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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租赁及维护合同书

合同编号： 模板[审核后生成]

承租方(甲方)：

甲方联系人：

出租方(乙方)： 杭州携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联系人： 销售服务人员待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为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和义务,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仪器设备租赁事宜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租赁仪器设备及费用

中文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配置 租金(元 /月) 租期(月) 总租金(元)

液相色谱仪 U3000 Thermo 四元泵（UV） 7540.00 9 67860.00

合计大写：人民币陆万柒仟捌佰陆拾元整 67860.00

总价已包含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址的运保费和增值税。

注：

1.1 此仪器设备押金 （大写）人民币 （小写） ， 安装费 。 叁万元整  ¥ 30000.00  / 

1.2 色谱柱，样品瓶，溶剂等消耗日常品由甲方另行购买。

1.3 乙方在租赁期内为甲方提供以上仪器设备非人为损坏的维修维护。

二、安装与使用

仪器设备安装使用地址： 。  / 

仪器设备用途： 。  暂无 

三、租用期限

租期暂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 个月，实际租期计算以 2019  08  22 2020  05  21  9  

规定为准或安装调试结束之日起。《关于租赁物起租日期的补充协议》 

四、租赁物交付的时间、地点、方式及验收

4.1 乙方收到押金后预计 个工作日内发货。 20 

4.2 发货 个工作日前甲方须按照 所列要求完成准备工作,并签字 5  安装调试准备条件确认单 

盖章回传此确认单。由于甲方原因导致无法安装的,货到安装地址第6天当日为本合同租期的起租

日。

4.3 乙方将租赁仪器设备发往甲方指定地址： 。 / 

4.4 双方同意安装调试合格报告作为产品验收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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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甲方可在安装调试合格报告签署日期起 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签定《关于租赁物起租日期的补 5 

充协议》,否则甲方同意安装调试合格报告签署日期为本合同租期的起租日期。

五、付款时间、方式

5.1 本合同签订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大写） 人民币 （小写） 5  叁万元整  

作为仪器设备押金。¥30000.00 

5.2 租金分 期付清,按以下条款执行： 三 

5.2.1 首期支付3个月租金,合计（大写）人民币 （小写） 贰万贰仟陆佰贰拾元整  ¥22620.00 

。甲方于仪器设备发货前支付乙方。

5.2.2 第二期支付3个月租金,合计（大写）人民币 （小写） 贰万贰仟陆佰贰拾元整  

。甲方应首期租金所对应的租期结束前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22620.00 

5.2.3 第三期支付3个月租金,合计（大写）人民币 （小写） 贰万贰仟陆佰贰拾元整  

。甲方应第二期租金所对应的租期结束前5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22620.00 

5.3 安装费 于仪器设备发货前一次性支付乙方。 / 

5.4 乙方收到租金款10个工作日内开具相应租金发票（13%增值税专用发票）。

5.5 支付方式: 电汇 。

六、押金返还与奖励

6.1 租赁期满，乙方在收到租赁仪器设备并确定仪器设备完好及押金收据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

回全额押金。

6.2 甲方本着环保理念能完整保留原厂包装箱，乙方回收仪器设备时按每一包装箱折合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 （小写） 等值物品返还。壹佰元整  ¥ 100 

七、双方责任义务

7.1 承租方（甲方）

7.1.1 按合同约定按时支付相应款项(租金及押金)。

7.1.2、租赁仪器设备在租赁期内由甲方使用和负责日常保养,甲方应负责日常耗材,使仪器设备

保持正常使用状态,不得实施转租、抵押、质押等处分行为，合同约定租期内非影响正常使用的

质量问题不得中途退租；不得擅自拆改仪器设备,必须妥善正确使用,确保仪器设备完好无损。

7.1.3 日常消耗品由甲方自行承担（参照厂家日常消耗品清单）。

7.1.4 仪器设备故障及时在乙方保修系统中报修,并配合乙方进行故障排除。

7.1.5 甲方在合同约定使用地址半径 米内使用。 100 

7.1.6 甲方合同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完成仪器设备回收。

7.2、出租方（乙方）

7.2.1 按承租方要求及时将仪器设备交付使用。

7.2.2 提供仪器设备相关资料。

7.2.3 负责仪器设备非人为损坏的维修、维护,（或委托厂家、第三方维修公司上门服务）。

7.2.4 负责仪器设备操作培训。

八、关于租赁期间的仪器设备续租

甲方需要延长租赁期限的，应在租赁期限届满前20个工作日向乙方发起续租申请，另行签订续租

合同。

九、违约责任

9.1 承租方（甲方）

9.1.1 甲方在合同生效日后 个工作日内未能支付押金,本合同自动解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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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合同执行期内如任一期租金支付逾期 个工作日,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扣除全部押金,20 

收回仪器设备。

9.1.3 甲方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将支付未履约合同期租金总额的30%做为违约金。

9.1.4 如移动仪器设备并超出规定使用范围,视为甲方根本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扣除全部

押金,收回仪器设备。

9.1.5 擅自拆改仪器设备或人为损坏,造成仪器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的,甲方应对乙方的全部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违约责任。

9.2 出租方（乙方）

9.2.1 乙方逾期 个工作日发货,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可追究乙方相应的违约责任,违约金最 20 

高不超过合同额的10%,并退回押金。

9.2.2 乙方在接到甲方设备常规故障报修后,未能在 个工作日内排除仪器设备故障,甲方有 20 

权要求乙方提供替用仪器设备,并返还故障期内租金或租期顺延。

9.3 其他约定

9.3.1 甲乙任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一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另一方应当赔偿损失。违约一方

还应向守约一方支付违约金。

9.3.2 甲乙任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另一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

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9.3.3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应将争议提交乙

方所在地法院裁决。

十、补充约定

10.1 本合同未叙详尽并需,补充之事,双方应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10.2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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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

单位名称：

（章）杭州携测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108号中国

智慧信息技术产业园3期5号楼7

层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0571-85100759

传真： 0571-85121902

邮政编码： 310012

开户银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祥符支行

账号： 201000184957103

税号： 91330108099278060J

承租方

单位名称： （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开户银行：

账号：

税号：

租赁设备配置清单：

液相色谱 U3000 配置清单

序号 模块名 英文描述 中文描述 数量

1 溶剂架 SR-3000 无脱气机 1

2 泵单元 LPG-3400SDN 四元低压泵（含密封圈） 1

3 自动进样器 WPS-3000SL 非温控 1

4 柱温箱 TCC-3000 常规 1

5 检测器 VWD-3100 可变波长检测器，无流通池 1

6 流通池 Flow cell analyt. VWD-3x00(RS) 分析型流通池（VWD） 1

7 软件 CHROMELEON 7 WSO 变色龙软件（不含电脑和打印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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