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r Quote Ref# : FEI20200623-1(KX)

Tel : 21-80125200*75611

Fax : 21-80125299

Date : June 23

From :Kelly 

REVISION 6/23/2020

CURRENC

Y
UNIT PRICE QTY TOTAL PRICE

QUOTATION For Relocation FEI NovaNanoSEM450 D9869 & TF20ST D2226 

01 NovaNanoSEM450 D9869搬迁费用  RMB 150000 1次 150,000.00      

02 TF20ST D2226 搬迁费用 RMB 200000 1次 200,000.00      

TOTAL RMB 350,000.00      

备注:

请在订单上显示我方报价号

相关条款:
 

价格: 上述价格为CNY报价已含13%税。

报价效期: 报价之日起30天

测试日期: 收到付款后，和相关工程师具体确定日期

付款条件: 50%预付,完成搬迁后20日内完成另外50%的支付

银行信息: 飞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帐号:13635027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飞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用户姓名 :

维修部经理
王宇 (签字盖章)

Date:                                                  Date:                                                 

有关时间和材料服务的通用条款和条件
下列条款和条件（以下简称为“本条款条件”）适用于FEI公司与客户所定服务合同中未加以规定的服务交付事

宜。本条款条件中所述并向客户提供的服务报价（以下简称为“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客户特此确认收到并

审核，同时接受所述文件的采用。本条款条件于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指定的生效日生效。
1.设备覆盖范围：本条款条件涉及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所述特定设备（以下简称为“设备”）的部件、零件

和消耗品、劳务、包括旅行和膳宿在内的附加成本（总称为“时间和材料”），或根据以前的时间和材料服
务报价购买且客户现在要求服务的部件和消耗品。FEI对客户储存在所述设备上的任何客户信息或数据的损

失概不负责。
2.报价/加入：FEI服务帮助台或服务经理或其指定人员经授权提供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

该费用包括拆机，运输、安装、调试合 格、场地测试费。如场地测试未达标，搬迁未能实现，需支付 CNY30000.00 

场地测试费用。 

飞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EI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Building No 8, No.399 Shengxia Road, 

Pudong,Shanghai 201210, P.R.China

Tel.  (21) 8012 5200

Fax. (21) 8012 5299

http://www.fei.com

ITEM / PART NO. DESCRIPTION

QUOTATION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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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出的时间和材料金额仅为估计价格。将于上门服务结束后，向客户就实际发生的时间和材料费用开具发

票。对于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或本条款条件中所含其他条款的任何例外或更改须经FEI事先书面批准。如经

检查所述设备后，FEI决定需要额外的时间和材料，FEI将告知客户所述额外的时间和材料及相关费用。此时，
客户可批准所述额外的时间和材料，或可终止服务。将向客户收取最低劳务费用或截至此时已发生的劳务费

用部分，以较高者为准。

3. 最低劳务费用：对于所有上门服务，不论FEI在现场所花的实际时间多长，均将收取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

说明的最低劳务费用（不包括任何附加成本、旅行、膳宿费用）。

4. FEI提供的服务：根据本条款条件规定，仅当从客户处收到经确认的订单或经签名的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后，

FEI才将在FEI的工作时间内提供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说明的服务（FEI和当地节假日除外）。

4.1 提供服务：FEI不保证时间和材料服务的响应时间。FEI将于任何预防性维护拜访等现场服务拜访前提

供合理的预先通知。FEI有权于任何时间自行改变现场服务的日期或时间，并相应地通知客户。

4.2 遠程支持：FEI可为能通过遠程解决的诊断服务问题和维修服务问题等提供遠程支持。此类支持将视服

务支持人员是否有空而提供，且将计入客户所购买的劳务时间。

4.3 安全检查：特定设备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如果此类设备未记录有安全检查，FEI服务代表有权：(i)在

开始上门服务前完成安全检查或者(ii)中止上门服务。FEI服务代表采取的任何此类行动应被计入客户

所购买的劳务时间。

4.4 替换零部件：FEI将通过商业合理的努力发送标准部件、零件或消耗品，但不担保交付时间范围。所述

发货将根据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说明的发货条款发货至客户。客户应承担任何替换部件、零件或消

耗品的所有发货费用。在特定情况下，设备或其中某一部件需要退还至FEI进行维修或替换。应在FEI

批准有关退还且FEI为该设备分配特定退还材料控制号后，方可退还设备至FEI。客户承认且同意，其

根据本条款条件获得的替换部件或零件可为新产品或经修理达到制造商规范。FEI有权自行决定对设备

的现有部件或零件进行更换和/或修理及修改，只要不削弱设备功能即可。FEI供应并采用替换部件或

零件加以替换的任何可修理部件或零件均应成为FEI的独家财产，第5.2节所规定者除外。任何部件

的状况均应由FEI全权自行确定。

5. 服务义务限制：

5.1 对未经推荐部件的非标准安装或使用：FEI保留以下权利：拒绝对超出FEI所推荐的配置标准的任何设

备或安装有任何非FEI推荐备件、零件或消耗品（“非标准部件”）的任何设备提供服务。非标准部件

为未经FEI或其授权代理而购买的部件。客户应书面通知FEI用于设备上的任何非标准部件。如果设备

超出FEI所推荐的配置标准，或者客户在任何时候安装了非标准部件，FEI不担保该设备的性能，或不

担保FEI具有将该设备恢复至良好工作状态的能力。

5.2 操作/污染产物：客户承担处理设备操作产生的副产品的费用和责任。出於污染考量，FEI保留拒收任

何退回之故障零組件的權利。将按照FEI当时有效的此类部件或零件的定价，对被FEI拒绝的任何此类

经替换部件或零件向客户收取费用。不论第4.4节如何规定，FEI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会接受任何业已暴

露于放射性物质、生物/传染因子、水银、多氯联苯（PCB）、二噁英或叠氮化钠或受其污染的部件或零

件的退货，即使经过净化也不会接受。

5.3 有关非标准化学品和其他材料使用的通知：客户同意，在要求FEI对设备提供服务前，书面告知FEI

有关非标准化学品或气体、生物危险物质或放射物（总称为“非标准材料”）在该设备上或与其一起进

行的使用。该通知应包括所述非标准材料的名称、使用数量、适用的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或SDS）及

任何其他支持性信息。客户应在FEI进行服务前采取系统净化所需的所有行动，在FEI要求时对所述系

统净化提供证明，并负责承担净化费用。对于客户在其上使用过非标准材料的设备，客户应安装并维护

FEI对该设备进行服务所需的任何基础设施、工具或设备。FEI保留拒绝对具有使用非标准材料历史的

设备提供服务的权利，且根据本条款条件无义务提供此类服务。

6. 提供服务：服务将由FEI或其他经授权代表完成。FEI有权自行决定提供第三方代表提供服务，并于任何时

间更换所述代表。

7. 客户设施及设备的进入权限：在每次上门服务中，客户均应向FEI代表提供对设备的直接、全面进入权限。

客户还应向FEI提供一位熟悉设备的合格员工，且当某次服务是纠正性维护时，提供所发现的问题。该员工

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在场，帮助初始诊断，进而支持对该问题的解决。客户在上门服务期间应向FEI代表提供

令人满意和安全的工作场所，以及充足的清洁物资、电力、储藏设施和电话通路。经FEI通知，客户应提供

所需的电工、水管工、泥瓦工、木工或其他工匠服务，以修改或纠正客户的设施，从而容纳设备的合适功能

和服务。经要求，任何及所有所需的服务必须于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免费提供给FEI。

8. 超出本条款条件范围的服务：所有工作必须在FEI开始该等工作前，通过额外经确认订单由客户加以书面批准。所述工

作受本条款条件中的条款及以下条款限制：(a) 超出本条款条件范围的工作应按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所列延长服务价

格计费；(b) 超出FEI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作应按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中所列加班价格计费；且(c) 除非各方另行书面明

确同意，将向客户收取为此类额外服务产生的所有其他合理附加成本，包括旅行、膳宿等。

9. 发票和支付条款：当工作完成后，FEI将向客户开出所欠费用的发票。除非各方另行书面明确同意，支付条款为自发票

日期起三十（30）日后全额付款。任何支付如未能于发票日期起三十（30）日内收到，将收取滞纳金，其金额等于(a)

当地FEI服务实体收取的标准百分比，或(b) 当地适用法律允许的最高利率，以较低者为准。如果是政府合同，将适用

本条款条件有效期内的标准当地政府支付条款。

10. 税：客户负责所有应缴纳的适用税额，基于FEI收入的税收除外，并同意补偿FEI任何与此相关的索赔并使FEI不因此

而受伤害。主张有免税资格的机构应向FEI提供有关此资格令人满意的证据，以便申请免除任何税额。

11. 不可抗力：如任一方因超出其控制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断电、功率突增、火灾、水灾、地震、盗窃、战争、暴

乱、动乱、禁运、罢工、劳资纠纷、通信故障、恐怖主义或行政或军事当局的行为，而无法履行，则该方不违反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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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12. 担保及免责声明：

12.1 劳务：根据本条款条件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将以专业性方式完成。取决于本条款条件中其他条款的规定，

由FEI服务代表所提供所有劳务的担保期为自该次上门服务结束日期起的三十（30）日。如违反担保，

FEI的唯一、完整义务为：(a) 通过商业合理的努力以符合担保的方式完成服务，(b) 向客户退款，退

款金额按客户向FEI支付费用中分配用于不合格服务的比例计算，由FEI从两者中选择。本段所规定的

救济方法为客户因对此劳务担保的任何违反而能获得的唯一救济。

12.2 零組件：在符合其他條款及條件下，FEI 為所有零組件提供自送達日起一百二十 (120) 天或自維修完

成日起九十 (90) 天的保固，以其中較早者為準（但 FEI 或零件資料表中具體定義使用壽命的消耗品

除外）。FEI 違反擔保所應負擔的唯一及全部責任由 FEI 從以下擇一：(a) 更換故障的零組件，(b)

將顧客支付給 FEI 的費用依故障零組件所佔分配比例退還給客戶。本段所述之補償為違反本零組件保

固合約時，顧客所能獲得的全部補償。FEI 以淨修理價格出售所有可修理的零組件。顧客有責任在本條

款開頭所述的約定期限內退回換下的零組件。若顧客未在指定其期限內退回該零組件，則會被收取原始

定價。顧客一旦打開任何零組件的包裝即視為購買。若該零組件未在指定期限之內退回，將以原始定價

收費。

12.3 消耗品和消耗品套装：如果某一消耗品具有FEI为该消耗品印刷的数据表中规定的预期寿命，而其于

未到其预期寿命的50%前即出现故障，则将免费为客户更换该消耗品，且不向客户收取劳务时间费用。

如果某一消耗品在其预期寿命的50%和80%之间出现故障，则将按该消耗品未使用寿命比例部分向客户

收取替换消耗品的费用，并按比例向客户收取劳务时间费用。如果某一消耗品在完成其预期寿命的80%

后出现故障，则将按FEI的标准价格向客户收取替换品的费用。如具有预期寿命的某一消耗品是根据

‘消耗品套装’购买的，而其于未到其预期寿命前即出现故障，则将基于消耗品套装的价格，按比例向

客户收取替换此类消耗品的费用。如某一消耗品因客户的不使用而出现故障，则将向客户收取替换消耗

品的全部成本、替换消耗品的全部套装成本，及劳务时间费用。第12.2节规定了没有公布预期寿命数

据的所有其他消耗品的担保。在以上所有情况中，自所述消耗品发货日期起的十八（18）个月后，将不

提供任何担保。

12.4 除本节所规定之外，FEI否认对本条款条件中规定的其义务提供任何其他明示或默示的担保。

13. 机密信息：客户理解，在FEI履行本条款条件规定的其义务的过程中，FEI可能向客户披露机密信息（“机

密信息”）。客户仅可使用机密信息帮助FEI履行本条款条件规定的其义务。客户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直接

或间接披露机密信息。但是，客户可向其有需要知悉的员工披露机密信息，且所述员工将受限制性不低于本

条款条件规定的保密义务约束。客户将以保护自己的机密信息同样的谨慎程度保护所述机密信息，但不应低

于合理的谨慎程度。本条款条件规定的客户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下列信息：(a) 当客户未采取行动或未能采取

行动的情况下，现在即为或随后成为公众知悉或可获取的信息；(b) 客户在接受此类信息时，被独立知悉的

信息；(c) 此后由第三方在不违反对FEI所负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向客户提供的信息；(d) 客户在不使用FEI

的机密信息或违反本条款条件的情况下，独立开发的信息；或(e) 针对法院或其他政府机构发出的有效命令，

根据法律要求披露的信息，前提是客户在进行披露前及时向FEI提供有关此等要求的书面通知，以便FEI可

尝试获取命令以保护所述信息不向公众披露。客户根据本节所负义务应于本条款条件终止或到期后依然有效。

未经FEI事先书面同意，禁止客户对正在提供服务的FEI代表拍照或摄像。如客户在上门服务过程中开始对

FEI代表拍照或摄像，该代表应有权中断服务。

14. 责任限制：

14.1 任一方均不对另一方及任何第三方负有以下责任：(I) 任何间接、特定、惩罚性或附带损害；或 (II)

收入损失； (III) 实际或预计利润的损失；(IV) 预计储蓄的损失；(V) 业务损失；(VI) 机遇丧失；

(VII) 商誉损失；(VIII) 名誉损失；或(XI) 数据损失或败坏，即使该方已被事先告知出现此类损害

的可能性，因违反第13节（“机密信息”）而产生的客户责任除外。

15. 出口控制：如事先未从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商务部（或具有适当权力的任何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或部委）、荷兰

外交部（Ministerie van Buitenlandse Zaken）和捷克工业贸易部（MPO）在内的适当东道国政府、其他适

当的当局和/或FEI（如适用）获得任何要求的许可证或其他批准，客户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出口或再出口任何

设备、包含此类设备的部件或零件或系统、部件或零件。如产品、服务和/或文档的交付受(1) 出口许可证

约束，或 (2) 因（变化的）法规限制或禁止，FEI可于所有情况下中止其义务和/或终止相关订购，而不对

客户承担任何责任。

16. 通知：本条款条件要求或允许的对某一方的任何通知或通信均应以书面作出，且应于该方在本条款条件中所

列地址或任一方以书面通知的此类其他地址处接受后方可被认为完成。

17. 可分割性条款：如本条款条件中所含任何规定因任何原因在任何方面被判为无效、不合法或无法执行，所述

规定的无效性、非法性或无法执行不得影响本条款条件的任何其他规定。本条款条件应以其从未包含过所述

无效、不合法或无法执行的规定的方式加以解释。

18. 完整条款和条件：时间和材料服务报价和本条款条件一起阐述了各方对于本条款条件标的的完整理解。

19. 聘用FEI服务代表：客户同意，只要其与FEI之间（根据本条款条件或其他）有服务安排，且于此类安排结

束后六个月内，客户不得直接、间接或通过第三方寻求聘用、聘用或以其他方式雇用任何FEI现场服务代表

为雇员、独立承包商、代表或代理，或雇用所述人员为其负责人、股东、合伙人或独资持有人的实体以提供

设备服务或维护。

20. 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适用于本条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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