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黄金交易所 

数据服务平台人力外包服务采购书 

 

一、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服务平台人力外包服务采购。 

2、采购需求：见附件1。 

3、投标金额：小于等于99.6万元人民币（含税），其中开发及需求人力服

务不超过69.6万元（含税），测试人力服务不超过30万元（含税）。 

4、投标保证金金额：19,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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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标方式：根据本采购书“评分标准”对各投标文件进行评分，总分最

高的投标人中标。 

二、商务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

合同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

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在近五

年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 投标方应通过ISO9000或CMMI三级（含）以上认证，需提供相应资质证明。 

3、 投标方能够提供本地化技术支持和服务，在上海有专业开发、测试人员储

备池，并提供针对本项目的人员名单、履历及认证证书等材料。 

4、投标方承诺中选后不分包、不转包。 

5、 本项目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所提供的服务税率不同，须按照交易所

要求分别开具不同税率发票（合同金额不变）。 

6、 外包费用根据项目需求按季度实施结付。 

7、 投标人须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文件中应附有



投标保证金的付款有效凭证复印件。 

8、 投标人在明细报价单中除提交投标总价外，需对“开发及需求”人力服务

以及“测试”人力服务的总价进行分别报价，还须提供每个级别工程师的

单价。 

9、 非招标人原因，中标人须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与交易所签

订合同，否则招标人有权取消中标人的中标资格，并不予返还投标保证金。 

10、招标要求中所需的资质文件都须提交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1、投标人未全部同意/满足上述要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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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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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均需加盖公章） 

明细报价单（单独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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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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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件复印件，扫描打印件无效。）；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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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为加盖公章后的原件复印件，扫描打印

件无效。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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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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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针对商务要求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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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投标人就如下要点进行回应 

a) 公司介绍：包括公司背景信息、企业规模、经营范围、主营收入来源。 

b) 项目介绍：提供实施过的类似项目介绍，说明可借鉴内容以及对成功

实施后续项目的价值。 

c) 资源池介绍：结合本次项目的需求，提供可供选用的服务团队资源池

介绍。介绍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人员名单、履历及认证证书等材料（人

员履历需按格式提供，详见附件4） 

d) 服务方案：根据对开发外包服务的理解，提出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服务

方案，包括人员管理方案、突发紧急需求应急方案、质量管理和风险

控制方案。 

② 提交针对招标需求和评分标准的响应。 

响应人提交的针对招标需求和评分标准的响应，请逐项列明。格式见下表： 

规格、技术参数、评分标准响应/偏离表 

响应人名称： 

序号 招标规格/评分要求 投标规格 是否偏离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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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见附件3。 

五、采购程序安排 

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18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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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士，021-33660086。同时请附上联系人名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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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标人在中标后须提交加盖公章的资质文件PDF版本。 

上海黄金交易所 

2018年9月14日  



六、附  件 

附件 1：技术需求 

一、人员需求 

1. 投标方应针对交易所人员需求提供符合要求的人员，已中标的投标方需

要在交易所发出人力资源需求的 10 个工作日内，提供人员进行面试，否

则招标方有权废弃中标者。 

2. 交易所根据项目需要，向中标者发出人员需求，从中标者提供的人员中

择优录取，并按实结算。后续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投标方提供的人

员必须为与投标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 

3. 所有开发、测试人员需要经过交易所面试审核通过，方可入场，入场后

在交易所主要从事软件开发、测试相关工作。投标方需要保证所提供人

员的工作经验、学历证书、技术资质真实有效，一经发现造假，招标方

有权废弃中标者。 

4. 投标方应该出具独立的文档对如下要点进行回应，或标明回应要点索引： 

1 公司介绍 包括公司背景信息、企业规模、经营范围、主营收入来源 

2 项目介绍 
提供实施过的类似项目介绍，说明可借鉴内容以及对成功

实施后续项目的价值 

3 资源池介绍 
结合本次项目的需求，提供可供后续选用的服务团队资源

池介绍 

4 服务方案 

根据对测试的理解，提出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包

括人员管理方案、突发紧急需求应急方案、质量管理和风

险控制方案 

 

5. 具体人员要求 

（1）开发及需求工程师 4 名，总工时为 24 人月，每个工程师工时为 6

人月。人员详细要求如下： 



角色 数量 岗位要求 

高级开发

工程师 
1人 

1. 3-5年及以上数据仓库相关经验，熟悉数据仓库模型

设计； 

2. 熟悉主流 ETL 开发工具，如：Kettle； 

3. 熟悉 linux开发环境，熟练使用 linux 常用基本命

令，熟练掌握 Java编程语言； 

4. 精通 SQL语句，对 SQL查询优化有丰富的经验，熟悉

Oracle开发； 

5. 具有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编辑

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 

6.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能承受工作压力； 

7. 具有金融行业工作经验优先； 

中级开发

工程师 
2人 

1. 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3年

及以上金融领域软件开发工作经验； 

2. 熟悉软件开发生命周期，能够胜任模块级别的设计和实

现； 

3. 熟练以下一种或多种语言者（C/C++、Shell、Python、

Java）； 

4. 熟悉主流数据库 Oracle、MySQL，能熟练编写 SQL语句，

熟练使用 linux常用基本命令； 

5. 具有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编辑能

力、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 

6. 工作态度积极，能承受一定工作压力； 

需求分析

工程师 
1人 

1. 具有良好的综合素养，具备与工作要求相适应的身体

条件； 

2.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

位； 

3.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 熟悉软件工程理论，了解主流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

准； 

5.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思维清晰敏捷，逻辑分析

能力强，善于与人沟通，具备较强的文档编写能力； 

（2）测试工程师 2 名，总工时为 12 人月，每名工程师工时为 6 人月。

人员详细要求如下： 



角色 数量 岗位要求 

高级测试

工程师 
1人 

1. 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5年

及以上银行核心、支付结算、交易所、证券登记等金融领域

大数据、报表平台测试工作经验，且至少具有 3 年同类型

项目的测试管理经验； 

2. 掌握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掌握软件工程、软件测试理论、

测试流程及常用测试方法； 

3. 掌握主流数据库 Oracle、MySQL，能熟练掌握各类复杂

SQL语句编写，熟练能够通过编写简单脚本进行文件处理； 

4. 具有良好问题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编辑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做事积极主动； 

6. 能够根据需求分析书，组织带领团队或独立完成测试方

案、测试功能点、测试计划、测试案例编写，在测试执行过

程中对 Bug进行追踪管理、编写测试报告； 

7. 工作态度积极，能承受一定工作压力，工作中能起到积

极的带头作用； 

中级测试

工程师 
1人 

1. 计算机或者相关专业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3年

及以上上银行核心、支付结算、交易所等金融领域大数据、

报表平台测试工作经验； 

2. 熟悉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掌握软件工程、软件测试理论、

测试流程及方法； 

3. 熟悉主流数据库 Oracle、MySQL，能熟练掌握 SQL语句，

熟练使用 linux常用基本命令； 

4. 具有良好语言表达能力、文字编辑能力、做事积极主动，

能够根据需求分析书，独立完成测试功能点、测试计划、测

试案例的编写，及测试案例执行和对 Bug 进行追踪管理、

出具测试报告； 

5. 学习能力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学习并接手工作，沟通

能力好；  

6. 工作态度积极，能承受一定工作压力，工作中能起到积

极的带头作用； 

7. 能够熟练读懂 C或 java代码进行白盒测试。 

 

二、 人员管理要求 

1. 投标方在本项目工作的人员应经过招标方的认可，投标方应对其工作人

员在招标方工作期间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包括其工作人员不得在本项



目中预留各种危害软件，或利用本项目开发期间预留的危害软件或漏洞

在投标方离职后，从事危害招标方的行为。 

2. 招标方保留对投标方工作人员在招标方工作场所活动进行监督和限制的

权利，投标方应予以配合。 

3. 投标方工作人员应使用招标方所提供的开发设施，禁止未经招标方同意

携带个人电脑等设备进入招标方办公区域。 

4. 投标方对工作人员在本项目期间的考核应以招标方对工作人员的考核为

主。招标方有权在招标及项目过程中核实、考察投标方工作人员的能力

和资格，对不合格的工作人员，投标方应在接到招标方通知的 10个工作

日内完成更换。 

5. 投标方提供的每位开发人员，经 3 次替换后仍未达到要求，并造成项目

进度延迟的，投标方应支付合同总价 1%的违约金，多位独立累加。 

6. 投标方派遣人员更换时，需提前 10 个工作日向招标方提出书面申请，经

招标方同意，且在接替人到位完成工作交接后，经招标方确认，方能撤

离人员，期间产生的成本由投标方承担。 

7. 投标方派遣人员请假申请需提前以书面方式提交招标方开发负责人，经

批准后方可休假。连续两天及以上的请假必须提前 10个工作日提出。 

8. 招标方有权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工作时间和外包人员数量，

并按合同单价以三个月为周期据实结算。 

9. 根据招标方的实际情况，招标方有权安排投标方的外包人员从事项目相

关的其它工作或其他项目的开发工作。 

10. 招标方将定期对外包人员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并反馈至投标方，投标方

需对此及时作出响应。 

三、 工作质量要求 

1. 投标方应根据招标方的总体工作安排，制定详细开发计划，独立完成相关

开发任务。 

2. 投标方需根据计划按时、高质量完成项目每个阶段的开发任务，质量应符

合招标方相关规范要求。 

3. 投标方应在遵守招标方相关的代码规范、项目管理规范以及文档规范的



前提下进行自我管理。投标方内部管理可按自身的项目管理流程与规范

进行。 

4. 招标方将对项目关键点，如模块设计、开发、代码提交、测试计划、测试

报告等环节组织评审，投标方需参与评审以确保交付物的质量。 

5. 投标方需有体系化的质量控制和保证方案，方案应具有完整性、科学性与

合理性并可操作，应覆盖项目各过程域。 

四、 交付成果 

投标方应按时提交符合招标方要求的交付物，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文档、

开发文档及代码、测试计划、测试案例、测试报告等。 

五、 知识产权及保密 

1. 技术秘密的使用权、转让权、开发中形成的技术秘密所有权归招标方所

有。 

2. 投标方应保证项目中形成的各类文档和资料（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归

招标方所有，投标方应将招标方委托投标方定制开发软件的全部源代码

提供给招标方。 

3. 投标方承诺项目中开发的软件、程序等，其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归招标方

所有；未经招标方同意，不得将开发成果和尚未开发完成的部分成果透

露第三方或交付第三方使用。招标方拥有知识产权和专利申请权。 

4. 投标方及其工作人员应保证签署并遵循保密条款，不得将投标方的业务

和技术资料带离开发现场，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业务和技术方面的有关信

息。 

 

  



附件 2：法人代表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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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服务平台人力外包服务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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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书内容不可更改，所有空格项均为必填项，未满足上述要求的授权书视为无效授权，所投标书以

废标计。 

  



附件 3：评分标准 

 

采购评分标准 

一、评标原则： 

1.采用“百分制评标法”，分别对技术需求与商务需求进行评分。 

2.对所有投标人的投标评估，评委都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3.合并投标后的有效投标少于 3 家，本次招标做流标处理。 

二、符合性检查： 

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予以废标： 

1. 投标人的投标书或资格证明文件未提供或不符合采购书要求的； 

2. 投标材料未按照招标要求加盖公章，或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授权的代理人）

签字； 

3. 代理人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 投标人资质或业绩不满足采购书要求的；或超出经营范围投标的； 

5. 投标有效期不满足采购书要求的；或投标价格大于 99.6万的；或开发及需求

人力服务价格大于 69.6万的；或测试人力服务价格大于 30万的； 

6. 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投标文件，或在一份投标文件中对同一招标内容

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为最终报价的（按采购书规定提交备

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7. 附加条件的报价（除采购书中有规定外）； 

8. 投标人虚假投标，提供的投标文件与事实不符；或在澄清过程中虚假澄清，

提供的澄清文件与事实不符； 

9. 开标后，投标人提出降价或进行抬价或利用澄清机会实质性变更投标价的； 

10.投标文件符合采购书中规定废标的其它技术和商务条款； 

11.投标人复制采购书的技术规格相关部分内容作为其投标文件的一部分的； 

12.对于投标商品在投标书上的描述，未能满足采购书基本要求的； 

13.投标人对采购书的商务及技术需求提出偏离或保留的； 

14.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有雷同现象的（均为废标）； 

15.有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的或本采购书约定的其他废标情形。。 

三、评标标准 

本招标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为 100 分：其中商务分为 30 分，技术分

为 70分。 



对本次招标中涉及的各项评分因素分数之和为综合得分；综合得分按照由

高到低排序并作为中标候选人选用顺序，出现得分并列时，投标时间较早的投标

人为中标人。 

如某投标人开发及需求人力服务报价低于所有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报价

均价的比例超过 26.69%（含），或测试人力服务报价低于所有通过符合性审查投

标人报价均价的比例超过 28.89%（含），该投标人需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

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

投票表决是否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四、商务评分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为有效投标。投标价为基准价得满分 30 分，以基准价

为基础，投标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1、开发及需求人力服务价格分（21分） 

  以满足投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该级别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

满分 21 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开发及需求人力服务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1 

2、测试人力服务价格分（9分） 

  以满足投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该级别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

满分 9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测试人力服务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9 

五、技术评分 

评委对各份投标书根据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定后各自打分。为使评分时能体

现量化，评委按以下内容进行评定后打分，各项得分合计后计算算术平均值为各

投标人的最终得分。 

具体评分方式见下表： 



评标要素 分值 

投标人具有以下资质证书中 4项及以上得 6分，3项得 4分，1-2项得 2分，

0项得 0分。资质证书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证书、CMMI 四级（含）以上、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软件企业认定证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6分 

投标人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中，每提供一名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得 2分，每提供

一名在 2018 年教育部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 所”中的全日制毕业

生，得 2分，最高不超过 6分。 

0-6分 

投标人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中，每提供一名金融行业软件开发工作经验 7年及以

上的得 2分，5～7年的得 1分，3～5年的得 0.5分，最高不超过 6分。 
0-6分 

投标人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中，每提供一名金融行业软件测试工作经验 7年及

以上的得 1分，5～7年的得 0.5分，3～5年的得 0.3分，最高不超过 3分。 
0-3分 

投标人 2015 年 1 月 1 日以来有过交易、结算、登记相关金融行业的大型项

目开发或测试服务经验（须提供与最终用户签订的合同首页、合同金额所在

页、签字盖章页及相关证明页复印件，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每提供一个开

发服务合同得 3分，每提供一个测试服务合同得 2分，最高不超过 15分。 

0-15分 

投标人 2015 年 1 月 1 日以来有过其他类金融行业的大型项目开发或测试服

务经验（须提供与最终用户签订的合同首页、合同金额所在页、签字盖章页

及相关证明页复印件，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每提供一个开发服务合同得 2

分，每提供一个测试服务合同得 1分，最高不超过 10分。 

0-10分 

投标人能够体现完善的开发质量体系和实用程度。包括对于计算机软件工程

的理解、项目开发过程的管理、质量保证与控制、配置管理及版本控制等。

最优者得 5分，其他酌情扣减。 

0-5分 

投标人能够体现完善的测试质量体系和使用程度。包括对测试的理解、测试

工作流程、测试计划和测试用例、自动化测试方法和工具、缺陷跟踪体系以

及版本控制等。最优者得 5分，其他酌情扣减。 

0-5分 

投标人具有较好的人员稳定性保障方案及具体措施。 0-8分 

投标人能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按提供的服务酌情给分。 0-6分 

 

附：2018年教育部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2所”名单 

序号 A类 36所 所在地 序号 A类 36所 所在地 

1 北京大学 

北京 8所 

23 山东大学 

山东 2所 
2 中国人民大学 24 中国海洋大学 

3 清华大学 25 武汉大学 
湖北 2所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6 华中科技大学 

5 北京理工大学 27 中南大学 湖南 

6 中国农业大学 28 中山大学 
广东 2所 

7 北京师范大学 29 华南理工大学 

8 中央民族大学 30 四川大学 

四川 2所 
9 南开大学 

天津 2所 

31 电子科技大学 

10 天津大学 32 重庆大学 重庆 

11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33 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 2所 

12 吉林大学 吉林 34 西北工业大学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98.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0.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3.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1.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9.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20.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17.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7.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8.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19.html


13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 35 兰州大学 甘肃 

14 复旦大学 

上海 4所 

36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 

15 同济大学    

16 上海交通大学 序号 B类 6所 所在地 

17 华东师范大学 1 东北大学 辽宁 

18 南京大学 
江苏 2所 

2 郑州大学 河南 

19 东南大学 3 湖南大学 湖南 

20 浙江大学 浙江 4 云南大学 云南 

2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22 厦门大学 福建 6 新疆大学 新疆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13.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23.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16.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99.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2.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10.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06.html
https://www.dxsbb.com/news/list_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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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人员履历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从事本专业时间  为投标人服务时间  

执 业 注 册  职       称  

自我简述 

 

 

教育经历： 

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工作经历：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项目经历： 

时间 参加过的项目 在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