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方 (委托方)

乙方 (开发方)

技术服务合同

华富 (江苏)电源新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玖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委托乙方就 华富 (江苏)电源新技术有限公司-外贸官网 项目产品制作的相关事宜

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枉要

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内容及要求,制作
“

供该项目所霸的安装、部署服·
s。。

华富 (江苏)电源新技术有限公司-外贸官网 ”,同时为甲方提

二、类型、内容及贫用

服务类型:网站制作

皿备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按珉本合同中的条款执行服务顼目-经甲方和乙方协商同意的相关条款详细陈述了双方的

工作职责,全部附件为本协议的内容之一。双方确认本合同及其附件中约定的服务费用及双方权利义务是基于双方

就本合同约定的服务需求而确定的,如甲方提出变更需求的,双方应协商变更后的服务内容、交付时间及相关费用 ,

协商一致且经双方书面确认后生效。

项目忘金颌g 贰万伍仟伍佰  元整 (￥:  zssOo  元)。

三、付欺方式选择与交付时间

(1)在签订本合同 3个T作 日内,甲方支付项目总金额的 sO% 费用,即 青万贰仟柒佰伍拾 元 (Υ ⒓,so

元)整作为预付款。

(2)在双方确定网站的全部内容结构,设计界面和图片全部定稿时,甲方支付乙方项目总金额的 3o%费用,即~墓

仟陆佰伍拾 元 (￥ 7ssO元 )整

(3)在制作完成,甲方验收通过,产品绑定域名上线 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项目总金额的 20o/费用,即迤

仟壹佰 元 (Y s1∞ 元)整。

四、验收标谁

(1)产品所有界面效果,与定稿的设计稿保持一致,产品所有功能与定稿设计稿描述保持一致。

(2)设计稿中的功能均可以实现。

(3)产品运行没有 bug。

(4)在承诺屮的适用设备上都可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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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 附件三 的流程和要求提供服务。

五、售后服务

(工)由于本合同属于技术服务类产品,具有时间性,顼 目验收合格后 1年内乙方免贫负责对该产品进行维护 (维

护内容见泔仟-)。

六、倌息的所有权及使用

信息的所有权及使用,请参见附件二: “保密协议
″。

七、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依据双方商定的顼目建设方案,收到预付款后,按照项目开发流程,完成协议中规定的产品开发,并

上传至服务器,提供验收链接网址,以便甲方进行验收。

(2)甲方提供的文字及图片资料,如果涉及任何法律问题,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3)乙方有权拒绝甲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如非法图文,触犯国家禁止的相关规定或损害系统的聊天室/论

坛/下a/r告交换等)。

(4〉 乙方对甲方的资料实行保密,不得将其复制或提供给第三方。

(5)乙方为甲方提供一次产品后台的使用技术指导和培训,但不负责为甲方上传内容。

(6)如甲方在项目开发完成后 30自 然日内没有对项目启动验收,乙方有权将项目的测试地址关闭,甲方所付预付

款不予退还。

(7)在服务期限内,若乙方因任何原因将无法继续为甲方提供合同约定服务,乙方应当在保证项目正常运作的前

提下,提前通知甲方,并协助甲方将顼目设计制作与技术服务转移至其他能够提供持续服务的公司。

八、甲方贵任与权力

(1)甲方应按照乙方提出的项目需求及时提供项目所需资料给乙方。                       ;

∶∶∶∶:屠:lΞ罢I鼋IΞ:量蛋蛋:lξ圣ΞF蛋I譬曷:查ξ1在

双方己确定的框架内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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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艾付各阶段顼目费用。                             '
(5)甲方在项目验收过程中,应按照合同规定验收标准 (双方确认的项目需求)验收项目。            ′

(6)甲方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如出现故障或突发问题,在甲方向乙方反映后两小时内,乙方要做出回复,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乙方是否需要派遣工程师现场解决;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了解相应的情况和提供解决方案,并在两小时

内做出回复。

(7)甲方拥有本合同框架下的新开发代码的所有权。

九、免贲条例

互联网为全球公共网络,任何由于黑客攻击、电脑病毒侵入或政府管制而造成的暂时性项目页面关闭;或因电信部

门技术调整等不可抗力导致的任何后果或其他非乙方原因所造成的网络阻塞中断,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但乙方有

义务协助甲方了解相应的情况和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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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版本升级

(1)在不升级的前提下,对已定稿的页面效果或功能进行修改,费用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来协商。

(2)定稿后,甲方提出页面变化在 5%到 1oo【之间,不增加重大功能,建议进行小版本升级,例如 1.1版本、1.2

版本等,升级费用双方另行协商。

(3)甲方提出界面变化超过 10o/或有重大功能的增力日或修改,建议进行大版本升级,例如 2。0版本、3。0版本等 ,

升级费用双方另行协商。

十一、其他

(1)本服务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计算机行业的规范。

(2)甲、乙双方均有为对方保密商业机密的义务。

(3)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后生效,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国家法律效力。

(4)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

地址 :

电话 :

日期 :

乙方 :

地址 :

电话 :

日期 :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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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一、服务内容:

1、 顼目安装、调测和开通、域名绑定,并提供不少于 IOC存储空同的香港服务器空间;

2、 源程序被攻或中毒后的恢复,产品 bug与服务器漏洞的及时修复 ;

3、 为甲方后台操作人员提供一次相关技术指导。

4、 及时回应:当项目系统出现故障时,我方及时作出响应,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严格遵守所承诺的响应时间

和解决故障时间执行 (下文具体描述)。

5、 遵守资料保密工作协议,不向第三方泄漏有关的资料。

6、 对于客户系统的升级和扩展,我方免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和给出相应的技术方案。

7、 如遇重大倩况,我方将积极配合协助客户进行系统维护和运行。

二、技术支持 :

1、 支持方式 :

电话、传真、em硎、视频通话等多种喃应方式,由经验丰富的技术工程师接听/处理。

远程登陆支持服务:通过甲方授权账号密码登陆用户系统后台或系统运行平台,远程对甲方问题进行检查、诊断、

和分析。我方所指派固定服务工程师仅在得到用户许可,并确保对所访问系统安全,数据完整性的情况下才可访问

用户系统。

2、 服务器故障响应时间:

乙方选择的的服务器服务商均有 ,×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

3、 响应速度 :

根据故障的不同等级有不同的响应速度,本项目中我们将故障分成三种类型,其响应时间分别如下:

序号 故障种类 响应时阃 故障分析时间 故障排除时间

轻微故障 ∞分钟 z4刂、时 。g小时以内

严重故障 30分钟 L2小时 泅小时以内

重大故障 1s分钟 ⒑分钟 Ⅱ小时以内

提供免费技术热线电话,电话的弄通时间为歇g小时的立即国应,Tx24小时的紧急晌应,并提供技术支持工程师的

手机号码。

特别对于系统运行出现的故障,服务规范如下 :

故障类型定义和描述 :

轻微故障:有故障但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严重故障:系统功能运行不能满足用户要求,影响了多数用户使用。

重大故障:造成系统崩溃或网站不能正常运行。

服务支持响应时间:

对于轻微故障,在接到使用者报障请求后,sO分钟作出响应,ao小时内分析故障原因;2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

对于严重故障,在接到使用者报障请求后,3o分钟作出响应,19小时内分析故障原因,1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

对于重大故障,在接到使用者报障后,1s分钟作出响应,sO分钟内分析故障原囡,1个工作日内解泱问趱。



附件二:保密协议

A。 甲方和乙方双方己经达成协议,就乙方提供的产品及其服务,甲方支付价款达成一致,为此目的,乙方愿向甲

方提供产品及其服务 (以下简称
“
供应物

”
);

B 乙方拥有与顶目有关并对乙方且有商业价值的某些保密信息,且乙方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该等信息

并防止任何人对该等信息做出任何未经授权的披露;

C 甲方拥有与供应物有关并对甲方具有商业价值的某些保密信息,且甲方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该等信

息并防止任何人对该等信息做出任何未经授权的披露 ;

D.每一方在顼目合作的过程中均有可能获悉另一方的保密信息;并且双方一致同意与该等保密信息有关的以下条

款。

鉴此·经过平等协商和在公平、平等的原则萎础上·双方约定如下 :

1。 保密信息的范围

A “
保密信息

”
是指任何一方可能拥有、占有或控制、对该一方具有商业价值或者效用的与项目或供应物有关的

任何信息,包含计箅机磁盘、光盘读取器、光盘、硕盘或软件巾以数字方式存储、保护或记录的信息及纸张或

:ξ【Ξ营l￡iζE:∶晷蚤Ξ量景l啻:蛋苦鬈lFn      魄
∶ ~Ξ昼ξ∶蚤晏蜃晏售蚤lξ重霪:蚤蚤蚕晏蚕譬『帚虫奋i该

一方对该等信息负有明示或暗示的保密义务; ∶
讠扌“

E,就本协议而言, “一方
”
包括一方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关联公司、代理人、董事及雇员。          Ξ卩

F,保密信息应当包括标明
“
保密

”
字样或口头声明应当保密的信息,以及通常理解为保密性质的信‘氨ρ

2.保密信息的使用

A,每一方均应使另一方的所有保密信息得到最严格的保密,并且⑴除为促进项目发展,或 (ii)本 协议允许的用途外 ,

不得使用该等保密信息。

B.在履行上述义务时,每一方均应采取与保护其自身保密信息所用措施同样严格的措施,并责成其每一位有可能

得到保密信息的重事、雇员或代理人各自签订一份与本协议所列条款同样严格的保密协议。

C,除菲事先取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否则任何一方均不得复制、出版或向第三方披露另一方的任何保密信息。

D 如果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庭或政府主管部门要求一方披露另一方的保密信息,该一方应事先通知另一方,使其

能够查验需要披露的保密信息。

E,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持续并完全有效。

3. 保密信息的所有权

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视为向任何-方授予另一方之任何保密信息的钰何专有权或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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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服务流程和工作量说明

服务流程

1.创建微信群 是否完成

(1)基本信息的规范,例如甲方人员、联系方式、乙方人员的身份,所负责工作等。

(2)公布各个环节的负责人。

(3) 微信群内发布 :

A每日工作计划

B每 日工作成果 (如果计划工作未完成,写清楚原因 )

(4)及时回复客户在群中的提问:被提问者在 5分钟内没有回复,其他人将协助回复。

2。 制作网站思维展开图 (思维导图工具) 是否完成:

(1)根据己知信息,做思维导图 10版本 ,生成 PDF和图片,通过微信群发给客户看。

(2)对思维导图里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及标注。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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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客户约时间,讨论 10版本、修改生成确定版 (20版本 )。

(4)将思维导图生成图片放到定稿系统中,客户进行确认定稿。

3.页面设计 (需要设计的页面数量,依据商定的开发计划 ) 是否完成

(1)设计师根据客户提供的参考网站、自己寻找的同行同类的网站、根据顼目经理的描述,构

思出网站大概的样子。与客户约时间,表述自己对界面的理解,并且达成一致。

(2)制作网站首页效果图并放到定稿系统中,给客户看,沟通修改直至定稿。

(3)制作网站内页效果图并放到定稿系统中,给客户看,沟通修改直至定稿。

4。 圈片制作 (需要制作圈片数量,依据商定的开发计划 ) 是否完成

(1)制作网站需要的BANNER、 背景等图片。

(2)保障制作的图片不会涉及到侵权问题。

(3)客户提供网站所需图片,设计师美化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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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站程序制作 是否完成

(l)前端程序开发,界面效果与定稿设计稿一致。

(2)规划网站 SEO,代码符合搜索引擎优化要求。

(3)网站兼容性测试,保证网站能在要求的浏览器和要求的终端内显示正常。

(4)图片显示清晰,不会模糊或变形,在高分辨率显示器的缩放效果内,依然清晰。

(5)后端程序开发,包含管理后台,可以管理和发布网站内容。

(6)网站测试 BUG修复,生成测试表格。

(7)网站访问统计,网站在线客服,在线留言。 (安装第三方工具,或者提供网页版工具 )

6。 内容上传 是否完成

(1)确保首页的内容和设计稿保持一致

(2)确保每个一级栏目打开后效果和设计稿效果保持一致

(3)为客户后期内容上传内容保持美观效果,提供演示和说明

(4)为客户后期内容上传内容符合搜索引擎优化,提供演示和解释说明

7。 客户验收上线 是否完成

(1)提供网站测试表格,方便客户验收

(2)指导客户域名备案

(3)提供网站后台操作手册,提供搜索引擎优化建议和指导

8。 进入售后维护

工作生说明:本项为 夕卜贸官网定制开发 ,需要设计开发一套界面, 需要定稿 的界面包括, l个主页,8

个内页 o需要制作的图片包括 主页和一级栏目页内的全部图片,大概包含设计 15张非产品图片 处驷

张左右产品图片 。需要兼容 主流浏览器 ,同时支持 PC端和手机端 并做到界面在 PC端和手机端 白适应

兼容显示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