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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上街镇市政交通信号灯维护服务类采购项目

 

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编制说明

1、签订合同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签订合同时，采购人与中标人应结合招标文件第五章规定填列相应内容。招标文件第五章已有规定的，双方均不得对规定进行变更或调整；招标文

件第五章未作规定的，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进行约定。

甲方：福州上街大学新校区市政管理服务中心

乙方：福建中量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招标编号为[350121]FJSXY[GK]2022003的闽侯上街镇市政交通信号灯维护服务类采购项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招标结果，乙方为

中标人。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并签订本合同：

1、下列合同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1合同条款；

1.2招标文件、乙方的投标文件；

1.3其他文件或材料：□无。□（若有联合协议或分包意向协议）无。

2、合同标的

 
服务类

品目
号

品目编号及品目名称 采购标的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单位）

服务标准
金额
（元）

1-1 C1302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详见投标文件 详见投标文件 1(年) 详见投标文件 651888
 

3、合同总金额

3.1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陆拾伍万壹仟捌佰捌拾捌元整（￥651888.0000）。

4、合同标的交付时间、地点和条件

4.1交付时间：服务期限：一年，具体起止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在合同履行期间，每月考核一次，中标人达不到采购人与使用部门有关管理要求的，应进

行相应整改，拒不按要求整改的，采购人可视情况终止合同。；

4.2交付地点：根据采购人工作安排。；

4.3交付条件： 按合同约定。 。

5、合同标的应符合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的规定或约定，具体如下：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镇，由乙方对闽侯上街镇范围内的交通信号灯设施进行为期一年的设施修缮维护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所有交通信号灯路口
（所有新增信号灯路口将同步纳入维护范围）的交通信号灯（含太阳能黄闪灯和临时信号灯）相关设备、杆件（含基础）、灯具、信号机、配电箱、UPS、倒计
时器（含改造升级）等附属设施的日常巡查、维护和更换，同时还包括涉及的电源、管道、线路和手孔井等附属设施。此外，乙方还应对维护范围内所有设施进
行日常巡查。

6、验收

6.1验收应按照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的规定或约定进行，具体如下：

6.1验收应按照招标文件、乙方投标文件的规定或约定进行，具体考评内容如下： 6.1.1采购人及管理单位每月对中标人开展考核，考核内容为

量化考核，共计三大项，满分为100分，当月分数≥90为优秀，80≤当月分数＜90为良好，70≤当月分数＜80为合格，当月分数＜70分为不合格，考

核评级作为当月支付比例依据。 6.1.2考核评级对应支付比例：考核评级优秀的，支付比例100%；考核评级良好的，支付比例90%；考核评级合格

的，支付比例80%；考核评级不合格的，支付比例为60%。连续不合格2个月以上的，第二月起扣发服务费。 6.1.3交通信号灯月工作考评表 序号 考

核内容 考核细则 单项 分数 总分 备注 （一） 内部管理 工作时间统一着装，穿着反光背心，严守工作岗位，人员配备足额、到位。（5分） 按时

到岗，不串岗。（5分） 落实值班制度，做好值班记录，确保节假日信号灯设备安全运行。（5分） 安全措施行之有效，无安全事故。（5分） 备品

备件的计划和采购到位。（5分） （二） 信号灯设施 掌握交通信号灯及平台性能和运行方式，熟悉上街镇设施运行情况，发生一般性故障及时处

理。（10分） 做好交通信号灯的定期巡检，减少安全隐患。（5分） 应急抢修任务：维修人员20分钟内到达现场，做好维护及抢修记录。无备件的

应提出应急方案并在计划时限内修复完成。（10分） 主动发现信号灯安全隐患，排除并及时上报。（5分） 重大活动保障工作完成情况，是否出现被

县级以上通报批评、媒体曝光等情况。（10分） （三） 与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管理部门沟通协调 交通设施故障后保持与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管理部

门的日常沟通联络衔接工作。（10分） 服从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管理部门的日常工作指令及应急抢修指令。（10分） 积极配合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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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对辖区进行安全调查及情况统计。（10分） 有专业人员日常驻守交警大队服从安排。（5分） 考核评级：（当月分数≥90为优秀，80≤当

月分数＜90为良好，70≤当月分数＜80为合格，当月分数＜70分为不合格。） 维护单位（盖章）： 负责人： 日 期： 考核单位： 负责人： 日

期： 业主单位（盖章）： 负责人： 日 期： 6.1.4其他事项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文件未列

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

6.2本项目是否邀请其他投标人参与验收：

不邀请。

7、合同款项的支付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进行，具体如下：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2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3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4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5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6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7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8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9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10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11 8.33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12 8.37 每月考评合格后支付。

。

8、履约保证金

无。

9、合同有效期

从2022年8月1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止。。

10、违约责任

10.1乙方员工应恪尽职守，若因乙方员工的工作失职造成甲方遭受损失的，经相关部门确定后，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全部赔偿责

任。 10.2乙方应按合同约定确保在岗人数，如有不适合岗位人员，乙方应甲方要求进行调换。乙方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人身安全(保险)事故由乙

方负责，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10.3因乙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按时签订，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除了应向甲方赔偿因此导致的损失外，还应

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 10.4在签订合同之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除了应向甲方赔偿因合同终止或解除导

致的损失外，还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 。

11、知识产权

11.1乙方提供的采购标的应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且非假冒伪劣品；乙方还应保证甲方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及专利权、商标权或工

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此方面指控均与甲方无关，乙方应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费用和后果；若甲方

因此而遭致损失，则乙方应赔偿该损失。

11.2若乙方提供的采购标的不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被有关主管机关认定为假冒伪劣品，则乙方中标资格将被取消；甲方还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具体如下：并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12、解决争议的方法

12.1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12.2若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下列途径之一解决：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如下： 。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如下： 。
13、不可抗力

13.1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随后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后的15日内向另一方提

供不可抗力发生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基于以上行为，允许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

任。

13.2本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及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适

用的变化或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控制的事件。

14、合同条款

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招标文件第五章已有规定的，双方均不得对规定进行变更或调整；招标文件第五章未作规定的，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进行约

定。 

15、其他约定

15.1合同文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5.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补充。

15.3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15.4本合同纸质文件一式 陆 份。合同电子文本通过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自动备案。合同纸质文本需与备案电子文本一致，以备案电子文本为准，具

有同等效力。

15.5其他：□无。□ 无 。

     

甲方： 福州上街大学新校区市政管理服务中

心

乙方： 福建中量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闽侯县上街新峰村委旁 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兆锵路33号金澜

大厦B栋6层

单位负责人： 陈辉 单位负责人： 黄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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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周骁帅

联系方法： 22068797 联系方法： 13950281341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 账号： 117010100100559950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2022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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