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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金 汉 弘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邦老板软件服务合同（合同号： ） 

 

甲方：                       

乙方：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 

为确保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加强双方责任感，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甲方租用乙方的软件服务达成

如下协议，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1、 保密问题 

双方同时签订《邦老板平台数据保密协议》，规定双方在数据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 使用权限 

禁止出售、转售或复制、开发使用权限，禁止基于商业目的模仿乙方的产品和服务。禁止复制和模仿乙方的设

计理念、界面、功能和图表。禁止未经乙方许可基于此项服务或其内容进行修改或制造派生其他产品。 

甲方只能处于甲方公司商业范围内使用服务，禁止发送违反法律的信息，禁止发送和储存带有病毒、蠕虫、木

马和其他有害的计算机代码、文件、脚本和程序。 

3． 责任 

甲方要对其账号下所发生的任何行为负责并遵守地方、国家及国外所有与适用本服务有关的适用法律、法规。

甲方有责任通知乙方任何未经许可的甲方所遇到的有关损害安全的问题。 

4． 账号信息及数据 

甲方对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合法性、适用性等负责。 

5． 知识产权 

乙方完全拥有邦老板软件的全部知识产权，甲方或代理商签署本协议后并未拥有产品的所有权。乙方的公司名

称、LOGO、产品名称和已经属于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的商标，未经授权不能使用。甲方完全拥有在使用

本服务时录入数据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资料、联系人等信息）的所有权，乙方不得使用甲方的数据。 

6． 第三方产品说明 

在甲方使用乙方服务的时候，乙方只基于本协议各项条款向甲方提供服务，任何第三方产品在甲方使用乙方服

务过程中向甲方发出的各种活动、广告等均与乙方无关。乙方对第三方的产品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提供任何服

务。乙方只是为了甲方的便利提供一个链接。 

7.   软件服务 

乙方在工作时间内（周一~周五  9：00~17：30）随时为甲方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远程操控方式免费提供

所买产品的服务与技术支持维护，对于乙方软件本身质量问题所引起的故障，我们承诺 12 小时之内给予响应， 

乙方提供远程解决；乙方免费提供升级支持； 

由于甲方使用不当造成的数据丢失以及系统故障，不在乙方维护服务范围之内； 

8、软件版本及租用方式 

名称 版本 单位 数量  

邦老板 安卓版    苹果版 套 1  

推荐机型 苹果 IOS 6.0 以上版本；小米 1；小米 2A；三星 S3；华为 A199；中兴 GRAND MEMO N5; 三

星 Galaxy S4 Zoom; 小米 2S (16G 版 电信); 联想 K900; 三星 G3818; 索尼 M35h，华

为 麦芒 B199；华为 G6-C00；华为 Ascend G6；三星 I8552；酷派 5951；酷派 9080W;

联想 P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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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阿里云服务器，起租时间为一年。乙方免费提供服务器存储空间     1    G/人/年。 

 

邦老板软件租用服务 

租用时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新租           用户，共    个月。最终使用费用按照实际使用人数结算。 

本期租用费： ￥     元/人/天，需预付  ￥      元，超出费用需在本租期结束后 10 日内补缴。 

优惠：缴一年费用赠送    个业务员    个月的使用时间（赠送优惠直接一次充入账户）金额为       元。 

 

 用户数指的是有几个人使用该软件。比如企业内 1 个老板，1 个主管，8 个销售人员使用，就是 10 用户 

 租用服务器存储空间可以另行购买，每 500M 每年 200 元。 

 甲方在使用已有的账号组的过程中，如需添加授权正式账号，添加的授权账号截至日期与已有的账号组

的授权使用截至日期保持一致。 

9． 付款 

自合同签署之日起 10 日内，甲方需预付给乙方租金￥        元， 甲方使用租用服务时须提前付费。需要续缴

时，乙方提前 15 个工作日通知甲方，甲方需在到期前续费。甲方续费至少选择六个月。 

银行转账方式如下： 

全称：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北支行 

账号：19011301040009689 

 

10． 延期支付和重新开通服务 

乙方除了享有本协议中规定的其他权利之外，在甲方欠费的情况下，乙方有权中止或终止本协议，并自动停止

甲方与服务的连接。当甲方要求重新接入服务时，乙方有权向甲方收取重新接入的费用。对于延期支付的客户，

乙方没有义务替甲方保留客户数据，如果甲方超过 60 日没有支付相关费用，这些客户数据有可能被永久删除，

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乙方选择租用方式时，在甲方所支付的租用费用到期时，服务会自动中止，但是双方默认协议有效。如果甲方

拖欠应缴费用 30 日后，双方默认终止该协议。如甲方在拖欠应缴费用 30 日后 60 日内需要重新开通服务，甲方

需补全拖欠费用期间的使用服务费用。 

11． 期满终止和减少许可数量 

在甲方确定使用乙方的服务时，在服务订单中所确定使用期的租用费。这个使用期是双方认可的时间段。使用

期结束时，双方均可终止本协议。 

12．条件终止 

不履行付款义务或未经授权使用乙方的技术或服务，都将被认为是违反了本协议。在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甲

方的邦老板软件使用账户将自动中止。 

13．保证条款 

此协议的每一部分的条款都在法律的约束下。双方均必须确保其有合法权利签署此协议。合同对应的《订单》、

《保密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14．责任免除 

乙方及其代理商对下列事项不作任何陈述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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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本软件与任何其它硬件、软件、系统或数据结合时的安全性、及时性、不受干扰或不发生错误； 

2）软件符合甲方的要求或经验； 

3）缺陷将会被更正； 

4）对软件功能按甲方的要求进行修改。 

15．移动互联网（GPRS,3G,4G）与 Internet 网络延迟 

乙方提供的本软件可能因移动互联网及 Internet 和电子通信固有的缺陷而产生限制、延迟和其它问题。乙方对因

这些问题造成的任何延误、发送失败或其它损失不承担责任。 

16．责任限制 

如任何事件导致索赔的发生，本协议的任何一方的责任均不应超过甲方在该事件发生前 12 个月已支付的费用。 

17．通知 

乙方可以通过在本软件中发布公告，或向甲方留在乙方系统中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或向甲方留在乙

方系统中的地址发送书面邮件，或电话联系甲方的方式向甲方发出通知。该通知在投递后 48 小时（如以书面邮

件方式发送），或发出后 12 小时（如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和本软件中的公告发送）即应被视为已送达给甲方。甲

方可以用下列方式在任何时候通知乙方（该通知在乙方收到后视为已送达给乙方）：传真至：0571-88180068；

书面邮递至：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4280 号元汇智地 5 号楼 403 室，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310052。 

 

使用帐号的公司名称和注册账号（关键识别信息） 

公司名称 注册账号 

  

 

 

 

18． 附录 1:《邦老板平台数据保密协议》 

 

甲方盖章： 

法人或代表人： 

日期：  

地址： 

乙方盖章： 

法人或代表人：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 

日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4280 号汇智地 5

号楼 401-4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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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数据保密协议 

甲方：四川省威远县超惠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 

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自愿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1.保密的内容和范围 

(1) 涉及甲方所有的信息，包括甲方使用邦老板平台保存在乙方服务器上的数据。 

(2) 凡以直接、间接、口头或书面等形式提供涉及保密内容的行为均属泄密。  

2.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责任 

(1)乙方应自觉维护甲方的利益，严格遵守本保密规定。 

(2)乙方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甲方的任何资料信息； 

(3)乙方不得利用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牟取私利； 

(4)乙方了解并承认，通过系统甲方会将有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料（保密信息）保存于邦老板平台的服务器上，并

且由于技术服务等原因，乙方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访问这台服务器。乙方同意并承诺，如果这些数据未经甲方

许可由乙方披露给他人，所造成对甲方的直接损失，并经证实，甲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向乙方索赔。 

(5)乙方同意并承诺，对所有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在未得到甲方事先许可的情况下不披露给任何其他人士或

机构。 

(6)乙方同意并承诺，无论任何原因，服务终止 100 天后，乙方不可恢复地删除服务器上的任何保密信息，并不

留存副本；乙方保证退回甲方保存在乙方服务器上的任何含有保密信息的文件或资料(如有)。 

3.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如下信息：①非由于乙方的原因已经为公众所知的；②由于乙方以外其

他渠道被他人获知的信息，这些渠道并不受保密义务的限制；③由于法律的适用、法院或其他国家有权机关的

要求而披露的信息。此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  

4.在甲方无特殊要求下，乙方不会向甲方索要登录密码，甲方务必不要向任何以乙方身份索要密码者透露登录

密码。 

5.验证甲方身份的签章或签字。在服务期间，乙方可能会应甲方要求提供更改登录名、重置 Boss 密码、修改 Boss

信箱等服务。乙方要求每次提供这些服务前要验证签章或签字。请您现在确认： 

 

甲方盖章： 

法人或代表人： 

日期：  

地址： 

乙方盖章： 

法人或代表人：浙江金汉弘软件有限公司 

日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4280 号汇智地 5

号楼 401-405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