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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社保业务系统与外部互联网实现物理隔离项目的招标公告

为确保社保业务系统与外部互联网实现物理隔离项目的质

量，我局决定以招标的形式，甄选合作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我局有关规定，欢迎有意向的单位参加投标。

具体要求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佛山市高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良好的资金、财务状况,中国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的能力；

2、投标单位必须是具有定点采购资格项目的供应商。

三、内容及预算金额：

社保业务系统与外部互联网实现物理隔离项目预算金额为

249950 元以内。具体要求如下表：

（一）设备配置清单

配置说明 产品型号 数量 产品描述

笔记本电脑
联想、戴尔、

惠普
23台

配置英特尔 I5 8250U 或以上

的CPU,8G或以上的内存，256G

或以上的固态硬盘,win7 或

win10 正版专业版系统，14寸

屏，轻薄携带

平板电脑 华为 8 台
华为 M6，10.8 英寸，处理器

核：华为海思麒麟 980 八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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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内存：4GB，存储容

量：>=64GB, 网络类型：WiFi

版, 含：华为原厂磁吸附式键

盘，华为原厂鼠标、触控笔、

电脑包。

出口网关
华为、信锐、

锐捷 1 台

8个或以上千兆电口，支持接

入数量不少于 4个， 500G 或

以上硬盘，内置 AC功能可管

理 32个 RAP 或 64个 WALL AP，

应用及 URL 特征库免费升级，

IPSec/SSL VPN 功能，带机量

不少于 500 台终端。详细参数

见附表。

核心交换机
华为、信锐、

锐捷 1 台

24 个 10/100/1000M 自适应电

口，4 个 SFP 光口，

交换容量：336Gbps/3.36Tbps

包转发率：不小于 51Mpps

详细参数见附表。

POE 交换机
华为、信锐、

锐捷 2 台

16口千兆电口+2个千兆光口，

16个千兆电口支持 30W POE+

供电，非网管型 POE 交换机

背板：48Gbps;包转发率: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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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6.8Mpps 防雷： 6KV

缓存： 不小于 4M

详细参数见附表。

双频吸顶 AP
华为、信锐、

锐捷
16台

室内双频吸顶无线接入点，采

用内置矩阵式天线，整机最大

接入速率 1167Mbps，双千兆上

联，工作在 802.11b/g/n/ac

模式，支持胖瘦模式切换，支

持 RG-RAC 或 MACC 统一管理，

支持 PoE 供电和本地供电

详细参数见附表。

5口 POE 交

换机
4 台 用于 4个镇街办事处

集成服务
综合布线及施

工调试
1 项

中标方负责本项目采购设备

的安装调试，综合布线，确保

本项目采购设备能正常运行，

项目施工中所需要的网线、电

源、排插等必须的施工材料由

中标方负责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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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出口网关

1、机标准 1U 设备，非 X86 多核硬件体系架构，固化千兆电

口≥4 个，千兆光口≥2 个，2 个 USB 口；

2、内存≥2G（为防止虚假应标，提供设备界面截图），并可

配置 500GB 硬盘；

3、典型配置吞吐量≥500M，最大并发连接数≥300 000，用

户规模≥500 终端；

4、为保证在多条外网线路情况下带宽的合理分配使用，设备

必须支持多链路负载均衡；

5、为满足数据包按照用户指定的策略进行转发，必须支持策

略路由（如：一个策略可以指定从某个网络发出的数据包只能转

发到某个特定的接口）；

6、内置无线控制器功能，直接管理 AP，最大支持管理 32 个

AP，对接入点支持配置工作模式、射频参数、负载均衡。支持入

侵检测、Dos 攻击防御，射频智能调整；

7、支持基于应用优化、TCP 优化、数据压缩、消除冗余数据

的双边加速技术，提高用户的上网体验（并提供功能配置截图）

8、支持特定外部网络资源和内部特定用户的免认证功能。（提

供设备截图）

9、设备能够发现私接路由（或者共享软件等）共享网络的行

为（提供产品界面截图）

10、能够实时看到各级流控策略的状态：包括所属线路、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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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率、通道占用比例、用户数、保证带宽、最大带宽、启用状

态等。（提供产品界面截图）

11、支持通过抑制 P2P 流量，能够有对 P2P 软件进行限速从

而避免流量浪费，提升外网带宽利用率（提供产品界面截图）；

核心交换机

1、固化 10/100/1000M 以太网电端口≥24，固化 1G SFP 光接

口≥4 个，整机最大可用千兆口≥28；

2、交换容量≥3.36Tbps，包转发率≥126Mpps；

3、支持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VRRP，有效保障网络稳定。

4、支持虚拟化技术，可将多台物理设备虚拟化为一台逻辑设

备统一管理；

5、为了可以对交换机进行统一的可视化集中管理，要求所投

交换机支持管理平台的集中管理，能够实现拓扑呈现，链路状态

呈现，远程配置等，实配管理平台的授权及配套软件；

6、要求所投产品支持快速链路检测协议，可快速检测链路的

通断和光纤链路的单向性，并支持端口下的环路检测功能，提供

官网链接及截图证明；

7、要求所投交换机可以通过同一品牌的网管软件实现 CPU，

内存利用率的查看，以及交换机 VLAN 划分等功能，实配网管软件

及授权，提供软件产品登记测试报告；

POE 交换机

1、实配固化 10/1000M 以太网端口≥16 个

双频吸顶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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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标准支持 802.11a/n/ac 和 802.11b/g/n，同时支持

支持 802.11ac Wave2 协议，提供官网链接及截图证明；

2、支持 2 条空间流,单频最大接入速率≥867Mbps,整机最大

接入速率≥1167Mbps；

3、支持 PoE 以太网供电（支持 802.3af/802.3at 兼容供电）

和本地供电（DC 12V）；

4、支持胖/瘦 AP 两种工作模式的切换 ，在瘦 AP 工作模式时，

AP 与控制器之间采用国际标准的 CAPWAP 协议通信；

5、支持云 AC 管理，并能实现三层漫游；

6、支持云平台统一管理，能够呈现设备的在线状态、相关性

能参数；

7、为增强无线网络可靠性，支持当 AC 宕机时，AP 切换为智

能转发模式继续传输数据，保证无线用户正常使用，要求提供技

术白皮书证明；

8、支持无线入侵检测模式，配合 AC 无线控制器可实时监测、

报警和处理非法攻击行为；

▲为保证兼容性与统一管理，要求本次招标的出口网关、核

心交换机、POE 交换机、双频吸顶 AP 为同一品牌

▲综合布线中使用的网线为六类屏蔽线及以上品级的线材

（二）售后服务标准

1、质保期：三年免费质保服务。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的热线电话技术

咨询、远程故障诊断处理以及现场技术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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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小时的热线电话技术咨询服务：由专业工程师每天

24 小时为用户解答触摸查询系统技术问题；

2）7×24 小时的远程故障诊断处理服务：客户提供 24 小时

的故障报修解决方案；

3）7×24 小时的现场技术支持：全天 24 小时派遣工程师赶

赴故障现场，对触控设备故障进行修复；

2、电话响应：客服人员在接到客户电话后在 20 分钟内进行

回复；

3、到达现场：技术维护人员在接到客服中心通知后在 4 小时

内到达用户现场（如电话响应无法解决）。

4、修复时间：维护工程师在到达故障现场后，2 小时内解决

故障问题，如在 2 小时内无法修复故障，则提供备品备件，确保

产品在 24 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

5、维护措施

对设备进行预防性的定期维护。预防性维护的目的是为了减

少设备的报修次数和改善其运行情况，使其恢复到或接近新机的

状态。在维护服务期内为客户设备提供每半年 1 次定期巡检保养

服务。内容包括：

1）清洁机器外表及清除机器内部灰尘；

2）浏览错误日志，咨询操作员，分析可能存在的设备隐患，

将故障排除在萌芽之中；

3）对设备进行功能性测试，确保设备正常运转；

4）检查操作环境，给予客户适当的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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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客户提供机器运行情况详细检修报告及服务质量分析报

告，并提供系统使用环境和日常维护的改善建议，提高系统使用

寿命。

四、设备放置地点：佛山市高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大楼

与四个镇街办事处

五、交货时限：合同签定后一个月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六、公告时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

七、收标地点：高明区荷城街道泰和路 103 号社保大楼 3 楼

区社保基金管理局办公室。

八、收标时间：2019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2：30-5：30。

九、中标标准：招标方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投标方的业绩、资质、售后服务承诺、投标金额后由我局确

定中标单位。在符合招标要求的情况下，原则上低价中标,投标金

额超过 249950 元的视为废标。招标方无须解释不中标原因，不认

同的厂商请勿投标。

十、联系人及电话：陈小姐，0757-88233259；陈先生，

0757-88239718。

十一、其他要求：

1、投标方应将投标文件用密封袋分别密封，在密封袋上注明

投标单位名称（全称）、投标项目、联系电话等，并在密封袋的两

端贴密封条，加盖骑缝章。

2、投标承诺书、投标报价表、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主

要经营业绩（附购销合同）、投标资格证明文件（含统一信用机构

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等证明文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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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书（需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以及投标人认为需要加以

说明的其他内容及资质证书。所有投标资质、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须加盖公章。

3、投标报价、货款一律使用人民币，以“元”为单位。投标

总价以大写数字为准，单项以单价为准。

佛山市高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19 年 10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