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业务

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 YCCG1904-DY05
甲方: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乙方: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

业务采购项目单一来源采购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一、服务内容

1. 1 按照《住房公积金结算应用系统新版接口标准的通知)) (建金信

函 (2018) 47 号)，依据《住房公积金银行结算数据应用系统一与公积金中
心公共接口标准 V2. 0.1))，进行新增接口的开发和原有接口的改造;

1. 2 按照《关于做好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接入工作的通知)) (建

办金函 (2019) 36 号)要求，依据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数据清单，对
标准数据库进行补充升级，以及随标准数据库补充升级后系统模块的改

、比
1占三;

1. 3 按照《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接入技术方案)) ，进行采集接口

模块开发，从公积金业务管理系统中按照标准要求，采集合适时间范围内

的本中心指定数据项，上线日全量采集，上线后按日增量采集;

1. 4 公积金中心通过区块链技术，将采集的数据通过区块链数据传输

接口上传到区块链，乙方提供上传所需的区块链节点设备(服务器 2 台);

1. 5 公积金中心将校验文件传输给数据平台与上链数据进行核对，使

用数据平台提供的功能查看数据传输的状态，跟踪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1. 6 通过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实现相关人员及时查询包括

个税抵扣报送数据结果在内的多种公积金业务信息。

1.7 实施与集成服务:区块链节点设备的集成实施服务。

2、技术开发手段:

项目采用面向服务的 SOA 体系架构、构件化集成开发策略、应用集成

技术、 B/S 模式的 J2EE 应用系统开发平台，整个平台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

语言 Java 语言。

3、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 应用软件的开发遵循 IS09001 质量保证体系。

(2) 应用推广及服务遵循 IS09001 质量保证体系。

二、合同性质

本合同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三、合同金额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人民币陆拾拥万元整，即￥ 680000. 00 元。

其中软件开发费人民币伍拾堂万或忏元整，即￥ 512000. 00 元;实施与集

成服务费人民币柴万元整，即￥ 70000. 00 元;硬件金额人民币欢万拥忏

元整，即￥ 98000. 00 元。总金额为含税金额，包括软件开发及硬件、安装、

调试、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及维护期内服务等所有其他有关各项的含税

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金额不变。

发票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四、技术资料

l、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

料及设计开发实施的电子文档资料。

2、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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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合同条文、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

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

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五、知识产权

1、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货物和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

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

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全部责任。

2、本合同项目中所采用的、由乙方授权甲方使用的应用系统软

件产品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或者软件著作权者所有。未经乙方或者软

件著作权者许可，甲方不得将该产品以任何方式提供给任何第二方或

者扩大使用版权的范围。

在本合同项目中，乙方根据甲方的需求订制开发的软件及其知识

产权归甲方所有。

六、产权担保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

产权瑕疵。

七、履约保证金

乙方交纳￥ 68000. 00 元(大写:人民币陆万拐 H千困整〉作为本合同的
履约保证金。在项目一年质保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账户:

账号:

开户行:

八、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一)软件验收合格后提供一年免费质保服务，硬件验收合格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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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免费质保服务。

(二)相关技术服务的方式、内容:

1、服务响应及方式

(1) 服务期内，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技术支持方式和服务方式包括 7

X 10 (每天:8: 30-18: 00) 电话、电子邮件、因特网的技术支持服务。

(2) 针对系统故障报修，乙方在 2 小时内做出响应，通过电话或网

络支持解决故障，倘若不能通过电话或网络解决故障，乙方在 24 小时内

指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故障处理;

2、标准服务内容:

在服务期内，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免费标准服务:

(1) 例行操作:依据系统运行要求，对系统做基础日常维护及运行

检查，保证系统在标准工作环境下正常运行;

(2) 故障处理:对甲方报修的产品 BUG或应用故障，第一时间响应，

诊断、提供解决方案，承诺在双方指定时问内予以排除。

(3) 基础改造:根据政策需要，乙方免费提供小功能模块的功能改

造、流程调整及开发〈基础改造累计开发量不得超过合同总工作量的 5%)，
调整内容及工作量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调整期限由甲乙双方协定。如新

需求(含变更需求〉工作总量超过双方约定的范围，甲乙双方应另行签订

新的补充协议。

(4) 咨询解答:解答项目成果使用或维护中的问题，在甲方提出口

头或书面要求后予以及时解答。

(5) 技术培训:提供培训讲师，向甲方的操作或维护本系统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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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少于 2 次的免费技术培训，具体培训时间和方式由甲方决定。甲方

培训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应为乙方开展培训服务

提供如下条件:根据乙方要求提供资料等;根据乙方要求提供培训场地、

培训|设施和调研条件;组织被培训的人员。

(6) 其它服务:若因本项目运行环境变化、甲方系统迁移等事项需

重新部署系统，乙方在第一时间提供辅助支持与服务，配合甲方工作，保

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九、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1、开发计划:本项目严格按照招、投标文件及软件需求进行开发建设，

实施总体计划在合同签订后 3 个月内完成开发、试运行、上线、验收

等工作。

2、硬件交货期: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

3、计划的变更:如因政策、环境、技术、建设内容变更等引发的不可

控因素或其它不可抗力引起的项目实施计划变更，甲乙双方应以会议形式

确认变更结果，并最终形成书面材料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效力。双方一致同意，最终项目实施进度要求以变更后的实施计划为准。

4、交货地点: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十、货款支付

l 、付款方式:全部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至合同价款的 95%

即人民币陆拾肆万陆忏元整，即￥ 646000.00 元。其中软件开发费人民币

肆拾剔万陆忏肆侣元整，即￥ 486400. 00 元;实施与集成服务费人民币陆

万陆仔伍 f百元整，即￥ 66500.00 元;硬件金额人民币政万参忏堂{百元整，

即￥ 93100. 00 元。;剩余合同总额 5%作为质保金，在一年质保期满且无任

4



何质量问题后 10 个工作日内结清。以上付款均无银行利息。

十一.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十二、调试和验收

1、技术成果交付载体:项目实施过程文档的电子资料一套。

2、交付时间、地点:

时间:按照本项目研究开发计划执行

地点: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3、验收标准及方式:

3. 1 软件验收: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进行。开发成果最终以《全

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接入技术方案》中对甲方建设要求为验收标准，采

用现场验收的模式。在发生技术和需求歧义时，以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

台上报结果及合同承诺的要求为准。在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后一启内，由甲

方组织，乙方及相关技术小组参与对项目联合验收，并签署《验收报告》。

3. 2 配套采购的设备的点收及验收:配套采购的设备到达甲方指定地

点后，乙方需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在 7 个工作日内组织进行点收，并在点

收清单上签字盖章进行确认，此点收清单仅表示甲方收到乙方配套采购

的软件或设备。在此期间，甲方仅承担对其的暂时性保管责任。如在运

达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未提出异议或未组织点收，则视为已经通过了

甲方的点收。但如乙方未及时书面通知甲方点收，则点收日期顺延。如

果发现产品因乙方责任导致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场拒收，并在 7 日

内向乙方书面提出异议。具体说明产品不符合规定的内容并附相关验收

材料，同时提出不符合规定产品的处理意见。乙方在接到甲方异议后，

应在 7 日内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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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硬件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乙方需及时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方通知

7 日内组织验收，签订硬件验收报告，并保证未经验收合格不以任何方

式将相关设备投入使用，甲方的验收不免除乙方及设备方因产品质量等

问题而应承担的相应责任。未经乙方允许，甲方不可撤销地同意无论甲

方采用任何形式的将本协议约定采购和安装调试的设备投入使用，均视

同相关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并且通过了甲方的相关的验收，且验收合

格;特殊情况除外，即不使用将给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4、验收问题处理:

4. 1 对于验收中发现的问题，由乙方负责解释和进行改正，对需回溯至

需求分析、设计、实现、测试阶段的问题，应重新按设计控制的要求进行。

在项目验收阶段发生的重大需求变更，直接影响项目进度时，甲乙双方可

协商确定解决方案，最终商议结果作为本合同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

4. 2 用户验收完成后，系统正式交付给甲方，投入运行，软件系统由此转

入了维护期。

5、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

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

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货到后，甲方需在五个工作日内

验收。

6、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

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

方才做最终验收。

7、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

十三、货物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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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

于货物内。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 24 小时内或货到甲方 48 小时前

通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5、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

乙方同时需通知甲方货物已送达。

十四、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

正常履行。

2、乙方应于合同规定时间按进度要求完成实施及维护工作，如因乙方

原因不能按期达到技术验收标准，每延迟一天乙方应支付合同总额(). 1%
的违约金，上述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如因甲方配合原因

或非乙方原因影响乙方开发进度，乙方开发进度、整体调试及验收期限均

相应 JI顶延，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如因乙方原因单方面终止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全

部合同款，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5%的违约金;如因非乙方原因甲方单
方面终止合同，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合同款项不予以退还，并向乙方支付

合同总额的 5%的违约金。

4、如对违约有异议，应在一周内通知对方，明确违约责任。

5、本合同违约金上限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

十五、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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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

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

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

继续履行合同。

十六、诉讼

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合同签订地在此约定为盐城市。

十七、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合同法》有关条文执行。

3、本合同正本一式五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各二份及

财政监管部门一份。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统一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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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01006818136552

住所: |住所:
成都高新区科园一路 3 号 2 幢

电 话: |电 话: 028-65511666

开户单位: |开户单位: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商鼎国

际支行

Kν 7E3 : 帐 号: 900201040009347

国�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163

号银海芯座

邮编: 邮编: 610063

传真: 传真: 028-65516111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签订时问: 年 月 口川H 签订时问: 斗{ 月 口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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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号 顶目名称 分顶 规恪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兀) 小计(兀)

盐城市住
核心业务系统

1 改造 定制开发 套 l 72000 72000

房公积金

一 管理中心

接入全国 数据采集子系 定制开发 兑~汇-

2 统
90000 90000

住房公积

金数据平

台业务采 数据上报子系 定制开发 套

3
购项目

统 100000 100000

数据调整子系 定制开发 套

4 统 90000 90000

数据查询子系 定制开发 套

5 二L月.;.，马 80000 80000

一一 数据平台管理 定制开发 套

6 开发 80000 80000

合计:伍拾童万武忏元整 512000

附件一:合同内容

一、软件开发内容

二、硬件内容

.
�

货物名称 品牌 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

服务器 华为 2288 L口λ 2 49000 98000

合计:砍万圳忏元整 98000

三、实施与集成服务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兀〉 书注

实施与集成 项 70000 70000 本项目范回内

服务
硬件集成实施

服务

1 0



r------ -]

l 各称 品牌 型号 配置 备注

服务器 8*2.5 ( 2*GE+ 2*10GE (不含光模

块) ，滑轨 )*1 0 CPU 英特尔至强银牌
4110(2.1GHzJ8-core/l1MB/85W) 处理器吃。

2288H V5/2488 V5 普通散热器吃。
DDR4 RDIMM 内存 -32GB-2400MT/s-

2Rank(2G*4bit)-1.2V-ECC*L[ 。
通用硬盘 600G B-SAS 12G b/s 10K rpm-
128MB 及以上 -2.5 英寸 (2.5 英寸托架)叫。

服务
华为 2288 SR430C-M 1G(LSI3108) SAS/SATA RAID

甘苦 卡 -RAIDO ，1，5，6，10，50，60-12Gb/s-1GB

Cache*] 。
1*网卡 -1Gb 电口 (Intel 1350)- 双端

[ ]-RJ45-PCle 2.0 x4。
3*x8 (x16 slot) R[SERI 模组叫。
550W 白金交流电源模块(合中国制式墙插

交流电源线)吃。
光驱 -DVDRW-CD 24X/DVD 8X-USB 2.0-
夕|、置式-USB 2.05V 供电 *1

附件二:硬件配置

\----J 合计:柴万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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