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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
你读书,我买单

”
软件平台租赁和活动推广

项目合同书
合 同 编 号 :TC-【 W-201gO” 4

甲方:海南省图书馆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BG号

联 系 人 及 电话 :陈 世 俊  OBgB-s形 31sz9

乙方: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高新技术工业园建工路 9号 2楼南区⒛5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梁 小 龙  ⑿ 0-85“ OB94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 ⒛19年

7月 23日

SⅫYZB201gOGO7)的 《竞争性磋商文件》、乙方的《口向应文件》及 《成交通知书》,

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

一、合同文件 :

下列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优先支配地位的次序如下 :

1、 本合同书及附件 ;

2、 成交通知书 ;

3、 本项 目招投标文件。

二、项 目金颌 :

合同总价为                         该合

同总价己包括海南省
“
你读书,我买单

”
软件平台租赁和活动推广等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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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价的所有支付由甲方以银行转账付至

乙方指定账户。

三、项 目交货时间

自签订合同之 日起 10日 内完成服务软件部署,并提供 12个月的软件运行

服务。

四、项 目交货地点

海南省图书馆

五、货物内容

序焉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说明 数量 单价 (元 ) 合计 (元 ) 备注

云书馆总分馆系

统 Vl。 O
CS-UX—CLib 1套 487000 487000 租赁

2 技术服务费 / 1项 37000 37000
租赁云服务

器

3 活动策划服务费 / 12场 58000 69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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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书馆总分馆系统 Vl。 0软件部署及保障

1、 服务期:乙方完成软件部署并通过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 12个月

(非连续 12个月)的软件运维服务,软件服务期间按乙方投标文件提供驻场工

程师,负责技术保障、服务保障、培训保障、应急事件处理等与平台相关的事

宜。

2、 服务质量要求 :

A。 提供可在 PC端、移动端 (以 PC端网站自适应为主 )、 微信端等环境下使

用的终端服务软件平台,读者可进行选书、借书操作。

B.服务平台PC端能够通过浏览器来运行,其中采编人员不需要安装任何附

加软件即可应用所有的管理功能模块 ;

C。 服务平台PC要求采用基于 WEB和 Intemet的 B/S多层架构体系来实现

云书馆平台工作流程。系统管理端必须能够在 Windours、 Linux平台下正常运作。

(2)云服务器租赁

1、 部署期限:与乙方完成软件部署同步,租赁期为自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

12个月 (与本项目软件服务同步 )。

2、 服务质量要求:保证甲方能正常使用云书馆总分馆系统Ⅴ1.0开展活动 ,

保证数据安全。

(3)“你读书,我买单
”
服务主题推广活动策划和实施

1、 活动策划服务内容

A.基于云书馆开展线上活动:在活动期间,按月开展
“
月度阅读锦鲤

”
类

奖励评比活动 (具体活动内容按甲方评审要求开展),计划按月份开展 12场 。

B。 在活动期间,按照图书馆需求按月份平台每周开展
“
图书推荐

”,包括 :

“
图书馆馆图书推荐

”“
读者图书选购图书排行榜

”
信息推送、“

网络购书平台

的新书排行
”
信息推送等内容。

2、 为保证活动质量,及租赁平台的服务效果,每月活动结束后,乙方应当

向甲方提供活动小结,并根据活动效果进行相应调整。

3、 由乙方支付负责活动期间活动宣传、培训费、活动策划等与本活动有关

联的费用。

六、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 )服务要求

乙方应对整个项目提供连续、可靠的服务支持,具体如下:

1、 根据乙方向甲方所提供产品及系统的种类及其应用范围,以及甲方的需

求,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全方位的、有效的、及时的维修服务和技术支持 ;

2、 在活动期内,乙方必须为用户提供驻场技术服务和远程技术援助(电话 :

02085550Bg⒋ 传真:∞⒍85bsOB阢 -6⒛ ;邮箱:inter1ib@163。 ∞Ⅲ),用 于用

户报告故障,解答用户在产品及系统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

建议和操作方法。技术援助电话支持中文。如电话支持无法解决,省 内乙方应

在接到通知后 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采取行动修理故障,普通故障应在 12小时内

修复。如果乙方在接到通知后的 3个工作日内未做出响应,乙方对故障所造成

的损失负责,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向甲方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



支付给甲方合同总金额 10%的违约金 ;

3、 除提供上述技术服务外,乙方需提供现场基层服务点响应服务:自 收到

用户的服务请求起 ⒛ 小时内,若 以上服务形式不能解决问题 ,乙方应指派技术

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故障处理。遇到重大技术问题,乙方应及时组织有关技术专

家进行会诊,并采取措施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

4、 在软件使用过程中,如软件不能满足甲方实际需求 ,双方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技术协商,乙方根据协商结果对甲方所使用的系统进行免费升级。

5、 乙方应对甲方指定的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理论和实际操

作、维护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应有指导、现场演示等内容,能够使受训人员了

解平台结构和使用方法。

6、 乙方须提供完整培训方案 ,包括 (但不限于):培训大纲、计划、内容、

人数等情况,培训内容、采用的培训方式、培训教材、培训质量保证以及相关

的管理规范或制度等。授课人员、设备、培训课件、教材等费用乙方应一并包

含在合同价中,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培训课程应安排在整个项 目计划的合适时

间段内。

(二 )其他要求

1、 项 目建设过程中,乙方须按招标文件要求实施,若出现软件功能欠缺 ,

服务活动不达标 ,交付超过工期等情况 ,在 甲方通知其纠正而乙方拒不纠正的 ,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由 乙方向甲方退还己支付的全部款项,同时甲方报政府采

购管理部门严肃处理。

2、 项 目实施期间服务平台内相关设置、系统采购规则登参数条件由乙方协

助甲方设置。

(1)乙方协助甲方做好各成员馆 (以分馆方式)登录账号权限、设置好借阅

类型、流通类型等参数 ;

(2)乙方协助甲方做好各类数据统计工作,按 甲方要求提供相关报表 ;

(3)乙方协助与甲方联合参加活动的各成员馆的管理,并在活动结束后将

相关活动信息纳入到各基层图书馆的管理系统中。

(4)乙方协助活动书店和图书馆对工作终端设备进行调试 ;

(5)甲方提供相关活动和服务信息推广平台 (如 “
书香海南

”)用于活动

开展,具体推广活动信息、图书推荐信息由乙方按工作进度同步提供。

(三)验收

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相关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根据对本项 目合

同约定及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1、 验收报告:甲方应在产品的安装、培训、实施完成后 7日 内验收并在验

收单上签字盖章。如有异议的,应在产品安装完成后 7天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2、 项 目实施完成后 ,乙方提交一份详细的项 目实施报告并附完整的原始材

料 (含 《服务部署签收单》、《服务策划方案验收单》、《服务推广实施验收单》

等,同时提供相关活动照片和辅助材料 );

3、 服务期内,乙方每月提交 1份能反映本项目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统计

与效果分析报告 ;

在、乙方在项 目实施期间提交 《项 目实施方案》(含培训方案 )、 《软件功能



清单》、《平台测试报告 》等材料经甲方审核后,可作为项目实施和验收依据。      河

5、 系统验收必须符合以下准则:

软件产品符合任务书规定的全部功能和质量要求 ;

乙方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系统的全部有关说明书汇集成册交付甲方。

七、双方责任
(一 )甲方 :

1、 指派专人配合乙方开展项目建设工作,及时向乙方告知故障现象、错误

信息,协助乙方做好故障跟踪,为乙方及时、准确地记录、分析和排除故障提

供便利。

2、 对乙方工作进行监督和评判,组织进行项目前期、中期、后期跟踪、检

查、验收等工作 ;

3、 保护/保密乙方的知识产权。

4、 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方式支付合同款项。

(二 )乙方 :

1、 按照约定的时间交付合格的产品和提供服务。

2、 按照甲方要求完成产品及相关软件安装、设备安装、调试,系统试运行、

培训等,直至正常运行,并根据甲方业务实际工作情况完成其他与本项 目有关

的工作。

3、 按照甲方要求制定产品和相关软件测试方案,完成验收测试工作 ,在

验收测试过程中,及时告知甲方受测产品、系统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

进行修改。向甲方提交完整的测试记录,经甲方验收合格,并提交验收报告及

的所有相关技术文档。

4、 乙方提供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规范和标准,并严

格按照项 目工程规范进行管理。

5、 乙方须保证提供的服务符合甲方的要求 ,甲 方对不符合要求的服务有权

不予接受。乙方认为甲方组织的验收不公正、不客观时,可委托权威机构出具

检验意见,如果合格,甲方收到该意见后重新组织验收。

6、 乙方保证

(1)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本服务项 目中任何一部分时未有侵犯第三人的

专利权、著作杈、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等,若此间甲方遭受

第三人的起诉或相关涉诉,乙方保证甲方的合法杈益不受侵害,并单独出面应

诉解决,且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2)乙方接受甲方在项 目监理等方面的工作安排与各项管理制度 ,接受监

督和检查。

(3)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服务中接触到的甲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资

料、数据、技术文档、计算机运行系统的资料等,均构成商业秘密,对此负有

保密义务。

乙方在验收测试过程中和设备使用过程中造成甲方和客户资金损失的,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泄密、技术文档泄密、源代码泄密等,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

任并赔偿甲方和客户的全部损失。

合同履行完毕后,此保密条款仍然有效,不受本合同期限的限制,保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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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接受方仍应承担保密义务。

7、 本合同不得转让,不允许乙方将任何工作进行分包或转包,否则甲方有

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8、 在使用过程中甲方就发现此合同所列服务或产品缺陷 (指合同约定的本

应包含的未能全部实现 )通知乙方,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 12小时内没有采

取补救措施,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但 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

承担。

9、 甲方在使用中如发现产品(指本合同所列项目)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标准 ,

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书面通知要求整改,说明不符合规定情况,乙方负责免费

整改,保证质量达到双方所确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标准。

10、 质保期内乙方及时相应甲方对设备/系 统调整的工作需求。

八、付款方式

(一 )合同签订后,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规发票,在 10个工作日内支付本

项 目资金总额的 3O0/0作 为项 目启动资金,金额为 :人民币叁拾陆万陆仟元整

(Y366,000。 00歹己望查):

(二 )乙方向甲方提交合同约定的以下工作 :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0日 内完成软件平台部署,经 甲方组织专家对软件平台

进行验收 (具体验收时间以甲方确定时间为准 ),并验收合格。

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规发票 ,在 10个工作 日内支付本项 目资金总额的们%
作为项 目平台验收款,金额为:人民币

(三 )乙方向甲方提交合同约定的以下工作 :

1、 按要求完成业务培训工作 ;

2、 完成与活动参与单位的数据对接 ;

相关工作经甲方验收合格,甲 方凭乙方开具的正规发票,在 10个工作 日内

支付本项 目资金总额的 25%作为项 目初验款 ,金额为 :人民币叁拾万零伍仟元

整 (Y305。 000。 00元整 )。

(四 )乙方向甲方提交合同约定的以下工作 :

1、 完成2期活动推广服务,活动达到甲方要求,并提交相关完成活动汇报

材料 ;

2、 提交10场推广方案 ;

3、 提交项目服务承诺书;

相关工作经甲方验收合格,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规发票,在 10个工作日内

支付本项 目资金总额的sO/o作 为项 目尾款 ,金额为:人民币陆万壹仟元整
(Y61,000。 00元整 )。

九、关于知识产杈的约定

如项 目中或其任何部分被依法认定为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乙方应用相

等功能的且非侵权的内容替换本合同项下的内容,或取得相关授权,以使甲方

能够继续享有本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

经济赔偿 ,同时乙方按本合同总金额 20%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不能提供

替换本合同项下产品或无法取得相关合法授权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

全部退还 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并且应按本合同总金额 2O0/o向 甲方支付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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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及赔偿甲方的损失。

十、违约责任

1、 乙方因提交的项 目成果全部或部分未通过甲方验收的,乙方有义务在甲

方要求的时间内修改完毕,由于修改而引起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乙方在一个

月修改期内未完成甲方要求,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向甲方退还己支付

的全部款项,并支付给甲方合同总金额 10%违约金。

2、 如甲方因使用乙方项目成果遭第三方追诉,乙方应负责解决所造成的纠

纷,承担全部责任。

3、 如果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甲方可将乙方列入不诚信名单,禁

止乙方今后参与甲方各类项目的招投标等采购程序。

4、 合同生效后,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共同商议所需事宜。如未经协商 ,

擅自解除合同或不按合同约定执行,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本合同有特

别约定的,按特别约定处理。其它违约责任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处理。

十一、乙方承诺

本项目将严格按甲方要求及时提交相关资料文档 ,直至通过甲方最终验收。

如甲方原因,连续三次未能对本项 目组织的最终验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

方在收到甲方的正式通知的 10个工作 日内,全额退还甲方已支付项 目款,并支

付给甲方本合同总金额 10%违约金。

1、 验收报告:甲方应在产品安装、培训、实施完成后 7日 内验收并在验收

单上签字盖章。如有异议的,应在产品安装完成后 7天内以书面方式提出。逾

期不进行验收或拒绝验收的,视为甲方验收合格。

2、 项 目实施完成后,乙方提交一份详细的项 目实施报告并附完整的原始材

料 (含 《服务部署签收单》、《服务策划方案验收单》、《服务推广实施验收单》

等,同时提供相关活动照片和辅助材料 ):

3、 服务期内,乙方每月提交 1份能反映本项 目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统计

与效果分析报告。

十二、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

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不可抗力

1、 如果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战争、严重火灾、水灾、台风和地震以及其他

经双方同意属于不可抗力的事故,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

以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

2、 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通知另一方,并在事故

发生后 14天 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寄给或送给另一方。双

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3、 如双方因不可抗力,或非双方所能控制、不能预见的事件发生,包括 自

然灾害、战争、政府行为、社会扰乱等情况而不能履行上 2条 ,本合同的履行

可终止,乙方返还 甲方所有已支付款项。

十四、税费

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五、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本合同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2、 本合同所有附件、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均为合同的

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 (包括会议纪要、

补充协议、往来信函)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4、 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方,

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5、 本合同壹式捌份 ,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采购管理部门和招标代理

机构各壹份

∧撼

丿

俨

涮铙
甲方 (盖章):海南省图书馆

地址 :海南海 口

法定 (授权 )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工行海

银 行 账 号 :2201⒆ 86Og⒛0003gg1

纳 税 识 别 号 :12娟 000077绲Ⅱ 57绌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高新技术工

业园建工路9号2楼南区⒛5

法定 (授权 )代表人 (签章 ):

l黧脏
联 系 电话 : 0⒛ 8555089茌

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广州高新技术开发

区支行

钊艮彳亍巾κ丐寻: 3602008109200056593

税 务 登 记 号 :91狃 01OG74bg8661xY

乙方

公司

软件开发有限

`冫

日

招标代理机构:陕西环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声 明:本项 目经陕西环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依政府采购程序组织公开

招标,合同主要条款内容与招标文件的内容一致。

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

丛办芡:嬲负和 彩 彳 ◇ u~/x尻

铴 。2° QOd



曩 成 交通知 书
陕西环宇招标: 12o19】 ∞07

广少Ⅱ图创让算机钦住开发有限公司~i~¨

关于海~南省图盏倌的漫南省~~r~你读书、_我叉皇r~~软件垩台~租赁和活动推

广项里~(sⅫΥ乙口Q~!~9Ω∞Z),于 2Q1n~年 三~月 β~~日 发布竞争性磋商采购公告,

2Q⒚ ~年 z~月 四~~日 在~陕西环宝建设王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涅室~~【海南省海

口~市~蓝天路名11广场~北区~β 2~¨⒘Q三 )~ˉ 进行开标、评审活动,经采购人确认 ,

确定你公司为中标 (成交)供应商,中标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壹佰贰拾贰万元整1~¨ 【̈Ⅰ~廴z⒛ 9nQ∴ ~∞)~2¨ ~

请你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与采购人

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

(签字或盖章 )

⋯

7⋯

月

|型
∷

日

(签字或盖章 )

(盖章 )

噫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