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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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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一、询价公告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受武山县洛门学区、武山县城关学区、武山县高楼刘川

九年制学校的委托，对办公设备项目采取询价方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

前来参加。

一、采购编号：WSXZFCG-2020-005

二、采购内容: 一包写字板椅 二包办公设备及家具 三包办公设备及监控

三、采购预算：一包 11.04 万元 二包 10.522 万元 三包 11.7865 万元

四、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22 条规定，承认和履行采购文件中

的各项要求；（2）依法登记注册的有能力提供货物及长期售后服务的供应商；（3）

具有合法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4) 须提供中国裁判

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自行查询的近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行贿犯罪

档案查询结果；（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参与方式：在询价公告指定日期内到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报名。

六、询价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至 5月 14 日领取。

七、递交询价响应文件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 时前将响应文件拿至

指定地点。

八、召开询价会议时间及地点：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 时，武山县青少年活

动中心。

九、联系方式：

武山县洛门学区

联系人：漆茂明 联系电话：13619386820

武山县城关学区

联系人：代常利 联系电话：17709382249

武山县高楼刘川九年制学校

联系人：刘进平 联系电话：13809386195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罗丹 联系电话：0938—3429501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二、询价须知
一、供应商应认真阅读询价文件，如未按照询价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对询价

文件中的要求未作出完全响应，其询价资格被取消，后果自负。

二、供应商应自行承担编写提交询价文件有关的费用，不论询价结果如何，武山

县人民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在任何情况下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三、供应商对询价货物只能有一种合理报价，所报内容必须齐全，且必须进行合

计，否则视为无效。

四、供应商必须具备询价文件要求的所有资质，并提交询价响应文件格式规定的

全部资料，保证其所提供的资料及对一切问题回答真实准确。在询价评审时，供应商

还应提供所有资质证明文件的原件，若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与原件不符，则认定为资

格无效。

五、询价响应文件共两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一份（若有差异，以正本为主），

须经法定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六、询价响应文件用 A4 纸打印，并装订成册，要求正副本统一密封，信封正面须

写清供应商名称，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背面按缝贴上密封条后加盖公章。

七、供应商应在递交截止时间前将询价响应文件密封送到指定地点，同时提供采

购货物彩色图片。县政府采购中心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拒绝接收询价响应文件。

八、本次询价报价含全部费用在内，包括税价、运费、安装、调试、培训等。

九、供应商应完整地填写询价响应文件的格式和询价表，标明所提供货物的具体

型号、规格、数量及价格。

十、各供应商在递交询价响应文件的同时，需交纳询价保证金每包壹仟元人民币

（当面装入信封内并密封盖章，封面写清金额及单位名称），未按时交纳且金额不够

的，取消询价资格，未成交供应商的保证金询价会议结束后当场无息退还，成交供应



商的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十一、询价响应文件中所提供的复印件必须加盖原提供资质文件单位的公章，否

则按无效处理。

三、货物需求一览表

（一包）

品 名 主要技术参数
计量

单位
数量

写字板椅

座板: 15mm)厚多层曲木弯板，53 密度

定型海绵，优质 0S 防污布

|背筐:尼龙加玻纤椅背，搭配优质高

|弹力 JD 网布(图片采用 LVB 进口特

网，质地硬，弹力强，舒适高，时

尚，美观)

|脚架: 40*20 方形管， 2. 0mm 厚

|扶手: PP 塑料扶手

|脚垫:尼龙塑胶防滑脚垫

写字板:铝塑材料板，钟 0.81KG，耐

高温，耐磨

铝合金链接件:不锈钢扶手链接件，

|耐腐蚀耐磨.

把 240

（二包）

品 名 主要技术参数
计量

单位
数量

武山县城关镇上街子

小学
三人沙发木扶手，优质仿皮面 个 3



沙发木扶手，面料人造革 组 3

加厚稳固上下铺铁床高低床成人铁艺上下床工地员工宿

舍双层床学生高低床双架床架子床高架床
个 14

高密板、贴木皮 1400mm*700mm*760mm 张 6

65cm*70cm*110cm 质钢架扶手办公椅 把 6

120*55*40cm 高密板、贴木皮 个 2

高密板、贴木皮 个 3

会议条桌椅材质为经过干燥防腐、防潮、防虫处理好的

山杂木为基材，框架应为杂木精工定做成型，结构稳定，

不易变形，桌面为多层实木板为基材，条桌前沿有突起

挡物条，条桌的尺寸要求为：1200×420×760mm,办公椅

的尺寸要求为：83×50×53cm,技术要求符合国家技术标

准，涂料采用进口环保专业木器系列涂料，涂料硬度为

3H 以上

张 25

材质为经过干燥防腐、防潮、防虫处理好的山杂木为基

材，框架应为杂木精工定做成型，结构稳定，不易变形，

桌面为多层实木板为基材，尺寸按实际尺寸订做

张 3

65cm*70cm*110cm 质钢架扶手办公椅 把 6

（1、规格：440*330*240mm，2、面板：330*240×16mm

优质复合式多层板面贴防火板，铁皮包边 4mm。3、采用

国标优质无缝钢管，立管：30 方*1.2mm，下横管：25

方*1.0mm，上拉撑：10*20*1.0mm。4、立腿下面安装塑

胶一次性成型内塞。

把 54

会议系统中防啸叫的完美解决方案；2寸 TFT 彩屏，中

英文可选；24BIT 高性能 A/D 及 D/A 转换；每通道最多

可设 12 个动态陷波器,12 个 PEQ。分辨精度 1HZ，工作

频率 20-20KHZ；自动扫描啸叫点并抑制；噪声门功能可

抑制系统微弱噪声干扰；输入压缩功能，消除反馈同时

台 1



更可扩展人声动态；每通道，增益-80dB 到 0dB；每路设

有四档移频选择，配合陷波器使用，防啸叫效果出类拨

萃

音箱专用支架 付 2

1、安装、移动方便，不损坏原有装修。2、一台主机带

4 个发言单元，4个单元能同时发言。3、系统具有 10

频道，可通过调整频道避开外部无线的干扰。4、在同一

环境可同时使用 4套系统。5、主机与单元使用红外线对

频、通过 4个对频按钮，4 路话筒可单独设置对频。6、

主机面板带有点阵屏，中文显示各个选项，更直观方便

了解主机各种参数，并可锁定参数，避免错误操作。7、

系统每一路话筒都有一路对应的平衡卡侬输出，每一路

都可单独调节音量，还具有一路 6.35mm 总输出。8、系

统有效工作距离为 60 米。9、可选配手持话筒或腰包。

载波频段:UHF620-850MHz 通道数:4 通道 调制方

式:FM 工作有效距离:60 米 振荡方式:PLL 相位锁定

频率合成 灵敏度:在偏移度等于 25KHz 输入 6dBv 时

S/N＞60dB 最大偏移度:±45KHz 综合 S/N 比:＞105dB

综合 T.H.D:＜0.7% 1KHz 综合频率响

应:45HZ-18KHz ±3dB 供电:DC12V-16V 10W 输出

插座:XLR平行式及6.3不平行式插座 重量:4.8Kg 尺

寸(L*W*H):421X200X45mm

套 1

音箱特点：低音单元选用优质的部件从而确保品质；高

音单元全系列均设有高温保护器，使高音单元能承受多

变的信号冲击；箱体结构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做到轻而

刚性好；本系列音箱均经过电脑模拟调校，使其获得良

好的频响特性；音质和谐平顺，低频饱满有力，中高频

柔和清晰。系统类型：两分频全频专业音箱

1x12"+1x1.3"额定功率：250W

峰值功率：500W 阻抗：8Ω 频率响应：

45--18KHZ(1M/1W)

个 2

B 系列功放贯彻了 KODA 对专业功放事业的执着，独特的

设计，创新的元器件带来全新特色的产品 B系列功放

采用合成电路组成的专业后级功放并选用加大电流放大

倍数的专业功率管，保证了很好线性的输出能力，造就

了 B系列功放的非凡音频效果，在场所上非常适合娱乐

会所及中小型分布音响语言扩声，完美配合 8-15 寸音

箱。坦克级别的滤波和良好的整流桥堆确保了喇叭所需

要源源不断的驱动能量 标准性产品功能，保证了满足使

用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优越的元器件数量来提升产品的性

套 1



价比，让您有足够的利润空间。 参数 额定功率：

300W*2/8Ω 550W*2/4Ω 额定桥接功率 850W*1/8Ω

外形尺寸：483*366*89mm 毛重：16.3KG 净重：12.8KG

灵敏度：0.dBu (0.775V) 保护电路：直流保护、次低频

保护、过热保护、峰值压限、短路保护、软启动、

颜色类型黑白 涵盖功能复印/打印/扫描 速度类型低速

最大原稿尺寸 A3 内存容量标配：128MB 供纸容量标配

纸盒：250 页*2，手送纸盒：100 页 最大容量：1600 页

介质重量第 1/2 供纸盘：60-90g/㎡ 手送纸盘：60-162g/

㎡ 双面器：64-90g/㎡ 耗材描述墨粉 MP2501 型 双面器

标配 网络功能可选配网络打印 接口类型标准：USB2.0

选购：10Base-T/100Base-TX（RJ-45 网络接口） 复印

功能 复印速度 25cpm 复印分辨率 600×600dpi 复印

尺寸A3-A6 预热时间＜10秒 首页复印时间＜6.5秒 缩

放范围 50-200%，预设 3 种放大/4 种缩小 复印倍率预设

3种放大/4 种缩小 预设放大倍率：122%，141%，200% 预

设缩小倍率：50%，71%，82%，93% 复印其它性能 ID 卡

复印功能 打印速度 25ppm 打印分辨率 600×600dpi 主

机尺寸 586.8×568×528.5mm 重量 47kg 电源 AC

220-240V，50/60Hz 功率 1.55kw 系统平台 Windows

XP/Server 2003/Vista/Server 2008/7 保修信息 质

保时间 1 年

台 1

产品类型：彩色激光打印机 最大打印幅面：A4 黑白

打印速度：ISO，A4：高达 16ppm ISO. 最高分辨率：

600×600dpi 耗材类型：鼓粉一体 进纸盒容量：标配：

150 页

台 1

产品类型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涵盖功能打印/复印/

扫描 最大处理幅面 A4 耗材类型鼓粉分离 耗材容量硒

鼓 LD2451：12000 页 墨粉 LT2451：1500 页 墨粉

LT2451H：2600 页 标准版随机墨粉：1500 页 升级版随

机墨粉：2600 页 预热时间＜9秒 处理器 266MHz 内存

标配：32MB，可扩展至：32MB 双面功能自动 网络功能

不支持网络打印 接口类型 USB2.0 打印性能 黑白打

印速度 30ppm 打印分辨率 1200×600dpi 首页打印时间

＜8.5 秒 介质尺寸 A4，Letter，B5(ISO/JIS)，A5，A5

(Long Edge)，B6(ISO)，A6，Executive，16K 介质重量

60-163g/㎡ 供纸盒容量标配：250 页，手动纸盘：1页 输

出容量标配：100 页 产品尺寸 409×398.5×267mm 产

品重量 9.75kg 保修政策全国联保，享受三包服务 质

保时间 1 年

台 1



三人沙发木扶手，优质仿皮面 个 3

（三包）

品 名 主要技术参数
计量

单位
数量

武山县高楼刘川九年

制学校

会议条桌椅材质为经过干燥防腐、防潮、防虫处理好的

山杂木为基材，框架应为杂木精工定做成型，结构稳定，

不易变形，桌面为多层实木板为基材，条桌前沿有突起

挡物条，条桌的尺寸要求为：1200×420×760mm,办公椅

的尺寸要求为：83×50×53cm,技术要求符合国家技术标

准，涂料采用进口环保专业木器系列涂料，涂料硬度为

3H 以上 1200*500

米 5

固定手扶，钢制脚，面料透气面料。 把 14

技术规格要求：CPU 主频≥3.5G；主板：≥450 系列以上

芯片组；内存：4G DDR4 2400MHz 内存，最大支持 32G

内存容量；显卡：集显； 声卡：集成 HD Audio，支持

5.1 声道（提供前 2 后 3 共 5个音频接口）；硬盘：1TB

SATA3 7200rpm 硬盘；网卡：集成 10/100/1000M 以太网

卡；光驱：无；扩展槽：1 个 PCI-E*16（8 速）、2 个

PCI-E*1、1 个 PCI 槽位； 显示器 19.5 寸 LED 液晶低蓝

光显示器键盘、鼠标 防水键盘、抗菌鼠标；接口 ≥6

个 USB 3.1 接口（其中至少前置 2个 USB 3.1 G2），1

组 PS/2 接口、1 个串口，主板集成 2个视频接口（其中

至少 1个非转接 VGA 接口）；电源 110/220V 210W 85%

节能电源；操作系统 预装正版 Win 10 操作系统 ；安

全特性：USB 屏蔽技术，仅识别 USB 键盘、鼠标，无法

识别 USB 读取设备，有效防止数据泄露；机箱：标准 MATX

立式机箱，采用蜂窝结构，散热更为有效；强力散热风

扇，能够达到有效降解甲醛、净化空气的效果（投标时

时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证明文件）;机箱不大于 16L，

顶置提手，方便搬运，顶置电源开关键，

台 21



钢制六层双柱双面书架 规格：W900*D450*H2000mm/节结

构：六层双柱双面 以两节连体为主。材质：底框：2.5mm，

立柱：1.5mm，挂板：1.0mm，搁板：1.0mm，顶板：0.6mm，

侧板：1.0mm，V 型挡书板：0.6mm 。采用上海宝钢优质

冷轧钢板，经剪板、折弯、冲压等工艺模具化生产。立

柱，挂板，隔板，顶板，侧板，V型挡书板采用喷塑工

艺；喷塑粉采用环保涂料，全自动静电喷塑，喷塑厚度

60－80nm，光泽度 28－30%。底框采用镀铬工艺制作。

前处理要通过除油、清洗、表调、清洗、磷化、清洗、

钝化、清洗、烘干等工艺，易清洗，防腐蚀，经久耐用。

颜色：亚光灰（详见附图 2）必须符合 GB/T13667.1-2003

钢制书架通用技术条件标准。

组 6

铁皮档案柜种类繁多，一般五节档案柜尺寸在 1.5-1.8

米左右，采用一级冷轧钢板做主体，柜身表面采用的是

混合型热固性粉末喷涂，能耐高温，防静电。柜门制作

技艺优良，可保证开合顺滑，流畅;柜内层板可按自身要

求自由调节高度，柜底有水平调整装置，可以增强安全

和稳定性;其外部造型细腻流畅。内部结构精密坚实等。

而两节档案柜，尺寸一般上节高 900*宽 900*深 390MM,

下节高 950*宽 900*深 390MM，其材质也常为冷轧钢板，

耐压强度大，抗冲击不易变形，外表面一般会经过磷化

处理，无毒无公害，防腐性好。适用于学校、超市、 办

公室 、球馆等场所，放置文件、书籍，方便办公，家用

放置衣物效果也不错双开门中二斗，上玻璃下铁皮资料

柜 180H*85*39 铁皮厚度 0.6MM

个 3

1.柜体:采用 1.0mm 厚优质冷轧钢板，所有工件经模具冲

压折弯焊接而成，焊接部分打磨、抛光处理平滑过渡，

焊点无毛刺及假焊，构造表面经酸洗、磷化、粉未静电

喷涂，(烤房)180 度高温固化，具有耐酸碱、防潮、防

锈，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2.柜门:采用优质冷轧钢板 1.0mm 厚冲压而成，所有工件

经模具冲压折弯焊接而成，焊接部分打磨、抛光处理平

滑过渡，焊点无毛刺及假焊，构造表面经酸洗、磷化、

粉未静电喷涂，(烤房)180 度高温固化，具有耐酸碱、

防潮、防锈，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上下对开门，上柜门

镶嵌 220*640*4mm 清玻璃，

个 3

产品类型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涵盖功能打印/复印/

扫描 最大处理幅面 A4 耗材类型鼓粉分离 耗材容量硒

鼓 LD2451：12000 页 墨粉 LT2451：1500 页 墨粉

LT2451H：2600 页 标准版随机墨粉：1500 页 升级版随

机墨粉：2600 页 预热时间＜9秒 处理器 266MHz 内存

标配：32MB，可扩展至：32MB 双面功能自动 网络功能

台 1



不支持网络打印 接口类型 USB2.0 打印性能 黑白打

印速度 30ppm 打印分辨率 1200×600dpi 首页打印时间

＜8.5 秒 介质尺寸 A4，Letter，B5(ISO/JIS)，A5，A5

(Long Edge)，B6(ISO)，A6，Executive，16K 介质重量

60-163g/㎡ 供纸盒容量标配：250 页，手动纸盘：1页 输

出容量标配：100 页 产品尺寸 409×398.5×267mm 产

品重量 9.75kg 保修政策全国联保，享受三包服务 质

保时间 1 年

400 万像素，1/3" 400M/1080p/IR 80m/IP 67/宽电压

/3.6mm 物理宽动态 2048*1536@20fps H.264 编码，红外

距离 70 米 6MM、8MM、12MM16MM 镜头，支持低码流及 3D

降噪，不支持 POE 供电,支持 SD 卡、报警音频

颗 7

海康 个 7

海康 个 2

提供 16 个 10/100/1000Mbps 交换方式存储-转发 背板

带宽 192Gbps 包转发率 42Mpps 端口参数 端口结构非

模块化

台 1

提供8个 10/100/1000Mbps 交换方式存储-转发 背板带

宽 192Gbps 包转发率 42Mpps 端口参数 端口结构非模

块化

台 1

530*350*300 台 1

亿通 箱 1

众邦电源线 盘 1

插板，线管、高清线、水晶头 批 1



注：1、供方所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现行有效标准，并为生产厂家制造的原装合格产品，

因质量问题而发生的任何事故由供方负责。

2、需方在交货地点验收，如发现损坏、缺件等问题，由供方负责。

3、供方所供产品必须是全新的、未经使用过的，并在采购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

日内供货。

4、供方在交付产品时应提供必要的技术文件，包括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等。

5、供方对所供产品保质期按生产厂家的承诺执行。

四、询价响应文件格式
询价响应文件包括按以下内容，并按统一的格式填写，按标明的顺序装订成册。

1、声明函（格式见附表一）

2、法人代表授权函（格式见附表二）



3、询价报价表（格式见附表三）

4、投标货物简况及技术偏离表（格式见附表四）

5、生产厂家授权书原件（格式见附表五）

6、产品售后服务承诺函原件（格式见附表六）

7、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8、中国裁判文书网自行查询的近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

9、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10、产品彩色图片及相关介绍

11、产品相关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附件一

声 明 函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人姓名、服

务）代表 （供应商全称）参加贵方 月 日组织的

询价采购（询价文件编号：WSXZFCG-2020-005）及成交后的合同签订及履行事宜。为

此，特作如下声明：

一、按照询价文件要求提供询价文件。包括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并保证所提交

的文件和说明是准确和真实的。

二、保证遵守询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三、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所签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四、自愿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投标有关的数据和技术资料。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人姓名（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二

法人代表授权函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地址）的 （供

应商名称）在下面签字的 （法人代表姓名）代表本公司授权 （被

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参加贵方组织的询价及成交后采购合同

的签订。保证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忠实执行双方所签合同，提供任何与该

询价项目有关的资料文件，遵守询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承担合同及询价文件规定的

责任和义务，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宜。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有效期止采购合同执行结束，特此

声明。

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盖章）：

职务： 职务：

单位名称：（签章） 单位名称：（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三

询价报价表

项目名称：

询价采购文件编号：

供应商名称（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注：1、报价包括提供货物的运费、安装、调试、税金、培训等费用。

序号 货物名称
型号

规格

生产

厂家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供货时间

1

2

3

4

5

6

…

总价 ￥ 元

(大写）人民币



2、此表可以续填，必须要把询价货物填写完整，否则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3、如果按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以单价为准修正总价。

附件四

投标货物简况及技术偏离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售后服务点

地址

技术偏离情况

采购技术参数 货物实际技术参数 正/负偏离 说明

一、序号应与“货物需求一览表”中的序号相同。

二、 “采购技术参数”按采购文件提供的 “主要技术参数”填写，“货物实际

技术参数”按提供货物的实际参数填写。

附件五

生产厂家授权书

（原件）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生产厂家名称）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生产厂家，关于贵

方就武山县洛门学区等三单位办公设备项目询价（采购编号: WSXZFCG-2020-005）事宜，

我 公 司 作 为 投 标 产 品 的 生 产 厂 家 特 授 权

（投标人名称）代理本公司的产品进行投标，并提供由我方制造的 产品，

按使用方与投标方签订的合同要求，保质保量及时提供中标产品和服务。

本授权自 年 月 日起有效，授权投标有效期 天。



授权厂家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六

产品服务承诺函

（原件）

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在参加贵方 2020 年 月 日组织的武山县洛门学区等三单位办公设备项目询价（采购

编号: WSXZFCG-2020-005）中，我单位将严格按照询价采购文件的要求，在产品售后服

务方面作如下承诺：

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人姓名（签字）：

年 月 日

五、评标办法
1、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全部通过的供应商的报价视为有效报价；

2、在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提供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

应商；

3、供应商的报价超过单位采购预算，按废标处理。

六、武山县政府采购合同
政府采购计划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 供应商：（以下称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

方按照武山县人民政府集中采购中心的采购结果签订本合同。

一、货物清单（此表须与采购文件一致，可附后）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产地 数量 单价 合计

合同总价（大写金额）：

本合同总价款包括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调试等所有含税费用，还包含

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款不变。

二、付款方式。全部货物验收合格后，甲方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货款。如甲乙

双方另有约定比如质保金、付款期限等，按双方协议执行，并在本合同上予以注明。质保金为合

同总价的 5%—10%。

办理支付手续时，需向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提供：经甲方盖章确认的发票复印件、经甲方签署的

验收单、合同副本。

三、质量保证。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相一致；若技术性

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或采购文件规定的质量、

规格和性能等要求，并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

具有良好的性能。

货物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

障负责，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

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四、交货和验收。乙方应在 年 月 日前向甲方交付货物，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提供的

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

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甲方。

货物由甲方负责组织验收、安装、调试，验收时视情况可邀请采购监管部门、主管部门和有关

专业人员参加。验收合格的，由甲方签署验收单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售后服务。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货物售后服务按生产厂家的标准执行，但不得少于 1 年（请分别列出：______）。保修期自甲方在

货物质量验收单上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费用计入总价。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

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不可抗力（如火灾、雷击等）造成的故障除外。

六、争议解决。本合同如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提交县人民法院裁决。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县政府采购中心一份，加盖县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印章后

方为有效。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增加条款或补充协议的形式加以补充，但增加或补充协议的条款不

得对采购文件作实质性修改。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甲方（采购人）：（盖章）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集中采购机构：武山县人民政府采购中心（盖章）

负责人：

签订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备注：本合同要求双面打印，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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