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客隆 2023 年强制风道清洗、检测

竞争性谈判文件

第一部分 谈判邀请函

工程设备部，就京客隆 2023 年强制风道清洗、检测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

欢迎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参加谈判。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京客隆 2023 年强制风道清洗、检测

2、项目简介：按照 DB11/T 485-2020《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WS 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的要求，需要每年对中央空调

通风系统进行清洗和检测工作。

二、合格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合格的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并具备以下要求：

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事业

法人；

三、谈判响应文件接收信息：

谈判响应文件开始接收时间：2023 年 3 月 23 日

谈判响应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3 年 3 月 30 日

谈判响应文件接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街 45 号京客隆总部

谈判响应文件接收邮箱：zhangmin@jkl.com.cn

逾期递交响应文件的将拒收。

四、本次谈判采购联系事项：

联系人：莫子豪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街 45 号京客隆总部

联系电话：64640525

第二部分 参加谈判供应商须知



1. 适用范围：本谈判文件仅适用于京客隆 2023 年强制风道清洗、检测。

2. 本谈判文件主要包括：谈判邀请函、参加谈判供应商须知、采购需求、合同主要

条款、谈判响应文件五个部分。

3. 凡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必须完全具备本文件第一部分谈判邀请函中第二条谈判供应

商资质要求规定的条件，并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

4. 凡参加谈判的供应商须按本谈判文件所附的谈判响应文件格式（第五部分）提交

响应文件。

5. 供应商最终承诺报价在服务没有重大提高的情况下，一般不允许高于第一次报价。

否则，谈判小组有权拒绝该谈判报价并不再给予报价补救机会

6. 评审标准：谈判小组应当从进入商务谈判的供应商中按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均

能满足本谈判文件实质性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7. 本项目的合同应在谈判成交通知书发出后 30 日内签订。成交供应商非因不可抗力

因素未能按本文件谈判结果及其响应文件要求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作自动放弃

成交资格处理.

8. 无论本次谈判过程和谈判结果如何，参加谈判的供应商须自行承担与谈判有关的

一切费用。

第三部分 项目需求

一、项目内容

本项目为京客隆 2023 年强制风道清洗、检测。

二、项目质量服务技术要求

1. 所投产品需保证系统及设备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第四部分 合同条款

以下为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定本项目合同的通用条款，成交供应商不得提出实

质性的修改，关于专用条款将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协商后签订。

合同主要条款部分

2023 年强制风道清洗检测合同

甲方：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

价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为甲方提供强制风道清洗检测服务订立本合

同。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京客隆强制风道清洗、检测

2. 施工范围：见附表

二、工程期限

1. 工程期限：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将各门

店对应的合格检测报告交到甲方工程设备部。同时向甲方提供中央空调清洗的记

录。

2. 甲方提出更改施工时间的，乙方根据甲方确定后的时间施工。

三、合同金额及清洗项目见附件

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合同金额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为含税价格（税

率为 6%）合同履行期间，国家对税率进行调整，则按调整后的规定执行）。合同金

额包括强制风道清洗、检测费、管理费等取得合格的检测报告、合格证前的所有费

用。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四、付款方式

1. 合同签订 2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20%作为预付款，即 元。

2. 甲方收到合格的九项指标检测报告后 2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40%，

即 元。

3. 乙方完成合同内约定的全部事项，并提供完整的清洗记录、检验报告后，甲方向

乙方支付剩余款项，即 元。

4. 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先向甲方开具符合税法相关规定及甲方要求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直至乙方为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甲方不承担

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

五、清洗标准及工程质量乙方应依据下列标准进行施工并保证施工质量：

1. 依据 WS 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2. 依据 WS/T 396-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3. 依据 DB11/485-2020《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4. 依据 GB/T 17216-2012《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

5. 乙方负责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并书面告知甲方，如果必须执行的，则按照最新的

标准执行；

六、工程竣工及验收

1. 工程竣工的验收应以施工方案、国家相关清洗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为标准。

2. 乙方全部清洗完成后，由甲方组织相关人员，乙方配合进行验收，验收达标以甲

方负责人签字为准。甲方验收达标后，乙方应邀请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对工程进行

验收，如验收合格，则由检测公司出具验收合格检测报告；如验收不合格，则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返工。乙方返工后如仍不能达到检测公司的验收标准，则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且不支付任何费用，同时乙方须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总额 30%的违

约金，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应负责赔偿。

3. 如在乙方施工过程中，政府部门对工程进行抽查，则乙方应保证已完工部分的质

量能达到政府部门的验收标准。如政府部门认可已完工部分的工程质量，则乙方

应继续施工直至全部清洗完成；如已完工部分的工程质量未达到政府部门的标准，

则乙方应立即全部返工，甲方有权将乙方的返工视为乙方的第二次施工。

4. 如乙方需要返工，则乙方应将返工期限控制在合同总工期之内。

5. 工程竣工取得合格的检测报告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完整的技术档案资料，包括清

洗前后及清洗过程的视频资料，检测报告。

七、甲方工作

1. 做好施工所需要的各项准备工作，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地点，

保证施工期间的需要。

2. 提供乙方管理和储存设备、物品及作业人员更衣的场所。

3. 施工过程中，如发现设备老化、腐蚀等需要更换等现象，乙方提供证明属原设备

问题的，应及时告知甲方并向甲方提供合理解决方案，由甲方决定如何处理，双

方经友好协商，可签署书面新增项目合同。

4. 协助乙方办理施工许可证及其它施工所需证件。

5. 组织对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



6. 乙方将正式的检测合格报告及技术档案资料，包括清洗前后及清洗过程的光盘资

料，施工进度表等资料交付甲方，并经甲方书面确认后，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及时

向乙方支付工程价款。

八、乙方工作

1. 乙方应具有与本合同项下工程相符的资质。操作人员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并有能力

胜任本项工作。

2. 严格按照合同文件的承诺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和按时完成。

3. 做好工程所用材料及消毒药剂等的采购、检验和管理并将合格证交甲方备案。

4. 按规定配置工作人员，并报甲方备案。

5. 因设备原因需设备拆装时，及时向甲方书面提出需要更换的部件和内容，待甲方

批准签字后，进行安装。

6. 乙方应作好施工现场邻近建筑物和其它物品的保护工作，做好防尘污染工作，安

置告示牌及安全警示标志，每天收工前认真清洗现场，保证现场整齐有序，因乙

方原因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7. 乙方自行承担安全责任，委派具有合法资质的人员承担本合同事务。承担因施工

操作不当造成的各种损失。

8. 乙方工作人员需统一着装，穿戴安全防护设施。

9. 乙方技术负责人或工程师需全程现场指导清洗工作。

10.乙方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现场安全标准管理，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承担由于

安全措施不力所造成事故的一切责任和损失。乙方每组施工队至少有专兼职安全

员一名，并与乙方签订安全责任书。

11.乙方负责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并书面告知甲方，同时向甲方提供最新政策法规文

件。

12.乙方施工人员应遵守甲方人员的安排，并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坚持文明施工，做

好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否则因此导致的一切后果概由乙方自行承担。

13.按照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符合税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

有权拒付并不承担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

九、违约责任



1. 乙方所用施工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将所用材料的生产厂家、规格、型号、

检测报告及产品合格证等资质资料给甲方备案。如乙方使用不合格材料或有毒有

害或违反国家及北京市相关环保规定的材料，乙方应负责使用合格的材料无偿进

行返工、按全部工程款的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损失与

支出的费用。

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有权拒付并不承担逾期付款

的法律责任。

3.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工期完成清洗工作的，每延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1000

元违约金，如因此影响甲方正常营业的，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由乙方全额承

担。

4. 乙方清洗工程未能通过政府部门检测，乙方负责无偿返工，直至取得合格证及检

测报告，乙方承担对甲方造成影响和全部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

5. 乙方不能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检测报告及合格证交到甲方设备部，甲方有权取消

乙方对相应门店的清洗工作，并从合同总额中扣除相应款项，且乙方应按全部工

程款的 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因乙方未能取得检测报告及合格证对甲方造成

损失的，乙方承担对甲方造成的全部赔偿责任。

6. 由于发生安全事故或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或第三者财产、人身或其他合法权益损害，

由乙方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甲方受到的全部损失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由此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第三人索赔等)。

7. 因乙方工程施工原因使甲方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处罚，乙方负责全额赔偿甲方因

此受到的全部损失和支出的全部费用并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总额 30%的违约

金。，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 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提请诉讼解决。

2. 本合同为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签字盖章后发生法律效力。补充协议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5. 本合同签约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街 45 号。

（以下无正文，为本合同签字盖章页）

甲方：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乙方：

(盖章)

授权代表：(签章) 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 日期：

第五部分 供应商响应文件

（一）报价内容:报价需盖章

（二）供应商资质文件复印件需盖章



2023年中央空调清洗、检测

序
号

单位
风管面积

(㎡)
单价
(元)

小计
1次

机组
(台)

单价
(元)

盘管
(台)

单价
(元)

小计
2次

风口滤网
(个)

单价
(元)

小计
10次

九项
指标

水监测
2次

地下
空间

小计 合计

1 总部大楼 2326 9 60 300

2 久隆购物中心 16000 29 150 1476

3 酒仙桥店

4 管庄店 2105 42 217

5 甜水园店 4872 9 298

6 劲松商城 1200 142 284

7 驼房营店 4500 9 18 657

8 万柳店 150 1 75 294

9 怀柔店 3731 4 1 174

10 西关环岛 6156 8 364

11 北苑店 3518 5 156 312

12 红松园北里 700 0 0 100

13 方庄 110

14 宋家庄 102

15 府前东街 46

16 田村 102


	　  以下为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定本项目合同的通用条款，成交供应商不得提出实质性的修改，关于专用条款
	合同主要条款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