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合同浙江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2102609194020180019

采购单位（甲方）：采购单位（甲方）：  义乌市赤岸镇人民政府义乌市赤岸镇人民政府

供货商（乙方）：供货商（乙方）：  浙江宏远电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宏远电脑工程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浙江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制实
施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浙江省 浙江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018年度计算机全省联动协议供货项目 (义乌市
联动)协议供货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政府采购供货协议和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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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序号
采购计划
文号

货物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协议供货
单价

实际成交
单价

优惠率(%) 合同总价

1
Z义政采[2
018]145

6号

联想/Leno
vo 昭阳K
22-80笔
记本电脑

联想/Leno
vo

昭阳K22-
80

是否需要安装：不需要； 生
产厂商：联想（上海）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型号：昭阳
K22-80； 品牌：联想/Len
ovo； 重量：1.15Kg； 厚
度：15.8mm； 锂电池电
芯数量：4芯锂电池(46Wh
)； 能效等级：1级； 屏幕
比例：16：9； 屏幕类型：
HD防眩光LED显示屏； 是
否PC平板二合一：否； 是
否超极本：是； 输入设备：
触控板，防泼溅背光键盘，
按压式指纹识别器； 通信技
术类型：无线网卡，1000M
以太网卡，蓝牙模块； 是否
触摸屏：否； 屏幕分辨率 (
ppi)：1366x768； 光驱
类型：无光驱； 质保时间 (
个月)：12； 内存容量：4
GB； 显卡类型：集显； 操
作系统：DOS； 计量单位
：件； 上门安装、调试：供
应商提供； 上门维修：厂家
提供； 整机免费换货期限 (
天)：7； 主要部件保修期
限 (个月)：12； 售后服务
内容：全国联保； 是否有I/
O接口：是； 功耗 (W)：4
5； 是否固体硬盘：是； 是
否有指点杆：否； 是否有指
纹识别：是； 接口类型：U
SB3.0； 是否有杜比音效
：是； USB3.0数量 (个)：
2； 是否有触摸功能：否； 
机身尺寸(长*宽*高) (mm)
：305 x 218 x 15.8； C
PU类型：intel； 主板：Int
el OneChip； 是否带随机
软件：是； 是否支持安装
Windows7系统：是； 是
否支持无线网卡：是； 是否
有背光显示：是； CPU主频
(GHz)：2.0； 电池类型：
锂电池； 硬盘类型：固态硬
盘； CPU型号：i3-6006U
； 是否支持蓝牙：是； CP
U系列：Intel第六代酷睿处
理器； 产品定位：轻薄本；
产品类型：商用； 是否有读
卡器：是； 是否有扩展接口
：是； 视频输出类型：HD
MI； 显卡芯片：Intel HD 
520； 外部材质：铝镁合金
； 是否有摄像头：是； 是
否有扬声器：是； 是否有麦
克风：是； 硬盘容量 (GB)

1 0.5020000.5020000.0000000.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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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屏幕尺寸 (英寸)
：12.5；

注：

1、“协议供货单价”为实际采购时的最高限价，并应低于同期市场平均价格；“实际成交单价”是甲方通过竞价与乙方确定的最终成交单
价。

2、优惠率=（1-实际成交单价/协议供货单价）×100%。
3、“合同总价”包含货物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包装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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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二、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Z义政采[2018]14
56号

便携式计算机 1 0.502000 其他 直接支付

注：

1、资金来源性质包括预算内资金、专户资金、其它、核算其它、预算内暂存、专户资金暂存、核算其它暂存等，根据采购计划书核定的
性质填写。

2、资金支付方式包括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付、单位自行支付，根据采购计划书核定的方式填写。

三、货款结算三、货款结算

1、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甲方应根据采购计划确认的资金支付方式，按规定将货款全部支付（或申请支付）给乙方。其中确

认“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甲方应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7    个工作日内，向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提出申请支付令、办理国库支付手续，财政国库

支付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计入甲方付款期限），将货款支付给乙方；确认“财政授权支付或单位自行支付方式”的，由甲方在货物验收合

格后 7    个工作日内自行将货款直接支付给乙方。

2、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由甲方在货物验收合格后 /    个工作日内自行将货款直接支付给乙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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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履约保证金（如有）四、履约保证金（如有）

1、本合同签订后 /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    %的履约保证金，作为乙方认真履行合同条款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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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无息返还给

乙方。

五、货物包装与交付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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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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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
4、交货方式： 送货上门
5、收货信息：
（1）收货人：方志学；手机号码：13506892700；联系电话：0579 -85777062-；收货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赤岸镇报国东路

16号；
六、安装与验收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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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详见浙江省 浙江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018年度计算机全省联动协议供货项目政府采购供货协议约定的验收标

准；

（2）装箱单；

（3）乙方保证一次开箱合格率大于 95%       。

3、到货验收：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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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修与售后服务七、保修与售后服务

1、货物质保期为 1年，自 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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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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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小时内响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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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个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交货后 3       个月内，乙方提供免费更换服务。更换后的货物质保期应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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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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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八、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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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违约责任：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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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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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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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的违约金；乙方逾期 30       日不能交货的，应向甲方支付合同

总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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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在协议供货有效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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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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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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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合同生效及其他十一、合同生效及其他

1、浙江省 浙江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018年度计算机全省联动协议供货项目招标文件以及投标文件、询标纪要、政府
采购供货协议、政府采购协议供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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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浙江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018年度计算机全省联动协议供货项目政府采购供货协议、政府采购协议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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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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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浙江省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合同》之签章页）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签字）： （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义乌营业部

账号： 账号： 1208020019092896948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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