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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易翔通信设备 (广州 )有限公司

承租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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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租赁合同

出租方:易翔通信设各 (广^州 )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南翔二路 72号

联系人:高俊华

联系电话 :18988838282

电子邮箱 :娟 15921砼 0⒇ q,cOm

合同编号:YⅩ2020070101
(以 下简称

“
甲方

”
)

承租方:广东粤洁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以下简称
“
乙方

”
)

地  址: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 136号 D栋 201室

联系人:李涵

联系电话 :13437256426

电子邮箱 :1ih@cammO.cn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友好协商,甲 乙双方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承租甲方物业事宜

签订本合同,以供双方遵照执行。

第一条 租赁位置和面积

1,1甲方同意将位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二路 72号 易翔科技

园第 ⒉栋 ⊥楼 10⒊ 104的物业 (以下简称
“
本物业

”,具体位置参见本合同附件

五 《物业使用平面图》)出租给乙方。

1,2乙方同意并确认在签订本合同之前及之时,己对本物业的权属状况、配

套设施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和了解 ,对本物业的现状、实际使用面积进行实地

勘察均予以认可,并 同意按照本合同签订之时的现状承租。

1,3双 方确认本物业建筑面积和分摊面积共计 1596.1平方米 (建筑面积
1183.⒛ 平方米 ,分摊 412.86平方米 ),在双方租赁关系内任何以面积计量的费

用 (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等),均应以此计租面积为基础和依据;任
何其它针对本物业的测量、测绘和登记结呆均不影响双方对该计租面积的确认。

第二条 租赁期限和用途

2.1租赁期限:本合同租期为自⒛2⒐午 昱月 ⊥日至 ⒛23年 L月 31~日 ,共计

△年 (承租年限的计算,以本合同承租 日期起始的年月 日至次年同年同月同日之

前一日止为第一年,以此类推 )。

2,2用 途 :乙方承诺租赁本物业严格按照经核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和该物业规
划设计的生产使用性质 ,用 于从事纳米科技研发。

2.3乙方保证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以及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批
准前,不得擅自改变本物业的用途及业务经营范围。

第三条 乙方应交费用及时间

3.1预交费用 :租赁保证金、水电费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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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租赁保证金人民币 92573.8元 (大写人民币玖万贰仟伍佰柒拾叁圆捌

鱼),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 内向甲方交纳。

3,l,2水电费押金人民币60651,8元 (大写人民币陆万零陆佰伍拾壹圆捌角 ),

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 内向甲方交纳。
3,1,3在 满足下列全部条件时,甲 方将租赁保证金、水电费押金足额无息返

还给乙方 :

3.1,3.1租赁期满乙方不再续租的;

3.1.3.2租 赁期满,乙方没有拖欠租金、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等应由乙方支
付的费用的;

3.1.3.3租赁期满或本合同解除或终止前,乙方已向甲方支付应付的违约金、

赔偿金、滞纳金的;

3.2按计租面积计收每月的费用:租金、物业管理费、科技服务费
3.2.1租金:每平方米月租金 t3S元 ,即每月租金为人民币60651.8元 (大写

陆万零陆佰伍拾壹圆捌角),租期满⊥年后,第 ⒉年开始递增,递增后每年的稆金
在上年度的基础上递增郅。第一年乙方装修期减免租金 90977.70元 ,乙方第一年
实际应缴费用为 63∞ 43.90元 -第二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76绲 12。 GS元 、第三年实际
应缴费用为802423.32元 ,每年稆̂金 的具体数额以下表所列的为准。

租赁期限

年租金额 (币种 :人 民币 )

小写 大写

20⒛ 年 8月 1日 至 2021年 7月 31日 636843.90 玖

鱼

2021年 8月 1日 至 ⒛22年 7月 31日 764212.68 柒拾陆万肆仟贰佰壹拾贰圆

陆角捌分

2022年 8月 1日 至 ⒛23年 7月 31日 802423.32 捌拾万零贰仟肆佰贰拾叁圆
叁角贰分

3,2,2物业管理费:每平方米月管理费 15~元 ,即 每月物业管理费为人 民币
23941.5元 (大写贰万叁仟玖佰肆拾壹圆伍角),租划l满 ⊥年后 ,第 ⒉年开始递 l鬯 ,

递增后每年的物业管理费在上年度的基础上递增 郅 。乙方第一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2872gS元 ,第二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3016能。9元、第三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3167猸。05

元,每年物业管理费的具体数额以下表所列的为准。

3,2,3科 技服务费:每平方米月科技服务费 且元 ,即每月科技服务费为人民

币 7980.5元 (大写柒仟玖佰捌拾圆伍角 )租期满 ⊥年后 ,第 ⒉年开始递增 ,递增

后每年的科技管理费在上年度的基础上递增 郅 。第一年乙方装修期减免科技服务

费 11970.75元 ,乙方第一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83”5.25元 ,第二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1005M.3元 、第三年实际应缴费用为 105582.u元 ,每年科技服务费的具体数额

以下表所列的为准。

不]赁期阝艮

年物业管理费金额 (币 种:人民币 )

小写 大写

2020年 8月 1日 至 ⒛21年 7月 31日 287298 贰拾捌万柒仟贰佰玖拾捌圆
整

~⒛21年 8月 1日 至 ⒛22年 7月 31日 301662.9 叁拾万零壹仟陆佰陆拾贰圆

玖角

⒛22年 8月 1日 至 2023年 7月 31日 3167茌 6.05 叁盐壹五趾丘莹佰肆拾陆圆
零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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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期限

年科技服务费金额 (币种:人民币)

小写 大写

⒛⒛ 年 8月 1日 至 2021年 7月 31日 83795.25 捌万叁仟柒佰玖拾伍圆贰
角伍分

⒛21年 8月 1日 至 ⒛22年 7月 31日 100554.3 壹拾万零伍佰伍拾肆圆叁

鱼

2022年 8月 ⊥日至 ⒛23年 7月 31日 105582.02 壹拾万零伍仟伍佰捌拾贰

圆零贰分

3,2。 4支付方式:按年支付 ,在每年 8月 31日 前将下一年租金、物业管理费

及科技服务费存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最终实收金额以本合同约定的收费账户收到

的数额为准。乙方将租金、物业管理费及科技服务费等应付费用汇入甲方指定的如
ˉ
卜贝K号 :

户名:易翔通信设各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广州国际大厦支行

贝K+手 : 744荃 110182壬00007911

3.2,5乙 方可以现金、银行转帐支票或银行汇款 (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的方

式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及科技服务费等费用 ,按该等方式支付的款项均以本合同
约定的开户银行实际收到款项之 日为付款 日。所有因执行本合同乙方付款发生的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手续费由乙方承担。款项到达本合同约定的账户后 ,甲方开具同等
金额的有效税务发票。

3,3按月按实际发生量计收的费用:水、电费
乙方在租赁期内所使用的水电费,根据双方约定的如下计费标准向甲方支付,缴费
时间为每月 10日 前交纳上个月的水电费,水电费的单价标准 (单位 :人民币):

3.3,1水 费:5,12元/吨 (已含生活污水的排污费);若乙方所排放的工业污
水超过甲方的污水处理要求 (能力 )的 ,则 乙方须自行负责处理并达到国家、省市
及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的排放标准。

3,3,2电 费: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

电度电费=电价×用电量;电价按 1.2元 /度计算。

3,3.3电 力设各管理费:电力设各管理费=申报用电容量×23元 /千伏安
自合同起租日开始按年计收;若 乙方入驻后实际使用的电容量超过电容量申报

量千伏安电容量值为 400千伏安,须 自行承担超出上述标准电容量值而需增容的一

切费用。鉴于前述约定,乙方申报的用电容量为 400千伏安,每年应支付电力设各
管理费为 110400元 。

特别说明:上述水电费单价若遇供水、供电部门调整单价的,甲方则按有关部门的
调整幅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免租期内,乙方须向甲方支付物业管理费,水电费。
乙方在签约后如呆需要继续增加实际使用电容量,甲 方需在可协调范围内保证乙方
用电需求,收费标准如 3.3.3所示。

3.4电 活、光纤、有线电视等由乙方自行向有关单位申请报装并直接承担相关
费用。

3,5租赁印花税及手续费:按政府规定各自交纳应当各 自承担的租赁印花税及
手续费,按政府开具的发票进行结算。

3.6乙方须每月支付水电公摊费用。

3,6.1水 电公摊费,即园区内公共部分用电、用水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
于整个园区的照明用电、保安室用电和用水等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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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乙 方所需承担的照明用电、保安室用电和用水等费用按照本物业相赁面

积 占整个园区总面积的比例乘以整个园区的照明用电、保安室用电和用水等费用进

行计算。

3,6,3如 乙方属于某楼层隔间的租户,则 乙方所需承担的楼层内公共用电和用

水等费用按照本物业租赁面积 占该楼层全体租户的总租赁面积的比例乘以该楼层

室内的照明用电及用水等费用进行计算。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

4.1甲 方保证对本物业拥有所有权并有权将该物业出租予乙方。

4.2甲 方有权按本合同的约定收取本物业的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各项款项。

4.3甲 方有权对易翔科技园园区的环境进行改造。

4.4甲 方有权监督乙方使用租赁物业。对乙方妨害物业使用的不当行为有权予

以纠正;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5如属于抢险救灾、安全维护、设施设各查验、消防安全检查、卫生清洁等

及其他正当原因,甲方通知乙方后有权进入本物业内。

4.6甲 方应在取得本物业的 《不动产权利证书》后立即将加盖了甲方公章的证

书复印件提供给乙方。

4,7本物业在交付使用后,出现非因乙方责任而需维修的情况,相关维修费用

由甲方承担。

4,8保障乙方租赁范围周边的防火楼梯、周边道路、绿化带的环境卫生。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5.1本物业交付后,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5,2乙 方须向甲方提交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

并自行办理在本物业内经营所需的经营执照及有关经营许可证。囚乙方未取得有关
经营证照、文件而遭受政府部门处罚的,乙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贲

任 ;如 因此导致甲方遭受政府部门处罚的,乙方应 自行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

损失。

5.3遵守国家和政府法律、法规、依法经营,及时办理工商和税务登记 ,按章
纳税。

5,4应按时足额地向甲方交纳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物业管理费、水

电费及甲乙双方达成的其它协议所约定的各项费用。

广        5,5应 按照租赁物业的约定用途使用租赁物业 ,不得擅 自占用公共区域或影响

他人对公共区域的使用 ,同时应遵守并切实履行甲乙双方签署的 《物业管理服务协

议》 (详见附件一 )。

5,6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不得私 自拆改、装修所租用的物业。若需对物业

进行装修 ,应按照甲乙双方签署的 《室内装修管理协议》 (详见附件三)办理申请

手续,经甲方书面同意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 ,并须按国家、省市的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相关的报批及验收 (如消防、环保、卫生等 )后方可使用本物业。否则,甲方有

权制止乙方进驻本物业开展营业、生产等经营行为,且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

承担。

5.7乙 方应对本物业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负责,签订 《安全责任协议书》 (详
见附件四),在使用过程中引起的消防责任均由乙方负责承担。乙方应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消防管理规定及在生产安全、保卫、防火、卫生、动力、电力、特种设各、

机动车辆等方面的管理与使用规定。因乙方未遵守上述管理规定而遭受政府部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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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乙方应 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如 因此导致甲方遭受政府
部门处罚的,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5.8本物业内的设各设施由乙方负责日常维护和保养并保持良好、卫生的状态。

因乙方使用不当造成设备设施的损坏或故障 (包括引致室外设施发生损坏或故障 ),

由乙方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及责任。本物业场地于合同期满或解除合同时完

好地交还给甲方。

5.9按 甲方的要求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并根据甲方的安全指引进行整改。

若囚乙方及乙方员工的过错导致的一切安全事故,由 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由乙方

向受损害方赔偿损失。发生在乙方管理区域内的无过错责任,由 乙方承担。

5,10乙 方对其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物及环保应按国家、省、市的相关标准进

行处置 ,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因处置不当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

承担;若导致甲方遭受损失的,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5.11乙 方在使用本物业时,不得擅自在楼层摆放超过相应载荷的设各或货物 ,

甲方本物业规定的载重不得超过 6OOk酽吖。

5.12乙 方不得利用本物业进行违法活动,或从事任何损害本物业公共秩序或公
共利益的行为;乙方应加强对其员工的教育和监督,保证乙方员工不在本物业内从
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按本合同第 11,1条
执行。若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5.13未经甲方书而同意,乙方不得将本物业的全部或部分 ,以转租、分租、无
偿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提供予第三方使用 (乙方投资的子公司、乙方关联项 目除外 ),
若出现此类情况,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按本合同第 11.1条执行。

5.14乙 方在租赁期间须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甲乙双方签署的 《安全责任协议书》,积极做
好消防工作,全面负责本物业内的防火安全、生产安全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
任利损失。

5.15乙 方不得擅自改变该物业的建筑结构、外立面及用途 ,且应保持门面橱窗
整洁,灯箱正常工作。

5.16乙 方在租赁期限内取得本物业的使用权 ,乙方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受甲
方干涉。

5.17乙 方享有依据本合同和法律规定的一~叨
应由乙方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六条 物业交付

6,1在 乙方依据本合同约定支付首月租金、租赁保证金及水电费的前提下,甲
方于 ⒛20年 月 日按现状将物业交付给乙方使用。

6.2乙方在指定的交付 日期不办理交付手续,视为甲方已将物业交付乙方使用。
物业交付之 日为稆赁期水电费的起算 日。

第七条 关于物业装修、维护及安全管理的约定
7,1乙方的免租装修优惠期为 45天 。

7.2乙方可以按照本合同约定对本物业进行装修,但是不能改变本物业主体结
构、外立面及其他甲方指定部分。

7.3乙方装修前,必须提前 15天 向甲方提供完整的书面的装修计划、装修设计
方案、装修方案及图纸报甲方审批,经 甲方审批同意后,乙方应按国家、省、市有
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在甲方的监督下进行装修施工。乙方承诺凡因装修设计方
案存在缺陷或者瑕疵以及装修质量存在缺陷或者瑕疵所导致的安全事故以及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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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 甲方无关。若由此导致叩方损失的,乙方愿意

承担赔偿责任。

7,4乙方在装修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及甲乙双方签署的 《室内装修管

理协议》。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公共安全、消防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因乙方装修发
生的一切费用及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白行负责。装修过程中,如因乙方原因造成
乙方人员、雇员或其他第三人损失的 (包括但不限于意外事件、过失行为导致的人

身伤害),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及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与 甲方无关。

7.5装修完成后,报 甲方验收,如须报政府有关部门 (如消防、环保、卫生等 )

验收的,乙方应在取得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验收合格证后方能使用本物业。甲方的
验收仅为甲方对装修完成之确认,因装修而产生的责任均山乙方承担。

7.6乙 方应在装修工程完工并经市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十日内向甲方提供一套

完整的物业施工资料、施工图、消防部门准许装修批文、验收合格证等文件复印件 ,

以供甲方备案。

7,7租赁期间,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本物业及其附属设施。因乙方使用不当
或不合理使用,致使本物业及其附属设施损坏或发生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并承
担费用。乙方拒不维修,甲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7.8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其员工不得在其租赁物的本体和周围设立广告
牌、LOGO,也不得擅自使用或安装超过本物业的水电表容量的水、电设备。

7.9租赁期满、租赁合同解除或终止时,装修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 ,可 由
乙方拆除。因拆除造成本物业毁损的,由 乙方恢复原状并承担全部费用。已形成附
合的装饰装修物或嵌装在本物业建筑结构 (含墙面、门、窗、问格 )内 的设各及附
属设施,拆除会破坏房屋价值的,乙方不得拆除,甲方对此不作任何补偿。不论前
文作何规定,在返还本物业时,在 乙方事先向甲方提出中请并获得叩方书面同意的
情况下,乙方无需将增设的设各、装修以及附属设施恢复原状。

7.10乙 方正常营业时间为 8∶ 0卜 22∶ 00,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营业时间的,应
当及时告知甲方当值保安。

7.11乙 方所有车辆必须按照甲方指定区域停放,不得影响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车
辆的正常通行。

7,12乙 方运输、存放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必须依法依规 ,所产生的一切责任
由乙方全部承担。

第八条 续租权

8.1在本合同租期届满的三个月前,甲 乙双方应就续租事宜进行协商,乙方续
租的,甲 方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租金的收费标准,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
租权。

8.2在本合同租期届满前三个月,甲方有权在不影响乙方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带
客户查看物业,乙方应予配合。但是,甲 方收到乙方书面续租通知时不受此限。

第九条 关于退租手续

9.1合 同提前终止或租期届满后,乙方与甲方共同验收本物业,签署书面验收
记录。乙方应交回本物业的所有钥匙。

9.2乙方办理完上述退租手续及所有结算手续后,携租赁保证金收据和水电费
押金收据与甲方办理退款手续。

第十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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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 ,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并

赔偿守约方囚此受到的实际损失。

10.2如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任何条款 ,给 甲方造成实际损失的,甲 方可按本合

同的约定分别扣除全部或部分保证金 ,以抵偿由乙方违约行为造成的甲方的实际损

失。在甲方按上述约定扣除保证金后 ,甲 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按已扣除的保证金的

数额补足保证金。乙方应在接到书面通知后 5日 内将保证金补足。未及时补足的 ,

视为乙方欠费,按本合同第 10.3条执行。

10.3乙方未按约定交纳租金、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等费用 ,每逾期一天,应 向

甲方支付欠付金额的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同时逾期至第 4天 ,甲 方有权向乙方作出

催告和停止供水供电警告;逾期至第 8天 ,甲方有权停止乙方的用水用电;逾期达

30天的,除 乙方应当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外,甲 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没收租

赁保证金。

10,4乙方违约后 ,甲 方收取租金的行为不得视为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的

权利,除非甲方明确以书面方式放弃上述权利。

10.5事先未获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 自改变、拆除场地的建筑结构、装修、

设备设施的,除了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恢复原状外,还须赔偿由此造成甲方的一切
损失并且甲方有权根据第 11.1条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 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11.1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不予退还租赁保证金 ,同时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租赁保证金的 2倍之金额作为违约金,对房屋结构造成损坏的 ,

还要支付房屋修复至原状的费用,对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须赔偿损失 :

11.1,1乙方或乙方人员利用本场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

11.1,2乙方纵容场地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经警告后仍不改正的 ;

11.1.3乙方擅 自改变本物业用途、结构、外立面的 ;

11.1.4乙方违反本合同第 5.7条、第 5,10条、第 5,11条、第 5.13条、第 7,5

条或第 7.8条 。

11.2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擅 自解除本合同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
违约金,违约金为租赁保证金 2倍之金额。

11,3甲方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提供办理行政许可的相关资料,由 乙方
白行办理工商、环保、消防、卫生等相关执照或许可证,因 乙方原因导致行政许可
未批准的,由 乙方自行承担责任。

11.4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本合同的,应 以书面形式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 ,

该通知自送达刈力
^之

口起本合同解除。

第十二条 合同提前终止或租期届满后的处理

12.1合 同提前终止或租期届满后,乙方须在租期届满或合同终止前清缴所有应
付款项,于在租期届满或合同终止之 日迁出本物业 ,并将本物业交还甲方。除乙方
自费添置且可移动的设施设备外、其他附着在建筑物上不可移动的装饰装修、设施
设备、物品等乙方应连同本物业一并交付甲方 ,甲 方无须对此支付任何费用;如 乙
方留置在本物业内的装饰装修、设施设备、物品等影响本物业正常使用或继续租赁
的,乙方应按甲方要求进行移除,费用由乙方负担。

12.2乙方逾期未迁出本物业的,按乙方在合同提前终止或者租赁期满前一个月
的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其他费用标准的双倍按 日计付物业 占有费,直至搬出之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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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二十 日未迁出本物业的,乙方同意放弃放置在本物业内所有财产的所有权 ,甲
方有权 自行处理并收回本物业。乙方承担甲方因处理上述财物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12.3如 乙方在未清缴应付租金、水电费、管理费等款项达 30日 并 目̂无法正常

联络的或联络后不按时搬出的,乙方同意放弃放置在本物业内所有财产的所有权 ,

甲方有权 自行处理并收回本物业。乙方承担甲方因处理上述财物产生的一切费用。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13.1不可抗力是指任何一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13,2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人力不可抗力的事件 ,任何一方有义务及

时通知另一方,并在发生不可抗力之 15日 内将有关当局 (政府部门)签署的证明

文件送达另一方。由双方按不可抗力对原合同的影响程度进行协调,确定是否变更

或解除合同。

13.3甲 乙双方同意,下列事项对乙方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的,叩 方无须承担任何
经济或法律责任 :

13.3。 l乙方违法经营 ;

13,3.2乙方纵容本场地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经警告后仍不改正的 ;

13,3.3乙方故意破坏或过失或非疋常使用本场地内设各设施的 ;

13,3,4因任何第三方的不法侵害造成的损失、损害 ;

13.3,5囚外部公共事业供应 (如供电、供气、供水、通讯、排污等 )屮断 ;

13.3.6因上级部门进行消防安全检测、演习等政府行政行为 ;

13.3.7突发事件发生时甲方为维护本场地内安全而采取的紧急措施 ;

13.3.8非 甲方故意或过失,或 甲方无法控制的其它事件 ;

13,3.9其它不可抗力之因素。

第十四条 保密条款

在租赁期内,双方中任一方、双方代理或代表不得将所取得之任何关于对方的

交易情况是,未来商业计划,财务状况或其它机密信息对外公开。在未取得一方的

书面同意前,另一方的房地产代理人,管理人员,员 工或任何之代理商、公司,企
业均不得将对方之信息公开使用。

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及法律适用

忄        15.1本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 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均可依法向本物业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5,2本合同的缔结、生效、解释、履行等产生的一切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行法律法规。

第十六条 其他

16.1本合同双方的联系地址为 :

甲方:易翔通信设备 (广州)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南翔二路 72号

联系人 :高海鑫    联系电话:18℃8838282

由阝筇自: 461592140@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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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联系地址:广州黄埔区开源大道 136号 D栋 ⒛1室

联系人:李涵     联系电话:13437256绲 6

由阝筇自: lih@cannanO。 cn

任何一方将函件送达上述地址即视为送达。若上述地址有变化,任何一方须将

修改地址书面通知本合同的另一方。书面通知中的变更地址为新的通信地址。若发
生变更的一方未履行通知义务,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均由未履行义务者承担。

16.2甲 、乙双方所签订的 《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是政府物业登记部门的格式

合同,其未约定的事项,均按本合同的约定执行,其与本合同有任何不一致处,以
本合同的约定为准。

16.3在签署本合同之前及之时,乙方已详阅以下附件 : 《物业使用平面图》、

《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科技企业孵化仂c议》、 《室内装修管理协议》及 《安全

责任 |力
c议书》。乙方充分了解和知晓前述附件的所有条款,并完全同意签署前述附

件的法律文本和 自愿遵守前述附件的所有条款 ,上述附件是本租赁合同的有效组成
部分,与本租赁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6.4本合同未尽事宜,甲 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5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 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五份 ,甲 方执两份,乙
方执三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6本合同及其附件是甲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乙方对本合同及其附件的所
有条款己知悉并同意接受。

16,7乙方应当与劳动者依法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足额发放劳动报酬及缴纳社会
保险。凡因乙方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或者劳务纠纷,均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 ,与 甲方无关。
(以下无正文 )

本合同附件 :

附件一: 《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

附件二: 《安全责任 |力
f议书》 ;

附件三: 《室内装修管理
-叻c议》 ;

附件四: 《科技企业的孵化协议》 ;

附件五: 《物业使用平面图》。

甲方 (盖 章 ) 乙方 (

广东粤易翔通信 技创新研究院

法定代 权签 ):';;{丨丨
日期:20⒛ 年ε拥口9日日丿V扌 :⒛⒛ 年 矽 月C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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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服务协议 附件一

甲方:易翔通信设各 (广州 )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 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

经友好协商,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物业出租给乙方使用,对物业管理服务达成 ^

致并订立本协议。

一、物业的概况、用途及租赁期限

1、 乙方自愿承租甲方位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二路与南云四

路路口 (南翔二路 72号 ) (第 2栋 1楼 103104物业 (以下简称
“
物业

”
)。

2、 乙方承租的物业租赁面积共计 1596.1平方米。

3、 物业仅作为乙方纳米科技研发之用。乙方保证,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方书
面同意及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前,不得擅 自改变该物业的用途。

壬、乙方租赁该物业的期限共 3年 。自⒛⒛ 年 8月 1日 起至 2023年 7月 31

日。乙方确认已于租赁期限开始 日与甲方办理物业移交并接收物业。

二、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事项包括 :

1、 负责园区建筑公共部分及公共配套设施 (不含电力设各)自 然损耗、老化、

故障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如 :公用的上下水管道、公用照明、公用数据线路、

公共安防设施、楼内公用消防设施、楼内电梯),但因乙方的过错造成的物业及
其配套设施损坏、故障的,由 乙方承担。

2、 负责园区公共环境卫生(乙方租赁物业面积包含卫生间或乙方独立使用的 ,

清洁卫生由乙方负责 )。

3、 负责管理园区公共秩序及落实公共区域、公共配套设施的安全防范 (如
:

设各监控、巡视、门岗值勤等),甲方不承担因第三人犯罪或侵权所造成的乙方
或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人身伤害损失,乙方工作人员要妥善保管白己的财产和保
护自身安全 ,但 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或警方在知情的情况下提供线索与相关信息。

4、 负责园区内公用供、排水管网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保证其正常使
用;但根据双方约定由乙方负责的除外。

5、 负责园区内公共绿地的养护和管理。

6、 负责园区内的车辆停放管理 ,车辆及车内财物由使用人或车辆所有人保管。
7、 负责园区公共区域的装饰装修的管理。乙方对租赁房屋需要装修的,甲方

负责监督,乙方负责管理。

8、 甲方有权按消防管理的有关规定、或者国家、广州市政府规定的安全生产

等法律法规 )对乙方的用电设施进行检查和监管,对乙方的火情隐患,有权提出

质询,有权建议改善防火设施;甲方有权对乙方违反消防安全的行为根据合理的

消防安全规范进行管理劝阻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乙方拒绝整改、拖延整改超出

期限,或整改 3次以上不合格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停工清场。

9、 甲方有权对园区内公共场所和乙方租用的物业、公共配套设施、文明卫生、

环境污染、噪音污染、消防安全、治安保卫、机动车辆停放管理进行检查和管理。

10、 甲方负责园区电梯的运行、管理和维护 ,并提供电梯的安全使用证明和

电梯内的安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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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甲方园区正常办公时间 (周 一至周五)9∶ 00~17∶ 00为 敞开式管理,其
他时间和国家规定的节假日 (非正常办公时间),甲方将实行严格的出入登记管

理,所有来访人员,均需在园区门口保安室凭有效证件办理出入登记手续,登记

的资料应予以保密。

12、 甲方如需进入乙方所租赁区域内进行消防、生产安全、物业等检查,须
事先通知乙方在乙方人员陪同下进行,但紧急情况下,危及到人生安全及财产安

全的,甲方可进入乙方所租赁区排除险情。

13、 甲方园区物业管理服务热线电话:02087011396;投 诉、报障电话::
02087011396。

三、物业管理服务收费事项及标准

乙方同意按照 《物业租赁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支付物业管理费。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根据有关法规及双方之间的约定,制订相应的安全生产、消防、综合治理、

环境保护管理钭i刂 度。乙方须与甲方签订 《安全责任切Ⅱ议书》、 《室内装修管理协

议》,按照国家、地方及行业要求对所租赁的面积进行消防施工或改造,并按照

法律法规申报验收。

2、 在租赁期限内遵纪守法 ,按双方约定的物业使用用途 ,谨慎、合理使用承

租物业及其配套设施,若囚承租物的正常使用而引起的损耗及故障,乙方及时、

主动通知甲方物业管理服务部门,紧急情况或可以立即排除的障碍或维修,甲方

应立即进行排除或维修 ,一般情况下,甲方物业管理服务部门应 自收到通知后立

即处理,特殊情况除外。乙方在物业使用过程中,因 乙方过错乙方原因导致物业

及相关设施损失或破坏的,由 乙方自收到甲方通知 3个工作 日完成修复并处于良

好状态,无法修复的,乙方按实际损失赔偿甲方 ,乙方不修复的,甲 方代为维修 ,

赔偿损失与代为维修的费用由甲方从合同保证金中列支并提供有效凭证告知乙方 ,

合同保证金中列支后,乙方补足保证金。

3、 负责本企业 (公 司)员 工安全消防宣传教育工作;维护公共卫生、维持公

共正常秩序、保护环境。

4、 乙方经营生产应配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设施 ,并取得

国家相大部门验收合格证明。

5、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及其乙方聘请的第三方人员不得在其租赁物的本体和

周围设立广告牌、公司 LO∞、招牌、拉横幅、张贴或悬挂各种字画、条 (横 )幅
等,也不得擅 白使用或安装超过甲方许可的水、电表负荷的水、电设各,否则甲

方有权进行相应管理。本园区内实行铭牌、水牌的统一制作和悬挂管理,乙方应

给予支持与 lllL合 。

6、 承租期间,乙方若须改变租用物业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或对租用物业室

内进行装修,应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7、 乙方不得 占用除所租赁物业之外的公共建筑设施 ,不得擅 自改变物业建筑

结构、变更物业设施的使用功能,如确实需要改动应报甲方同意,甲 乙双方应当

另行约定。

8、 乙方大件办公用品,如沙发、办公桌椅、文件柜、电脑、复印机、保险柜

及其他赀重物品等,如要搬出本园区的,乙方应到甲方物业管理服务部门办理相

应的放行报各手续 ,否则甲方安保人员有权拒绝放行 ;乙方的物料、产品出园区 ,

需有乙方的放行条。

9、 乙方不得擅 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 ,损害甲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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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得占用、损坏消防设施与消防通道,遵守国家相关消防法规与甲方制

定的消防管理及其他管理制度。

11、 木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包括但不限于改造、添阳、开凿 、打洞、

拆除、挖掘物业、房屋与园区内场地。

12、 遵守法律、法规、合同约定与本园区合理的管理制度的义务,服从园区

管理,不得扰乱园区秩序。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行使权力。

2、 制定本园区合理的管理制度的权利。

3、 监督乙方按规定做好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工作。

4、 有权监督乙方内部装修是否按甲方同意的方案操作。

5、 当乙方或乙方雇佣的第三方的行为损害甲方利益时,甲方有权制止 ;

6、 甲方在合同的范围内有履行合同的义务。

7、 甲方基于合同约定、法律法规要求、或合理要求乙方整改事项,乙方收到
整改通知后拒不整改的,或整改 3次不合格的,甲方视情况而定就整改范围区域
内或全部区域有权要求乙方停止使用 ,直至乙方解决问题后 ,甲 方方可同意开放。

8、 园区根据广州市关于停车收费的标准 ,制定本园区停车收费标准 ,属时会
在公共区域实施停车收费。

9、 乙方承租的物业,不得住人。

10、 甲方允许乙方在指定区域倒生活垃圾,但不能超过 1立方,商业、工业

及生产垃圾由乙方自行处理。

六、违约责任

1、 合同双方均诚实、全面履行本协议义务;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须按
双方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甲 乙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造成重大的事故 ,

违约方须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之约定或本协议相关约定 ,则 甲方有权予以纠正 ;

甲方有权视情节严重情况向乙方收取不低于人民币 500元违约金。

七、其他

1、 本切Ⅱ议为 《物业租赁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物业租
赁合同》解除或终止时,本协议随之而解除或终 丨L。

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 甲方和乙方另行协商。本 lJJlc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甲方
和乙方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切、议任一方均可向租赁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解决。

3、 本协议经双方代表签署并盖章后生效,合同一 方执两份,乙方执
三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

乙方 (盖章

贤贫帚1磁萄Ξa粤霪氅
ρ;日

鳓
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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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协议书 附件二

甲方:易翔通信设各 (广州 )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鉴于乙方向甲方承租物业 ,入驻甲方园区,为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

强化安全监督,维护安全管理体制的正常运作 ,保障园区设施和全体工作人员的

生命财产安全,保证乙方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保护环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及各级相关管理规定,甲 、

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如下 :

一、安全责任管理

1、 乙方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屮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 《劳动法》等各项与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

2、 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和法人对本企业所租赁单元的各项安全工作负有全部责

任。

3、 乙方入驻甲方园区后应制定与本企业相适应的各项安全制度 ,并报园区管

理部门各案,同时在租赁单元内予以公示。

4、 乙方入驻甲方园区后应指定专门的安全责任人 ,负责安全管理工作 ,应制

定与本企业相适应的各项 (防火、防化、防盗等 )应急预案,并在甲方的园区管

理部门各案。

5、 乙方不得在未经申报批准的前提下,在 园区内擅自动用明火施工作业 ,不
得在园区明火煮食 ;

6、 园区各楼宇楼道属消防专用通道,乙方不得堆放任何物品 ;

7、 乙方必须配合园区实现危险废物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置 ,乙方应当符合国家

和广州市的环保有关规定和要求 ;

8、 禁烟区严禁吸烟 ,违者企业将被予以通报并承担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的全

部责任 ;

9、 乙方禁止在租赁单元内擅 自使用电炉、明火取暖器等设备 ,大功率设各不

得使用接线板供电,月^必须有可靠接地 ;电力设施设各的安装必须有专业资格证

书人员操作,不得私 自拉接线路 ;

10、 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在公共区域的安保工作,服从甲方安保管理,并遵

守甲方制订的安保管理制度 ;

11、 每天下班前,乙方应明确专人或最后离开者对本单位的安全状况做最后

检查,做到断水、断电 (合理需要不断电的设备、仪器除外 )、 关窗锁门,违者

将予以通报并承担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的全部责任 ;

12、 乙方对安全生产和经营制定制度并进行培训 ,

由乙方承担责任。

二、消防安全责任管理

1、 乙方入驻甲方园区后 ,应设定专职消防负责人 ,将消防工作方案 (包

括防火安全措施、火灾应急方案)报甲方审核各案,并参加甲方管理部门定期组

织的火灾逃生应急演练。

因乙方原因引起安全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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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应按照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公安部
61号文 )的要求配各消防器材。

3、 乙方的灭火器材应由专人负牡,每周捺拭、自检一次,发现问题及时予以

维修或更换;原则上灭火器每二年须更新一次,但失效的灭火器材必须随时更换 ;

乙方有责任组织本单位员工了解并掌握消防器材的性能及使用方法。

壬、乙方如需装修 ,应执行合理合规的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并严格按照消防规
范进行施工。

5、 乙方如需装修 ,应执行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如需送消防机关审核的,应先

行报审,经消防机关及甲方批准后方可施工,并严格按照消防机关审批的方案进

行施工,未经消防机关及甲方批准,不得擅 自改动装修方案。

6、 乙方不得 占用消防通道及设施 ,不得挪用、损毁、改造、破坏消防设施。

三、化学品管理

1、 乙方存储、使用危险化学物品的,应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危险化学物品登
记或者报批 ,获得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或者批准证书,并报甲方管理部门登记各案 ,

否则因此出现任何危险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乙方入驻甲方园区后,应尽快制定

相应的防化应急预案,并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甲方的管理规定存放、使用及

管理危险化学物品,否则,甲方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并报政府有关部门处理。

2、 乙方使用化学危险物品的,应对使用人员进行培训 ,加强安全意识,使用

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和防护要求进行实验和研发,确保安全;操作程序及

防护须知应张贴公示。

3、 乙方携带化学危险物品进出甲方园区的,应在甲方门卫处登记各案 ,并将

携带或使用情况通报甲方管理部门。

4、 乙方禁止将实验和研发中剩余的化学危险物品残渣、废液倒入垃圾箱和地

下管道,乙方应确保及时通知专业处理机构回收处理上述物品,且不擅 自在室外

存放,堆积上述物品。

5、 乙方未经公安部门及甲方管理部门认可,不得在租赁单元内过夜存放有毒

化学品;应严格执行
“
当日取、当日用、当日存

”
的使用原则并实行台帐登记管

理;乙方在租赁单元内只能存放小剂量 (瓶为单位 )的无毒化学品,存放无毒化

学品时应做到安全、定点、分类、有序摆放。

6、 乙方负责并保证防化安全及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如 乙方承租的单元

发生化学品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承担 ;因事故所引致的对甲方或第三者之财产、

人员造成损失或伤亡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四、易燃、易爆、高压气瓶管理项

1、 乙方未经公安部门及甲方管理部门认可,不得在租赁单元内存放易燃、易

爆、高压气瓶。

2、 乙方在易燃、易爆、高压气瓶进出大楼时,应 自行在甲方门卫处登记各案

并通报甲方管理部门。

3、 乙方应制订出易燃、易爆、高压气瓶安全操作规程和管理细则,并按操作

流程、规则严格执行。

茌、乙方及其供货商在搬运易燃、易爆、高压气瓶过程中须使用专用工具,严
禁滚动或用手执着开关阀移动。

5、 各种气瓶必须定期进行技术检查;充装一般气体的气瓶三年检验一次;如
在使用中发现有严重腐蚀或严重损伤的,应 自行提前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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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乙方所存储、使用的气瓶不得靠近热源 ,可燃性气体气瓶与明火的距离一

般不得小于 10米 。

7、 乙方在使用过程中摆放易燃、易爆、高压气瓶时应分类、分处且保持足够

的安全距离,直立放置时须用固定架固定。

8、 乙方负责并保证上述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如 乙方承租的单元发生安

全事故的,责任由乙方承担;因事故所引致的对甲方或第三者之财产、人员造成

损失或伤亡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五、设备管理

^      1、 因实验或研发需要 ,乙方如有不间断运转的设备或大功率设备在入驻前应

自行申报至甲方管理部门各案,方可投入使用;乙方使用的各种用电设各、仪器

必将保持正常运转 ,运转时必须有专业人员在场监控 ,严禁超负荷运行,严禁设

各、仪器带病作业 ,违者将承担由此引发的安全事故责任。

2、 乙方应对易产生安全事故的仪器、设各的操作规范、注意事项进行公示 ,

并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3、 特种设各、机器与机动车、需要行政许可资格的行业 ,必须有专业资格的

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不得违规操作。

六、乙方安全负责人及职责

1、 乙方安全负责人应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

2、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督促本企业员工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颁布的

安全法规 ,及企业制定的安全规章制度,定期整理、通报本企业的安全状况。

3、 参加本企业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及预案的制定。

4、 负责本企业员工的消防安全教育,制定安全防火制度 ,严格遵守 《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的有关规定,按时参加园区管理部门组织的消防/安全例会 ,与
管理方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乙方需设置安全主任职能,乙方的安全主任须通过

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培训考试获得安全主任证书。

5、 负责本企业的环境卫生、三废排放管理,负 责本企业相关人员的环境保护

教育,制定环境卫生、三废排放制度 ,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的有关规定,按照国家要求进行处理排放。

6、 检查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情况 ,发现违章及时制止、处理 ,定期检查各种防

护设施。

7、 定期组织安全检查 ,配合园区管理方督促本企业在限期内整改完毕;发现
危及员工生命安全的重大安全隐患,应停止作业并组织员工撤离危险区域,并立

即向园区管理部门报告;事后做出详细的书面报告。

8、 定期组织并实施本企业员工的安全教育,并 向园区管理部门报备。

9、 发生I伤事故,须立即上报并协助保护好现场 ,认真负责参与工伤事故的

调杳,不隐瞒事故情节,真实地向有关调查部门汇报情况。

10、 负责监督本企业的危险品取用、存放、及废液回收的登记、数据更新等
情况。

七、生产安全管理

1、 乙方须制定与机器设各相关的操作规程 ,员 工培训合格后 ,依据操作规程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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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制定生产安全管理规范,对员工进行培训与考核,对J=危及安全的岗
位,须培训合格上岗。

3、 特种设各、机动车操作、特种岗位,须政府相关部门许可的资格证书。

八、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上述约定经通知拒不执行整改措施的,或因乙方过错造成甲方实际

损失的,乙方应承担法律责任、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乙方将接受园区管理部门

事先书面通知的合理的安全检查,若收到整改通知将及时加以整改。无正当理山
拒绝、拖延整改的或不提交整改计划的,根据相应书面安全规范规定的情节严重

程度和违约情况,由 乙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可直接从质押保证金中抵扣。

九、告知事项

1、 其它未尽事项由双方协商一致,补充确定,甲 方保留对本协议做进一步修
改或补充的权利。

2、 本叻Ⅱ议未尽事宜,由 甲方和乙方另行协商。本协议履行中如发生争议,甲方
和乙方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仂、议任一方均可向租赁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捉
起诉讼解决。

3、 本协议为 《物业租赁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 《物业租赁合同》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茌、本仂Ⅱ议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
三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 ( 乙方

限公司 广东 米和H支仓刂荆亍″丨

日期:⒛⒛矸Jsg°
;日

凯人)饬
l

究

法定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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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修管理协议 附件三

甲方 :易翔通信设备 (广州 )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为规范、加强对易翔科技园装修活动的管理,保持良好的创业、经营环境 ,

维护园区及全体承租人的合法权益,甲 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特订立协议如下,以
资信守。

1、 乙方承租的物业位置为 :位于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二路与

南云四路路口(南翔二路 72号 )(第 2栋 1楼 10310茌 的物业 (以下简称
“
物业

”
)。

2、 乙方需要装修的,应在对承租物业进行装修之前,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

申请 ,并提交书面的装修计划、装修设计方案及装修方案给甲方审核,经甲方书

面同意后,在 甲方的监督下进行。未经甲方同意的,乙方不得实施装修方案。乙

方承诺凡因装修设计方案存在缺陷或者瑕疵以及装修质量存在缺陷或者瑕疵所导

致的安全事故以及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 甲方无关;若由此导

致甲方损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3、 如室内装修方案须向建设工程主管部门、消防机关或环保等部门进行报审

的,乙方须自行报审,并经报审批准后方能实施装修方案。如有关方案报审需甲

方配合的,甲方应予配合协助。乙方在装修前须向政府消防部门进行消防各案 ,

未经消防备案导致行政处罚或安全事故,由 乙方承担法律责任。

4、 乙方的法定代表人为施工安全责任人 ,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监管装修期间的

整体安全施工作业。

5、 为便于管理,乙方在进场施工前须办理下述事项 :

(1)在装修之前,乙方应当一次性向甲方交纳人民币 47883元 (保证金按租赁

面积 1平方不低于 30元计算 )装修保证金。该装修保证金在装修工程竣工并经消

防机关各案验收合格后的 15个工作 日内,甲方应无息返还予乙方。
(2)乙 方在安装空调时应按照甲方要求安装空调罩 ,若未安装或安装后不符合

甲方要求,装修押金不予退还,直至乙方按甲方要求安装好空调罩。
(3)乙方应将上述装修保证金按约汇入甲方指定的如下收款银行账号 :

户名:易翔通信设各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广州国际大厦支行

贝Kf于 : 74潍钅110182400007911

6、 乙方在装修期问,应将甲方出具的施工许可证 (或书面的许可证明材料等 )

复印件 ,装修公告 (包括 :装修单位名称、装修施工人数、装修负责人及电话、

装修期限,并加盖装修单位及乙方单位公章),张贴在施工物业门口显眼处。
7、 乙方须对接收后的甲方的物业成品、公共设施保护 ,装修期间的消防安全、

人员安全、现场治安与卫生管理等所有与进场装修相关联的事项承担管理责任 ,

并接受和配合甲方监管。

8、 乙方的人员或装修单位的施工人员必须经过相应的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持有相应的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并培训上岗。严禁无证及未经安全培
训人员上岗进行装修施工。

9、 乙方在装修期间应落实好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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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及其装修单位的施工人员凭出入证进入园区装修 ,并按甲方指定路线

行走;非 乙方之装修施工区域不得进入,无证人员严禁进入本园区。
(2)乙方督促装修单位将用电量、用电部位报甲方物业服务部审批 ,未经叩方

许可的不得使用。同时,严禁超负荷用电及乱接乱拉电线;乙方在临时安装、拆

卸电器设各时,应由正式电工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
(3)乙方严禁 自己或者装修单位超负荷用电及乱接乱拉电线;在临时安装、拆

卸电器设各时,须提前向甲方申请,并经甲方同意后,由 正式电工严格按照操作

规范进行。
(壬 )严禁乙方及其装修单位的施工人员擅自动用、埋压、遮挡施工现场之消防

设施系统;严禁乙方在施工现场擅 自或纵容装修单位进行动用明火作业;上述行

为,乙方须提前向甲方提出申请并得到甲方的许可后方可进行,同时在施工现场

配置管理人员及相应的灭火器材。
(5)严禁乙方及其装修单位的施工人员在消防专用通道上堆放任何物品;严禁

乙方在施工现场堆放、存储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物品。乙方及装修单位的施工

人员不得在施工现场吸烟、煮食或擅 自动用明火。
(6)每 天施工工人离场前,乙方应明确专人或最后离开者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状

况做最后检查,做到断水、断电、关窗锁门,装修施工时间为:每 日 8:00-18∶ 30。

(7)乙 方及其装修单位的施工人员须严格遵守甲方之各项管理规定,并服从甲

方有关部门的管理,随时配合甲方对施I现场及人员进行检查;如施工现场发生

火灾,乙方须第一时问上报甲方并立即启动其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扑救 ;

同时须及时通报甲方物业服务部,并在事后保护好火灾现场,配合+ll关部门进行

火灾原因之调查。

10、 乙方应做好施工期间的用电安全管理。未经甲方同意或许可,不得接入

甲方任何电柜、电箱、插座。施工现场所需的临时用电由乙方白各符合用电安全

规范并安装有隔离开关、漏电开关、熔断器 (或空气开关 )的配电箱及开关箱 ,

经甲方同意后接入指定接驳点。一切施工用电设各严禁直接接入楼层配电柜、公

共场所应急照明专用插座。

11、 乙方应做好装修施工的现场保护、维护,环保管理。在甲方指定的施工

范围内进行施工,不得擅自扩大施工范围;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或拆改公共管

线设施 (包括消防系统、电力系统、排污系统、供水系统设各设施);严禁在建

筑物外立面设置设施、设备和悬挂广告、招牌及标识,甲方书面同意除外;爱护

甲方物业的内外成品、地下管线、架空线路等公共设施设各;尽量控制、降低或

减少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气味、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建筑物的

污染和危害。

12、 乙方应做好施工期间装修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严禁装修施工人员在卫

生间洗澡、冲洗灰桶或倾倒装修废弃液体和固体垃圾:未经甲方同意,装修施工

人员不得使用电梯装载装修材料或装修废弃物。装修材料和装修废弃物应按规范

要求整齐放置装修物业内,严禁占用公共场地及公共通道、消防通道。

13、 乙方应确保装修施工人员文明、安全施工。保证公共场地清洁、卫生、

畅通 ;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杂物 ,乙方或乙方委托的装修施工单位须自行组织、

用包装袋包好,及时清理外运,不得漏撒在装修范围之外的其他公共地方,不得

混入生活垃圾中;严禁装修施工人员在园区内游荡、喧哗、酗酒、赌博、偷盗等 ;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及其施工人员不得擅自进入非装修区域,不得在装修工地过

夜,甲方物业服务管理人员在每晚 18:30后对园区装修区域进行全面巡查清场。

14、 乙方或乙方的装修单位违反本协议规定的,须按甲方的要求立即整改 ;

否则,甲方有权根据违约情况向乙方或乙方的装修单位收取人民币 300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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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违约金;装修保证金不足以弥补因此造成的甲方实际损失的,乙方或乙方的

装修单位按甲方实际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5、 乙方对乙方的工作人员或乙方委托/聘请的装修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装修
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财产、人身安全事故责任,乙方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 ,

乙方应向受损方承担全部的责任,与 甲方无关。乙方构成违法行为的,承担法律
责任。

16、 装修过程中,乙方或乙方的装修单位所聘施工人员严格按照安全管理制
度与要求执行,甲方管理人员或保安有权进入装修现场进行安全监督监察,发现
危及到安全,或乙方及其装修单位有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的行为,甲方有权责令和

制止乙方及其装修单位立即停止作业进行整改。不整改的,甲方及保安人员有权
清场。

17、 装修结束后,乙方须自行向消防机关申报装修工程消防竣工验收,验收

不合格的,须按照消防机关的要求进行整改直至合格,乙方就甲方应当配合乙方

完成申报手续,乙方消防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如 乙方强行投入使用的,乙
方承担基于消防安全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l^甲 方有权解除物业租赁合同,没收合

同保证金并清场。乙方须在装修工程完工并经市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十 日内向甲

方提供一套完整的物业施工资料、施工图、消防部门准许装修批文、验收合格证

等文件复印件 ,以供甲方备案。

18、 本 |力
Ⅱ议经双方代表签署后生效,合同一式五份 ,甲方执两份 ,乙方执三

份 ,是 《物业租赁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 《物业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19、 本叻Ⅱ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或向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调解 ;协商或调解无效的,协议任一方可向租赁物业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解决。

(以下无正文 )

甲方 (

易翔通

法定代

2020年
 昭月

蕊崴

撼

第 19页 共 ” 页

创新研

日期:⒛⒛年“徊略日

\
7

镛



科技企业孵化协议 附件四

甲方:易翔通信设备 (广州 )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成长,经项 目评估和资格审

定,甲方同意乙方进驻易翔科技园 (易 翔通信设各广州有限公司)孵化 ,乙方开

办科技企业, 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 负盈亏 ,白 愿接受甲方孵化管理。为明确

双方的权不刂不口义务 ,本艮据本目关法规政策规定,双方达成女Ⅱ下|力
c议条款 :

一、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内容 :

l、 甲方同意为乙方提供孵化场地及科技服务 (卵孚化场地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南翔 2路 72号 ⒉栋 ⊥层 ,总孵化而积为 1596.1平 方米 ,使用期限自⒛⒛

年 生月 ⊥日至 ⒛23年 △月 31~日 ),房屋租赁及科技物业服务相关事宜以双方签

订的法律文件为准。

2、 甲方为乙方提供 良好的办公环境,包括排水、电梯、通讯、设施及展示、

洽谈、会议等公用服务设施。

3、 乙方经申请并经甲方审查,符合条件的企业 ,甲方可协助乙方申报享受

政府关于促进孵化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及资金。

4、 甲方就下列服务给予乙方协助 :工商注册及税务登记、银行开户、专利中

请、企业管理咨询、商务服务、培训服务、法律咨询等。

5、 甲方向乙方传达国家和省、市、区的有关政策和规定,提供政策指导,协
助企业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协助乙方申报相关政府项 目。

6、 甲方协助乙方申报国家、省、市火炬计划、科技攻关计划各类计划和基金 ,

并进行跟踪服务。

7、 甲方协助乙方申报相关企业资质认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产品及成果鉴

定等。

8、 甲方举办各类讲座和培训,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

增强企业竞争力。

9、 协助乙方办理房屋租赁备案。

二、乙方需履行的义务

1、 乙方应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 ,严格履行协议规定,及时交纳房屋租金、科

技服务费及各项服务性收费,科技服务费以甲方与乙方签订的 《物业租赁合同》为

准。

2、 乙方应认真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做到合法经营,接受有关

部门的监督、检查。

3、 乙方应维护孵化器的正常工作秩序 ,接受孵化器的管理和监督,遵守孵化

器的各项规章制度。

4、 乙方需积极配合甲方的项 目申报工作 ,提供申报过程中所需的各项材料。

5、 根据政府职能部门要求,乙方应配合甲方做好有关工作 ,及时提供以下资

料,认真完成政府部门交办的各项统计工作,甲方承诺将予以保密 :

(1)每半年按时如实报送公司收入情况,企业所获知识产权证书、资质认证

证书等 ;

(2)企业股权变动情况 ;

(3)主要管理人员的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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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验原件,交复印件)

6、 乙方应自甲方交付房屋 15日 内入驻甲方孵化器并展开工作。

三、协议申明
1、 甲乙双方仅为孵化和被孵化关系,甲方提供的服务与乙方的经营活动没有

任何经济或法律上的连带责任。由于经营不当造成的亏损以及由此带来的债权、

债务等经济责任均由乙方独立承担,与 甲方无关。
2、 {力

c议履行过程中,若一方对 lJ,Ⅱ议条款提出变更,应提前一个月以书面的形
式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变更。

四、合同的终止、变更

孵化期间乙方若违反有关法规政策,甲 方有权解除孵化关系;如双方解除《物
业租赁合同》,甲方则有权解除本|力

c议 。

五、在本协议执行期间,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的其他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效力。

六、合同一式五份,甲 方执两份,乙方执三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

甲方 (盖章 ): 乙方 (

广东粤

究院

法定代

日期 :

易翔通信设 创新研

法定代表则

日期:2020年 丿8月 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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