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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简

称“本项目”）完成采购评审工作。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2014〕215 号）等政策的有关规

定，东方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成立了确认谈判工作组，负责采购结

果确认前的谈判和最终采购结果确认工作。2018 年 12 月 11 日，

确认谈判工作组根据评审报告推荐的候选社会资本排名，率先与

候选社会资本排名第一的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进行了确认谈

判并达成一致意见。  

一、项目名称：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 项目 

二、项目编号：HSZ-2017-16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采购人（项目实施机构）：东方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五、采购代理机构：海南华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六、采购结果确认谈判时间：2018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7：00 

七、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地点：东方市委 3 号楼 6 楼常务会议室 

八、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参与方 

1、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 

东方市发改委、东方市环保局、东方市财政局、东方市审计

局、东方市规划委、东方市住建局、东方市国土局、东方市物价



 

3 
 

局、东方市法制办、东方市环卫局等单位分管领导及财务专家、

法律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具体如下： 

东方市发改委：符隽 

东方市环保局：王耀华 

东方市财政局（市 PPP 中心）：吴坤圣、谢世游 

东方市审计局：陈莉 

东方市规划委：王飞 

东方市住建局：唐才亮 

东方市国土局：陆泓任 

东方市物价局：黄锋 

东方市法制办：关远平 

东方市环卫局：吴琼菊、符启强 

财务专家：王志红、王微微 

法律专家：蒋维 

2、候选社会资本方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王森林、刘龙顺、赖道辉、申要杰 

九、采购结果确认谈判依据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

〔2014〕215 号）规定：  

第十四条 PPP 项目采购评审结束后，项目实施机构应当成

立专门的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负责采购结果确认前的谈判

和最终的采购结果确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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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成员及数量由项目实施机构确定，

但应当至少包括财政预算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代表，以及财

务、法律等方面的专家。涉及价格管理、环境保护的 PPP 项目，

谈判工作组还应当包括价格管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关代表。

评审小组成员可以作为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成员参与采购

结果确认谈判。  

第十五条 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应当按照评审报告推荐

的候选社会资本排名，依次与候选社会资本及与其合作的金融机

构就项目合同中可变的细节问题进行项目合同签署前的确认谈

判，率先达成一致的候选社会资本即为预中标、成交社会资本。  

第十六条 确认谈判不得涉及项目合同中不可谈判的核心条

款，不得与排序在前但已终止谈判的社会资本进行重复谈判。  

确认谈判工作组意见 

十、确认谈判主要内容  

    根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

〔2014〕215 号） 等政策的有关规定，确认谈判工作组与中国

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就本项目的可变细节进行了确认谈判。谈判

双方现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序

号 
条款号 原内容 确认谈判后内容 

1 前言 

在项目公司组建前，由东方市环

境卫生管理局与中标社会资本方

草签本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

目公司组建后，由东方市环境卫

生管理局与项目公司签署补充协

在项目公司组建前，由东方市环

境卫生管理局与中标社会资本方

草签本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

目公司组建后，由东方市环境卫

生管理局与项目公司签署补充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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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承继原PPP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中中标社会资本方的所有权

利、义务与责任。中标社会资本

方对项目公司的义务和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议并承继原PPP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中中标社会资本方的所有权

利、义务与责任。如项目公司无

法承担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与责

任，则由中标社会资本予以弥补。 

2 1.1 定义 
增加“项目实施机构：东方市环

境卫生管理局” 

3 

3.4    

特许经营

权的独占

性 

 

根据本协议授予项目公司的特许

经营权是独占的。在特许经营权

经营期内，市环卫局保证不得将

与本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内容

相同或相关的权利另授予第三

方,并保证在东方市行政管辖范

围内（即使行政管辖区调整，在

原东方市辖区内项目公司仍保留

特许经营权的独占性）在特许经

营期不再批准类似有竞争的项

目。在特许经营期内，在东方市

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垃圾量超出项

目公司处理承载能力，或环保部

门及政策要求推进新型垃圾处理

方式的，政府有权建设第二家及

以上的垃圾处理厂，在合法合规

的基础上、在同等条件下，乙方

有优选权。 

根据本协议授予项目公司的特许

经营权是独占的。在特许经营权

经营期内，市环卫局保证不得将

与本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内容

相同或相关的权利另授予第三

方,并保证在东方市行政管辖范

围内（即使行政管辖区调整，在

原东方市辖区内项目公司仍保留

特许经营权的独占性）在特许经

营期不再批准类似有竞争的项

目。在特许经营期内，在东方市

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垃圾量超出项

目公司处理承载能力，或环保部

门及政策要求推进新型垃圾处理

方式的，政府有权建设第二家及

以上的垃圾处理厂，在合法合规

的基础上、在同等条件下，项目

公司有优先权。 

4 

3.8    

土地及外

部建设条

件 

项目公司或其确定的建设承包商

将自费负责本项目场地内的所有

基础设施建设，并按当地一般同

类用户同样的水平支付费用。 

项目公司或其确定的建设承包商

将自费负责本项目场地内的所有

基础设施建设。 

5 6.2.4(2)  

增加条款： 

（iiii）其他事件导致的延误 

A)项目建设过程中，在垃圾焚烧

发电厂场地内建设用地范围内发

现有古墓、古建筑或化石等具有

考古、地质研究价值的物品； 

B)非因项目公司原因变更项目选

址； 

C)非因项目公司原因，项目周边

群众阻挠、抗拒导致项目不能按

计划开工、建设或运营。 

6 6.2.4(4)  

条款结尾增加： 

因实施机构原因和上述不可抗力

及其他因素原因导致建设期顺延

的，本项目特许经营期同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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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2.5.2

东方市环

卫局的主

要责任 

（7）协调各方关系使项目公司以

当地一般同类用户同样的水平支

付费用获得工程所需的公用配套

服务。 

删除此条 

8 6.3.1 

项目公司最晚应于本协议签订之

日起十五（15）日内向实施机构

提交建设履约保函，作为其履行

在本协议下的建设义务和其他违

约赔偿义务的担保。 

项目公司最晚应于补充协议签订

之日起十五（15）日内向实施机

构提交建设履约保函，作为其履

行在本协议下的建设义务和其他

违约赔偿义务的担保。 

9 

8.4.3  

垃圾处理

服务费计

算办法 

 

 

增加条款： 

（3）税收政策调整 

1)项目开始运营后，项目公司应

依根据现行税法及时申请享受税

收优惠待遇，特许经营权授予方

尽力协助。 

2)在国家税收法律或政策未发生

变化前，项目公司依法缴纳的其

他税收，特许经营权授予方不予

任何补偿。国家税收法律或政策

发生变化后的处理办法，由特许

经营权授予方和项目公司届时根

据具体情况另行协商。 

10 

8.4.4  

单价调整

机制 

生活垃圾处理服务价格在基准综

合单价的基础上，通过调价机制

调整而得，垃圾处理服务费的单

价调整自项目正式运营后第四年

起每三年可以申请调整一次。 

生活垃圾处理服务价格在基准综

合单价的基础上，通过调价机制

调整而得，垃圾处理服务费的单

价调整自项目正式运营后第四年

起可以申请调整一次，之后每三

年申请调整一次。 

11 

11.2.5 

税收及收

费 

项目公司在享受地方最优惠政策

的基础上应按其所适用的法律法

规缴纳各种税费。 

项目公司在享受地方最优惠政策

的基础上应按其所适用的法律法

规缴纳各种税费。 

东方市环卫局知晓并认同项目公

司在本协议下的垃圾处理费基本

单价是目前的国家的税收优惠政

策为基础确定的，未来因国家税

收政策的调整导致项目收入减

少、运营成本增加时，市环卫局

应负责通过调整垃圾服务费给予

项目公司相应补偿，补偿标准另

行协商。 

12 

15.2.2 

项目公司

资产转让

及抵押 

项目公司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项目设施或任何其它重要资

产； 

非经东方市环卫局书面同意，项

目公司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

置项目设施或任何其它重要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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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7.3.1 

建设期延

误 

项目公司违反本合同约定，未能

适当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或其他

可归责于项目公司或依法定程序

确定的承包商、供应商的原因导

致项目建设停工，则每延误一日，

项目公司应每日向实施机构支付

人民币 1 万元／日与应完成工

程价的万分之五取高值的违约赔

偿金，超过六十（60）日的，实

施机构有权解除并终止本合同。 

项目公司违反本合同约定，未能

适当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或其他

可归责于项目公司或依法定程序

确定的承包商、供应商的原因导

致项目建设期延长的，则每延长

一日，项目公司应每日向实施机

构支付人民币 1 万元／日与应

完成工程价的万分之五取高值的

违约赔偿金，超过六十（60）日

的，实施机构有权解除并终止本

合同。 

14 

17.3.5 

出资及融

资违约 

若项目公司未按照出资期限出资

或因非实施机构原因未及时融资

到位，则每延迟一天按 3 万元/

日向实施机构支付违约金，若项

目公司延迟出资或因非实施机构

原因未及时融资到位超过三十

（30）日，实施机构有权依据本

协议的约定主张提前终止该项

目。 

若项目公司未按照出资期限出资

或因非实施机构原因未及时融资

到位，导致工程施工停滞或建设

期延期的，则每延迟一天按 3 万

元/日向实施机构支付违约金，若

项目公司延迟出资或因非实施机

构原因未及时融资到位，导致工

程施工停滞或建设期延期超过三

十（30）日，实施机构有权依据

本协议的约定主张提前终止该项

目。 

 

 

十一、双方存在的分歧问题：  

无。  

十二、本次确认谈判备忘录一式陆份，对双方均具有相同的法律

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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