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⒛ 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 标人 ):9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2021年庋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 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Ⅲ艮务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单位:元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 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 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年,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 提请仲裁   J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 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2019年 4月
巧 日

合同订立地
`点
:   雨花区教育局

甲方

授权

联系

单位地址: 区政府机关大院

乙方 (盖章

授权代表 (

联系电话:巾广

单位地址档饣    院恸忄⒄而留俨

1

1

签订时间办
ψ冖咽石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D-20Ⅱ 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⒛ 元/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下 所有规格 25元 /耐

4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吖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耐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耐

9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吖

写真裱 KT板 60元 /吖

11 写真裱冷板 80元 /吖

写 真 裱 2nlnlPⅤ C板 90元 /盯

13 写 真 裱 3·llmPVC板 110元 /吖

写真裱 5mmPⅦ 板 120元 /“

15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盯

17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吖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耐

户外写真裱 2nlnPVC板 100元 /吖

户 外 写 真 裱 3nlnlPVC板 1⒛ 元 /吖

户外写真裱 5mmPVC板 130元 /“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苄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苄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0crn 1zO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米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涞 50cm 12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0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x 6 O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蚀板 5 0cmx 7 0cnr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 算 ,40cnl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⒛ 元/吖

30cnl以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cm

20+3nlm 6元 /cm

发光字

PⅤc发光字 380元 /盯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盯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吖

铁 字 280元 /盯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吖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盯

40角铁+喷绘 80元 /吖

龙骨条+角 铁架 120元 /吖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盯

烤漆玻璃 400元 /吖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⒛元/个

PⅤ 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咔 0.4米 850元 /吖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35cm 60元 /块

佛
'
t=阝

书啥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Il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Ⅴ

打印

5nlm 350元 /盯

8nlnl 450元 /吖

1 Omm 550元 /盯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艹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艹 2.俪 (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 /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辛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苄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芾刂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辛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x22cn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⒛ 强 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乙方在

单位:元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⒛ 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 标人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zO19丬 0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 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 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日服务 )。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二、产品质量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要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 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年,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
逞鼾 晏

解比
鬏雉

纷n
凵

l

夕

'
决解一之径途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 同订 立 时 间 : 2019年 4月 △b日

合同订立地点:   雨花区教育局

甲方 (盖章 ):

授权代表 (签

联系电话:07

乙方 (盖章 )∶

t浓 沙

|

`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

签订时间:

关大院 单位地址:JR I冫民亿⒍珍多

`a仿

喊 、 刂

柔

户银

譬:彳找 、】】∶1γ
yl咖宥姆绡
' 7

签 订 时 间 : :》
呷

手

cP幻 ⒉)切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I99u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20元 /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 下 所有规格 25元 /吖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耐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吖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

灯 片 所有规格 55元 /吖

写真裱 KT板 60元 /吖

写真裱冷板 80元 /吖

写真裱 2mmP℃ 板 90元 /“

写真裱 3mmP℃ 板 110元 /“

写 真 裱 5nllllPⅤC板 1⒛ 元/耐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盯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盯

户外写真裱 ΚT板 75元 /吖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

户外写真裱 2mmPvC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3mmPlrC板 1⒛ 元/吖

户 外 写 真 裱 5nlluPⅤ 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衤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艹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Ocm 1⒛ 元/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艹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辛 50Cm 1⒛ 元/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O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蚀板 4 0cm* 6 O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蚀板 5 0cm* 7 0cnr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 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nl及 以 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 算 ,40cnl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⒛ 元/吖

30cm以 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nlm 4.5元 /cm

20+3ⅡⅢ 6元 /cm

发光字

Pl/c发 光字 380元 /吖

外露灯珠发光宇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吖

铁 字 280元 /Ⅱ12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铁+喷绘 80元 /吖

龙骨条+角 铁架 120元 /盯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元 /吖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20元 /个

PⅤ 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I 4**O 4* 850元 /盯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x35cm 60元 /块

诚

门c
〓̄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I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Ⅴ

打印

5nlln 350元 /耐

8nlm 450元 /“

10mm 550元 /盯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苄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米 2.4m(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汴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礻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制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40
木质+电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11cm*22cm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20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20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
`D艮

务 )。

单位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 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年,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提请仲裁   茁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 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1

合同订立地点:

ε

甲方 (盖章 ):

授权代表 (签字 )∶

耳芙屑廴H邕 话: 0731-85880953 亻V气'丫

2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军冕I∶荔辎||∶∶∶∶∶∶∶;|ii∶∶疡幽圯
开户银行妖汐啕刚了古曲绉赳了

账  号:幻口⒉ζ8屮3卩刃 丨
7

签 订 时 间 :刃
甲

`仫 夕

辶 ,¨ :竺



附件∶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⒚9⒆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⒛ 元/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下 所有规格 25元 /耐

4

喷绘机车贴
自胶 所有规格 50元 /吖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吖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吖

9 灯 片 所有规格 55元 /吖

写真裱ΚT板 60元 /盯

11 写真裱冷板 80元 /吖

写真裱 2mmP℃ 板 90元 /吖

13 写 真 裱 3mmPVC板 110元 /“

写 真 裱 5nlmPⅤC板 1⒛ 元/盯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吖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吖

户外写真裱旧 板 75元 /耐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盯

户外写真裱 2mmPⅤC板 100元 /耐

户外写真裱 3nlmPⅤ C板 1⒛ 元/“

户 外 写 真 裱 5nlnlPⅤ 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咔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艹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O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苄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艹 50cm 12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x 6 O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 6 Ocn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0cnrx 7 0cm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PⅤC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算,40cm以上

按平方厘米算

1⒛ 元/吖

30cnl以 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om

20+3mm 6元 /cm

发光字

Pvc发 光字 380元 /吖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吖

铁 字 280元 /吖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盯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 铁+喷绘 80元 /吖

龙骨条+角 铁架 1⒛ 元/∥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耐

烤漆玻璃 400元 /盯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⒛ 元/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Ⅹ 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米 0.4米 850元 /吖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x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x35cnr 60元 /块

`
丶

d
ν

`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 板纸双面

打印
l\cnx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Ⅴ

打印

51【 lm 350元 /“

811lm 450元 /盯

1011lm 550元 /“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艹 2.4m
(版面 30厘 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平 2.4m(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 /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制
98元 /平米

舞 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咔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为炙T盯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m*22cm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20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zO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乙方 (中 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年 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D艮务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单位:元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肜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 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 J点 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垒,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 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纷
夕

/
决解一之径途

决不成’栅
解

向
皙

七丶
馘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 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19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 乙方 (

授权代授权代表 (签字 ):

厶9日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单位地址:画诈恧 屮吻即‘
开户银行:毯

吵
乞已

箪
型 、焱圻

彡

账  号 :3∫ ~。 o° 7/Zo⒊
,c,° b叫

签 订 时 间 :,9l``叶 、

乃

Ⅱ

'

_∶

:‘∶I‘、J}ζ

蚰

h。 iiⅡ丿

化焦烫》

丨

4

签 订 时 间 :⒓
引

`、

咩 `乃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D-20犭 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l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nl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⒛ 元/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 下 所有规格 25元 /吖

4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盯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

9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耐

写真裱町 板 60元 /盯

写真裱冷板 80元 /吖

写 真 裱 211lmPVC板 90元 /吖

13 写真裱 鲕mPvc板 110元 /耐

写 真 裱 5nlnlPⅤ C板 1⒛ 元/“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17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

户外灯片 68元 /吖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吖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

户外写真裱 2nlmPVC板 100元 /吖

户 外 写 真 裱 3l1nlPⅤ C板 1⒛ 元 /吖

|户 外 写 真 裱 5mnlPlr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艹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艹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0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艹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50cm 12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x 6 0cm 150 )r'l+k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 6 0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0cnr* 7 0cnt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算,40cm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20元 /盯

30cm以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cm

20+3nlnl 6元 /cm

发光字

Pvc发光字 380元 /m2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吖

铁 字
280元 /吖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吖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铁+喷绘 80元 /吖

龙骨条+角 铁架 1⒛ 元/吖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元 /吖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20元 /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中 0.4米 850元 /盯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l6cm*35cm 6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Ⅴ

打印

511lm 350元 /吖

8nlm 450元 /“

10mm 550元 /吖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盯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艹 2.4m
(版面 30厘 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艹 2.俪 (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 /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米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制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艹 40
木质+电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⒛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22cn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Ⅹ 20强 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⒛ 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 标人 ):  长1J饧 ,n乏rL後枷 侈幺囿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Ⅲ艮务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单位:元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 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年,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提请仲裁   d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19年  月妙 日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雨 乙方 (盖章 ):

授权代表 (签字 ): 授权代表 (签字》枷 老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耳芙J条 :芑 诏;: 0731-8588       氕
甲 联系电话 :,,BTJ9F8丬

`
单位地址 :浏姊向泥舀哆阳D仁初均  \

开户银行:削瞎柑幻咳‰幻峨自唰 耐巧

账   号 :8冫 0`0′ 000o008叼 8B

签 订 时 间 :,or9可 ψa丬 目

砜
Φ丿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⒚-zO犭 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20元 /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 下 所有规格 25元 /“

4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吖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吖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盯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吖

9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

写真裱 KT板 60元 /吖

11 写真裱冷板 80元 /r

写真裱 2mmP℃ 板 90元 /吖

写真裱 3mmP℃ 板 110元 /吖

14 写 真 裱 5mmPvC板 120元 /“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吖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耐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盯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2mmPⅦ 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3mmPVC板 12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5mmPNr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艹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艹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rnx 6 O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米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礻 50cm 1⒛ 元/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Ocm I50 )r,/+*

红木底板+腐蚀板 4 0cm* 6 0cnr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0cm* 7 Ocm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nl及 以 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算,40cm以上

按平方厘米算

1⒛ 元 /吖

30cm以上 180元 /盯

水晶字

1θ +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cm

20+3Ⅱm 6元 /cIn

发光字

Pvc发 光字 380元 /耐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吖

铁 字 280元 /吖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吖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铁+喷绘 80元 /“

龙骨条+角 铁架 1⒛ 元/耐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耐

铝塑板 350元 /“

烤漆玻璃 400元 /吖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⒛ 元/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米 0.4米 850元 /吖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28cnr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l6cm*35cm 60元 /块

否

山。ΣJ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77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v

打印

511lm 350元 /“

81rlm 450元 /“

1 Omm 550元 /耐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艹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艹 2。 0Ill(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 米/5米 /7 来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芾刂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艹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⒛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Ilcnx22cn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20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⒛ 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 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⒛ 21年度文印、广告定盅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 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

`Ⅲ
艮务 )。

单位 :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二、产品质量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年,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提请仲裁   y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 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 同订 立 时 间 : 2019   ~,9日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雨

授权代表 (签字 ):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j

谬

社鬯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单位地址娜湮日籼帕邪龋 天辊 嗾晰 崛

开户银彳亍J蚋汹旺髑旧泊泓⒁疡咖阳 i

账   号 :‘ 11丨 9llG冫°。。°
氵
。丨

签 订 时 间 :扣
`洱咽

z;a

冫骓鬯



附件∶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⒚乇∞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 }cn fi,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20元 /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下 所有规格 25元 /吖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盯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吖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吖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

写真裱 KT板 60元 /耐

11 写真裱冷板 80元 /耐

12 写 真 裱 21IlmPⅤ C板 90元 /盯

写 真 裱 3nlnlPVC板 110元 /“

写 真 裱 5mmPVC板 1⒛ 元/盯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耐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耐

户外灯片 68元 /吖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耐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2mmPⅦ 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3mmPⅦ 板 1⒛ 元/“

户外写真裱 5mmP妮 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⒛ 元/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艹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米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0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艹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咔 50cm 120元 /块



序 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O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蚀板 4 0cm*6 0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0cm* 7 Ocm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nl及 以 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算,40cm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⒛ 元 /盯

30cm以 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cm

20+31lm 6元 /cm

发光字

P℃ 发光字 380元 /吖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

钛金字 450元 /吖

铁 字 280元 /吖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W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铁+喷绘 80元 /盯

招 牌
龙骨条+角 铁架 1⒛ 元/吖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元 /盯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⒛ 元/个

PV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 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米 0.4米 850元 /∥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 6cm* 35cm 60元 /块

\
丶

Ⅰ

`
`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Il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Ⅴ

打印

5Itlm 350元 /耐

8nlnl 450元 /“

10mm 550元 /耐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咔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艹 2.0m(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辛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制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艹 40
木质+电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⒛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22cm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⒛ 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购编号: 雨财采计 ⒛19邛w012

甲方 (采购人 )∶

乙方 (中 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军度文印

`广
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
`Ⅲ

艮务 )。

单位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垒,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提请仲裁   √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 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 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1? 拶日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

授权代表 (签字 )∶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3

单位地址:长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开户银行:长

男R【 l硼
账 号:炉叶

臼
I
l
I
丶〓间时订签

℃ 。"屈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I9-⒛zI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om宽 20元 /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下 所有规格 25元 /吖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耐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耐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吖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吖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

写真裱 KT板 60元 /吖

写真裱冷板 80元 /盯

写 真 裱 211lnlPⅤ C板 90元 /吖

写 真 裱 3nlmWC板 110元 /“

写 真 裱 5nlmPlfC板 120元 /“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盯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吖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吖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2nlmPⅤC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3nlmPVC板 1⒛ 元/耐

户外写真裱 5nlmPⅤ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衤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 6 O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咔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艹 50cm 12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Ocmx 6 O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x 6 O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0cni* 7 Ocn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 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 算 ,40clll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20元 /盯

30cm以上 180元 /W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cm

20+3mm 6元 /cm

发光字

PⅤc发光字 380 )t lr.t'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

44 |  钛金字
450元 /“

铁 字
280元 /吖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θ 元/吖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

40角铁+喷绘 80元 /盯

龙骨条+角 铁架 120元 /r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 )t lrlr"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20元 /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衤 0.4米 850元 /吖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ni*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35cm 60元 /块



序 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 板纸双面

打印
71.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v

打印

5nlm 350元 /“

8rll△ 450元 /吖

1 ()mm 550元 /盯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艹 2.4m
(版面 30厘 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艹 2.0lll(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 /5米/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芾刂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艹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22cn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⒛ 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购编号: 雨财采计 ⒛19邛w012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 标人 ):彐沮阜兔屋拉卫屋靼绁郓旮痖辶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
`孙

艮务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牮
m
匝

.
醌

单位:元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垒,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提请仲裁   旒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 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 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 201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雨 乙方 (

授权代授权代表 (签字》

1即|。 l∫

⒊
詈:∶訾譬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3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址 :

号 :‘ ‘t冫 o词凹男。lTOUD口9’ J1

妨
燃
弼

单位地

开户银

账

澍就

签订时间:V岣 a+R⒉冫日

签订时间:冫o氵 轩 卩哕日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⒚乇够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20元 /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下 所有规格 25元 /耐

4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耐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W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

9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吖

写真裱 KT板 60元 /吖

写真裱冷板 80元 /耐

写 真 裱 211lmPⅤ C板 90元 /耐

写 真 裱 3nllllPⅤC板 110元 /吖

写 真 裱 5mmPⅤ C板 120元 /“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吖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耐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

户外灯片 68元 /“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吖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

户外写真裱 2mmPvC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鲕mPvc板 120元 /吖

户 外 写 真 裱 5lllmPV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艹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米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 6 O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艹 35cm 100 )r,l t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艹 50cm 12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O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x 6 O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蚀板 5 0cm* 7 0cm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 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算,40cm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⒛ 元/吖

30cm以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nlIll 3.5元 /cm

15+3mm 5元 /cm

20+3mm 6元 /cm

发光字

PⅦ 发光字 380元 /吖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

铁 字 280元 /W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吖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铁+喷绘 80元 /耐

龙骨条+角 铁架 1⒛ 元/吖

51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盯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元 /吖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20元 /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 zp*9.4 4 850元 /吖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35cm 60元 /块

`
:
°

芦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TI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v

打印

5Illm 350元 /耐

8nm 450元 /吖

10mm 550元 /盯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艹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米 2.4m(离 地

60cm高 )

1050元 /个

广告旗帜 3米 /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制
98元 /平米

舞 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艹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Icnx22cn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Ⅹ⒛ 强磁亚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2019邛W012

甲方 (采购人 )∶

乙方 (中 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O19-⒛ 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 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日服务 )。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单位:元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二标段 C0806 广告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乞芳基拄:∷

∶∴i∶ iⅡ∴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妥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 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 留安全隐患 ,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 J点 ,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⒛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壹垒,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提请仲裁   」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 ,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蕊花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 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刈 ⋯ ㈠ ⋯ -v⋯ η ⋯ η t⋯

   嗡 ,政  

有

惕十、合同份数及生效 :本合同一式陆份 ,甲 方两份,乙方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

合同订立时间: 2019年 4月么乡

合同订立地点:   雨花区教育局
缈

甲方 (盖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签订时间

大院

乙方 (盖章 )∶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

(签字

`

签订时高:痴′?.口
印·⒉乏L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乇u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卩咩哗
°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l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ln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20元 /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 下 所有规格 25元 /耐

4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耐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吖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吖

9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盯

写真裱 町 板 60元 /耐

写真裱冷板 80元 /耐

写 真 裱 2mmPlrC板 90元 /“

写 真 裱 3nlmPⅤ C板 110元 /“

写 真 裱 5lllnlPⅤC板 120元 /“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

户外写真裱 KT板 75元 /吖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吖

户外写真裱 2mmP℃ 板 100元 /吖

22 户外写真裱 铈mP℃ 板 1⒛ 元/吖

‘户 外 写 真 裱 5nlnlPⅤ C板 130元 /吖

n
∠ 闩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25

奖牌奖杯桨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衤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艹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Ocm 120 r"lIA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艹 35cm 10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米 50cm 120元 /块



序 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各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0cm 1s0 
^/+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 6 0cm 18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Ocmx 7 Ocm 200元 /块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cm PⅤ C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 算 ,40cnl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zO元 /m2

30cm以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nlnl 4.5元 /cm

20+3mll 6元 /cln

发光宇

PⅤc发光字 380元 /吖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m2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

铁 字 280元 /吖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汀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

40角铁+喷绘 80元 /吖

龙骨条+角 铁架 120元 /吖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元 /Ⅱ12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⒛ 元/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20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衤 0.4米 850元 /耐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mx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35cm 6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Ⅴ

打印

5nlm 350元 /吖

8nlm 450元 /旷

10mm 550元 /吖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米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米 2.4m(离 地

60cm高 )

1050 zl/.t

广告旗帜 3米 /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米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制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平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llcn*22cn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⒛ 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20元 /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2019-FW012

甲方 (采购人 ):

乙方 (中 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二标段:广告服务。现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标通知书》订立

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一、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件 (含澄清、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孙 艮务 )。

单位:元

二、产品质量

1、 乙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

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质量检测标准或企业标准。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

国家环保标准要求,以充分保证甲方师生的健康安全。由于乙方提供的产

品因质量、环保等原因造成甲方利益受损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包

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2、 交付的产品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型号规格、质量要求以及投标文

件的规格响应表、配置清单表、质量保证、售后服务一致。除另有规定外 ,

计量单位应该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品目分类代码 简要技术要求

规格、参数及要求



3、 乙方应保证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产品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均由乙方负

责,包括法律和经济责任。

4、 乙方必须对提供的产品内容严格把关,内容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得出现任何常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等 ,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

5、 除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产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

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防护措施不要而引起的损坏、

丢失由乙方负责。

6、 乙方提供的产品如果涉及到大型户外宣传栏、广告栏等的安装时,

乙方在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充分确保甲方的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安装中,由于施工不当,或 由于施工不到位,存留安全隐患,

造成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后果一律由乙方承担,包括法律和经济

责任。

7、 甲乙双方定点项目具体的实施流程、验收结算流程等均按 《雨花

区教育系统文印、广告定点服务管理办法》执行。

三、交货时间∶甲方指定时间 。

四、交货地点及方式: 甲方指定地点,免费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

五、合同有效期:本定点协议合同自签定之日起至 2021年 2月 28日

止,到期本合同自动废止。

六、质保期:非易耗损类广告货物质保期不低于宣垒,质保期内免费

进行维护,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七、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以下途径之一解决纠纷 :

□ 提请仲裁   J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同由以下文件构成,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

按以下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依法依规协

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通知书

(4)政府采购合同格式条款

(5)投标文件

(6)招标文件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九、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作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十、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 方两份,乙方两份,政府

采购管理部门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

合同订立

合同订立

时间丿 A>) a

授权代表 (签字 )∶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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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⒚9∞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二标段广告制作类

项目清单

(t。

1E`。 47贬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横幅、条幅
牛筋布丝印 70cm宽 15元 /米

2 牛筋布丝印 100cm宽 ⒛ 元/米

3 喷绘机喷绘 普通布 320g以 下 所有规格 25元 /“

4

喷绘机车贴
白胶 所有规格 50元 /吖

5 黑胶 所有规格 60元 /吖

6

室内写真
系列

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30元 /吖

7 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35元 /“

8 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38元 /“

9 灯片 所有规格 55元 /吖

写真裱 KT板 60元 /“

写真裱冷板 80元 /“

写真裱 2mmPⅦ 板 90元 /吖

, 13
写 真 裱 鲕 mPXrC板 110元 /吖

写 真 裱 5mmPxrC板 120元 /“

户外写真

系列

户外写真背胶 所有规格 45元 /吖

户外写真 PP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写真相纸 所有规格 50元 /吖

户外灯片 68元 /吖

户外写真裱町 板 75元 /“

户外写真裱冷板 100元 /r

户外写真裱 2mmPⅦ 板 100元 /耐

户外写真裱 鲕mPvrC板 1⒛ 元/吖

户外写真裱 5nlmPⅤC板 130元 /吖

门型展架 含展架、画面 120元 /套

奖牌奖杯奖状
系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25米 35cm 50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35艹 50cm 65元 /块

红木底板+金箔打印 4 0cmx 6 0cm 120元 /块

红木底板+烫金板 25咔 35cm I00 )t ltk

红木底板+烫金板 35咔 50cm 120元 /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红木底板+烫金板 4 0cm* 6 Ocm 150元 /块

红木底板+腐 蚀板 4 0cm* 6 0cm r80 
^/IX

红木底板+腐 蚀板 5 0cnr* 7 0cm 200 
^l+^

奖杯 依据款式定价

荣誉证书 包印制 15元 /本

奖状 包印制 1元 /张

2om PVc字
30cm及 以下

40cm以 下按长

边算,40cm以 上

按平方厘米算

120元 /吖

30cm以 上 180元 /吖

水晶字

10+3mm 3.5元 /cm

15+3mm 4.5元 /cm

20+3nlIn 6元 /cm

发光字

P℃ 发光字 380元 /吖

外露灯珠发光字 550元 /吖

不锈钢精工发光字 650元 /吖

钛金字 450元 /“

铁 字 280元 /盯

警示标志

铝板+反光膜 400元 /“

3米 80柱子、刷防锈黄、

白油漆带安装
360元 /个

招 牌

木架+喷绘 60元 /吖

40角铁+喷绘 80元 /吖

龙骨条+角 铁架 1⒛ 元 /吖

大方板+角 铁架 260元 /吖

铝塑板 350元 /吖

烤漆玻璃 400元 /吖

工作证

普通 6元 /个

铝合金吊牌 20元 /个

PⅤC 18元 /个

胸牌 5元 /个

锦旗 60cmX90cm 1zO元 /面

绶带 30元 /条

条牌 不锈钢、钛金腐化 2.4米 米 0.4米 850元 /耐

门牌
铝型材平板丝印 12cnrx28cm 48元 /块

铝型材弧形丝印 16cmx35cm 60元 /块

'刂

掰

沓

ν



序号 项目名称 材质 规格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Itcn*22cn 28元 /套

亚克力 Uv

打印

5nlm 350元 /耐

8nllll 450元 /吖

10mm 550元 /吖

去向牌 铝型材丝印 1550元 /吖

折叠展板
不锈钢折叠支架,铝 型材边

框+户 外写真裱板

1.2m米 2.4m
(版面 30厘米的

脚 )

750元 /块

铝合金展架
1.2米 2.4m(离 地

60cm高 )

10s0 7tlt

广告旗帜 3米/5米 /7米 道帜/刀 旗 180元起

71

宣传栏展版

写真裱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260元 /块

喷绘展板
1.2m艹 2.4m

包送货安装好
150元 /块

文化墙 /
文化墙设计绘

芾刂
98元 /平米

舞台 铝合金舞台 85元 /平米

桁架
铝合金桁架架

子
85元 /米

奖牌制作 60平 40
木质+电 镀+烤

漆
240元 /块

77
宣传画册

设计
/ / 200/版面

依据设计的

实际水平核

价

座位牌

亚克力、157g铜板纸双面

打印
11cm*22cm 28元 /套

内芯 双 面 5元 /个

架子

10X⒛ 强磁 亚 克

力台签
⒛ 元/个

三角形台签 5元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