次扣 300 元；信息不畅

通的，每发现一次扣100元。 

（8）发现可疑人员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杜绝事故发生。如发现危

险事故，要注意保护现场，及时向领导汇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因看护人员失

察导致意外事故的，造成的损失由管护单位承担。 

（9） 每天早、中、晚都要巡视查看管理范围的机房内、外设施和库房物资

有无差异情况，如有未及时填写事故记录和漏报，每发现一次扣 100 元。 

2.6工作要求 

2.6.1 街道安排的各项重大任务和临时性突击任务，养护公司必须从大局出

发，服从安排，迅速行动，及时、圆满完成任务。 

2.6.2 街道采取日巡查、周督查、月考核的方法，对管护公司的管护情况进

行打分考核，对管理不到位的，扣除相应资金。 

2.6.3 双方签订合同后，管护公司须 3 日内将河道管护方案、人员及设备

配备情况一并报街道主管部门备案。管护期间，如更换管护人员，管护公司须 3 

日内向街道主管部门做出备案说明。 



2.6.4 管护公司须每周将工作计划报街道主管部门批准，以便督查验收。 

2.6.5 河道管护人员由管护公司统一管理，按《劳动法》有关要求落实相关

保险和工资待遇。同时，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落实防护措施，如发生任何人

身伤害事故则由管护公司负责。 

2.7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    注 

1 / / / 

2 / / / 

…… / / /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完成后 1年。 

3.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合同履行：签订合同后 3 个工作日内安排相关人员上岗。 

★3.4 付款方式 

甲方每月份考评及平时巡查等情况与付款挂钩，根据管理办法，核实付款金

额，每季度一付，每年每季度下月份的中间时间付款（即 15 日-20 日），每季

度付中标金额的 25%－考评扣款。 

3.5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

验。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

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6 服务保障 

按照行业标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书面承诺等进行验收，如对服务以及质

量有争议，招标人组织相关部门对服务和质量进行检验或者验收，未达到服务要

求的，由成交人承担全部责任。 

★3.7响应时间： 



接到街道主管部门相关通知后一小时做出响应，如果存在安全隐患需一小时

内口头报告，三小时内书面报告。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