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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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380486X20200023

采购单位（甲方）：采购单位（甲方）：  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新区分局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供货商（乙方）：供货商（乙方）：  慈溪市博胜计算机有限公司慈溪市博胜计算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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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度信息产品类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资格项目 (杭州湾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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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ZWXQ[
2020]12

4号

复印机-柯
尼卡美能
达/KONIC
A MINOL
TA-bizhu

b 266i

柯尼卡美
能达/KON
ICA MINO

LTA

bizhub 2
66i

品牌：柯尼卡美能达/KONI
CA MINOLTA； 型号：biz
hub 266i； 计量单位：件
； 幅面：A3； 产品类型：
复合机； 耗材类型：鼓粉分
离式； 复印速度 (cpm)：2
6； 纸盒容量 (页)：350；
复印分辨率 (dpi)：600×6
00dpi； 内存容量：4GB；
能效等级：二级； 售后服务
内容：全国联保； 整机保修
期限 (个月)：12； 主要部
件保修期限 (个月)：12； 
生产厂商：柯尼卡美能达办
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是否需要安装：需要； 包装
清单：电源线#保修卡#安
装指南#主机； 月打印负荷
(页)：16000； 复印比例
：25%-400%； 远程检索
：是； 扫描类型：OCR； 
连续打印 (页)：9999； 适
用系统：Vista#Server20
03#MacOS#Windows； 
纸张尺寸：A3； 纸张厚度 
(mm)：220； 最大复印尺
寸：A3； 扫描幅面：A3；
无线功能类型：无； 预热时
间 (s)：13； 灰度等级 (级
)：256； 面板颜色：黑； 
成像原理：感光鼓； 扫描分
辨率 (dpi)：600； 首页打
印时间：5秒； 打印速度 (
ppm)：26； 扫描速度 (页
/分钟)：彩色(A4/200dpi):
6； 接口类型：USB2.0； 
连续复印页数：1-9999页
； 功率 (kw)：1.522； 打
印分辨率(dpi)：600×600
dpi； 上门安装、调试：供
应商提供； 上门维修：供应
商提供； 增值服务内容：远
程协助； 质保期内产品故障
服务响应时限 (天)：1； 重
量：33.6KG； 上市时间：
2019-01-01； 产品颜色
：黑灰；

1 0.7900000.663533
16.00848

1

0.999499

2
配件：双
面自动输
稿器

柯尼卡美
能达/KON
ICA MINO

LTA

DF-630 双面自动输稿器 1 0.4000000.33596616.008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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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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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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ZWXQ[2020]1
24号

复印机 1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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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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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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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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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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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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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军；手机号码：13858316088；联系电话：0574--；收货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海南村防汛公路1号 杭州湾

公安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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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度信息产品类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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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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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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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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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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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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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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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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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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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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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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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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合同生效及其他十一、合同生效及其他

1、浙江省 宁波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度信息产品类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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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度信息产品类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定点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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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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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银行慈溪市支行

账号： 账号： 62010122000227055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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