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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客户开通新客户开通新客户开通新客户开通指南指南指南指南    

尊敬的客户： 

 

我司已收到贵司询价，感谢您的惠顾，询价结果一般会在 2 小时内回复您。若您需要订购我司产品，请参考本

指南进行操作（以下步骤中提及的邮寄地址、传真号码及银行汇款账户均已在本页底部列出）： 

 

一一一一．．．．资料登记资料登记资料登记资料登记    

    

因贵司为首次与我司联络，我司需要贵司协助提供以下资料，以便于我司登记： 

1. 请填妥本传真第 2 至 4 页的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并在最后一页加盖贵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然后回传我司 

2. 请同时将此份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的原件（共 3 页）也寄回我司，邮寄地址请参考本页底部说明 

3. 请传真一份贵司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与您本人的您本人的您本人的您本人的名片名片名片名片至我司 

 

二二二二．．．．首次首次首次首次订购订购订购订购    

    

1. 在确认报价单内容后，请根据报价单金额将款项汇至我司账户（请避免使用邮政汇款） 

2. 在报价单上签字或盖章，然后连同汇款凭证一起传真至我司 

3. 我司收到后将即刻处理您的订购请求，并在完成后将订购确认单传真至贵司 

    

三三三三．．．．再次订再次订再次订再次订购购购购    

    

首次订购后如需再次订购，建议使用我司的网上订购系统（简称 WOS）。通过 WOS 可以进行快速的询价及订货操

作，同时也能查询我司所有产品的详细信息并下载对应的 CAD 图纸，具体步骤如下： 

1. 只要在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第 1 页中填写了电子邮件地址，我司默认即会为贵司开通 WOS 账号并以邮件形式将登录

用户名和密码发送至贵司的电子邮件地址 

2. 贵司根据收到邮件中的提示及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操作，即可登陆 WOS 并进行产品查询或询价 

3. 询价结束后可继续通过 WOS 完成订货，同时根据询价单上显示的金额汇款并传真汇款凭证至我司 

4. 我司收到后将即刻处理您的订购请求，并在完成后将订购确认单传真至贵司 

注 1：若贵司无法上网或没有电子邮件地址，您仍可采用上述“首次订购”中列出的步骤和我司交易 

注 2：订购确认单一般会在订货第二天上午前传真至贵司，若未收到，请及时与我司联系，以免延误交货期 

 

四四四四．．．．米思米相关资料米思米相关资料米思米相关资料米思米相关资料    

    

联络方式联络方式联络方式联络方式    

    

邮寄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8519 号南方国际 27 楼 

客户管理小组（收） 
邮编： 201400 

电话： 021-67108701   传真： 021-67108687 

    

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银行账户    

    

单位名称： 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1001242719300333218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 

营业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666 号金陵海欣大厦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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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交易确认书        

甲方：                                              乙方：_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_ 

 

本交易确认书共三页，除非特别说明，以下文字中提到的“交易确认书”均指这三页的內容，而非特定某页。 

请仔细阅读并填写此交易确认书，然后将原件寄回我司，同时将复印件回传我司。 

注意：交易确认书中任何内容一经涂改，即视作本交易确认书无效。 

一一一一....    甲方甲方甲方甲方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必填必填必填必填））））    

    

1. 公司中文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英文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 

如上述地址与您实际的送货送货送货送货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及寄发票地址寄发票地址寄发票地址寄发票地址不同，请再填写以下內容： 

送货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 

寄发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 

 

2. 请选择贵司的开票类型并填写相应的开票资料： 

� 普通发票（若选择此项则以下开票资料部分中的税号可不填写） 

� 增值税发票（请用工整的字体书写以下资料，或另行传真一份打印的增值税发票开票资料） 

开票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税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及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及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所在部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职务：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a.我司默认将根据以上地址为贵司开通网上订购系统（WOS）并将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发送至此地址 

b.由于技术原因，请避免使用@163.com 和@21cn.com 结尾的电子邮件 

 

4. 请选择贵司希望以何种方式接收我司报价单及订购确认单（只能选择一项）：� 传真 � 电子邮件 

5. 贵司成立日期：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注册资金： ____________________ 人民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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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选择贵司资本形式：� 中资 � 欧资 � 美资 � 港资 � 台资 � 合资（请注明国别：

______________） � 日资（总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请选择贵司的职业种类：� 资材/购买 � 设计 � 制造/组立 � 其它 

8. 米思米产品的最终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机械自动化，精密铸造） 

9. 请判断贵司从我司购买的米思米产品是否应用于以下用途中的任意一项：�是 �否 

a) 用于以下任一项目的开发、生产、使用或存储： 

1) 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化武器（包括扩散这类的武器的装置 

2) 导弹或（和）运输范围为 300km 以上的无人航空设备 

3) 核燃料或（和）核原材料 

4) 核反应堆及其相关设备和零件 

b) 用于与核裂变相关的研究或重水的生产 

c) 用于任一以下和党派、军队或国防相关的： 

1) 化工材料的发展或生产 

2) 用于微生物和毒素的发展、生产或存储 

d) 有超出以上列举的其他军事用途，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米思米产品是否会被应用于或被售卖给任一以下国家：  �是  �否 

    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黎巴嫩、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索

马里民主共和国（索马里）、苏丹、厄立特里亚  

 

二二二二....    甲方基本信息甲方基本信息甲方基本信息甲方基本信息（（（（选填选填选填选填））））    

    

请根据贵司在我司所购产品的类别，选择以下相应的內容进行填写： 

 

1. FA 工厂自动化用零件方面 

a) 贵司是否生产自动化机械：� 是 � 否 （若选择“是”则请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b) 这些自动化机械是销售给客户还是自用：� 销售给客户 � 自用 

c) 贵司组装自动化机械的人员数量：� 不超过 9 � 10 至 19 � 20 至 29 � 30 至 49 � 50 以上 

 

2. 冲压模具用零件方面 

a) 贵司从事的业种：� 制造模具 � 制造与使用模具 � 使用模具 � 既不制造也不使用模具 

b) 是否有线切割机：� 不超过 3 台 � 4 至 6 台 � 7 台以上 � 没有 � 所有线切割作业外发 

c) 现使用的模具零部件（例：凸模）厂商的资本国籍：� 中资 � 台资 � 欧美资 � 日资 � 其它 

3. 塑料模具用零件方面 

a) 贵司从事塑料模具的业种：（可选择多项） � 设计 � 制造 � 成形 � 全不从事   

b) 贵司塑料模具设计人员的数量：� 0 至 4 � 5 至 10 � 11 至 20 � 21 以上 

c) 为贵司提供零部件厂商的资本国籍：� 中资 � 台资 � 欧美资 � 日资 � 其它 

4. 机械加工工具方面 

a) 若使用日本或欧美产立铣刀，每月购买支数：� 不超过 19 � 20 至 49 � 50 至 199 � 200 以上 

b) 硬质合金立铣刀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买进：� 国外总公司（仅限外资企业） � 在中国国内的代理

店 � 在中国的厂家直接买入 

c) 若使用机夹式立铣刀，刀片每月购买片数：� 不超过 49 � 50 至 149 � 150 至 299 � 3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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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交易条款交易条款交易条款交易条款    

    

1. 交货方式：由乙方指定快递公司将货物送达甲方在以上资料中所提供的送货地址。 

2. 交易条件及开票要求： 

乙方收到全额货款后，方可为甲方订购货物（甲方可先提供乙方汇款凭证复印件并以此作为订货依据）。 

甲方开票要求：  � 按乙方订单 SO 号开票 � 其他要求（此项不填选，则认为按乙方订单 SO 号开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甲方签署本交易确认书后即表示甲方在和乙方进行业务往来阶段认可下述事项： 

A. 甲方同意按照乙方提供的《产品目录》中的产品目录使用规则以及退货规定和乙方进行日常交易。 

B. 甲方或其工作人员在乙方网上订购系统（WOS）中提交订单，或在通过 WOS 打印的纸质报价单上签字或

盖章回传，或在乙方传真的报价单上签字或盖章回传，或在乙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价单上签字或

盖章回复，即代表甲方向乙方的订货行为生效。 

C. 甲方承担因其取消特别定制品订单而导致乙方产生的损失，如及时沟通未导致乙方损失的除外。 

D. 甲方或其工作人员在签收由乙方发出的送货快递后，即表示甲方已收到与送货运单上备注栏内标注的

订单号对应的货品。 

E. 甲乙双方约定如对产品有任何品质异议，以乙方《产品目录》中对产品的技术描述作为质量鉴别标准。 

F. 甲乙双方因《产品目录》项下所有交易引起的争议，由本交易确认书签订地所在法院管辖。 

G. 甲方承担因支付货款所产生的银行手续费用。 

H. 甲方若未按时支付到期货款，乙方有权不作事先通知就停止出货或交易，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I. 甲方需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将此交易确认书原件邮寄给乙方，邮寄费用由甲方承担。 

J. 若甲方为贸易商社或贸易公司等中介代理商，除本交易确认书规定事项以外，还需遵守乙方对甲方的

另行规定。 

 

本交易确认书签订地：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8519 号南方国际 27 楼 

本交易确认书经甲乙双方盖章确认后予以生效，若此交易确认书上有任何涂改即可视为无效。 

甲乙双方认可未经涂改且有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交易确认书的复印件和原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米思米（中国）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盖章并签名：                              公司盖章及签名：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