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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金交易所报价系统存储扩容采购书 

 

一、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上海黄金交易所报价系统存储扩容采购。 

2、采购需求：附件1。 

3、投标金额：小于等于60万元人民币（含税）。 

4、中标方式：符合本采购书要求的投标人，投标价格最低者中标；两个及

以上相同的最低投标价，则投标较早者中标。 

二、商务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国内注册的独立法人，须具备投标产品的经营资质。 

2、投标人必须能够提供本地化技术支持和服务（提供证明文件）。 

3、投标人必须具有H3C新华三集团HPE代理商区域代理资质，并提供有效资

质证明书。 

4、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2）安装清点并加

电无故障，支付合同金额的40%，（3）交易所验收通过，支付合同金额的30%。 

5、非招标人原因，中标人须在中标通知书收到后5个工作日内与招标人签订

供货合同。合同签订后，中标人须在15个自然日内交货，并由专业物流运送到指

定机房内，根据招标人要求，进行后续安装。 

6、服务期间，中标人若违反SLA服务条款视为违约：累计违反2次，给予提

醒警告，违反3次（含）开始，每次需支付合同金额1%的违约金。 

7、投标人须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文件中应附有投标保证金的付款有效凭

证复印件。 

8、本项目不支持联合投标，不可转包和分包。 

9、招标要求中所需的资质文件都须提交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0、投标人未满足项目技术需求和商务要求全部条款者，以废标计。 

三、响应文件 

响应文件应由：商务报价文件，技术文件（针对本项目的技术或服务偏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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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表，采购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商务文件（证明其为合格服务商的有关

资格证明文件，采购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以下材料未全部提供或未按要

求格式提供，以废标计。 

1、 响应人的商务报价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除总价外，还需提交明细报价单（单独密封，不得有赠品或赠送字样）。 

2、响应人的商务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响应人提交的证明其有资格进行投标且有能力履行合同的资格证明文件应

包括下列文件（未提供相应材料或材料无效者以废标计）： 

① 提供通过年检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或上述证件的三证合一件，以上均为复印件。 

② 法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 

③ 提交针对商务要求的响应。 

④ 其他响应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资料。 

商务条款响应表格式如下： 

商务条款响应/偏离表 

响应人名称： 

序号 商务条款 响应 是否偏离 说明 

     

     

     

响应人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3、响应人的技术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响应人提交的针对招标需求的响应，请逐项列明。格式见下表： 

规格、技术参数响应/偏离表 

响应人名称： 

序号 技术条款 响应 是否偏离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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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人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4、响应文件要求 

响应人的响应文件必须按照采购书要求制作，报价文件须单独密封。提交的

投标文件格式不符或内容缺失，以废标计。 

五、采购程序安排 

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18年6月8日上午10时30分，响应单位将响应文件加盖公章并密封后(一式

2份，正副本各一份)送上海黄金交易所，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99号西塔

9楼，接收人：吕蕾丝，33660261。同时请附上联系人名片。 

2、本项目投标保证金金额：12000元人民币 

注意：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中应附有投标保证金的付款有效凭证复印件，

投标保证金应当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转出，并写明账户信息，如开户行以及账号

等，并在银行付款备注栏中注明该投标保证金所对应的项目名称。 

3、上金所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上海黄金交易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浦东分行 

账号：1001280909000000163 

4、中标人在中标后须提交投标文件的电子格式版本。 

 

上海黄金交易所 

201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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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需求 

一、 技术需求 

基础要求 
投标商品需为符合交易所规格要求的、HPE 3PAR 20800 存

储的磁盘、盘柜。 

产品规格要求 

A、HPE 3PAR 20800 SAS 硬盘，容量不低于 1.2T，转速 10000

转，数量不低于 20块（含对应 license许可）。 

B、HPE 3PAR 20800 SSD 磁盘，容量不低于 400G，数量不

低于 14块（含对应 license 许可）。 

C. HPE 3PAR 20800 SAS 硬盘，容量不低于 600G，转速

15000转，数量不低于 24 块（含对应 license许可）。 

D. HPE 3PAR 20800 存储磁盘柜，数量不少于 4 个，高度

为 2U。 

实施服务需求 
A、整体项目方案编写制定。 

B、整体扩容项目实施。 

其他 

A、投标商品的维保期限应跟随原存储设备和光纤交换机设

备维保日期至 2021年 9 月。 

B、响应时间要求：7*24*4 小时服务级别。 

C、含有磁盘不返还服务。 

D、含有设备原厂安装服务。 

E、本需求书内容都将作为后续的合同条款。 

 

二、 配置需求 

存储序列号 
SAS 1.2T 硬盘

扩容需求 

SAS 600G 硬盘扩

容需求 

SSD硬盘扩

容需求 

磁盘盘笼 

SGH629V9CD N/A 不少于 10 块 N/A 不少于 2个 

SGH629V9DJ 不少于 12块 不少于 14 块 不少于 14块 不少于 2个 

SGH629V9CN 不少于 8块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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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LA服务 

 

1、 服务频率 

序号 服务内容 频率 备注 

1 故障处理 故障发生时处理 不限次数 

 

2、 响应时间 

序号 服务内容 响应时间 备注 

1 故障处理响应时间 接甲方通知后 4 小时

内 

 

2 技术咨询响应时间 接甲方咨询请求后 3

个工作日内 

 

3 巡检报告 巡检结束 3 个工作日

内提供 

 

 

3、 服务日历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备注 

1 电话支持 7*24  

2 邮件支持 5*8  

3 现场服务 非故障时 5*8（工作

日），根据需要通知到

场；故障时根据甲方

要求 

 

 

 

四、 扩容限价单 

 

项目 类型 金额 备注 

扩容磁盘裸容量 SSD 人民币 30000 元

/TB 

含扩容 license 

SAS 人民币 15000 元

/TB 

含扩容 license 

扩容磁盘柜 3par 20800 2U磁

盘柜 

人民币 12800 元/

个 

含扩容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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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  的  公司名称     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代表本公司授权    单位名称    的    被授权人

的姓名、职务   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参加“上海黄金交易所报价系统存储

扩容采购”项目的投标及合同签订执行，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2018 年   月   日签字生效，有效期至 2018年   月   日。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职务：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 

 

 

 

 

 

 

 

注：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签字、公司盖章为必填项，未填完整的授权书视为无效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