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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

1.1

下下服服（ “服务服服”） 适适适
Blohm
（ “我我”） 为客为（ “贵我”） 实施施施施实施施服务施施。

1.2

我我实施服务施施（ “服务”） 施详详的的详贵我的我我的的的的的的详详施的服务的的（ “服务的
的”） 。 为详详为明明实施施服务，服务的的务为明务服的的服服服服服服施施为明（ “施施为明”
） 的服
/ 我我施或或或（ “或或或”） ， 在该的的下， 上上项上上上的的服务的的施对象。

1.3

服务对象服服服服服服服下施施：

Jung

5.4

在详务远程服务标方服规， 我我存原如贵我我贵我本施我务规变。
在详务远程服务方贵服规， 我我如贵我我贵我贵我施服务务服我如我我2各个规施我务规变。
员当当施服务务服在我我施施施规变不我如， 该我务规变我施送。
在2各个规施我务规变不，我我我我尤尤尤除。 尤尤尤除员在我我施施施规变不进在。

5.5

如如在的服务的的如如施服服务本， 适适服下施施规变 Mo.-Fr.07h30- 17h00

5.6

在贵我务超贵服我存我我部在远程服务， 贵我贵对方各贵只施的的可实务超服务务服如我我我我
贵服。 在贵我如务超这我实施服务务服规不在实施远程或过。

5.7

服务务务服服服可实我则施在在贵贵存贵我进在变在服务务。
最我施在在贵贵电热最热服服在
www.blohmjung.com/cn
如查务。
在这在的的下， 初方施支支可实电热方交。
在在贵贵在施施规变如贵我我帮。

5.8

贵我服服如我我详务服务务服施为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施务上部部。
只只贵我在服务的的如如我我详务方服务务服， 贵我本的的服务务服务服施施施为明贵方本务施
或附服务， 例如显例务实施施维修方显。

5.9

贵我服服如我我详务生务务服施为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施务上部部。
只只贵我在服务的的如如我我详务方生务务服， 贵我本的的生务务服务服施施施为明贵方本务施
或附服务， 例如实规显例务务例实。

5.10

如如贵我如在服务的的如如我我详务远程服务务服， 贵我服服可实在在贵贵进在服务务务。
只只在尤尤变在如告到贵我施的的， 我我本我本如贵我在我服务我员。

GmbH

- 维维
- 维修（ 修修）
- （ 部部） 检修
- 支支
- 培训
1.4

此国， 服务施对象服服服服服我我“UNITED
Solutions”部部施施施， 服服尤：

GRINDING

Digital

- 远程服务（ Remote Service）
- 服务务服（ Service Monitor）
- 生务务服（ Production Monitor）

6

日我的我只

1.5

本服务服服尤贵我本我我详详施施施服务的的施本本务上部部。
存在存存施服存存适存服服存存的的， 不上为服务的的施本本不不。

6.1

我我下超施服务我我如变我施日我只尤我我施， 除并， 在各这的的下这在日我明只施为我本进在
务本。

1.6

本服务服服不适适适我我务务施务务、 交货服服服服交货。
本服务服服存我我本务服服本本的贵我务本施本本交货服服施本务（ “（ 国不） 交货服服”） 。

6.2

1.7

如如我我在实施服务施施施实程如如贵我方交方方方务务施务服的/服或服（ 总称为“务服”） ， 除
方本服务服服国， 还适适本务务交货本本（ 国不） 交货服服。

1.8

如如详务施务服不如如方方施如如， 服存 Orgalime SI 14 适适适务服施交适。

遵遵我本务本施日我已方尤， 贵我方在施施贵我务我方施义务。
我我施义务义我实施服务。
如如到我规服务变我，或明遵遵方服例我本务本施我只。
如如的的服务如如服例存贵我如务告服服进在本本务本施务务， 这我务本本这适适。
如如存适不尤我我责可施的的如上如责方在服务的的， 那那我员上施我各适当施我只如则。
如如在我我本务如责，我超务这实的的， 这本这适适。
但尤， 如如尤如对施施实程施如我不显如， 没施我只如则。

1.9

只只我我本贵我明只详详方贵只施不本贵贵， 该服务服服不适适。
的的服务的的施务本务各适本服务服服施务本。

6.3

1.10

如如本服务服服务生方务如， 我我本在务如我施下我我变或我我服务的的变我我变如贵我务我务
如我施服务服服。
如如我我如的贵我如务如我服务服服施适适如如上我如如详， 本施施服务的的适适务如已施服务
服服。

如如存适我我实如责可施我如如没施遵遵服务日我， 贵我施权在方方贵只我到我并我本贵明本务
施损如我，
只服对方各如上施如责方我我总适施如责对对，金额为本本服务的的额的的额施
5%
。
0.5%， 但最但不超实本本服务的的额的的额施
存适由我交货如上施由货的/服或或超超已存如施下或只贵适施损或货对或给， 只施在我我尤如的/
服或或实如施的的下我或贵。 否员， 尤除存适如责如务生施进我方由货。

6.4

贵我务我本可我我我存贵可在我如如上施方交服务我需需贵施如责服方如的的。
如如存适贵我责可如上施我如方务本施服务方责，那那我我施权如贵我只服对对存此对我我务生
施额国我支（ 例如额国施存例额的例明规变） 。

6.5

如如服务施实施对我我我员施如方、 生生服生生存在生险， 我我施权， 本施施施我我规变方责到
超务本修施的的。

6.6

如如如须在不如当施规变如如服务， 我我施权我我我我我员。
只施当如如尤我我责可如上施，存此务生施额适我存我我我方。

6.7

如如存适不服如我如须方已如如服务， 我我施权， 计插施施入如该规变务生施额适，服服包程额
适。

6.8

我我施权， 在服务实程如存我我我方额适适本例务务施我员如如务我我在我施我员。

7

服务施务告

7.1

除并我我的贵我贵只如施除服务施实施进在方务本，我员上不在只对我我服务进在务告。
在该的的下适适服下服存：
我一我我一超我我施施如上， 贵我务我本在务本施的的务告施方交施服务。
务告如须服经需的的在务告务收过上只验。
如如如如不显如服服存不尤我我我如务生施， 尽尽施原尽务本， 但贵我不例只绝务告。

7.2

如如并我我实过务告如责， 那那的一明服务方交如上那3天到我我服服最责天天如如（ 再我） 投插
方适， 我视为本进在方务告。

7.3

天天务告施如上， 取取我我对本我的/服服过这如如施责可， 只只贵我没施在务告贵过上我我对这
在如如施或给。

8

贵在义务

8.1

只只贵我详务方远程服务， 贵我务方我远程服务施施施例务服服（ 例如例络络存、 远程服务过服
（ 详章见
8.7） ） ，并在并我存在业务本并我变维支该例务服服。
如如贵我没施贵如例务已方服服， 贵如施服服不创服服存适贵我创责委围务生施我如如上造的创
输尤尤， 我我没施义务方交远程服务。 这本这适适适造的务服存原方我我方交远程服务施的的。
我我本我本可我贵我本本的的。
如如贵我在如创委围不贵如方例务服服服服尤除方服例施尤尤， 我我本的的对我我施本务可我我
我服继继远程服务。

8.2

并我本的的当已本务施例务如如双取适当施应双措施， 双如防防进插本务进务防我我施并进如。
如如在贵贵进务我施我我如超务方服例如我远程服务服服服例创输到进务防我我并进上施防防，
如须我本服经需的的在我进务防我我。

8.3

贵我对如如施例务贵方施施施我贵如须需各可我我我， 只只这在我贵服例对远程服务务生如我，
如只规如须贵必我如。

8.4

在务务、 只本、 变在的为明尤尤规， 贵我如须遵方我我贵我施方例。

2

的的委围

2.1

存我我实施服务施不不的委围详的服务的的。

2.2

在服务的的如服服在只为明服务的的如如在在方方施务务（ 下服服称施“服务对象”） 。

2.3

我我部我施我员我员上员实施我我我施服务的的委围不施施施。
超超务本施施委围施施施， 在务我我需各经需本如。

3

服务务服

3.1

我员上我则实施施服务为原需原原
§§
611
ff
特本施施施上如， 服服尤在务本施规变不上尤尤除尤尤， 并并我我义务。

如义下施服务。

3.2

我我施义务，在实施服务的的规员的在在务本的在只实在服务施本或实业我员。

4

变我服务的的

4.1

服务的的施变我在经需（ 含电含电服） 进在。

4.2

员当在变或如经需为明该服存规， 我我变或我方施务我我； 否员我我变或存务我我。
在存存存务我我施变或在已， 我我我我修我的我我施权我。

4.3

如如贵我在本务详详施服务的的如如下详务贵项服务（ 的我各“服务务务”， 在远程服务如如下我我
这我实施服务务务部这为我各“服务务服”） ， 例如的在我例我我服务例务我员已例贵我务务， 这我
实施服务务务不在只特的的的，服服可头服服可实电含电服服如服可在服服的的进在。
服服尤， 服服可实我我方交施远程服务过服“轻触在轻”本服务我服务务服。
只只我我如在适当我只不只绝详贵（ 例如在生务例我存只规） ， 实施贵项服务施的的在贵我施服
务务务我如我我我送存生送， 存在我我务超贵只施存存无明。

5

服务施实施

5.1

维维的维修维和施服务对象为的的的的施服务的的尤除服务对象尤尤。
只只在的的施服务的的如如施服服务本，尤尤尤除的的服下务本变本详务我我远程服务务服进在
实施。

5.2

贵我服服如我我详务远程服务标方服服服远程服务方贵服。
只只贵我在服务本本如详务我项远程服务务服， 适适服下务员：

5.3

在贵我可实远程服务尤例服服在在贵贵进在变在（ “尤尤变在”） 服服如如我我可实远程或过的在过
这到在只服务施服务对象存在尤尤， 只只服服， 我我本可实远程服务实施本务施尤尤尤除施施。
如如可实远程服务存原服存原如如维维服修修服务对象， 我我本我本可我贵我本本的的。
贵我服服贵我我我存我我施服务我员务务实施服务施进我方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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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贵我如须为远程服务方交在实业上的贵方上务实培训施我员。
在务超服务务务服如存在务发规， 只只施不明只施只我， 贵我务如我我创我或附施的的的服服。

8.6

服务我我已， 贵我如规如上施施方务施施， 服以服务例我本我我，并并在不如如施的的下义我实
施。
服服尤贵我还只方交施在只施生务适尤的例尤（ 例如电我、 如、 蒸蒸、 压压空空、 造数造的贵）
服服我服务方交只包本如施本本存头， 服以我我例创我本我我服务。
实施服务施施变如须例创双或空如我， 可风通通，服服适当调可，并并例实务存尤尤施施施并程
。
在服务施在我我在只在务务、 在清务施的场生务施服如适适场清的的施清清务务。
如如我我验为在只， 贵我务为我我我员施服务方务方交方方、 服锁锁施存锁空变。
对适务于对或施服务施施， 贵我务方交适当施方我施变。
如如我我方交施施方服方我在方适只包存损服损如，那那贵我施义务如务，如如服如只只损如服
损坏尤贵我责可如上施。

8.7

实施远程服务、 服务务服的生务务服服如如如计控施服服服务施已方服服尤存我我实施服务施贵
我务务设施远程服务过服。
该过服存我我件额方交贵贵我。
施为远程服务过服施务上部部，我我本务应方方过服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贵我方适该过服施已方服服尤贵我需各本如施送月本施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过服方适服服生送。
否员我我存义务实施贵我详务施服方适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为已方服服施服务。 如这我需如方， 我我施权我销本务施服务的的。

8.8

贵我施义务实施我我件额方交施如我， 并或贵的贵服我我在如我规可实服务务服远程或过贵我务
务， 服实施如我。

8.9

施施施施施施服如所方如须在服务我我已如上。 只服要要要的要施方要如如方方的我要。

8.10

贵我务在只存锁施施明所方施方部服， 双如或空如我。
方部服务在服务我我已帮我在所方只包服所方只包或我。
只施在我我服务规， 我存我我施我员才除服方。
但如如贵我我员在我我不在务施的的下但我方服方，并并并， 贵我务我方存此服例额国务生施明
所方方部服检检额适。
存贵我我员在除所方只包施服方。
我我对存适存锁的我输不当如上施我如不我方可在责可。

8.11

贵我务方交如创造服并方务务务施我员，服我贵务务服在贵服务施义我进在。
贵我我员存贵我务方、创责， 并创施我险义务。
如如贵我我员如那损或的的， 那那只施当我我创施实过规， 我我我创责。

8.12

贵我天规方务通服务施在只施贵在方尤的务务服如施方。 它则如须们适如通的我在所如例实。

8.13

只只如防在务本， 贵我务件额方交施在只施方尤，并实在施施调并的务务服务对象施服服在为。
取消施方尤的本上施务服务存贵我本我才除， 服以我贵存尤尤调务服务对象。
务的的我我我员施只服， 存贵我我员对服务对象进在在务。

8.14

贵我在远程服务的存我我施方交服务施委围不双取如只施需尤应双措施如我我本贵我我员施服服
我维措施。
贵我还务如我我我员一超特的施生险， 并在我服则本本施所如务本。
如如在我我我员施施实程如施防国施如如只实施服服施施， 贵我务一本我例我员贵调本方施施施
， 服以件服例超务施本方现或。
在远程服务服例远如我员服远务损或施的的下， 贵我务超适务方义务施我如务超方贵， 服以例创
所如实在应我施措施（ 务答） 。
如如务务并不尤方如务务如例务答， 贵我务双取措施服方我尤我员的远务所如。

如务本施个规额点计点如施规变。
本这在本本施个规额点计点如原本的特的见周日如如施施施施规变服如例明规变。
如如在检检规并没施超务检或施尤尤， 方贵我施实如使贵方务本施服务日我， 在实在实程如本存
贵我可我贵如服务的的（ 在这在的的下适适在国原原原在
649
服） ， 服服贵我没施在适当我只不双务施在只施务服， 方服务的的存原实在， 服本如贵我告取施
务生施额适。

9.10

我我我员施义务， 对方我的在每服务变在。
该变在还服含在施施个规、 存例个规、 方务个规的例明个规部我施个规贵明。
该贵明我视为我我计点施明的，如须存贵我检查并详数。 存例规变只施在包我我我例最贵只本。

9.11

如如在在我只包
2
如公委围不不例为我我我员方交适当施公公服公公务施， 贵我务我方施施本务施额适， 服服尤方
适如当我输施方施额适。 在驶规变视为施施规变。

9.12

我我我员施存例规变我视为施施规变， 并并方各存例个规的的
或上或如部这适适施个规额点计点。

9.13

我我我我我部这适适施务服或上或如计点部这适适施务服或或。

9.14

我我络继计点存适所方方我的存例日我变对我我我员务生施额适。

9.15

我我的的例在施规变则我的我我存例标方进在计点， 该标方我我的的只服该适准我贵贵我。
此国， 我我本如贵我告取施施如只施存例或附额适（ 施方的在方我输例） 服如本服务本本务生施
我支（ 例如业务可的的当只业业额适， 服服包业） 。
我我我员在服务只包络继方我
3
各月我施原本周我权我， 服服施在只施例包例在。 存此务生施存例额存贵我我方。

9.16

如如施送施个规额点务生务要，我我方已服服本的的（ 电含电服本服） 本务要可我贵我。
我施个规额点员适适适可我我如我实施施施施服务。

10

如如规施由货权

10.1

员在我我实施方施除服务服国施我我服务规我我我存在如如责可。

10.2

我我在务告方务如验如上服务我施施除服务的的下， 对或明务告方务如验如上我
12
各月我只不我我施施服例施如如创责。 贵我施义务，我本服经需的的如我我一超务务施如如。

10.3

存适如如如或给由货权施贵我权我， 在施施的的下可我该如如我我
12
各月不施送。
只只下需没施明只防在务本， 我我施我修只适在本本务本施我我服务方交只包进在修对施义务。
尽尽服例施的的章见
11
施由货权， 但贵我没施超超此委围施由货权。
如如务实但我修对经务没施取除如如， 贵我施权在适当施贵只我到我我进在本务方或。
如如尽尽方或方， 服务对贵我如方贵明存服， 贵我服服在经需可我我我销施如如实在施贵各服务
的的。
如如如如不明显服服不尤存适我我责可务生施， 服服尤存适可尤施尤损的
/ 自损消、 不如当的过贵
方适、 过贵服或或们修、 不如当施生务适尤、 不适本施只不、 要化、 电要化服电空如我服不遵遵
我我务本施所方服贵方服服务生施如如，尤除如如由货权。

11

责可 / 件责

11.1

如如在服务规， 我我交适施服务对象存适我我施实过如存损， 那那我我如须的的我我施须须的方
额适或我维修服或我交适。 尤除存适交适施服务对象损如施进我方由货权。

11.2

如如如我我施实过贵我本所方施对象存适或或服过贵实在本本详详已我进在施方贵服忽务服如服
–
服服尤所方对象施尤施的维维一例
–
服本本务本施或附义务
存原在本本方适， 那那在尤除贵我服服由货权施的的下， 适适章见 10、 11.3 的 11.4
如施务本。

8.15

贵我件额为我我方交施施上上义务。

8.16

如如贵我不方在贵在义务， 我我在可我我施权， 但没施义务， 实在存贵我我方额适的创责施在为
， 并服例施我只我贵在本务如则。
此国，我我施服服原本的本本权我的由货权我支不务。
服服尤， 只只贵我如方在贵在义务， 我我我员施权包我。 存此务生施额适存贵我我方。

8.17

如如我我员施在我在方我我变员如施施例我， 贵我务我本可我我我。
在在在方我施的的下， 贵我务创责我我员施超存在方施所如存帮。
如如我我我员存适如防如须如务， 贵我务在务贵包我我输我需方交在在。

- 在在如为在规，

9

服务变服的务服额适

- 施实如施现或生生、 如方、 生生规，

9.1

为实施服务，我我本的的的服务的的如贵我告取变服。

- 对适我我于对对如对对施如如，

9.2

对适我我在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部部施服务， 我我的的的的施送施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服务或或或如贵我方各服务对象告取我本年额。

- 在我修我贵委围不，

9.3

9.4

方务服服例明规变服视为施施规变， 我我本如贵我告取的的施送施个规额点。
对适在我本或或实在施服务的的， 的的额适计插或附施、 超超务本委围施贵适。

9.6

个规额点服务本施金额修小为服服原本时业小。

9.7

对适远程服务， 我我我员我我施施施已
15
部费件额。
部费变我我，我则的的我我施送施个规额点告取总计我各施施个规施额适。
如如远程服务超实我各个规， 超超施服务的的规变服我我施送施个规额点告取额适。

9.8

方天施施施规变只本在
8
如上附完、 完我个规服如方日、方用的周周规变我变施施施在只务我我需各经需本如。

9.9

存施施例我规， 取取计点我超务存施施例我在规那施服务额适。
如如存适并我我责可施我如没施如到本我施方施施规变， 在

对适不尤在服务对象本如上如上施损或，我我超适可在原尽我如我贵员在下下的的下创责

- 业或/如上服创责施机员施或或实如，

我员上， 我我实施施服服服务的的我额告取变服。
对适我我我员施的在，我我本对施施日（ 方我我方周）
6
包我下点
20
包在变施方各施施个规计点点间我我部这适适施个规额点。 方日的见周日我变服如施施日周周规
变（ 20:00
–
06:00） 我变施施施个规本在部这适适施贵只个规额点计点。
额适计点服用用部费为我各计点贵在。

9.5

11.3

15

个规。

9.1

- 只只的的务服责可原对只我方适只服施我员服远务损如创责。
11.4

如如施实如过方或只本本义务，我我在并创责员施或或实如的轻我实如规服创责， 在我我在的的
下责可只本为本本原施施、 修如服应详施损如， 但对适我各但对年但不施施施损如施最方只本为
贵我在该但对年但本本的的本本如如我我支适施变服金额。 尤除服服由货权。

12

支适服服

12.1

我员上， 我我送存在实施服务服交适务服我进在变点。

12.2

对适我我在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部部施服务， 我我的的的的施送施
UNITED
GRINDING
Digital
Solutions
服务或或或如贵我方各服务对象告取我本年额。
本章见
12.1
不本， 该变点在方各服务年但我我规进在。

12.3

我我如贵我贵只告取时业小。

12.4

贵我支适存贵尤对方交服务还尤交适务服方在务方日我我额 14 天到我。

12.5

只施当我我例创存服服设施存项规， 施施存项我我视为所上。
如如贵我对我我如责，我我施权， 本我我的将施本本义务方在方责我告到将将施存项。

12.6

对适超实务本施支适我只， 我我本告取金额为超实我我我在本务适适不额我点方年
各个部包施我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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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贵我到我支适如责， 尽尽务本方贵只我尽没施支适服检或过方本本， 那那我我施权我我本本
， 并只服损或货对。

13

我保

13.1

施施远程服务如如不服含施贵我造的的服服贵我本适生务的保施的的、 或只施务服本本造的例，
我我本员适适本务服务的的委围不本义施服务。

13.2

贵我本如， 如如我我在方交远程服务规务务在只对务务进在我进，服服超务如通适适适贵我生务
上施施服服务服， 我我服服如贵我我贵务务施例务我进方贵服如我务服 。

14

我一务本

14.1

贵我只例在务我我需各经需本如施的的下贵本本服务的的如施贵权服服服由货权， 只只贵我施对
明贵权施待贵服只本方原尽送我。

14.2

施施服务的的在尤除国务只原服如务本国双务原施服服下适适所所原尽。 仲仲原在在适苏仲仲。
但我我施权在贵我施我一仲仲只或给我我权我。

14.3

只只上上服务服服服含经需的的施只服， 为方遵遵这我只服， 务我电含电服如服。

14.4

只只并我如施服服务本， 本服务服服或或施施并我务施贵贵服如该服务服服如义下施服务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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