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超市合同网上超市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11N00792088920221401 

采购单位（甲方）采购单位（甲方）：： 中国共产党贺州市八步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党贺州市八步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供货商（乙方）供货商（乙方）：： 贺州市平桂区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贺州市平桂区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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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平桂区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的框架协议  平
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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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平桂区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的框架协议   平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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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力 婚庆印章 得力/deli 79952 品牌:得力/deli,型号:79952 1 个 42.00

2 得力 9894 印油/印泥/印台 得力/deli 9894 品牌:得力/deli,型号:9894,颜色
分类:白 1 件 10.00

3 心相印 FT18090 抽纸

心相
印/Mind

Act Upon
Mind

FT18090
品牌:心相印/Mind Act Upon

Mind,产品规格:6盒装,型
号:FT18090

1 提 32.00

4 齐心 B2538 修正液/修正带/修
正贴

齐
心/Comix B2538 品牌:齐心/Comix,型号:B2538,

包装规格:支,颜色分类:白 22 个 6.50

5 洁柔 4层160克10卷 卷筒纸 洁柔/C&S 4层160克
10卷

品牌:洁柔/C&S,型号:4层160
克10卷,包装规格:160克卷纸

*10卷（高端抑菌）
12 卷 32.00

6 得力 6009 剪刀 得力/deli 6009 品牌:得力/deli,型号:6009,颜色
分类:黑 3 把 8.00

7 得力 5612 牛皮档案盒 得力/deli 5612
品牌:得力/deli,型号:5612,包装
规格:单只装,颜色分类:牛皮纸

色
30 个 4.00

8 得力 6901 替芯/铅芯 得力 6901 品牌:得力,型号:6901,包装规
格:一盒,颜色分类:黑 30 支 1.00

9 中华 101 HB 铅笔 木制铅笔
(12支/把)

中
华/Zhong

hua
101 HB

品牌:中华/Zhonghua,型号:101
HB,包装规格:12支装,颜色分

类:黑,笔芯硬度:HB
10 支 0.80

10 晨光 Q7 中性笔0.5MM 晨光 Q7 品牌:晨光,笔芯颜色:黑,型
号:Q7,支数:支 180 支 1.50

11 晨光 Q7 中性笔0.5MM 晨光 Q7 品牌:晨光,笔芯颜色:红,型
号:Q7,支数:支 60 支 1.50

12 晨光便条纸/便签本/便利贴 晨
光/M&G

晨光便签
贴

品牌:晨光/M&G,型号:晨光便
签贴,颜色分类:YS11 20 本 4.50

13 聘书芯 30.5*20.5cm A 305*205
聘书芯

品牌:A,型号:305*205 聘书芯 5 - 1.00

14 晨光（M&G）K35中性笔0.5
红色 黑色 蓝色 墨蓝

晨
光/M&G K35 品牌:晨光/M&G,笔芯颜色:黑,

型号:K35,支数:支 180 支 3.50

15 卷笔刀/削笔器 得力/deli 削笔器
品牌:得力/deli,型号:削笔器,包
装规格:笔刨/削笔机,颜色分类:

小笔刨0594
24 个 1.00

16 透明胶 得力/deli 透明胶
品牌:得力/deli,型号:透明胶,颜

色分类:宽度18mm 10 卷 1.50

17 12K 烫金聘书 A 12K烫金
聘书

品牌:A,型号:12K烫金聘书 2 - 10.00

18 会计凭证 A 会计凭证
品牌:A,型号:会计凭证,颜色分
类:差旅报销 10.5*20.5 10 本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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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会计凭证 A 会计凭证
品牌:A,型号:会计凭证,颜色分
类:差旅报销 13*21cm 12 本 5.00

20 双面胶 A 双面胶
品牌:A,型号:双面胶,颜色分类:

宽度2.5cm 10 - 4.00

21 双面胶 A 双面胶
品牌:A,型号:双面胶,颜色分类:

宽度1cm 28 - 1.50

22 橡皮擦 A 橡皮
品牌:A,型号:橡皮,颜色分类:橡

皮96306 30 个 1.50

23 美工刀 得力/deli 得力美工
刀

品牌:得力/deli,型号:得力美工
刀,颜色分类:美工刀2039 1 - 7.00

24 树盛文件盘 A 文件盘
品牌:A,型号:文件盘,颜色分类:

文件盘FQ338 9 个 29.00

25 得力 相册 得力/deli 65352
品牌:得力/deli,型号:65352,包
装规格:单个装,颜色分类:蓝色,

销售规格:本
3 本 75.00

合同总价（元） 2652.00

合同总价（大写） 贰仟陆佰伍拾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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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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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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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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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交货方式：                                      

5、收货人： 麦燕迎 ; 联系方式：  

6、收货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八步街道向阳路1号政府办公楼10楼1022室 

7、                                                          

 

五、安装与验收五、安装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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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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平桂区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的框架协议  平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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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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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可以无理由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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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时内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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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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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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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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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违约金；乙方逾期     日不能交货的，应向甲方
支付合同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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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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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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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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平桂区鹅塘
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的框架协议  平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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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平桂区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的框架协议  平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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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平桂区
鹅塘嘉迪印刷文化用品销售中心的框架协议  平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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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 （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州建设路
支行 

 账号：  账号：  210938000924905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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