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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文城片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

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

文昌市人民政府确认谈判工作

供应商：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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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文城片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

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

一、项目名称：

文昌市文城片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

二、项目编号：

HCBYZF-2019-024R

三、采购人：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四、采购代理机构：

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五、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资格后审）

六、谈判开始时间：

2019 年 7 月 8日 9:30

七、谈判结束时间：

2019 年 7 月 8日 19:50

八、谈判地点：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314 会议室、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政

府院西副楼 201 会议室

九、谈判参与方

文昌市人民政府、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本项目采购人）、文

昌市综合执法局、文昌市税务局、文昌市司法局、文昌市发展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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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文昌市财政局、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昌市文城镇委

员会、项目咨询机构、采购代理机构、第一中标候选供应商等相关单

位。具体如下：

文昌市人民政府：何欢宝（副市长）

文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邢谷洪（局长）、

詹明（副局长）、符力（副局长）

文昌市综合执法局：符展（局长）

文昌市税务局：钟志雄（副局长）

文昌市司法局：李明（副主任科员）

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蔡兴存（科员）

文昌市财政局：吴霞（科员）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高立（科员）

文昌市文城镇委员会：甘大韧（镇委委员）

文昌市综合执法局：唐俊峰（科员）

项目咨询机构：张久发（技术总工）、沈博

第一中标候选供应商：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十、采购结果确认谈判结果如下：

经过双方谈判，文昌市人民政府确认谈判工作组与扬州金威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就《文昌市文城片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合同》的内

容调整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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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第一中标人提出修改意见 咨询建议 最终谈判结论

1

第二章合同主体第 9 条双方的基本权利

义务/ 9.1 甲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9.1.1

甲方在合作期内的基本权利/ (7)根据城

市建设需要进行规划调整、项目调整，有

权提前终止本合同

（7）根据城市建设需要进行规

划调整、项目调整，有权提前终

止本合同,并向乙方赔偿由此给

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建议不修改

1、政府取消项目是需要

经过严谨的论证程序的。

2、合同内有相应的终止

补偿条款。

维持原条款，不作修改

2

第二章合同主体第 9 条双方的基本权利

义务/ 9.1 甲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9.1.2

甲方在合作期内的基本义务/ (4)根据本

合同将项目土地提供给乙方使用

（4）根据本合同将项目土地无

偿提供给乙方使用，并由甲方负

责项目场地的征地及拆迁安置

工作

建议增加“无偿”

建议不同意。因仅涉及垃

圾房建设需要用地，且为

临时用地。

（4）根据本合同将项目土

地无偿提供给乙方使用

3

第二章合同主体第 9 条双方的基本权利

义务/ 9.2 乙方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9.2.2

乙方在合作期内的基本义务(22)乙方成立

后无条件签订本合同，认可本合同全部条

款，忠实履行本合同，并保证对并方的义

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22）乙方成立后无条件签订本

合同，认可本合同全部条款，忠

实履行本合同，并保证对丙方的

义务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建议同意

（22）乙方成立后无条件

签订本合同，认可本合同

全部条款，忠实履行本合

同，并保证对丙方的义务

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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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第一中标人提出修改意见 咨询建议 最终谈判结论

4

第二章 合同主体/9.3 丙方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1)丙方必须在与甲方签订本合同之

日起十五（15）日内完成乙方 的全部工商

登记手续，保证其注册资本 1260 万元为

实缴，并 经甲方验资，验资后，丙方不得

抽资。由于丙方原因逾期超出 十五（15）

日仍未完成乙方注册及注资的，甲方有权

因丙方违 约而终止本合同。（财政部《关

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 范发展的

实施意见》（财金〔2019〕10 号）规定：

不得有“以 债务性资金充当项目资本金，

虚假出资或出资不实”的行为。 因此建议

约定乙方的注资 1260 万元为实缴并不得

抽资。）

丙方必须在与甲方签订本合同

之日起十五（15）日内完成乙方

的全部工商登记手续，保证其注

册资本 1260 万元为实缴，并

经甲方验资，验资后，丙方不得

抽资，该资本金可用于人员工资

发放、日常运营费用支出、设备

采购等。由于丙方原因逾期超出

十五（15）日仍未完成乙方注册

及注资的，甲方有权因丙方违

约而终止本合同。（财政部《关

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

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财金

〔2019〕10 号）规定：不得有

“以 债务性资金充当项目资本

金，虚假出资或出资不实”的行

为。 因此建议约定乙方的注资

1260 万元为实缴并不得抽资。）

建议不同意

资金用途是由项目公司

自行决定，且用来保障初

始投资的。不建议强加约

束用途。

维持原条款，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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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第一中标人提出修改意见 咨询建议 最终谈判结论

5

第九章政府支出责任/第 30 条政府支出

责任/30.2 政府付费规模的计算/（3）运

维绩效服务费各项基准单价为：1）清扫保

洁分项单价：一级道路 14.45 元/㎡·年，

二级道路 10.92 元/㎡·年，三级道路

10.74 元/㎡·年，四级道路 9.58 元/

㎡·年，”城中村”区域 2.59 元/㎡·年，

社区区域 12.98 元/㎡·年，绿化带区域

3.52 元/㎡·年；公园、广场 3.67 元/

㎡·年；护栏、灯杆清洗 2.21 元/㎡·年；

2）果皮箱、垃圾桶、垃圾房清洗维护：1316

元/个；3）水域保洁单价为 13.24 元/

㎡·年；4）公厕运行分项单价 6.88 万元

/座•年；5）垃圾清运 123.69 元/吨

6）运营期限内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预备费用以 180 万元，运营期

限内合计 2160 万元。（以文城片

区 PPP 实施方案为准）

建议同意

变更：3）正常水位水面面

积保洁单价为 13.24 元/

㎡·年；

增加 6）运营期限内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预备费用以

180 万元，运营期限内合计

2700 万元。（以文城片区

PPP 实施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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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第一中标人提出修改意见 咨询建议 最终谈判结论

6

第九章政府支出责任/第 30 条政府支出

责任/ 30.3 费用的支付/ 2．运维绩效服

务费本项目运维绩效服务费各子项单价根

据采购结果确定，费用按季支付。运营期

内，政府实际支付的运维绩效服务费将根

据项目公司月度考核结果与季考核结果进

行综合调整，各分项作业内容每季服务费

用如下：清扫保洁服务费用=成交单价×实

测面积÷4；沙滩清洁服务费用=成交单价

×实测面积÷4；垃圾清运（转运）服务费

用=成交单价×季垃圾清运（转运）吨数；

公厕管理服务费用=成交单价×实际管理

公厕个数÷4；当季全额服务费=清扫保洁

服务费用＋沙滩清洁服务费用＋垃圾清运

（转运）服务费用＋公厕管理服务费用。

沙滩、河道清洁服务费用=成交

单价×实测面积÷4；

垃圾清运（转运）服务费用=成

交单价×季垃圾清运（转运）吨

数；

公厕管理服务费用=成交单价×

实际管理公厕个数÷4；

果皮箱、垃圾房、垃圾桶清洗养

护服务费用=成交单价×实际清

洗作业数量÷4

当季全额服务费=清扫保洁服务

费用＋沙滩河道清洁服务费用+

果皮箱、垃圾房、垃圾桶清洗养

护服务费用＋垃圾清运（转运）

服务费用＋公厕管理服务费用。

建议将沙滩、河道改为水

域，与运维绩效服务费单

价相对应。

其他建议同意。

将原合同条款“沙滩清洁

服务费用”改为“水域清

洁服务费用”

当季全额服务费=清扫保

洁服务费用＋水域清洁服

务费用+果皮箱、垃圾房、

垃圾桶清洗养护服务费用

＋垃圾清运（转运）服务

费用＋公厕管理服务费

用。

7

第十章违约和终止/第 32 条违约及赔偿/

32.2 乙方违约及赔偿/ (1)延迟开工、完

工：乙方未能在本合同规定的计划日期前

完成全部施工建设的，每逾期一日，乙方

应向甲方支付贰（2）万元/日作为违约赔

偿金

乙方因自身原因未能在本合同

规定的计划日期前完成全部施

工建设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贰（2）万元/日作为

违约赔偿金

建议同意 同意增加“因自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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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号 第一中标人提出修改意见 咨询建议 最终谈判结论

8

第六章投资计划及融资方案/第 17 条融

资方案/第 17 条融资方案/ 17.2 资金管

理(5)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甲方应向乙方出

具项目前期工作费用清单和和前期责任单

位已签署的服务合同，待完成工作成果移

交至乙方后，由乙方支付该项费用。

(5)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甲方应

向乙方出具项目前期工作费用

清单和和前期责任单位已签署

的服务合同，待完成工作成果移

交至乙方后，由乙方支付该项费

用,并计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同清澜项目，建议删除本

条款。
同意删除本条款

9

第七章项目的运营与维护/第 26 条运营

和维护要求：乙方无条件全员接收因工、

因病等失去劳动能力的环卫工人

乙方无条件全员接收因工、因病

等失去劳动能力的环卫工人。若

原招标费用测算未将本费用纳

入项目成本，则本费用另计

同清澜项目

建议改为甲方原有因工、

因病等失去劳动能力的

环卫工人，依据劳动法相

关规定，由乙方全员接

收。

按照咨询方建议修改，将

原合同条款改为“甲方原

有因工、因病等失去劳动

能力的环卫工人，依据劳

动法相关规定，由乙方全

员接收”



9

序号 条款号 第一中标人提出修改意见 咨询建议 最终谈判结论

10

第七章项目的运营与维护/第 28 条履约

保函：合作期履约保函在运营期内自动转

为运营维护期的履约保函。保函提取及解

除时间相关事宜遵循本合同其他相关约

定。该保函的有效期到项目期限终止。在

项目期限内，乙方有义务保证该保函项下

的金\额不低于约定的金额，一旦低于该金

额，乙方应当及时将该保函恢复

至该约定金额。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日后向甲

方提供提一份甲方可以接受的、

不可撤销的、金额为叁佰万元整

（￥3000000.00）的履约保函。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

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

号）的相关要求，履约保函的数

额不得超过PPP项目初始投资总

额或者资产评估值得 10%。）合作

期履约保函在运营期内自动转

为运营维护期的履约保函。保函

提取及解除时间相关事宜遵循

本合同其他相关约定。该保函的

有效期到项目期限终止。在项目

期限内，乙方有义务保证该保函

项下的金\额不低于约定的金

额，一旦低于该金额，乙方应当

及时将该保函恢复至该约定金

额。

同清澜项目，履约保函按照年服

务费的 10%设置，建议修改为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日

后 15 个工作日内且在投

标保证金退还之前，向甲

方提供一份甲方可接受

的、不可撤销的、金额为

人 民 币 肆 佰 万 元 整

（¥4,000,000.00）的履

约保函，作为其履行在本

合同下的义务和其他违

约赔偿义务的担保。如确

有原因未能以乙方名义

开具履约保函的，经甲方

书面同意后，可以成交供

应商的名义（如成交供应

商为联合体，则以联合体

牵头方的名义）开具履约

保函。履约保函失效到期

前 60 日内，乙方须完成

履约保函的更新/置换。

按照咨询方建议修改为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日

后15个工作日内且在投标

保证金退还之前，向甲方

提供一份甲方可接受的、

不可撤销的、金额为人民

币 肆 佰 万 元 整

（4,000,000.00）的履约

保函，作为其履行在本合

同下的义务和其他违约赔

偿义务的担保。如确有原

因未能以乙方名义开具履

约保函的，经甲方书面同

意后，可以成交供应商的

名义（如成交供应商为联

合体，则以联合体牵头方

的名义）开具履约保函。

履约保函失效到期前60日

内，乙方须完成履约保函

的更新/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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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新增内容：①“第十章违约和终止”第 32.2 条乙方违约及赔偿

增加（6）注册资本金逾期超出 15日仍未完成足额缴纳的，从第 16

日开始每逾期一天乙方须缴纳 1 万元/日的违约金。

合同新增内容：②“第十章违约和终止”第 32.2 条乙方违约及赔偿

增加（7）履约保证金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提交的，每逾期一天须缴纳

1 万元/日的违约金。

合同新增内容：③“附件四：绩效指标附件 4-1 五、文昌市环境卫

生作业质量标准 1.4 其他设施保洁质量要求”增加（11）乙方负责清

理文城片区合作范围内两米以下乱贴和乱涂写等工作。”

十一、文昌市人民政府确认谈判工作组与扬州金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除一致同意对《文昌市文城片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合同》对上述

内容做调整外，双方均接受《文昌市文城片区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合

同》其他所有条款的内容，无异议。

二零一九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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