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师范大学2022年成龙校区第三食堂明厨亮灶视频监控设备项目 

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四川师范大学

签订时间：2022年;月丿》日。

采购人（甲方）：四川师范大学

供应商（乙方）：成都佳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及四川师范大学2022年成龙校区第三食堂明厨亮灶视频监控设备

（项目编号：N5100012022001196）的《招标文件》、乙方的《投标 

文件》及《中标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详细技术说 

明及其他有关合同项目的特定信息由合同附件予以说明，合同附件及 

本项目的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等均为本合同不可分 

割的部分。双方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一、合同货物货物 

品名

品牌/规格型号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总价（元） 履约时间

网络高清红外枪式摄 

像机

DH-IPC-HFW32XYZM-
ABCD

厶 
口 37 575 21275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防油烟摄像机
DH-IPC-HFW72XYZM-

ABCDE
厶 
口 101 685 69185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网络高清红外半球摄 

像机

DH-IPC-HDBW32XYZR
-ABCD

台 8 615 492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红外网络高速智能球 

机

DH-SD-8A34BCDE-XY
Z-XYZ

台 2 5800 116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电梯专用摄像机
DI1-IPC-HDBW54XYZR

1Y-ABD
台 5 835 4175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无线网桥 DH-WBD5-60AC-01LC 个 5 415 2075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网络高清红外枪式摄 

像机支架
定制 台 138 20 276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网络高清红外球形摄 

像机支架
定制 厶 2 35 7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POE千兆交换机
LS-5120V3-28P-HPW

R-LI
台 9 2800 252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千兆光模块
SFP-GE-LX-SM1310-

D
个 18 365 657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万兆汇聚交换机
LS-5560X-30F-E1+L

SWM2QP2P
台 1 16350 1635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万兆光模块
SFP-XG-LX-SM1310-

D
个 2 915 183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壁挂式设备箱 W26406 个 5 600 30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视频存储系统 DH-EVS5024S-R 台 2 28500 570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解码器
DH-NVD0905DH-4I-4

K
台 4 18500 740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硬盘 ST6000NM019B 个 32 1350 432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拼接屏 HX-PJHN4635 Za 26 6800 1768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拼接屏支架 定制 个 16 1500 240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非屏蔽六类网线 国标标准，cat6 米 8845 3 26535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主干电源线 国标 RVV3*1.5 米 400 5 2000
终
応
电

电源线 国标 RVV 2*1.0 米 600 3 18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综合布线施工
成都佳影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
项 1 70000 70000

最终验收 

通过后3 
年。

二、 合同总价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陆拾肆万肆仟垒佰肆拾伍元,即RMB 

¥644345元:该合同总价已包括货物材料、制造、包装、运输、安 

装、调试、检测、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及保修期内保修服务与备用 

物件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不 

变，甲方无须另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规定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设备材 

料如有增加或变更，费用另计。

三、 质量要求

1、 乙方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 

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2、 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招标文

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 货物制造质量岀现问题，乙方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 

退），费用由乙方负担，甲方有权到乙方生产场地检查货物质量和生 

产进度。

4、 货到现场后由于甲方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乙方亦应负 

责修理，但费用由甲方负担。

四、交货及验收

1、 乙方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的60日内，在合同签订生 

效之日起50天内交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并经甲方代表现场确认，货 

物验收时需提供供应商加盖公章的产品资料（应包含制造厂商名称， 

品牌，型号，数量，产品序列号，对应产品的详细技术参数，出厂日 

期，合格证明），按合同的清单型号交货及产品合格证，甲方代表确 

认无误后随即在10日内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并 

且最迟应在2022年10月30日前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交付 

使用。

2、 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进行：

（1） 货物在乙方通知安装调试完毕后15日内初步验收。初步验 

收合格后，进入试用期；试用期间发生重大质量问题，修复后试用相 

应顺延；试用期为30天，结束后3日内乙方提交最终验收申请并经 

甲方批准允许最终验收后，甲方组织完成最终验收；

（2） 验收标准：中标人与采购人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 

的要求进行验收。



（3） 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

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

乙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 

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验 

收期限相应顺延；

（4） 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报告。

3、 货物安装完成后15日内，甲方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

货物的，视同已安装调试完成并初步验收合格。

4、 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随机工具、用户使

用手册、原厂保修卡等资料（以原厂装箱清单为准）交付给甲方；乙 ：

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必须负责补齐，否 

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5、 如货物经乙方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 ■

V
方有权退货。

6、 乙方提供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具体包装要求和履约验收相 1
关条款应符合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片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

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 123号）的规定。

五、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支付预付款30%,设备进场验货后支付40%,安装

调试完毕验收合格并审计结束后支付30 %o 

六、售后服务



▲1.1安装工艺技术规范要求

1、 工程验收要求中标方提供交换机端口与前端监控摄像机的点位对 

应表、摄像机及其他设备安装的位置表。

2、 所有线缆两端标识，采用标签打印机现场打印粘贴，要求标签牢 

固，不易脱落。标签按建设方要求制作。

3、 具有专业的监控技术及网络技术实施能力、工程中所遇到的网络、 

监控及其他技术问题自行解决。

4、 对整个监控系统网络进行优化，保障图像清晰、流畅。

5、 以上未尽事宜，按照采购人求及综合布线国家标准规范进行实施。

A1.2服务要求

1、 要求项目实施周期为签订合同之后，具备开工条件之日起60天。

2、 网络高清红外枪式摄像机、防油烟摄像机、网络高清红外半球摄 

像机、红外网络高速智能球机、视频存储系统要求和学校现有四川师 

范大学校园天网监控平台进行对接，实现以下功能：（1）、新接入 

的设备能够被现有校园天网监控平台管理；前端监控图像的实时查 

看、调阅、回放、并能够解码上墙；能够对前端语音接入及报警主机 

的报警信息进行上传并管理。（2）、本期建设所有设备须能接入现 

有运维管理平台统一实现设备在线情况检测、视频质量诊断、网络异 

常、生成检测报表等运维功能并无缝接入现有的校园天网监控系统总 

平台。

3、 监控设备需提供二次开发SDK接口及技术支持，所有费用由乙方 

自行承担。



4、 提供原厂工程师督导及调优服务直至项目结束。

5、 项目实施时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施工时间 

按照建设方要求调整，为此产生的任何费用均不再另行支付。

6、 项目的所有产品均提供3年(含)的质保服务和技术支持服务； 

平台服务保修期：3年内上门保修及服务，保修响应时间为用户提出 

维修要求后60分钟内。

7、 对使用本平台的使用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完成培训工作后，方 

可进入验收申请程序。由采购方统一安排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 

组织对所有项目进行验收。

8、 网络高清红外枪式摄像机、防油烟摄像机、网络高清红外半球摄 

像机、红外网络高速智能球机、视频存储系统要求提供本项目的售后 

服务承诺函。

七、主体资格及知识产权承诺

1. 主体资格：

乙方应保证其对所供货物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或己得到所有者充 

分的销售授权，并确保向甲方提供的所有资质文件真实有效。若发生 

授权资质产生变更、授权时限临近等影响供货的情况，应立即通知甲 

方并提供相应证明文件，双方协商解决后续事宜。

2. 知识产权：

(1)乙方必须保证，甲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货物或者 

货物的某一部分时，如有第三方向甲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 

其他知识产权的主张，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2)乙方报价包含向所有权人支付的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 

权的有关费用及税费。

七、违约责任

1、 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 

三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应向乙方偿 

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二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30天的，乙方有权终 

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 乙方违约责任

(1) 乙方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 

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 

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2) 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不可抗因素除外)而 

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 

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30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偿金，并须全 

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 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 

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 

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30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 

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应另付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赔偿金给甲方。

(4) 产品试用期间出现重大质量问题，乙方负责进行修复，试 

用期进行顺延，但最长顺延时间不得超过30天。超过30天的，甲方 

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 

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5) 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 

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 

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 

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6) 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7) 廉洁约定：甲乙双方及相关人员均应严格遵守有关廉洁规 

定，乙方公司或相关人员如有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甲方可单方 

解除合同，取消乙方供货资格。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八、争议解决办法



1、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 

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 

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 

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九、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 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在3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由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诉讼管辖。

2、 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应由败诉方负担。

3、 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 

行。

十、其他

1、 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依法订立补充合同。

2、 本合同一式六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三份，乙方、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采购代理机构各一份。

以下合同无正文



甲方：四丿阴癒犬售辱零

（盖章）

法定代表人僅权代表）门 血昭灾-

地址：成都 淨安路5号

乙方：成都彳 限公司

北路60

迭定代表

地址：成都帛武侯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成都四川师范

大学支行

账号：4402217009095018259

号1栋9层2号

开户银行：工行成都滨江东路支行

账号：4402006709000027575

电话：

传真：

签约日期:乃＞拜了月"日

电 话：028-61666640

传真：

签约日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