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文件编号：T200121 

 

十四号线（东段、西段）车站助理服务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致各潜在投标人： 

为配合北京京港地铁线路运营的需要，本公司需对十四号线（东段、西段）车站助理服务

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参与投标的潜在投标人需符合以下条件： 

1.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持有在中国合法注册的《营业执照》；  

2. 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下述内容之一（礼仪服务、服务分包、劳务分包、

劳务服务、外包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或上述内容中因书写不同但含义相同的描述亦可）； 

3. 投标人需通过有效的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4. 【投标人应具备的业绩要求】：投标人应具有顾客或客户服务经验（如：维持顾客/客

户排队秩序；解答顾客/客户问询；掌握自助设备使用并为顾客/客户提供指导；大型

活动服务工作；人员密集型场所或活动疏导或引导服务），承诺支持实地考察。并可

以根据下方条件提供上述服务项目的证明文件（合同复印件）：投标人提供单次顾客/

客户服务项目 70 人以上的两个合约项目证明文件，或单次顾客/客户服务项目 70人以

上的一个持续两年的合约项目证明文件； 

5. 投标人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恶性中断服务合约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

提供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政府公布的不良记录的，其投

标将被拒绝； 

6. 投标人须提交填写完整的《京港地铁安全管理问卷》（格式见附件四）； 

 

本项目不接受挂靠、分包、转包、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请符合上述条件的潜在投标人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 16：00 前，按照附件一的要求提供资格预审文件进行现场报名（针对本

市企业只接受现场报名；针对非本市企业可接受以邮寄方式（不接受到付件）进行报名，

投标人须在邮寄后将邮寄信息电话告知本公司投标报名联系人，并向本公司投标报名联系

人索要《投标报名表》，填写后扫描发送至指定邮箱，招标人签收时间在投标报名截止时

间前方视为报名有效，未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报名的均视为报名无效），资格预审文件须装

订并密封。通过资格预审并接受邀请的投标人方可参加投标。本公司现场报名时间为每天

14：00 至 16：00，投标报名联系人：采购部周女士（电话：010-88641204）、杨女士（电

 



话：010-88641220），邮箱：pur@mtr.bj.cn，京港地铁官网：

http://www.mtr.bj.cn/business/tender-invitation，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嘉园路地铁四号线车辆

段行政楼 2 层采购部，邮编：100068。本项目预计发标时间：2021 年 1 月上旬，预计回标

及开标时间：2021 年 1 月下旬，预计服务开始时间：2021 年 4 月。以上时间会根据项目的

进度有所变动。 

感谢贵公司对本采购项目的关注，并期待您的积极参与。 

顺颂商祺！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mtr.bj.cn/business/tender-invitation


附件一：资格预审必要合格条件标准 

序号 提交文件内容 合格条件 申请人具备的条件或说明 

1 

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二） 
提供有效的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本项目：提供

其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公章； 

非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本项目：提

供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及授权委托书（须法定代表人及委

托代理人双方签字）并加盖公司公

章。 

2 《营业执照》 
提供合法注册的《营业执照》； 

属中国合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

公章，并需提供关于核查证件的网

站地址及途径的说明文件（格式见

附件三）。 

3 

ISO9000 系列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如适

用） 

提供投标人公司所持有的有效的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并可以通过招标方网上核查（核

查证书的状态必须为“有效”） 

需提供证书复印件及相关必要的附

属文件（如有）的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 

4 业绩要求 

1、 投标人应具有顾客或客户服务

经验（如：维持顾客/客户排队

秩序；解答顾客/客户问询；掌

握自助设备使用并为顾客/客

户提供指导；大型活动服务工

作；人员密集型场所或活动疏

导或引导服务），承诺支持实

地考察。并可以根据下方条件

提供上述服务项目的证明文件

（合同复印件）：投标人提供

单次顾客/客户服务项目 70 人

以上的两个合约项目证明文

件，或单次顾客/客户服务项目

提供业绩合同的首页、盖章页及能

体现合同服务内容、地点及项目服

务人数等相关合同部分的复印件并

加盖公司公章。 



70 人以上的一个持续两年的合

约项目证明文件； 

2、 投标人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

业有不良记录，恶性中断服务

合约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

相关服务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

存在不良履约记录、政府公布

的不良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

绝； 

5 

安全管理问卷（格式

见附件四） 

提供真实、有效的安全管理问卷 
需提供原件签字并加盖公章（所附

相关证明可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注：1、投标人不满足上述资格条件中的任一条（除“核查证件的网站地址及途径的说明文

件”一项），或在本项目涉及的相关行业有不良记录，以及曾为招标人提供相关服务

但被评估为不合格或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2、投标人提交的上述资料需真实、有效，且文字清晰、可辨认。 

3、除《附件一》中要求提供的文件外，可以另外提供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资质

文件。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

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

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投标文件、

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本授权委托书于        年        月       日签字并盖章生效，特此声明。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注：投标人企业法定代表人直接签署投标文件则可不填写此表 

 

 

 

 

法定代表人姓名：（印刷字体）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姓名：（印刷字体）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投标人（加盖公章）：           

  



附件三：文件核查说明 

 

关于核查证件的网站地址及途径的说明文件 

  

相关证件及资质文件 核查文件的网站地址及途径 其他说明 

营业执照     

ISO9000 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投标人（加盖公章）： 

  



附件四：安全管理问卷 

 

安全管理问卷（承包商资格预审）  

 

介绍：  

1. 下列表格需要全部填写，有必要的情况下需要提供证明文件  

2. 标有“*”的部分是需要进行选择的 

 

 

承包商名称  

承包商联络人  

承包商联络电话/传真  

 

 

问题 1 安全管理计划 

 

1.1 请附上您公司最近发布的安全管理计划复印件 . 附件编号. : 

 

 

问题 2 安全政策声明 

 

2.1 公司有安全政策声明吗？如果有，请提供复印件  附件编号 : 

2.2 安全政策是有最高管理者签署的吗？如果是，请提供他的姓名和职位，   

2.3 安全政策是通过何种方式传达给您们的员工 ？  

2.4 安全政策声明是否定期回顾，如果是，请提供回顾的频率   

2.5 最新版的安全政策声明是什么时间回顾和发布的？   

 

 

问题 3 安全组织和责任 

 

3.1 请附上公司的组织机构图，说明负责安全管理人员的架构/等级。 附件编号. : 

3.2 请说明管理人员和员工，包括安全人员（如安全员、安全监督员等）的安全职责? 
 

3.3 安全管理人员是否接受过正式的安全管理培训？如有，请说明所参加的培训机构和

课程的名称.  
 

3.4 安全管理人员是否具备至少 3 年的安全管理工作经验 ?  是 / 不是 * 

 

 

问题 4 安全培训和资格认证 

 



4.1 请描述公司对员工的安全培训计划，包括施工项目经理、工程师、主管/班长、操作人员、工人和分包商等，以及对安全培

训的识别和提供的安排。 

 

 

 

问题 5 内部安全规章制度 

 

5.1 请描述公司内部的安全规则、程序和工作指引，包括消防、内部检查以及和员工如何沟通程序等  

 

 

 

问题 6 危险环境的检查程序   

 

6.1 请描述公司内部危险环境的检查程序，内容包括识别、报告和纠正工作场所的安全风险。  

 

 

 

问题 7 工作危害分析   

 

7.1 请描述公司在识别与工作相关的危险、建立和审查控制措施（包括制定施工方案、安全程序和说明）方面的管理制度？ 

 

 

 

问题 8 个人防护程序  

 

8.1 请描述公司的个人防护设备的识别、选择、维护和更换以及使用培训计划。. 

 

 

 

问题 9 事故/事件报告及调查程序   

 

9.1 请描述公司报告和调查事故和事件的程序，以及纠正措施、统计分析和事故趋势监测的后续安排? 

 

 

 

问题 10 应急预案 

 

10.1 请描述公司的应急预案和程序，包括组织演练和员工培训方面的应急准备要求。   



 

 

 

问题 11 安全委员会 

 

11.1 请描述公司成立的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成员、角色、职责和关系。 . 

 

 

 

问题 12 安全推广 

 

12.1 请描述公司在提升现场所有人员安全意识方面的推广计划。 

 

 

 

问题 13 职业健康保障  

 

13.1 请描述公司在识别、评估和控制员工可能接触的健康危害的计划。 

 

 

 

问题 14 分包商的评估、选择与控制 

 

14.1 请描述公司对分包商的评估和选择制度? 

 

 

 

问题 15 过程控制 

 

15.1 请描述公司在设计、建造、制造、安装、操作及维修等关键工序的安排及控制措施的计划. 

 

 

问题 16 内部安全审核/评价 

 

16.1 请描述公司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定期安全审核/评价的安排.  

16.2 负责进行安全审核的人员是否接受过安全审核培训？如有，请注明培

训机构及课程名称 

 

16.3 负责进行安全评价的人员是否接受过安全评价培训？如有，请说明所  



参加的培训机构和课程的名称。 

 

问题 17 事故和犯罪记录   

 

17.1 请提供过去两年的以下信息（注意，包括在现场工作的分包商）。 去年 前年 

(a) 死亡事故发生数 
  

(b) 发生的可报告的事故数量 
  

(c) 违反安全管理被处罚的数量 
  

(d) 收到政府整改通知/停业通知的数量 
  

17.2 公司是否因违反安全规定而被起诉? 是/ 不是 * 

 

问题 18  其他信息 

 

18.1 请提供认为与公司的安全记录和安全管理相关的任何其他意见或信息。 

 

 

 

 

 

 

 

 

 

 

 

 

声明： 

 

我方确认对本问卷回复的信息都是真实和正确的。  

 

 

签名:    日期: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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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项目概述 

车站助理服务项目是为满足京港地铁车站运营服务需要，配合车站缓解高峰通勤、交通

枢纽等大客流对车站带来安全风险压力，同时，为改善和提升乘客人工帮助需求方面的服务

体验，充分展现京港地铁优质的品牌形象。 

服务线路：地铁十四号线涉及车站（具体以实际需求为准）。 

服务职责：协助车站工作人员维护车站秩序、为乘客提供问询、帮助等服务工作，参与

车站突发事件处置、协助车站完成临时任务等方面工作。 

其他： 

1、项目管理团队应具有专业乘客（顾客）服务管理经验，建立适合本项目的服务管理体

系，组织并管理项目团队完成高质量服务工作。 

2、项目工作人员，应接受过乘客（顾客）服务技能、礼仪等培训，口齿清晰，普通话标

准，年龄和形象等符合项目工作要求，人员固定流动率低较为稳定。 

3、项目绩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人员上岗率、劳动纪律、服务标准落实和服务指标完成等

履行合约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