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许加盟协议（门窗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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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共赢的原则，甲方

授予乙方加盟权，成为 （地区）生产居之然

门窗的加盟商，签署加盟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营模式

1.甲方负责提供生产流程和技术指导和培训，乙方负责门窗量尺、

门窗型设计、制作、运输、安装、售后服务。

2.生产经营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按出厂家价购买甲方

指定销售商的主材和其他辅料。玻璃由乙方到甲方指定的生产厂家购

买。乙方自行购买的产品质量须经甲方认可和确认，建立合格供方目

录。

二、加盟条件

1、加盟方必需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必须具备相应的营业执照。

具备一定面积的加工场所及生产管理人员。确保在约定的时间内制作

安装门窗，确保质量，达到客户满意。

2、加盟商需缴纳 贰拾 万元人民币，为加盟保证金，同时甲方

为乙方储备二十万左右的常备型材和配件。

三、质量保证制度

1、加盟商选定的玻璃厂家需符合居之然系统门窗标准要求。

2、加盟商需在合同日期内完成制作安装程序，并及时向甲方按程



序汇报。

3、甲方会在用户成窗安装完毕后 24 小时之内进行回访，依据安

装质量和顾客满意度对加盟商实行相应回款政策。

4、甲方预留乙方合同价款的 5%作为质保金，一年后没有服务投

诉，返还给加盟商。此举目的在于加盟商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安装及

售后工作。

四、售前和售后服务规范

1、加盟商在服务过程中与甲方统一，不得向客户做出有悖于甲方

规范的承诺，否则视违约处理，产生的影响及后果由加盟商独自承担。

2、加盟商售前服务：

免费上门量尺，为顾客设计合理的窗型结构。

3、加盟商售后服务：

上门安装、调试；设立服务热线、提供电话咨询服务、上门维修/

维护服务。

4、加盟商提供售前售后服务所应达到的要求：

在服务过程中耐心解答客户提出的疑问，不做出任何虚假信息和

承诺。否则由此造成的任何责任，由加盟商自行承担。

5、如客户提出上门安装/维修/维护的请求，应于接到请求后的

48 小时之内完成服务工作。如因服务不到位而给客户造成损失的，由

代理商自行赔付。

五、代理商提供服务的收费原则

1、对于前面所述的必须提供的各项服务外，乙方需要同甲方制定



保修期外的维修/维护的收费标准，以达到全国统一标准定价的目的。

2、用于客户任何形式咨询服务代理商应免费提供。

六、人员管理

乙方的从业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招聘、雇用，甲方负责为

乙方生产管理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乙方的从业人员的薪金、奖金等由

乙方支付，各项经营管理由乙方自行负责。

七、服务质量监督保障制度

甲方设立面向全国的服务监督体系，用户直接可就加盟商服务问

题向甲方投诉。甲方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部代理保证金作为处罚。具体

操作遵循如下原则：

（1）一年内被投诉 1次，公司将对加盟商提出警告。

（2）一年内被投诉 2 次，公司将扣除加盟保证金的 10%作为处

罚。

（3）一年内被投诉 3 次，公司将扣除加盟保证金的 50%作为处

罚。

（4）一年内被投诉四次公司将扣除全部保证金并解除加盟协议。

经甲方评估，恶意投诉不适用本条。

八、财务结算和验收管理

1、甲乙双方在合作经营中应采取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

方式。

2、乙方向甲方提交经客户签字确认的安装单作为付款凭证。每月

按实际安装合格的平米数拨付工程款。但返款只返合同金额的 50%，



余款累计到一定额度（由加盟商提出申请），扣除质保金后以材料的方

式返给加盟商（单次 10 吨以下运费由加盟商承担）。

3、乙方在收到甲方的订单和主材后，应在约定的时间内将产品给

客户安装完毕，并以客户签字的安装验收单作为凭据，给甲方发送安

装完毕确认函。

4、乙方在合同期限内提出终止合作，甲方会评估由此乙方给甲方

造成的经济和信誉损失情况，按 30%以上扣除保证金。在合作终止后，

甲方会验收乙方库存，按原价 85%回收型材，不准将剩余材料自行销

售。

5、乙方所有订单必须通过甲方结算，如发现乙方违反所规定的合

同条款，甲方扣除乙方的全部保证金并终止合作。

九、合同附件

1、量尺单

2.安装验收单（与终端客户签）

3、加盟商申请表

3、操作流程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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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视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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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法律及诉讼

双方因履行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应本着友好的原则解决；

若协议不一致，双方可就争议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有效期从 年 至 年 。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的附件为不可分割之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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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量尺设计图
订单号： 日期： 年 月 日

所用型材 玻璃种类 五金配件

数 量 单价 总金额（元）

安装地址 联系电话 客户确认

窗型简图：

公司地址：安达市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区 联系电话：0455-8168222



黑龙江省尚居铝塑门窗制造有限公司

量尺设计图（附图）
订单号： 日期： 年 月 日

窗型简图：

公司地址：安达市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区 联系电话：0455-8168222



纱窗量尺单

订单编号：

工程名称 电 话

地 址

原窗材质

塑 窗□ 带披水□

铝合金□ 外表面一平□ 外表面错开□

木 窗□ 与塑窗接近□ 需技术联络□

原窗颜色 原窗外面有护栏□ 进口金属网□ 普通网□

序 号 透光尺寸

宽（MM）

透光尺寸

高（MM）

数量 备 注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单开扇□

用户确认： 量尺人：

年 月 日



安装验收单

客户姓名 安装地

址

联系

电话

安装负责人 安装人

员

门窗规格及配置

序号 门窗

宽度

门窗

高度

樘数 型材 五金件 发泡

剂数

密封

胶数

备注

简图及注意事项：

客户验收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门窗加工加盟商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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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年产量及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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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

甲方负责提供生产流程和技术指导和培训，乙方负责门窗量尺、门窗

型设计、制作、运输、安装、售后服务，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甲方负责乙方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

2、甲方通知乙方具体的量尺时间、地点、联系电话，由乙方安排技术

人员上门量尺。

3、量尺后的 2 个工作日内，乙方设计图纸、确定安装的具体时间。并

将设计图纸以邮件形式发给甲方。

4、待与客户协议签订后，甲方会把协议传给乙方一份，乙方收到甲方

可以加工的指令，按照协议的约定时间安排生产、运输、安装事宜。

6、安装完毕后乙方将客户签字的安装验收单发送给甲方一份。

7、乙方按照协议的约定提供售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