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台商子女学校
2021 年 培方馆 游泳池委外经营评选须知
一、投标条件及须知
1、 投标日期：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
2、 查询电话： 021-62217006 转 8111 或 8112
3、 标案主体：
经上海巿工商注册为独立法人资格的游泳池经营企业，
各项证照
合法、齐全，注册资金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有专业游泳池或体
育服务的资格及经历，目前于上海市经营的游泳池数量不得少于
1 家，以往经营过程中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4、 投标人必须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企业的受委托人，
受委托人必
须具有从事游泳或体育相关专业的服务经验。
5、 标案人须提供下列数据并加盖单位公章：
(1) 公司简介（主要从事游泳体育经营管理的经历）。
(2) 身份证复印件(须现场与正本核对)
(3) 营业执照、体育游泳场馆经营服务许可证等原件。
(4) 受委托人提供委托授权书。
(5) 5 年内未曾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之切结书。
(6) 目前从事场馆经营的业绩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
(7) 得标厂商所提供的数据如无法获得卫生或体育场馆主管单
位的认可，得视为不合格厂商并取消订约资格。
6、 投案厂商所提供的数据，得标后不退还。得标厂商因游泳池经营，
所投入的环境整改资金，在委托经营结束后，归学校所有，不得
以任何形式，要求赔赏或兑换现金。未得标厂商的投标资料，在
标案结束后予以退还，惟于下列情况下投标数据不予退还：
(1) 以伪造，变造之文件投标。
(2) 投标厂商另行借用他人名义或证件投标。
(3) 冒用他人名义或证件投标。
(4) 在报价有效期间内撤回其报价。
(5) 开标后得标者不接受决标或拒不签约。
7、 本标案截标后，学校会办理经营者于简报中所提，场馆之现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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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验参访。
8、 经形式、资格及非评选项目审查通过之厂商所提送服务建议书，
由本校转送予工作小组、评选委员先行参阅。
9、 本标案之评选项目、评审标准详如附件之评选表。
10、 厂商代表办理简报时：
(1) 本校于简报会场提供下列之设备或器具，供厂商使用，但本

机关不保证该等设备、器具与投标厂商设备兼容：电源延长
线；投影机；投影布幕；麦克风。
(2) 参选厂商于评选会议时应派计划主持人或工作团队人员出席

简报，4 人为限，简报之先后次序于简报当日现场抽签决定
顺位。
(3) 厂商简报时，其余厂商应先行回避，简报内容应含：

A. 公司组织简介
B. 经营理念
C. 公司资质及荣誉(证照、保险证明等)
D. 人员编制(必须含教练、救生员、卫生管理人员)
E. 设备、人员、材料、场馆安全之管理
F. 人员健康检查证明文件
G. 服务经历(注明近几年服务客群)
H. 公司创意、特色服务、紧急应变处置流程
(4) 轮到厂商简报，经唱名三次仍未到者，视同放弃。
(5) 评选委员于评选中，得就投标厂商所提与评选项目有关之书

面数据及简报有关内容提出询问，投标厂商列席人员仅得就
该询问事项发言，厂商于简报中承诺事项将列为签订合同的
一部份。
(6) 简报时间 15 分钟，答询时间 10 分钟。
※简报过程中不得从事攻击、影射、污蔑其他参选代表，发生

上述情况时，主持人可随时纠正并令其停止简报。
二、管理要求
1、 得标厂商不得将本校培方馆泳池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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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用校有资产从事不法经营。一经发现，本校有权解除合同，
并给予经济处罚或法律诉讼。
2、 培方馆内楼梯等均属于得标厂商管理范围，得标厂商保证该区域
之卫生、整洁。工作人员要遵守学校的规定，要有良好的服务态
度并监督实施，不能与师生发生争吵或冲突，如发现违规者，学
校有权视情节提出处理意见。
3、 卫生检疫、工作人员体检等费用均由得标厂商自理，如因得标厂
商管理不善造成顾客重大意外或受伤，
由得标厂商负全部责任并
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4、 得标厂馆范围内之卫生防疫、环境卫生必须达到上海市卫生监督
所制定的标准，学校有权监督，并不定时检查。
5、 学校有权对经营、利润、服务质量等进行监督检查。
6、 场馆水、电、煤气等费用由得标厂商负担。
7、 得标厂商经营所需其它设备由得标厂商自备，特殊装修、改造，
必须征得学校同意后方可实施。
8、 得标厂商必须保护好学校设备及各项设施，对学校提供的设备、
设施应及时进行保养、维修。保养、维修的费用由得标厂商负
责。合约期满后，保证房屋、设备、设施、墙面、地面的完好。
9、 整改环境所需工程原材料，必须采购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10、 得标厂商经营服务所需人力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要求，依法
聘用人工。如发生纠纷，由得标厂商自行负责。
11、 得标厂商负责游泳场馆的消防安全工作，必需遵从本校总务处的
统一管理，确保消防安全无事故。
12、得标厂商需派一名员工干部常驻学校，处理紧急应变事宜。
13、得标厂商得经双方协商承接现有培方馆游泳池之物品器具，该等
物品之单价依巿场行情及实际清点数量计算之。
三、投标书编制
1、 投标书的组成（按照以下顺序编制投标书：）
商务部分：
（1） 法定代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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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原件复印件和
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 公众责任险
（4） 付款周期证明
（5） 单位概况单
（6） 无不良记录承诺书
（7） 目前经营场馆之合同复印件
技术部分：(企划书内容)
（1）公司组织简介、经营理念
（2）公司证照及保险证明
（3）人员编制、员工资质证书复印件
（4）人员健康检查证明文件
（5）员工培训方案
（6）安全质量保障措施
（7）卫生、消防安全
（8）管理及服务
开放范围：培方馆一楼 （柜台、更衣室、淋浴间、厕所、泳
池、过滤加温机房)
培方馆二楼 （桌球室、健身房、职员休息室）
（9）场馆开放时间(租赁期限为启用日起 6 年)投资成本逾预期租赁
年限时，可于简报时另提备案。
全年开放使用，学校上班时间外，每日 17：40～21：40
例假日全天开放时段

08：00～21：30

（10） 改造方案
注明整改范围 (需含门禁及监控系统)
计划施工经费（经费细目供学校参阅）
（11） 证照申请 (协助学校取得游泳池正常营运使用之各项证照)
（12） 营利分配 (注明学校与经营者之分配比例)
（13） 教学支持 (注明配合校方课程、人力协助等资源整合内容)
（14） 公司创意、特色服务、紧急应变处置流程
(特色服务项内请注明，亲、师、生参加课后课程及特别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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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福利。)
（15） 其他
2、(企划书)要求：
企划书要求 A4 纸直式横书，可彩色编辑，应打印 10 份，不得有加
字、涂抹或修改，如有修改必须在修改部位加盖公章。
(企划书)请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五〉上午 12:00 前密封送达上海
台商子女学校总务处，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送达后，不得撤回或
修改。
四、领标、投标、开标、评选的时间和地点
1、 投标时间：2021 年 6 月 25 日〈五〉上午 12:00 止
2、 投标地点：上海台商子女学校总务处
3、 现场参观：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4 日上班时间
4、 竞标时间：2021 年 6 月 30 日〈三〉下午 14：00
5、 竞标地点：上海台商子女学校 2F 第一会议室
6、 评选：本校成立评选委员会评选
五、评选原则
1、 评选按照招标要求和条件进行，整体衡量投标厂商的规模、经营
信誉。目前经营游泳场馆各方面优者，列为标案中优先考虑。
2、 环境整改资金保障的可靠性。
3、 技术能力及后续经营的稳定性。
4、 按时开业的可信度。
5、 目前经营项目的口碑。
6、 得标通知：经学校评选委员会评选最低序位者为优胜厂商，再依
名次顺序议约，议约成功厂商得标，得标厂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到本校总务处办理签约事宜，完成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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