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采购反向竞价合同政府采购反向竞价合同

合同编号： 合同编号： 30010401289202000013001040128920200001

采购单位（甲方）： 采购单位（甲方）： 伽师县人民检察院伽师县人民检察院

供应商（乙方）： 供应商（乙方）：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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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项目编号为

2020061811133952的反向竞价项目的成交结果，双方签署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采购标的一、采购标的

√货物类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标的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技术参数或配置要求 数量 合同总价

1

KSJSX[2020]13
84号

集中打印软件 震旦/aurora
M-DS-MAGICSHO

W-E5

兼容震旦五台输出设备版本。漫游打
印/指定取件/账号管理/卡机管理/印
量管控/印量查询/自定报表/ 内容监
控

1

41.252844

2
黑白数码复合

机
震旦/aurora AD755

黑白高速安全多功能复合机：A3双面
复印，双面网络打印、双面网络彩色
扫描、75张/每分钟，4G内存，250G
硬盘，标配800mhz双核处理器。首页
输出：≤3.6秒。输稿器容量：300页
；扫描速度：240页/分钟。纸盒标配
：3650页落地式纸库，输出尺寸：45
7.3-1200mm；内置双面器翻转器兼容
256g/m²，标配U盘端口，存储直接输
出，扫描到U盘，扫描内容转换为Off
iceOpenXML,识别Powerpoint,word,e
xcel字符图像。移动打印支持：pptx
、docx、xlsx；9寸彩色液晶触摸屏2
3°-55°调节，私人定制logo图片及
动画；内置载体自动优化系统显影12
0万寿命。多合一/电子十字分页/镜
像/书刊功能支持1.2米横幅打印。12
00DPI*1200高品质输出。整机250KG
。必须满足A3满幅输出320MM*450mm 
297MM*1200mm长纸打印及扫描。安全
功能：支持安全人脸识别系统（选购
）数据保护，硬盘安全，底纹安全，
复印保护，用户认证，加密pdf。

1

3
彩色数码复合

机
震旦/aurora ADC555

A3+彩色网络PCL/PS打印/彩色复印/
彩色扫描，黑彩同速55张/每分钟/12
00dpi*1200dpi/4G内存/250G硬盘/2
个500页纸盒最大尺寸311.1*457.2MM
/手送150页纸张兼容最高300g²/双面
送稿器宽度：320mm-457.2mm/扫描双
面240页/分钟，双面送稿器支持重叠
送稿侦测，非常规尺寸自动记忆归档
。全中文10.1英寸液晶触摸电容屏。
多合一/电子十字分页/镜像/书刊功
能支持1.2米横幅打印，过纸厚度52-
300克。打印必须1200DPI*1200高品
质输出。满足297MM*1200mm长纸打印
及扫描。安全功能：支持安全人脸识
别系统（选购）防止文件传输泄密、
硬盘数据保护、智能移动办公、复印
保护机密文件未授权输出。选购；装
订单元，认证单元，服务器单元。

1

1、设备外观：采用7英寸LCD触摸显
示屏，200万像素双目摄像头，面部
识别距离大于2m，支持照片视频防假
； 2、设备容量：支持5000张人脸白
名单，1：N人脸比对时间＜0.2S/人
，支持5000枚指纹，6000张卡片，50
000条记录； 3、认证方式：支持人
脸、刷卡、指纹、密码（超级密码）
及其组合的认证方式；可读取Mifare
卡（IC卡）卡号、CPU序列号、身份
证序列号；支持二维码识别（与门口
机可识别二维码类型保持一致）； 4
、通讯方式：上行通讯为TCP/IP，支
持Ehome跨公网传输；支持外接RS485
，Wiegand副读卡器（不支持外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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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门禁 海康 DS-K1T671M 纹读卡器）；基线支持标准韦根34/2
6； 5、视频对讲：支持与云眸、420
0客户端、主副室内分机、管理机的
视频对讲功能；支持远程视频预览功
能，可以通过RTSP协议输出视频码流
，编码格式H.264； 6、输入接口：L
AN*1、RS485*1、wiegand * 1、USB*
1、门磁*1、报警输入*2、防拆*1、
开门按钮*1； 7、输出接口：电锁*1
个，报警输出*1个； 8、工作电压：
DC 12V/3A，不自带电源； 9、使用
环境：室内外环境，纯室外使用需要
配遮阳罩，避免阳光直射； 10、安
装方式：标配金属安装挂板，支持明
装、86底盒安装； 11、产品尺寸：2
90mm*116.5mm*33mm； 12、工作温度
：-30~65℃。

1

5 空调 美的
KFR-35GW/BP2D
N8Y-PH400(B3)

1.5P、变频，3级能效，制冷量3500W
，制热量4400W，电辅加热，，807*5
55*328（内机尺寸）

1

6 防盗门 锦泰祥 锦泰祥
内宽0.95m,外宽1.14m,内高2.45m,外
高2.57m,红色，与隔壁门的颜色及大
小保持一致

1

7 服务器 华为/huawei 2288H V5

服务器12*3.5”盘，2*英特尔至强银
牌4114(2.2GHz/10-core/13.75MB/85
W)处理器，2*DDR4 RDIMM内存-16GB-
2666MT/s-2Rank(1G*8bit)-1.2V-ECC
，2*通用硬盘-600GB-SAS 12Gb/s-10
K rpm-128MB及以上-2.5英寸(3.5英
寸托架)，SR150-M(Avago3408) SAS/
SATA RAID卡-RAID0,1,10-12Gb/s-no
Cache，2U机架式，标配2*GE+2*10GE
网口以太网卡，2*550W 白金交流电
源模块 (含中国制式墙插交流电源线
)

1

8
安全管控人脸

识别系统
震旦/aurora FAC500

人脸识别终端 FAC500（支持500信息
存储及5000指纹存储）

1

9
输出主机扩充

设备
震旦/aurora

S-DS- MAGICSH
OW-A1

兼容震旦ADC555/AD755复合机使用，
open Api链接软件及设备控制单元，
实现管控。

1

注：以上合同总价包含货物到达甲方或甲方指定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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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类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服务名称 服务标准及要求 合同总价

1 KSJSX[2020]1384号 服务
含配电箱、空气开关32A、稳压器、网线、电线、、打印
机底座2台，包含安装费。

0.746656

注：以上合同总价包含服务相关的所有成本和费用，除此之外，甲方不再就本合同的履行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二、供货范围二、供货范围

合同供货范围包括了所有合同货物、服务、相关的技术资料。

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如发现任何漏项和短缺，在合同或附件清单并未列入，但该部分漏项或短缺是满足合同货物/服务的性能所必须的，则

均应由乙方负责免费将所漏项或短缺的货物、服务及技术服务等在最短的合理时间内补齐。

三、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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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JSX[2020]1384号 其他信息技术服务 9 45.000000 一般公共预算 其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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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购计划核定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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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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购计划核定的方式填写。

四、款项结算四、款项结算

1、甲方按以下第 2种方式支付乙方合同价款。

（1）一次性支付：

本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全部服务经最终验收合格后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

（2）分期支付：

①甲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作为预付款，计￥ /元（大写 /元整）；

②全部货物/全部服务经最终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95  %，计￥ 398995.25    元（大写

 叁拾玖万捌仟玖佰玖拾伍元贰角伍分 元整）。

③ 验收后第二年支付剩下的  5%  20999.75元 大写：贰万零玖佰玖拾玖元柒角伍分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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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将货款支付给乙方。其中确认“财政直接支付方

式”的，甲方应在规定期限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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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甲方在规定限期内自行将货款直接支付给乙方。

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由甲方在规定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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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乙方需提供货物类真实有效的税率为13%的设备销售发票，和服务类9%的技术服务费发票 。

五、履约保证金五、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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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和责任所需承担的违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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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价款中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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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六、质量保证与权利保证六、质量保证与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供货物是全新且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政府采购规定的质量性能规格型号和价格、服务要求。乙方应保证其货物在正

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最终交付验收后的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

料等缺陷而产生的故障负责。

2、货物/服务质量应符合生产厂家的出厂标准和现行国家、行业各项标准，出厂标准与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不一致时，以要求较高者为

准。

3、乙方保证其对货物及（或）服务项下所有内容拥有完整、独立、有效的所有权，且完全有能力授权甲方永久、免费、全球范围内使用

货物/服务附属的相关权利（如有）。

4、乙方保证其交付的所有货物、软件及服务等，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其它权益。如因此发生任何针对甲方的争议、索赔、

诉讼等，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与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5、 /

七、转包或分包七、转包或分包

1、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应由乙方自行履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其权利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人，否则，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2、 /

八、包装八、包装

1、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国家标准中关于包装、储运指示标志的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于远程运输和反复装

卸，并具有防潮、防震、防锈、防霉等作用，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甲方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损失均由

乙方承担。

2、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相应的每套设备和仪器的中文技术文件，例如：商品目录、图纸、使用说明、质量

检验证明、操作手册，维护手册或服务指南等。该类文件应包装好随货发运。

3、 /

九、交付九、交付

√货物类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

2、交货方式： 自行配送

3、收货信息：

（1）收货人：王堂；手机号码：15894005900；联系电话： /；收货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巴仁镇迎宾路27号；

4、乙方应提前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货物备妥待运日期及装箱清单，甲方应为接收货物做好前期准备。如甲方不具备接收货物的条

件，应在约定的交货日期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重新确定交货日期。

5、交货前，乙方应对货物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

随货物交甲方。

6、 /

√服务类

1、服务提供时间：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

2、服务方式： 自行配送

3、服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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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货人：王堂；手机号码：15894005900；联系电话： /；收货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巴仁镇迎宾路27号；

4、 /

十、验收十、验收

√货物类

1、到货验收：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后，甲方应依据本合同及反向竞价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及时进行验收。如发

生所供货物与合同约定不符，甲方有权退货或要求乙方进行更换、补齐，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乙方应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乙方应在

接到甲方要求后 20日内予以补救，所产生的费用及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2、安装调试：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在甲方指定时间内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

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安装调试所需的专用工具、备品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由乙方提供。

安装调试过程中，乙方应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如因乙方原因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最终验收：货物经安装调试完成且符合技术要求后，甲方进行最终验收。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

和验收标准的，甲方签署验收合格证明。如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的，乙方应当在   20日内采取措施消除缺陷后重新申请终验，并承

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可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   甲方承担。

5、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由甲方承担。

6、 合同设备的开箱检验应在设备运至交货地点后5日内在进行。双方应指派代表参加检验。

7、 设备开箱检验合格后，双方签署验货合格证书。

8、如双方认可的合同设备的小缺陷，并不影响设备性能，双方仍然签署验货合格证书，但乙方应立即采取措施修复缺陷。

9、如果在联合开箱检验中发现货物有任何缺陷，缺陷或与合同规定不符，双方代表将签署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将作为甲方要求乙方进

行更换，修理或补充发货的有效证据。如果确认为乙方责任，乙方应自费取得补充或替换设备。如果确认为甲方责任，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

通知后尽快向甲方补充或替换设备。                                                    

√服务类

1、验收标准：                          

2、验收方式：                            

十一、保修与售后服务十一、保修与售后服务

1、质保期为 1年，自 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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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1）远程技术支持：乙方应具有稳定的技术支持队伍和完善的服务支持网络，提供 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及时响应甲方的技术服务

支持需求，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甲方在货物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2）现场技术支持：对于通过电话、邮件等远程技术支持不能解决的问题，乙方应在 72小时内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 48小时内维修

完毕；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48小时内到达现场抢修，并于到达现场 24小时之内排除故障。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

修复的或同一货物经 5次维修后仍不能稳定、可靠运行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更换。返修或更换后的部件保修期应重新计算。

（3）技术升级支持：乙方应提供货物所配置软件的终身免费维护和升级服务，保证货物正常运行，且不影响甲方其它运行环境。

3、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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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保期为一年，乙方在一年质保期内，设备故障非人为损坏维修跟换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5年运行保障，设备运行五年内设备损坏

更换费用由甲方承担。

十二、保密条款十二、保密条款

1、乙方对合同内容及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甲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应负保密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

得擅自利用或对外发表或披露。违反前述约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保

密期限自乙方接收或知悉甲方信息资料之日起至该信息资料公开之日或甲方书面解除乙方保密义务之日止。

2、 /

十三、违约责任十三、违约责任

（一）一般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如甲方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相当于延迟付款额 /‰的违约金。

3、因乙方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违约金，如造成甲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

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4、 合同签订日起20日内货到并安装调试完成，如超过20天后、每超过一天扣除合同额1%作为违约金。

（二）其他违约责任

√货物类

1、本合同项下货物在交货、安装调试、验收及质保期等任何阶段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要求和验收标准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并选择下列一项或多项补救措施：

（1）由乙方采取措施消除设备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如果乙方不能及时消除缺陷，甲方有权自行消除缺陷或不符合合同之处，由此产

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由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日内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和设备更换有缺陷的设备或用新的技术资

料替换有错误的技术资料或补供遗漏的设备或技术资料等，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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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乙方必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4）退货，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全部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运输、保险、检验、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2、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应向乙方偿付拒收货款总值 /%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交货总额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个工作日不能交货的，甲方有权

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 /%的违约金。

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的，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技术参数、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反向竞价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乙方愿意

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乙方拒绝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值 /%的违约金，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5、乙方未能按约定要求履行保修义务的，每发生一次应向甲方支付 /元的违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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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服务类

1、乙方逾期提供服务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合同总价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个工作日不能提供服务的，甲方有

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的违约金。

2、 /

十四、不可抗力十四、不可抗力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战争、严重火灭、洪水、台风、地震、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3、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同时应立即尽一切合理努力采

取措施，消除影响，减少损失。

4、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0日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5、 /

十五、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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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六、合同生效及其他十六、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次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反向竞价文件、响应文件、补充协议、附件等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各项文件之间约定不一致的，以签

署时间在后者的为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政府采购法》、《合同法》有关条文执行。

4、本合同的核心内容必须与成交结果一致。同时，未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签订合同以外的补充协议，擅自修

改合同条款，否则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5、本合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备案、公告。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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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政府采购反向竞价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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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

账号： 账号： 651100849018000955810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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