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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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1卜⒛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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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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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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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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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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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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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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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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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zOI9-⒛Ⅱ 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8K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8K 环保纸双面速印 o.12/张

3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张

4 16Κ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张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ll1000面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o.5/张

8

黑白打印/

复印

70g

复印纸

1-100面 o.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9 100面 以上复印 o.15/张

80g

复印纸

1-1QO面∫u o.25/张

1QO面 以上复印 0.20/张

^
^

70g

复印纸

卜100面 o.26/张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o.35/张

lO0面 以上复印 o.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A3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nlm艹 50】llm 不干胶 0.08/孑κ

胶装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
^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 纸/8张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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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九、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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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时间: 2019年 4月衫 日

合同订立地点:   雨花区教育局

作

甲方 (盖章

授权代表 (

联系电话 :

乙方 (盖章》

单位地址:长沙市 于机关大院 单位地址:长 J

签订时间:宀
f耳

石卜氵闾 开户银行:中

0

衤叼匀医
丬饼tσol

账    号 :匆 o哆 厶轳

`纟

:、厂d`

签 订 时 间 :D~。t肝
碉

丬 承

858809
匕

`。
11ss纟

。辆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雨 财 采 计 zO19-FW012

采购人》

中标人 )∶

定点采贝勾丐玎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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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 (

乙方 (

乙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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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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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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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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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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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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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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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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雨
0罗

乙            彳 d
授权代表 (签字 )∶ 授权

联 扌 彗估; i731~:5880953 tV′ ~′

°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单位地址J即纩屮
笊浼 杷

签订时间:冫口

∫

、Ψ冫冫 开户银行   勉织仫 豸
J

账  号 :/J/历7″”
矽 叨 犭

丿
⒓

签 订 时 间 :D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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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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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⒚9⒓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 印)项 目清单

睽吖l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环保纸双面速印 0.12/张

螽 3 16K 环保纸单面速印 0.08/予长

4 16K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张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10ll1000面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o.5/张

黑白打印/

复印

A4

70g

复印纸

1△ 00面 o.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0.25/张

10q面 以上复卯 0.20/张

Λ3

70g

复印纸

1-100,面 0.26/予长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 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17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nlm艹 50nlnl 不干胶 o。 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 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纸/8张 3.50

2寸 250g相 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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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氵
迤”抑

眩a型
御

痤纽
竿

彡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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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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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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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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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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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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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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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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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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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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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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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日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 乙方 (盖章)以

授权代表 (签字 授权代表 (签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3

/
·

邺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开户银行:哆

账  号:″

签订时间:△
△

'牵

F《 亻

叫

.
Φ

口
.
。

丿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I99⒆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8K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8Κ 环保纸双面速印 0.12/张

3 环保纸单面速印 0.08/张

4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引攵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ll1000面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o.5/张

8

黑白打印/

复印

A4

70g

复印纸

1△ 00面 o.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9 100面 以上复印 0.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o.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0/张

A3

70g

复印纸

1-100面 o.26/张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I1lm艹 50nlm 不干胶 o.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自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 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纸/8张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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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 方 (中
标 人 ):                   J9ˉ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⒛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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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丿

∶∶;。
°
玄冫丿

拴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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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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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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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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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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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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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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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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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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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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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涕 日

合同订立地点:

炀

甲方 (盖章

授权代表 (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乙方 (盖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0冫

尽\1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zO199⑿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环保纸双面速印 o.12/张

3 16K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张

4 16K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张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ll1000面速 印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0.5/张

8

黑白打印/

复印

70g

复印纸

1-100面 0.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9 100面 以上复印 0.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0.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0/张

^
^

70g

复印纸

1-100面 0.26/张

双面加

0.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
^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lllm艹 50IJ m 不干胶 o。 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
^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纸/8张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纸 /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 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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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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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局
J

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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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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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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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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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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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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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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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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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 乙方 (盖章

授权代表 (签字》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3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况 tI扣Ψ闩冫;θ

授权代表 (签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 :

开户银行 :

账  号:8功∫口∫沏∞吖侈卩

亻 严
r3F冫

签 订 时 间 :冫
甲 埠 叫

冫;臼 · 鲲

`
蠛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⒛Ⅱ 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字印刷类
(文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I

环保纸

速印

8K 环保纸单面速印 0.1/张

2 8K 环保纸双面速印 o。 12/张

3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张

4 16Κ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予长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0-1000面
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o.5/张

黑白打印/

复印

A4

70g

复印纸

1△ 00面 o.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1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0.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0/张

70g

复印纸

1△ 00面 0.26/子攵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A3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nlm衤 50nlm 不干胶 o.08/张

胶装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 照

1寸 250g相纸/8张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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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 ( f ffiA ): Ki'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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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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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舻
即

∶;Ξ彐三:

六滂

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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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标段 CO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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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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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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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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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叼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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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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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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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丐

日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 乙方 (盖章λ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

签订时间:

联系电话:丨 ;

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2
/

"
`
、 V≡√

〓

开户银行:水 沙催t竿岸 攴J
账  号:sω2g沿屮名甥 '∥

舻 擦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90z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环保纸双面速印 o.12/张

3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张

16K 环保纸双面速印 o。 09/张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100-1000面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o.5/张

黑白打印/

复印

70g

复印纸

1-100面 0.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9 100面 以上复印 0.1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0/张

A3

70g

复印纸

1100面 o.26/张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 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A3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沭条码 25Illm悄 0nlnl 不干胶 o.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 纸/8张 3.50

2寸 250g相 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 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 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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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方 (中 标人 ):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O19-20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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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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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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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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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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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孓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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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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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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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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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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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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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

授权代表 (签字》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3 联系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牟 ˉ 叫

签订时间:V吖
⒎抻 妙



附件 :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I9-20纽 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字印刷类
(文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环保纸双面速印 0.12/张

3 16K 环保纸单面速印 0.08/张

4 环保纸双面速印 0.09/张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ll1000面速 印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0.5/张

黑白打印/

复印

A4

70g

复印纸

1△ 00面 o。 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0.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0/张

A3

70g

复印纸

1-100面 0.26/张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30/张

彩色打印/

复茚

A4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17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jA3 80g复 印纸 3.00/子攵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nlln十 50lllm 不干胶 0.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纸/8张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纸 /张 3.50

说明:小于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购编号: 雨财采计

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 标A)∶                          冠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zO21年度文印、广告定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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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的投标文乍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
`

单位:元

2019-FW012

盍采购项目

玺。现依据

标通知书

(含澄清

》

/日月艮务)。

咚
1j、

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算

(元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

13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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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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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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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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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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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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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九、合同份数及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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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丬

'合同订立地点:

甲方 (盖章 ): 乙方 (

授权代表 (签字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 联系电话 :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

账  号: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签 订 时 间 :冫刃
阵 屮昭 丬 哆

勿9勿膀

-``仃



附件∶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I99⒆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 印)项 目清单

|i言  ′

I争
汹

`\护 .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环保纸

速印

环保纸单面速印 0.1/张

环保纸双面速印 o.12/张

3 16Κ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张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张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ll1000面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o.5/张

8 70g

复印纸

1△ 00面 o.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o.25/张

1廴爿 100面 以上复印 o.20/张

12

A3

70g

复印纸

1△ 00面 o.26/张

双面加

o。 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0.35/子κ

100面 以上复印 0.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80g复 印纸 2.00/张

不区分单

双面

17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A3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⒋00/张

考试条码 25nllll艹 50nlln 不干胶 o.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 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匆氏/8 手K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政府采购定点协议合同

采 购 编 号 : 雨 财 采 计 2019-FW012

采购甲方 (采购人 ):  长沙市雨花教育局

乙方 (中标人):由纽纽以垒过口孥边红隰坌豇_
乙方在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2019-2Q21年度文印、广告定 J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月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咔

订立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 依据采购文件 (含补充、修改文件 )和 乙方的投标文碉

补充文件 ),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全新的标的 (□ 货物/□ 工程/

单位:元

虹采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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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 品目分类代码 品目名称 简要技术要求
采购预

(元 )

“形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详见招标文件技术
规格、参数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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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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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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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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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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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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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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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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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日

合同订立地点:   雨花区教育局

甲方 (盖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丿

单位地址:

签订时间:冫 n纤ΨR劣日

乙方

$? 授

联

机关大院 单位

开户银行 :

账  号 :

签订时间:

坏垆限邪犭托吵嬲

‘‘‘冫9oT犭 J°llO9ρ′。Db‘

v旧绎峒2;日



附件∶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I9-zOz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 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环保纸双面速印 o.12/张

3 16K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张

4 环保纸双面速印 0.09/张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6 10卜 1000面速 印 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0.5/张

8

黑白打印/

复印

A4

70g

复印纸

1-100面 0.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9 100面 以上复印 o.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o.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0/张

70g

复印纸

1-100面 o.26/孑K

双面加

o。 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0.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30/张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孑K

不区分单

双面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nlm艹 50nlm 不干胶 0.08/张

胶装

A4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纸 /8张 3.50

2寸 250g相 纸/5张 3.50

7寸 250g才目纸 /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 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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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裤碑以妫縻笙乌叼细昭L△乏辶_

乙方在Κ沙立雨花区教育局 2019-⒛ 2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采购项目

中,通过公平竞争,成功中标本项目第一标段:印刷和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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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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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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标段 C0814 印刷和出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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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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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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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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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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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未尽事宜: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甲、乙方双方共同协商,

出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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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乃日

合同订立地点:

〃

甲方 (盖章 ):
型

授权代表 (签字》

联 系 电 话 :0731-85880953

单位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机关大院

签订时间:

单位地址:        侈
男滋伤

签订时间:冫夕/`狰

/。、

酗
拧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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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局 ⒛I99⒓1年度文印、广告定点项目

第一标段数宇印刷类
(文 印)项 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页面规格 材质/数量 单价上限值 (元 ) 备注

1

环保纸

速印

8K 环保纸单面速印 o.1/张

2 环保纸双面速印 o.12/张

3 16K 环保纸单面速印 o.08/引攵

16K 环保纸双面速印 o.09/引攵

5

制版费用

100面 以下速印制版 2.0/张

10ll1000面速 印制 版 1.0/张

7 1000面 以上速印制版 0.5/张

黑白打印/

复印

70g

复印纸

1△ 00面 o.18/张

双面加 0.1

元/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15/张

80g

复印纸

1△ 00面 o.2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0.20/引攵

A3

70g

复印纸

1-100面 o.26/张

双面加

o.15元 /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25/张

80g

复印纸

1-100面 o.35/张

100面 以上复印 o.30/引攵

彩色打印/

复印

A4
80g复 印纸 2.00/引攵

不区分单

双面

17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2.50/张

A3
80g复 印纸 3.00/张

200g以 上铜版纸 (卡纸 ) 4.00/张

考试条码 25mm艹 50mm 不干胶 o.08/引欠

胶装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打孔装订

A犭

薄 (100张 以下 ) 2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4元 /本

A3
薄 (100张 以下 ) 4元 /本

厚 (100张 以上 ) 8元 /本

封面制作/

输出

A3黑 白 180g以上皮纹纸/封面纸 2元 /面

A3彩色 250g以 上封面纸/铜版纸 (过膜) 2.5元 /面

寸照

1寸 250g相 纸/8张 3.50

2寸 250g相纸/5张 3.50

7寸 250g相 纸/张 3.50

说明:小于 A4的 页面按 A4计算,小于 A3、 大于 A4的 页面按 A3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