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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加盟协议（型材销售）

甲方：黑龙江省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甲方授予乙

方加盟权，成为 （地区）销售尚居型材的加盟商，签

署加盟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营模式

1、乙方负责型材销售，甲方负责运输（单次 10 吨以下需乙

方承担运费）。乙方每次订货数量不得低于 10 吨（含 10 吨）。

5-10 吨时单价按出厂价上调 1%，低于 5吨时单价按出厂价上调

2%，运费自理。

2、如代理商要求区域代理时，需缴纳保证金，区（县）级

五万元，地市级十万元，省级二十万元。同时甲方为代理商按保

证金备货。

3、乙方经营需要的样品窗由甲方提供，每樘按 1000 元收取

押金。专业门窗展架（包括样窗）每个按 5000 元收取押金。待

合作结束后样品窗由甲方收回，经检查样窗、展架无损坏押金退

还。

二、加盟条件

1.加盟方必需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加盟商必须具备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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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有正规的经营场所及销售人员。确保在约定的时间内

做好品牌推广，达到销售目标。

三、销售管理

1、甲方以出厂价向乙方供应尚居型材。（详见价格单）

乙方应按甲方指导零售价格销售，若发现有违背价格约定的

销售行为，处以 0.5 倍销售额（合同价）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取

消专卖合作资格，经营保证金不予退回。

2、甲乙双方每年一月份议定当年的销售目标（销售额），

同时约定未完成和超额完成情况下的奖、罚条件。乙方如完成规

定任务 50 吨，甲方为乙方每年按当年销售吨数，每吨提取 50 元，

乙方如完成规定任务 100 吨，每吨提取 100 元，乙方如完成规定

任务 200 吨，每吨提取 150 元，乙方如完成规定任务 300 吨以上，

每吨提取 300 元，设立奖金池。奖金发放时间为每年年底发放当

年的奖金。奖金以下一年的型材价格返型材。

四、人员管理

乙方的从业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招聘、雇用，甲方为

乙方从业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使之适合经营、服务需要。

五、财务结算和验收管理

1、乙方向甲方提交订单时须同时将货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订单签订后乙方需交 50%定金，发货前必须补足全款。货款按实

际零售价格计算，待合同完成后，甲方按出厂价计算型材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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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汇给乙方。

3、甲方在收到乙方的订单及货款后，应在约定的时间内发

货。

六、变更

甲、乙一方因经营不善，导致公司倒闭或公司法人代表更换，

均应书面通知对方，以便双方协商合同是否继续覆行，或合作方

转让。

七、合同附件

1、操作流程

2、购销合同

3、加盟商申请表

4、型材价格单

八、合同违约

本合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有其它违

反合同的行为，应视为违约方，应该承担对另一方由此而造成的

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经济责任。违约方拒不履行违约责

任，另一方有权全部或部分终止合同。

九、法律及诉讼

1.双方因履行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应本着友好的原则解决；

2.若协商不一致，双方可就争议向 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本协议有效期从 年 至 年 。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的附件不可分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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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

甲方：黑龙江省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乙方：

负责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操作流程

乙方只负责型材的销售，甲方负责型材供应服务，具体操作流程

如下：

1、甲方负责乙方销售人员的培训。

2、乙方将客户签字确认的购货协议交给甲方一份，同时将货款

汇入甲方指定账户。

3、甲方按照购货协议的约定安排生产、运输事宜。

4、收到货后乙方将客户签字的货物接收验收单发送给甲方一份。

5、甲方按照购货协议的约定提供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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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销 合 同

采购方（甲方）： 合同编号：JR2018

供货方（乙方）：黑龙江省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充分协商，现

就型材购销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合同标的

本合同标的为建筑工程用铝塑型材产品名称、数量及价格详见订货明细表：

订货明细表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吨） 金额（元）含税

型材 吨

总计价款

二、质量标准

产品质量各个规格全部为优等品、按国家现行相关及行业产品质量标准执。

三、交货时间及地点

按照甲方要求的日期供货，送货到甲方指定的工地现场，乙方负责卸货，甲

方指定收货人验货签字。供货数量以甲方收货人签字的入库单（结算单）为准。

四、验收标准

1、甲方应于乙方交货当日内，按照双方认定的样品进行验货，如货物与样品质

量不符合甲方有权拒绝验收并退货。

2、货到现场发现破损由供货方负责。

3、货到现场不合格不卸车。

五、其他事项

货到施工现场，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清货款。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

送货延迟的，乙方必须及时通知甲方。

六、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解决的争

议，可向甲方施工地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供货方：黑龙江省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455-8168222 电话：

地址：安达市哈大齐高新材料产业园 地址：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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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销售加盟商申请表

（此表由申请代理授权的公司填写）

请贵公司在填写此表之前与本公司相关人没深入沟通，确保对产品的渠道体系和渠道策略有深入

的理解和认可，并愿意加入本公司渠道体系

公司基本情

况

公司全称

申请时间

申请受权区

域
承诺年销售额

公司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电子邮箱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流动资金

公司状态所

处

新成立 ；创业期 ；
过渡期 ；

管理

期 ；

繁荣

期 ；

公司性质
纳税人类

别

一般纳税

人 ；
小额纳税人 ；

法定代表 电话 手机

总经理 电话 手机

业务负责人 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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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尚居塑材价格明细表

类别 序号 型材颜色 分类 加价 出厂价 市场售价

白材 1 双白型材 无 基数 8900 9500

共挤
2 单面共挤 共挤 基数+1500 10400 11000

3 内外共挤 共挤 基数+3000 11900 12500

转印

4 外白内转印 转印 基数+3500 12400 13000

5 外共挤内转印 共挤 基数+5000 13900 14500

6 内外转印 转印 基数+6000 14900 15500

覆膜

7 白材单面覆膜 覆膜 基数+4500 13400 14000

8 单共挤覆膜 覆膜 基数+6000 14900 15500

9 内外覆膜 覆膜 基数+7500 16400 17000

备注：覆膜型材 5 吨起售，当批压条与当批销售的主材价格相同。当批框压数量=（梃料*2+框料-扇料）*95%；扇压数量=扇料*95%

重量以理论重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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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尚居铝塑铝型材价格明细表

铝塑铝 序号 型材颜色 分类 加价 出厂价 市场售价

喷涂 1 喷涂 复合 基数 15500 16500

榉木木纹 2 木纹 复合 基数+1000 16500 17500

海皇金樽 3 木纹 复合 基数+1500 17000 18000

备注：当批压条与当批销售的主材价格相同。当批框压数量=（梃料*2+框料-扇料）*95%；扇压数量=扇料*95%

重量以实际过磅为准

董事长： 财务部： 销售部：

黑龙江省尚居铝塑型材制造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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