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宝-共享型创业平台服务协议 
 
甲方（需方）：                              乙方（供方）：四川电子宝科技有限公司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91510100MA61TN253B 

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黄媛 18284513986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成都成华区建材路 37 号九熙广场 1 栋 23 层 

 
一、共享型创业平台收费标准： 
共享型创业平台涉及：租赁场地、租赁仪器及设备及租赁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等 
租赁计时规则：0.5 天（4 小时）、1 天（8 小时）、1.5 天（12 小时，带加班） 
A、租赁价格： 
 1、租赁共用场地：    个工位（组装调试兼办公工位，带稳压电源、静电接地、防静电

台面、工具挂架等）800 元/月/个，80 元/天/个，长期租用场地可以注册营业执照。 
 2、租赁专用场地：1000 元/周，3200 元/月，约 42 平米。（独门独户，自己管理） 
     租赁日期：                                电费：          
 3、租赁仪器（工位免费）： 

序号 名称 型号 主要参数 租赁价格

/4 小时 
备注 

1 矢网 N5224B 品牌：keysight，PNA，10MHz-43.5GHz，
两端口，输出功率：+13dBm，低噪：

114dB，动态：127dB 

400 元  

2 频谱仪 N9020B 品牌：keysight，MXA，10MHz-50GHz，
相噪：-113，底噪：-161，分析带宽：

250M，选件：N9020B-P50；N9069C；
N9069C-3FP 

500 元 

3 信号源 E8257D 品牌：keysight，250KHz-50GHz，10G 相

噪：-110，30GHz 输出功率：11dBm，

衰减器选件：E8257D-1E1 

300 元 

4 功率计 N1911A/
N1922A 

品 牌 ： keysight ， 50MHz-40GHz ，

-35~+20dBm 
200 元  

5 高低温箱  -65~+125℃ 待定 
6 电热鼓风

干燥箱 
550*450
*550 

内部空间 550*450*550mm 100 元  

7 超低温储

存箱 
700*460
*350 

内部存放空间 700*460*350mm，温度

范围-20~-60 摄氏度 
100 元  

8 其它（在

本行填写

其它设备

及费用） 

 
 
 
 
 

 
 

 
 

 

 4、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价格面议，取决于需要多少功能模块，可以实现 OA、ERP 及质

量体系文件管理。可以免费试用。 
B、注意事项： 



1、免去：电费（大型耗电设备除外）、物业费、宽带、空调、饮水、部分工具使用费。 
2、所有收费均有含税 6%的专票，累计达到 2000 元统一开发票。 
3、公共场地周一至周五晚上加班（不超过晚上 10 点）加班管理费 200 元/次，周六周日 100
元/0.5 天（多个工位或多个组同时加班可以分摊） 
4、累计支付平台服务费 5000 元，可以悬挂入驻企业的铭牌一天，可以使用容纳 14 人带投

影仪的会议室一天。 
C、以下情况需要缴纳保证金（使用结束即刻退还）： 
 长期租用共用场地（大于等于 1 个月）：保证金 5000 元。 
 租赁专用场地：保证金 5000 元。 
 调试无源产品，租用带进口电缆的矢量网络分析仪：保证金 3000 元。 
 调试有源产品，租用价值大于 5 万小于 20 万的设备：保证金 5000 元。 
 调试有源产品，租用价值大于 20 万的设备：保证金 20000 元。 
D、可以支付服务备用金： 
会员可预先充值一定金额，待入驻期间需要其他增值服务时，可自动抵扣，省时省力。支付

服务备用金可以享受标准价格 9 折优惠。服务备用金可以作为保证金使用。 
E、服务协议有效期：由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F、费用缴付时间：服务结束即刻缴费，租赁场地预交服务费； 
G、正常服务时间：法定工作日冬季 9：00-17：30，夏季 8：30-17：30 
H、加班服务时间：工作日 17：30-22：00，周六周日 9：00-21：00，其它加班时间协商。 
I、增值服务：会员可以领用（共享企业或个人）共享的库存物料及工具，通过电子宝开发

的企业信息系统查询和出库库存，价格以信息系统显示价格为准，解决部分物料采购难等问

题。 
 
二、条款及条件 
四川电子宝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电子宝）承诺为甲方（以下简称：会员）提供

协议约定的各项服务，并根据如下条款规范共享型创业平台的使用。这些条款是为全体会员

及电子宝的共同利益而制定的，并约定会员与电子宝之间的关系。 
 
1. 本合同 
1.1. 本合同的性质： 本合同是一份类似于酒店住宿协议的商业合同。共享型创业平台全部为

电子宝占有并由电子宝控制。此合同只对会员发生效力并且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1.2. 遵守入驻守则： 会员应当遵守电子宝出于健康与安全、防火或其它考虑为空间使用者制

定的入驻守则。制定此规定是为了确保安全以及会员将共享型创业平台作为工作地点的使

用。 
1.3. 合同期内终止： 本合同有效期内，若会员提出提前解除本协议，可以按约定退还全部或

部分保证金和服务备用金。 
1.4. 即时终止：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电子宝有权通知会员立即解除本合同，且无需遵守

任何其它程序：a.若会员逾期十天以上未交服务费用或会员欠款累计达到 1000 元以上；b.
会员违反合同义务并无法改正；c.会员自收到电子宝要求改正的通知 14 日内没有改正；d.
会员的行为或经会员允许或邀请的其他人的行为不符合对共享型创业平台的通常使用（由电

子宝自行判断）。如果电子宝根据以上任何原因终止本协议，会员应履行的义务不同时终止，

包括支付己接受服务的费用。 
1.5. 如果空间无法继续被使用： 如果电子宝无法继续为会员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服务及工作场

所，则本协议终止，会员只需支付终止日之前产生的所有费用。电子宝应尽力在另一电子宝



控制的空间为会员找到合适的替换工作场所。 
1.6. 合同终止： 会员应迅速将工作场所清空，并将场所恢复至入驻时的情形。会员在迁离时

应按照原《物资签收表》的签收情况交还所有物资，如有损坏则照价赔偿。会员需在迁离之

前办理完经营许可证照及税务登记等手续的变更或注销，并提供经营许可证照及税务登记等

手续的变更或注销证明文件后，方可要求电子宝退还其缴纳的保证金。若会员逾期 10 天未

能出具给电子宝变更或注销等相关证明文件，则电子宝有权扣其保证金。若相关证明文件出

具齐全，电子宝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办理完退费。如果会员在合同终止后继续使用该工作场所，

则会员应为到期未能按时清空办公场所而导致电子宝负担的任何损失、主张或责任负责。电

子宝可自主决定，同意会员延长租期，但会员应支付相应租金和额外罚金。 
1.7. 遵守法律： 会员应当守法经营，不得从事任何与使用共享型创业平台相关的违法行为。

会员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影响电子宝或其他使用共享型创业平台的行为，不得引起任何侵扰或

妨碍，增加电子宝所需负担的额外费用，或给会员使用的共享型创业平台所在的建筑物的任

何权利人或给电子宝造成损失或损害。会员承认前述条款是电子宝执行本合同的基础，以及

会员任何违反前述条款的行为都将造成实质违约，电子宝有权据此终止合同。 
1.8. 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并执行。电子宝和会员均无条件接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管辖。 
1.9. 合同的执行： 会员应当支付电子宝为了执行本合同所花费的任何合理且适当的费用，包

括律师费。 
2.  提供服务 
2.1. 租赁共用场地： 按工位计算，工位及服务数量依据会员根据本合同同意付费的情况确定。

在特定条件下，电子宝可能需要重新分配办公场所，但重新分配的场所应与原场所面积合理

相同，且电子宝会事先将这种变动通知会员。 
2.2. 租赁专用场地：该场地有独立门禁，自行管理，自己负责财物安全，面积约 42 平米，

全天 24 小时可以进出。 
2.3. 租赁仪器及设备： 电子宝目前提供频率最高覆盖 50GHz 的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分析

仪、射频信号源、噪声源、功率计及示波器、常用工具、常用辅料、电源、高低温试验设备

等，射频设备全是 Keysight 品牌的全新仪器，配有标准的校准和测试附件（频率覆盖 50GHz
的隔直器、衰减器、测试线缆、负载及转接器等），由专人校准，并且全部计量，测试精准。

关于使用或搬运过程造成损坏，主要设备我们已向 keysight 或其他企业投保 5 年，正常损坏

由可以 keysight 或其他企业免费维修，当原厂售后维修部门鉴定：是人为误操作导致的损坏，

甲方必须在接到通知后 7 个工作日内全额赔付原厂修复的全部费用及运输等相关费用，逾

期不支付，将赔偿维修额每天 5‰的违约金。使用者已知晓仪器最大输入功率、电压及操作

规范等相关要求，知晓损坏造成的维修成本（签名）            
2.4.租赁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租赁整套系统，也可以租赁部分功能模块，有以下模块

供大家选择：研发模块、采购模块、生产模块、品管模块、行政模块、销售模块、财务模块、

价格计算器、手机版工序流程卡、图号自动编号及大数据分析等更多功能单元。 
3. 办公场所 
3.1. 进出共享型创业平台办公场所的人员： 会员应为由会员或者其他经会员明示或暗示的邀

请或允许而进入共享型创业平台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全体员工或其他出现在该场所的人）所

造成的损害负责。 
3.2. 办公家具及设备： 未经电子宝同意，会员不得随意改变原有装修格局及固定设施，也不

得安装电缆电线及信息技术设备。在电子宝同意安装的情况下，会员应当允许电子宝监督安

装，以确定此种安装不会影响其他会员或电子宝或建筑物所有权人对场所的使用。 
3.3. 保险： 电子宝不提供贵重物品、重要资料的保管服务，如果共享型创业平台安排相关人

http://www.baidu.com/link?url=C0hjWL54-0psYkBC56Xr369dONBqm-sftkP7nZyfM_P0iUvoAipeXt57LRaMStUH


员值班，也不表示为会员提供保管服务。请会员不要在办公室存放贵重物品和现金，否则，

遗失自负。为会员带入空间的财产（或会员为其员工或会员为其它第三方的责任）购买保险

是会员的职责。电子宝强烈建议会员购买相关保险。 
4. 使用 
4.1. 使用范围： 会员只能将该场所用于协议约定用途，包括不得接纳大量公众频繁访问。在

任何情况下、会员不得违反消防条例及物业管理规定，不得贮存以下物品于大楼内：易爆、

易燃品或有毒、有害危险品；军火武器、弹药；不得饲养动物和禽鸟；政府查禁之物品。 
4.2. 地址的使用： 累计使用费大于 5000 元（或一次性预存服务备用金 5000 元，同时约定不

退备用金）的会员可以将办公地址用作其注册登记或变更或营业的地址。任何其它使用均应

获得电子宝的事前同意。会员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需按照行政审批相关要求，在属

地办理经营许可证照及税务登记等手续。 
4.3. 标识悬挂： 任何会员未经电子宝允许，不得在共享型创业平台之公共地方（包括走廊、

前台区域、外墙、门窗等地方）悬挂或张贴企业标识、旗贴、广告牌、天线、书写张贴告示

或其它装置。但累计使用费大于 5000 元（或一次性预存服务备用金 5000 元，同时约定不

退备用金）可以在前台或相关地方悬挂企业铭牌 1 天。 
4.4. 电源的使用： 每个插座的额定功率为 500W,会员不得超负荷使用。每次在离开房间时，

会员须关闭房间内的灯以及其它电源插头，最后走的会员须同时关闭整层的过道灯（留下长

明灯），如发现有未关闭的情况，发现一次视为一次违规，每次违规须向电子宝支付罚金

50 元。 
5. 电子宝的责任 
5.1. 电子宝的范围： 电子宝不对会员与本合同以及会员所接受服务或工作场所相关的任何损

失或损害负责，除非此种损失或损害是由于电子宝的故意或严重过失所导致的。电子宝不因

由于机械故障、罢工、延时、员工过错、电子宝丧失对办公空间在内的建筑物权益等原因导

致电子宝无法提供服务而给会员造成的损害负责，除非电子宝出于故意或严重过失。在任何

情况下，会员应当以书面方式通知电子宝并给电子宝合理时间改正，否则电子宝不为会员的

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会员认为电子宝未能提供与本合同约定一致的服务，则会员

应以书面方式通知电子宝并给予电子宝合理期限改正。 
6. 费用 
6.1. 保证金： 会员应当在签订合同时根据协议约定来确定是否缴纳保证金。保证金由电子宝

负责保管，但不产生任何利息。此笔保证金将在会员向电子宝履行完合同并结清帐目的情况

下返还。使用期内会员不得将保证金抵扣任何费用，使用结束后，未给电子宝任何损失的情

况下可以抵扣服务费。 
6.2. 服务备用金： 服务备用金由会员自愿缴纳，该服务备用金由电子宝负责保管，但不产生

任何利息。该服务备用金收取的目的是为了会员能够及时有效的使用电子宝提供的各类服

务，预交备用金可以享受服务费 9 折优惠。 
6.3. 滞纳金： 会员在一个服务周期结束后即刻支付服务费用，如果会员未能按时支付到期费

用，则每逾期一天，会员应向电子宝支付到期应付款额的 5‰作为滞纳金。 
6.4. 服务收费标准： 电子宝有权不时按市场情况调整服务价格，但在与会员签订的合同期内，

服务价格按约定不做变化。 
7.收款账户 
7.1.对公转账 
名称: 四川电子宝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银行账号：1101 5152 5290 08 



7.2.微信支付 
 
 
甲方：                                                        乙方 : 
 
公司盖印及代表签署：                                  公司盖印及代表签署：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