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超市合同网上超市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11N49927882820225205 

采购单位（甲方）采购单位（甲方）：： 藤县藤州镇中心卫生院藤县藤州镇中心卫生院 

供货商（乙方）供货商（乙方）：： 藤县智通文具店藤县智通文具店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
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 应商征集入围项目-藤县智通文具店的框架协议  藤县 网上超市项目招标文件、中
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 应商征集入围项目-藤
县智通文具店的框架协议   藤县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和承诺书，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采购标的一、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展艺 烘焙工具 树脂量杯塑料
计量杯 奶油称量工具 带手柄

250ml
展艺 ZY3122 品牌:展艺,型号:ZY3122 5 个 2.00

2 挂钟
天王

星/Teleso
nic

GZ75 品牌:天王星/Telesonic,型
号:GZ75,颜色分类:挂钟 1 个 75.00

3 晨光 ASC99393 7寸塑封膜 晨
光/M&G

ASC9939
3

品牌:晨光/M&G,型
号:ASC99393 1 - 10.00

4 万宝 壁扇18寸 无品牌 18寸 品牌:无品牌,型号:18寸 1 - 180.00

5 得力 3894 塑封机 得力/deli 3894 品牌:得力/deli,型号:3894,颜色
分类:塑封机 1 台 180.00

6 晨光 ASC99394 6寸塑封膜 晨
光/M&G

ASC9939
4

品牌:晨光/M&G,型
号:ASC99394 1 - 8.00

7 斯伯丁篮球74-269Y
斯伯

丁/Spaldi
ng

74-269Y 品牌:斯伯丁/Spalding,型
号:74-269Y 1 个 220.00

8 得力 凭证封面 包角 牛皮纸封
面 会计记账 25张/包

西
玛/simaa FM12756

品牌:西玛/simaa,型
号:FM12756,颜色分类:凭证封

面
5 - 8.00

9 窗帘 办公室 卧室窗帘 其他家 BGL 品牌:其他家,型号:BGL,颜色分
类:窗帘 4 米 87.50

合同总价（元） 1073.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仟零柒拾叁元整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货款结算二、货款结算

1、甲方应于货物验收合格后  7    个工作日内将货款全部支付给乙方。

2、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
合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3、                                              

 

三、履约保证金（如有）三、履约保证金（如有）

1、本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0     %的履约保证金，作为乙方认真履行合同条款的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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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所需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甲方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
扣除，履约保证金中不足以扣除的，甲方有权从任何一笔货款中扣除。剩余履约保证金（如有）自 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届满
后 由甲方无息返还给乙方。

3、                        

 

四、货物包装与交付四、货物包装与交付

1、货物的包装应适于长途运输和反复装卸，并且乙方应根据货物不同的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
腐等保护措施，以保证货物安全无损地到达甲方指定地点。乙方将承担因包装不当导致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受损的责任。

2、乙方在交付产品的同时需向甲方提供有关货物的附随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目录、安装图纸、使用说明书、质
量证明及其他技术资料（如有）。

3、交货期：7日                                         

4、交货方式：送货上门                                      

5、收货人： 陈良敏 ; 联系方式： 15177456569 

6、收货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藤州镇藤县第三人民医院 

7、                                                          

 

五、安装与验收五、安装与验收

1、安装调试（如有）：乙方负责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
律法规，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验收标准：详见《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 应商征集入围项
目-藤县智通文具店的框架协议  藤县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约定的验收标准或质量要求；

3、到货验收：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7     个工作日内进行到货验收。甲方仅对产品的数量和外观进行检验，并不因此减
轻或免除乙方所应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

4、最终验收（如有）：安装调测完毕后，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结果以甲方签署的验收证明为准。

5、                                                             

 

六、保修与售后服务六、保修与售后服务

1、货物质保期为    ，自到货验收合格或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2、乙方承诺所售商品，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以无理由退货， 7     日内可以换货。更换后的货物质保期
应重新计算。

3、质保期内，乙方应当提供 7×24  小时电话支持服务。乙方接到甲方保修通知后72     个小时内响应，72     个小时内
排除故障。对于质保期内不能修复的产品/部件，乙方应在  72      个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4、质保期届满后，乙方对本合同项下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务内容应与
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5、                                                   

 

七、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七、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1、乙方保证向甲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料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其
他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民事权利。如乙方违反上述规定，则乙方应负责消除甲方拥有并使用乙方交付的货物、软件、技术资
料等所存在的全部法律障碍，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2、                                                       

 

八、违约责任八、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支付（申请支付）货款的，自逾期之日起，向乙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0      ‰的违约金；甲方无正当理由拒
付货款的，应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0      %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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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逾期供货的，自逾期之日起，向甲方每日偿付合同总价0      ‰的违约金；乙方逾期7     日不能交货的，应向甲
方支付合同总价0     %的违约金，并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不再退还履约保证金（如有）。

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如有）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违反本合同和招投标文件约定的有关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等的，每发生一次，乙方应向甲方支付0     元违约
金。同时，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因货物缺陷或乙方服务质量等问题造成甲方或任
何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乙方应承担有关责任并作出相应赔偿。

4、乙方没有按网上超市协议承诺的价格或优惠率签订合同并供货的，甲方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如有），同时，报经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批准按照相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5、                                                         

 

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 应商征集入围项目-藤县智通文具店的
框架协议  藤县  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文件、询标纪要、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
一张网供 应商征集入围项目-藤县智通文具店的框架协议  藤县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和承诺书是本合同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若本合同约定与前述文件约定不一致的，按照下列顺序予以解释：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签署的变更或补充协议（如有）；

（2）本合同；

（3）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单位“政采云”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一张网供 应商征集入围项目-藤县智通文具
店的框架协议  藤县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项目协议书和承诺书；

（4）投标文件；

（5）其他合同文件。

2、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本合同一式  两  份，甲乙双方各执  一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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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涂勇敏 

 （签字）： （签字）： 

 地址：   地址： 藤县河西防洪堤绣江路72号 

 电话：  电话：  18377491830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广西藤县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
西支行 

 账号：  账号：  666600050526100010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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