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楼宇物业配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各类房屋建筑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楼宇物业配
置的科学规划、集约设计、规范运行，提升楼宇物业管理效能，优化
楼宇物业服务质量，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国务院 2007 年 8 月 26
日发布）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DB31/T361-2006 上海市办公楼物
业管理服务规范》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DB31/T779-2014 上海市
学校物业管理服务规范》
、
《上海财经大学招标管理办法》
（校发
[2016]31 号）等有关文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楼宇的分类
本办法所述的“楼宇”，依据使用性质的不同分为办公楼、公共
服务楼、辅助用楼三类。
（一）办公楼包括学院独用办公楼、共用办公楼（含学院合用办
公楼、机关教辅办公楼）
。
（二）公共服务楼包括教学楼、学生宿舍、教职工周转房、学生
中心、图书馆、礼堂、体育场所、学生艺术中心、科研实验中心、档
案馆、校史馆、校友馆、博物馆等。
（三）辅助用楼包括食堂、保障用房等。

第三条 学校楼宇的物业管理以模式分类、标准统一、区域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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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集约、市场运作为原则。

第四条 楼宇物业管理机构按照各楼宇的使用性质设定。管理机
构承担物业单位的选择与确立、物业服务标准的制定与调整、物业合
同的报批与签订、物业经费的核算与执行、物业服务质量的监督与考
核等职责。

第二章 物业单位的确立及期限
第五条

新建单体楼宇建筑面积为 5000 ㎡（含）以上，或年物

业服务费为 20 万元（含）以上的项目，其物业单位须经招标确立。
具体按照《上海财经大学招标管理办法》（校发[2016]31 号）执行。

第六条

新建单体楼宇建筑面积小于 5000 ㎡或年物业服务费在

10 万元（不含）以内的项目，本着合理统筹、资源共享的原则，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周边物业单位，一并实施该楼宇物业服务。

第七条 一般在楼宇投入使用前 6 个月启动物业招标，中标物业
单位应提前参与楼宇的移交验收，应对所移交的物业资料、管理资料
及物业公共部位、公共设施设备等情况进行承接查验，并就财务、物
资等办理交接手续，形成相关档案和记录，长期保存备查。

第八条 中标物业单位服务期限一般为 3 年。物业服务管理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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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同执行，物业合同的签订一般以一年为单位。

第九条 应重新组织招标，再次选择物业单位的情况：
1、

物业单位服务期满；

2、

在服务期限内，物业单位年度考核一次不合格；

3、

学校规划调整，或后勤社会化布局调整的需要。

第三章 学院独用办公楼的物业配置管理
第十条 物业管理原则
1、服务标准统一。学院独用办公楼的物业服务原则上按统一标
准执行，标准外服务内容由学院自行组织实施。
2、预算两级管理。学校依据基本配置标准制定预算，并将基本
物业费核拨给各学院支配，超出部分费用由学院自行承担。
3、主体市场选择。相关学院作为使用单位提起物业招标和聘用
物业单位；标的较小的，可联合项目招标或由学院自行聘用物业单位。
4、公共成本定额。水、电能源等公共成本支出原则上按办公楼
类型核定使用额度，超出部分费用由学院自行承担。具体按照学校能
源管理有关制度执行。
第十一条 物业配置标准
学院独用办公楼按照以下标准配置基本物业服务，超出部分由学
院自行制定配置标准并核算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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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
保安员

配置标准
2人
3000 ㎡/人（建筑面积不足 3000 ㎡
保洁员（公共区域）
的，按 2 人/楼计算）
维修工

0.5 人/楼

水电工
综合管理
其他项目（会务等）

0.5 人/楼
——
——

配置条件

楼宇建筑面积为 3000 ㎡（含）
以上
楼宇含有独立泵房

第十二条 后勤管理处依据基本配置标准，测算各学院独用办公
楼的基本物业费（单位工种年均支出成本测算方法见附件），经学校
审核通过后，每年初由财务处下拨给各学院支配。

第四章 公共楼宇的物业配置管理
第十三条 本章所述的“公共楼宇”，包括共用办公楼、教学楼、
学生宿舍、教职工周转房、学生中心、图书馆、礼堂等。
体育场所、实验室、辅助用楼、学生艺术中心、的物业配置管理
标准，由相应的物业管理机构另定。

第十四条 物业配置标准
1、

保安员。门禁、监控、周界报警等技防保障优先，必要时根据
楼宇实际情况增配安保人员。

2、

保洁员。教学楼一般按照 2000-3000 ㎡/人配置保洁人员，其他
楼宇一般按照 3000-4000 ㎡/人配置公共区域保洁人员。

3、

管理、维修人员。按照校区、生活园区等为单位酌情配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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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共享，统筹管理。
4、

其他服务项目，如会务人员。按照楼宇使用性质，必要时酌情
增配。

第十五条 后勤管理处每年结合楼宇增减变更及功能调整情况，
按照配置标准测算公共楼宇物业服务费，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每年初
由财务处下拨专项预算。物业费的支出依据合同执行。

第十六条 合同外需申购耗材、服务的，物业单位应按照《上海
财经大学物业单位耗材、服务申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非常规申
购或常规申购金额在 500 元（含）以上的，应通过 OA 内请或《上海
财经大学物业单位购置耗材、服务申请表》书面向后勤管理处提出购
买申请，说明申购事由、数量、金额，必要时提供使用记录，批复同
意后实施。

第五章 物业服务的范围与标准
第十七条 楼宇物业服务范围包括：
（一）

楼宇安保，含楼宇门岗、监控和日常巡逻；

（二）

楼宇保洁，含公共区域日常保洁和垃圾清运；

（三）

楼宇维修，含公共设施设备维修和保养；

（四）

楼宇综合管理；

（五）

其他服务项目，含会务、客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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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楼宇物业服务标准包括：
（一）安保服务标准
1、

制定并落实楼宇安全服务管理制度，保障楼宇公共秩序，接受
学校保卫部门业务指导并定期参与培训，及时发现、有效处置
各种安全隐患和突发事件。

2、

规范人员、大件物品进出的问询、登记和验证，实现门禁、钥
匙安全管理。图书馆做好寄包区域管理服务。

3、

定期巡视服务区域，重点关注消防、安全防范重点部位及相关
设施设备，发现问题或隐患及时报修报备。

4、

配置监控安保人员的楼宇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并做好记录，规
范完成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的存留与查阅，及时接听公安、
消防及学校保卫部门的报警联动电话，确保信息沟通及时顺畅。

5、

学生宿舍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违章电器检查处理机
制，杜绝外人留宿。

（二）保洁服务标准
1、

制定并落实楼宇环境卫生服务制度，确保卫生责任区容貌整洁。

2、

公共区域定时保洁，保持楼宇大厅、楼梯、地面、墙面、平台、
走道、门窗、电梯间、会议室等公共区域清洁无积灰，无随意
堆放杂物。公共卫生间、盥洗间、浴室、洗衣房、开水间等处
洁净无异味、无积水、无污垢。

3、

垃圾定点存放，日产日清。食堂餐厨垃圾处理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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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修服务标准
1、

建立并落实公共设施设备维修响应工作制度，建立维修台账。

2、

对楼宇地面、屋面、墙面及吊顶、门窗、楼梯等进行日常检修
和保养，对安全隐患及时采取必要的处置和防护措施。

3、

完成各项零星维修，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修复，合格率 100%。

4、

对楼宇供电系统、照明线路装置、避雷装置等设施设备进行日
常检修和保养，定期巡视和监测，建立 24 小时运维值班制度，
及时排除故障，做好节约用电工作。

5、

对楼宇给排水系统和管道等设施设备进行日常检修和清洁保
养，及时排除故障，保证室内外给排水系统畅通、运行良好，
保证水质供应符合国家标准，做好节约用水工作。

6、

中、大型维修及特种设备维修及时报学校相关部门，按照学校
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四）综合管理服务标准
1、

熟悉楼宇情况并提供向导、咨询服务，协助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2、

对于教学楼，应制定和落实教学楼综合管理制度，保障正常教
学秩序，做好教室和教师休息室的开放、准备、关闭各项服务。

3、

对于学生宿舍，应制定和落实学生宿舍综合管理制度，为学生
提供水电、空调、饮用水、洗衣、烘干、储物、公共厨房（限
留学生宿舍）、保洁用具等生活咨询和帮助，做好学生园区电子
显示屏信息发布和管理；配合甲方计划安排，做好学生宿舍的
入住、调整、退宿工作；做好学生园区内文化建设，落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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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检查评分机制，配合完成文明寝室创建和评比工作。
4、

在楼宇公共区域显著位置设立禁烟标识，并劝阻吸烟行为。
（五）会务、客房、多媒体等其他服务项目，按照相关合同约定

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日下月起生效，原《上海财经大学独立
办公楼物业管理办法》
（校发[2010]14 号）相应废止。

附件 1：
《上海财经大学楼宇物业费核算参考标准》
附件 2：
《上海财经大学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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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上海财经大学楼宇物业费核算参考标准》

一、 单位保安员年均支出成本包含以下费用：
1、 年基础工资。标准为上海市最低月工资标准*12
2、 年计提费。标准为上海市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社保缴费比例 44.6%*12
3、 年加班费。标准为月基础工资/21.75*3*5.5（一年 11 个法定节假日按一
半天数加班来计算）
4、 年服装费。标准为 500 元/年
5、 年福利费。标准为 450 元/年
6、 管理酬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5 项合计总额* 5%
7、 税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6 项合计总额*6.78%
（例：以 2017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2300 元/月，以及 2017 年
上海市城镇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3902 元/月计算，单位保安年均支出成本为 57381
元。）

二、 单位保洁员年均支出成本包含以下费用：
1、 年基础工资。标准为上海市最低月工资标准*12
2、 年计提费。标准为上海市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社保缴费比例 44.6%*12
3、 年加班费。标准为月基础工资/21.75*3*5.5（一年 11 个法定节假日按
一半天数加班来计算）
4、 年服装费。标准为 350 元/年
5、 年福利费。标准为 450 元/年
6、 管理酬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5 项合计总额* 5%
7、 税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6 项合计总额*6.78%
（例：以 2017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2300 元/月，以及 2017 年
上海市城镇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3902 元计算，单位保洁年均支出成本为 57212 元。）

三、 单位维修工年均支出成本包含以下费用：
1、 年基础工资。标准为上海市最低月工资标准*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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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计提费。标准为上海市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社保缴费比例 44.6%*12
3、 年加班费。标准为月基础工资/21.75*3*5.5（一年 11 个法定节假日按
一半天数加班来计算）
4、 年服装费。标准为 350 元/年
5、 年福利费。标准为 450 元/年
6、 管理酬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5 项合计总额* 5%
7、 税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6 项合计总额*6.78%
（例：以 2017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2300 元/月，以及 2017 年
上海市城镇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3902 元/月计算，单位维修工年均支出成本为
70373 元。）

四、 单位水电工年均支出成本包含以下费用：
1、 年基础工资。标准为上海市最低月工资标准*140%*12
2、 年计提费。标准为上海市社保缴费基数下限*社保缴费比例
44.6%*12
3、 年加班费。标准为月基础工资/21.75*3*5.5（一年 11 个法定节假
日按一半天数加班来计算）
4、 年服装费。标准为 350 元/年
5、 年福利费。标准为 450 元/年
6、 管理酬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5 项合计总额* 5%
7、 税金。标准为上述 1 至 6 项合计总额*6.78%
（例：以 2017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2300 元/月，以及 2017 年
上海市城镇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3902 元/月计算，单位水电工年均支出成本为
703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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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上海财经大学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考核办法》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了给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优质的后勤保障服务，
加强对乙方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考核，实现后勤保障规范化、制度化的
管 理 ， 依 据 《 DB31/T779-2014 上 海 市 学 校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规 范 》、
《DB31/T637-2012 上海市高等学校学生公寓管理服务规范》、《上海
财经大学楼宇物业配置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客观地考核乙方工作，
有效提高后勤服务质量，严格落实检查监督与考核机制，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考核原则
（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内控与外检相结合，专项考评与整体考评相结合的原则；
（三）专业量化的原则；
（四）考核结果与奖惩措施真实挂钩的原则。
第三条 考核范围
考核覆盖物业管理服务所有范围，包括独立楼宇（学生宿舍、教
学楼、行政楼、办公楼、图书馆、学生中心、礼堂等）、食堂、校园
环境和绿化、车辆管理、邮政和浴室服务等；考核项目包含物业管理
服务所有岗位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综合管理、保洁工作、安
保工作、设备设施维修、绿化养护及特色服务，以及工作中能源节约
情况、经费使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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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考核标准
物业单位各项管理服务考核标准，参照《上海财经大学楼宇物业
配置管理办法》附件中“楼宇物业考核办法”之规定，及所签订的各类
管理服务合同之约定。
第五条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包括物业自查、专项抽查、学期检查、师生满意度调研、
年度总评等多种。考核分为专项设定和综合设定两种，具体依据服务
合同、服务规范、评分标准等文件所列内容随机抽取。
（一）

物业自查。由各物业单位根据各自工作范围，定期或不

定期的自行组织开展日常管理服务质量自查活动，每学期
末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促进自身工作的改进和提高，自
查情况、工作总结书面报学校主管部门。
（二）

专项抽查。一般每季度一次，由学校相关部门（必要时

邀请第三方专家）形成检查组，随机抽取某个服务区域、
某项服务内容，对一个或多个物业单位进行抽检，并形成
相关分值。
（三）

学期检查。每学期一次，由后勤处组织学校相关部门（必

要时邀请第三方专家）、师生代表、各物业单位代表形成检
查组，针对某个或多个服务区域、某项或多项服务内容进
行检查，并形成相关分值。
（四）

师生满意度调查。每年度一次，由后勤处、工会、学生

组织联合开展，通过线上或线下等多种方式发起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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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师生对各物业单位各项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另外，
依据学校规划或社会化布局调整情况，亦可不定期组织开
展专项满意度问卷调查。
第六条 考核程序
（一）检查组依据考评目标，研究制定当次检查方案和评分材料；
（二）依据方案，检查组采用资料查核、现场验证、情况询问等
方法对实际服务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对相关各项工作质量进行量化评
分；
（三）检查组成员每人根据评分表（样表见附件）当场填写分值，
署名后交还学校相关部门；
（四）学校相关部门在检查结束后汇总得分，于五个工作日内将
检查得分情况反馈给各物业单位，并督促各单位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
题进行整改。
第七条 考核评分
（一）物业自查。评分表参考样式见附件。后勤处依据各物业单
位组织自评的次数、自评活动质量、自评结果、整改情况等指标予以
评价。该项考评结果占年度总分的 10%。
（二）专项抽查。实行百分考核制度，评分表参考样式见附件。
该项考评结果占年度总分的 25%。
（三）学期检查。实行百分考核制度，评分表参考样式见附件。
该项考评结果占年度总分的 30%。
（四）师生满意度调查。该项考评结果占年度总分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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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事故或事件、师生表彰或投诉、经费申报使用等其他
特殊加减分项目占年度总分的 10%。
（六）每年年末，后勤处对本年度各物业单位的各项考评结果进
行加权汇总，得出各单位年度总分（以百分制计算），计入档案并参
照本办法第八条实施相应奖惩。
第八条 考核等级与奖惩措施
（一）考核等级与考核金扣奖
学校提取各物业单位当年管理酬金的 20%作为考核金，依据上一
年度管理服务质量考评结果酌情发放。其中 5%作为日常考核金，用
作专项检查、学期检查、满意度调查的奖惩储备金；另 15%作为年终
总评考核金。
1、 专项抽查、学期检查奖惩
序号

考核得分

扣款/次

备注

1

90 分及以上

——

2

80 分至 89 分

200 元/次

3

75 分至 79 分

500 元/次

4

70 分至 74 分

1000 元/次

5

60 分至 69 分

2000 元/次

物业例会进行通报批评，限时整改

6

60 分以下

3000 元/次

连续 2 次及以上，扣除全部日常考核金

物业例会进行表扬，连续三次得分 95 分
以上可免除一次考评

2、满意度调查奖惩
序号

月考核得分

1

85 分及以上

2

75 分-79 分

2

70 分至 74 分

300 元/次

3

60 分至 69 分

5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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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款/次

备注
物业例会进行表扬

物业例会进行通报批评，限时整改

4

60 分以下

扣除全部日常考核金

3、年度总评奖惩
序号

年度总评得分

奖罚措施

1

95 分及以上

2

90 分至 94 分

3

80 分至 89 分

全额拨付年终考核金

4

75 分至 79 分

扣除年终考核金的 10%

4

70 分至 74 分

扣除年终考核金的 20%，并提出警告

全额拨付年终考核金，再按年终考核金的 20%
进行奖励
全额拨付年终考核金，再按年考核金的 10%
进行奖励

扣除年终考核金的 50%，并提出警告。连续 2
5

60 分至 69 分

年及以上获此分值，甲方终止与乙方签订次年
服务协议，重新招标选择物业单位

6

60 分以下

全额扣罚年终考核金，甲方终止与乙方签订次
年服务协议，重新招标选择物业单位

4、特殊项目考评
若物业单位因失职、疏漏导致工作事故或事件发生，则根据情况
的严重程度直接从考核金中扣除相应比例的金额；如造成较严重的人
身或财产损失，当年度考核为不合格，乙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序
号

违约承诺内容

违约率

奖罚金额

1次

20000 元

备注

因物业单位因失职、疏漏导致如下
工作事故或事件：
学生宿舍发生火灾
学生宿舍发生失窃案
教室发生失窃案
1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校内盗窃

2 次以上 按学生遗失物品价
(含 2 次）
值的 80％
2 次以上
按学生遗失物品价
（含 2
值的 80％
次）
1次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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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甲方同意对外出租校区资源

1次

10000 元

未经甲方同意私自使用校区资源

1次

1000 元

未经甲方同意私自动用家具设备
（含仓库物品）

1次

500 元

未经甲方同意私自随意搭建、施工

1次

5000 元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次

2000 元

发生明显的能源浪费情况

1次

酌情扣罚

2

后勤处接受师生表彰、投诉（查证
属实）情况

3

合同外经费申报节约，使用有序、
有效
合同外经费申报虚假，或经核实存
在账物不符等情况

1次

酌情奖罚

1次

酌情奖励

1次

酌情扣罚

存在乙方推
诿、上报滞后
等情况

（二）学校鼓励物业单位在保障基本服务质量的同时，积极开拓、
努力创新，主动与学校沟通，以期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
实现集约管理成本、提升服务绩效的目的。对此表现突出的物业单位，
学校设立加分项，并计入年度总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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