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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析及物业清洁服务定位及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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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XX 省 XX 简介

3、XX大院占地面积：81809.15平方米

4、建筑面积：47187平方米

二、客户需求分析

XX省XX定位于高端公共服务窗口物业，要求提供全面而细致保洁服务，打造

出星级物业的亮点和特色。为此，我司着眼于XX物业服务的长远前景和社会效

益，力避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短期行为。

我们将充分的发挥公司ISO9001:2000和ISO14001:1996质量保证体系，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品质监督体系以及专用物业管理软件体系的重要作

用，同时引进酒店管理的模式和服务意识，带入到物业清洁服务中，提供全面细致

的环境管理工作，为客户带来全新的“星级酒店式”物业清洁服务。

三、物业清洁服务定位及设想

结合XX省XX的规划布局，建筑风格及物业使用性质，针对客户服务需求，我

司对该XX的物业服务定位是：星级酒店式的物业清洁服务。

围绕这一整体定位，我们做如下服务构想：

1、设立客户服务部，24小时全天候为馆方提供沟通服务。

为确保实现高标准的客户服务，我司制定了一套面向XX的服务标准：

服务内容 标准

在上班时间提供紧急服务 10分钟之内

在下班时间提供紧急服务 30分钟之内

接到投诉后采取行动 24小时之内

2、协助馆方节能降耗，对电梯、中央空调、风机等系统进行经济运行规划。

3、保证客户享有安全、舒适、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

4、不断夯实物业清洁服务，持续提高物业清洁服务水平，不但为客户提供优

质的物业清洁服务，更努力提升XX的使用价值，使甲方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6

第二章

物业清洁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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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业清洁服务承诺目标和指标

我司将从物业清洁服务的基础工作开始，全面而深入的以科学化、系统化模式

对 XX 进行服务，通过 XX 省 XX 甲方的紧密配合和支持，落实我司达到既定的服

务目标和服务指标的要求。

1、服务目标

（1）服务第一，客户至上

通过系统的培训，强化员工对管理服务的认识和服务技能，做到以客户至

上，服务第一为宗旨。

（2）专业管理，国际认证

根据国家及行业的需求，按照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融合专业化的

规章制度，全面推行高水平的物业服务。

（3）树立形象，打造品牌

以服务质量的提升，附以我司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体系，令客户亲身感受优质而

专业的物业服务，并且通过我们优质的物业管理帮助科技 XX 树立星级办公楼形

象，共同打造品牌声誉。

2、服务指标

我司郑重承诺，以最优质、专业的清洁服务，为 XX 省 XX 项目营造一流的整

洁、舒适、优美的清洁环境，并不断提升清洁服务水平及质量，特拟定以下指

标，并承诺：

序号 指标名称 投标指标 管理指标具体内容

1 客户满意度 98%

客户对我们的管理团队、提供的服务感到满

意

2 员工满意率 95% 员工对公司有向心力，工资、福利感到满意

3 安全事故发生率 0% 安全心系公司，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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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事件处理及时率 100% 违章杜绝在事发前，建立跟踪、回访记录

5 客户投诉处理及时率 100%

按客户服务程序做细各项工作，提高管理人

员素质，协调关系，服务业主，及时处理

6

员工上岗（培训）合格

率

100%

持证上岗人员达 100%，培训与自学相结

合，每半年轮训一次

7 环境卫生质量达标率 99%

清洁区域洁净卫生、垃圾日产日清，22 小时

卫生保洁制

8 违章发生率 1%以下

建立巡视制度，跟踪管理，及时发现及时处

理

9 档案资料建立完好率 100% 建立资料库，档案齐全，管理完善

第三章

物业清洁服务管理方式及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