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 府 采 购 项 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关于购买就业创业补贴实地

勘验服务项目

采购单位：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编制单位：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采购代理机构：中精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时间：2023 年 01 月 16 日



编 制 说 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

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 号）要求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一、需求调查情况

（一）是否开展需求调查

否

（二）需求调查方式

无

（三）需求调查对象

无

（四）需求调查结果

1.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无

2.市场供给情况

无

3.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

无

4.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

情况

无

5.其他相关情况

无

二、需求清单

1、项目内容及预算

1.1 对长江路街道辖区内申请就业创业补贴资金的创业实体进行

实地勘验（具体勘验对象由甲方指定），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实体出

具勘验报告，并提供相关后续服务。

1.2 项目总预算：预算单价最高 120 元/每家（根据工作实际需要

乙方提供勘验服务的，按照勘验方式、工时和复杂程度等情况定价，

灵活就业补贴，实地勘验的预算单价不超过 120 元/件的 50%，电话

核实的预算单价不超过 120 元/件的 10%；待遇追回或社保追缴等工



作需要上门服务的，每件单价不超过 120 元/件的 80%。）预估家数

为 5500 家，预算总金额 660000.00 元； 其中第一包预算金额

330000.00 元；第二包预算金额 330000.00 元，因上级政策变更或

其他因素，最终结算按实际勘验数量进行结算。

2 供应商要求

2.1 供应商提供实地勘验人员应有较高政治素养、品德良好、无犯

罪及其他不良记录（党员优先）；具有财务或法律专业的专业人员

（持证）；45 周岁以下，并适合室外作业。

2.2 供应商实地勘验人员按照甲方要求每周参加业务培训会。

2.3 供应商实地勘验所需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影像设备、误餐补

贴等，由供应商自行负担。

2.4 供应商实地勘验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及意外伤害险、补贴、

福利、安全等劳动权益，由供应商自行负担。

2.5 为确保实地勘验业务的专业性，供应商实地勘验人员应相对固

定，确需发生变动，需提前 5 个工作日书面告知采购人，经采购人

同意后再进行人员调整。

2.6 组建符合项目需要的项目服务团队，因项目业务的专业性较强，

乙方需派驻至少三名专业素质好的固定人员到街道进行沟通协调

调度工作，并根据工作量和甲方要求等适时调整人数，以保证项目

服务的完成。派驻街道人员、实地勘验人员需具备会计从业能力或

法律职业资格证。

2.7 供应商出具的勘验报告必须具有承接主体公章及注册会计师或

律师签章。

2.8 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详实的就业创业补贴资金实地勘验项目

服务方案。

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序号 内容 说明与要求

中小企业有 1.根据工信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1 关政策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按照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的划型

标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应按照磋商文件格式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

明函》。

2.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投标价格给予 10%的扣除，

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3.供应商是联合体的，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微型企业的，联合体视同

为小型、微型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联合体中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型

微型企业的，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协议合同金额

30%以上的，可给予联合体 3%的价格扣除。

4.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

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5.符合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且提供《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2

节能环保

要求

1. 严格执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

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

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关

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 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 年第 16 号）。

本次投标产品类别属于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类别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

产品的在谈判文件中标注“▲”提醒投标人注意，漏标或未标“▲”的，

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为准)，

须按照要求提供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

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

书，否则投标无效；属于政府优先采购产品类别的，须按照要求提供依

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

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否则不予认定。



2.认证机构和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获证产品信息可从市场监管总局

组建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或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建立的认证结果信息发布平台链接中查询。

3
监狱企业扶

持政策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4〕68 号）的规定，本项目供应商为监狱和戒毒企业（以下

简称监狱监狱企业扶持政策企业）的，供应商应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

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

文件给予证明，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供应商应对提交的属于监狱企业

的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提交的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真实的，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策

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

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供应商应出具磋商文件要求的《残

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评标时不予认可，并对声明的真实性承

担法律责任。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应当随成交结果同时

公告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本磋商文件所称的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

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

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

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

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6）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级）》的自然人，包

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雇员人

数。

5 其他
除磋商文件允许进口产品参加采购活动外，供应商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

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已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否则其响应无效。

4.商务条件

★4.1 服务地点：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辖区。

★4.2 服务期限：一年。

★4.3 付款方式：按季度付款或服务期满审计通过后付款，具体以

财政部门拨款为准。

4.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过程及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

验。采购人有权限根据

检验结果提出索赔要求。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

署验收报告.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

实质性响应。

三、论证意见

是否开展需求论证

否

四、公示时间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 3 天：自 2023 年 01 月 17 日 09：00

起，至 2023 年 01 月 19 日 17：00 止。

五、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

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并请于 2023 年 01 月 19 日 17：00 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

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满 5 个工作日内

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

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

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

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

六、项目联系方式

采 购 人：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地 址：青岛市黄岛区光谷软件园

联 系 人: 车主任

联系方式： 0532-58787296

采购代理机构：中精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朝阳山路 10 号阳光大厦 22 楼

联 系 人：邓娟

联系方式：0532-87117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