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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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804080D202000043098804080D20200004

采购单位（甲方）： 采购单位（甲方）： 北海市海城区第三小学北海市海城区第三小学

供应商（乙方）： 供应商（乙方）： 北海源盛贸易有限公司北海源盛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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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278055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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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计划编号 货物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技术参数或配置要求 数量 合同总价

1

2020607-003,2
020607-002,20

20607-001

智慧电气火灾
监控系统监控

器
赛特威尔 KY-9

"电压监控、温度监控、漏电监控、
电流监控、剩余电流监控，监测对象
：剩余电流、电流、电压、温度，报
警设定值：150mA～1000mA，45°C～
140°C（调节精度：1mA/1°C），监
测通道：1～128个通道，通讯方式：
与监控设备通讯才用TBUS总线制，与
电流互感器通讯才用分线制，通讯距
离：与监控设备≤1000m，与电流互
感器≤5m，额定电压：AC220V/50Hz
，功率：≤0.2 w，执行标准：GB 14
287.2-2014、GB 14287.3-2014，使
用环境：-10°C～60°C，湿度：10%
～93%RH（非凝露） "

4

1.938000

2
手提式二氧化
氮灭火器套装

淮海 MT/3

"1.两个4KG手提式二氧化氮灭火器 
，灭火剂：二氧化碳灭火剂，灭火级
别：21B，水压试验：25.5MPa，使用
温度：-10°C--+55°C，灭火剂量：
3.5% kg，灭火剂纯度：≥99.5%，执
行标准：GB4351.1-2005；配套筒体
材料：加厚碳钢；2.专用放置箱体一
个，箱体材料：加厚铁皮，每箱可放
置2个二氧化氮灭火器，药剂保质期
：5年 "

4

3
手提式干粉灭

火器套装
金晟安 MFZ/ABC 4

"1.两个4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灭火
剂：ABC干粉灭火剂（磷酸二氢铵50%
、硫酸铵25%），灭火级别：2A、55B
、C、E，水压试验：2.1MPa，使用温
度：-20°C--+55°C，驱动气体：氮
气（N2）1.2Mpa（20°C），执行标
准：GB4351.1-2005。配套筒体材料
：加厚碳钢; 2.专用放置箱体一个，
箱体材料：加厚铁皮，每箱可放置2
个4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药剂保质
期：5年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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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计划编号 服务名称 服务标准及要求 合同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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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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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购计划编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2020607-003 消防设备 100 1.280000 预算内资金 授权支付

2 2020607-002 消防设备 4 0.096000 预算内资金 授权支付

3 2020607-001 消防设备 4 0.616000 预算内资金 授权支付

注：

1、资金来源性质包括预算内资金、专户资金、其它资金、预算内暂存、专户资金暂存、收入退库等，根据采购计划核定的性质填写。

2、资金支付方式应根据采购计划核定的方式填写，填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付、单位自行支付。

四、款项结算四、款项结算

1、甲方按以下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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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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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   %，计￥    / 元（大写   /  元

整）。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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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质量保证与权利保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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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转包或分包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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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包装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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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交付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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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昆；手机号码：13367799830；联系电话：    /    ；收货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中街街道广西北海市

海城区和平路81号；

4、乙方应提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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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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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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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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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货人：龙华昆；手机号码：13367799830；联系电话：     /   ；收货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中街街道广西北海市

海城区和平路81号；

4、         /                    

九、验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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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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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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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类

1、验收标准：      /                       

2、验收方式：       /                      

3、           /                  

十、保修与售后服务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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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时内派遣相关人员赶赴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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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时内到达现场抢修，并于到达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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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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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保密条款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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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违约责任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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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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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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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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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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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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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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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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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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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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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三、不可抗力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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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四、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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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五、合同生效及其他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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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行北海皇都支行

账号： 账号： 20706201040005168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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