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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金交易所 

生产环境流量采集交换机采购书 

一、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生产环境流量采集交换机采购。 

2、采购需求：见附件1。 

3、投标金额：小于58万元人民币（含税）。 

4、投标保证金金额：1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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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必须是在国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并具有相关经营资质。 

2、投标人必须能够提供上海本地化技术支持和服务（提供证明文件）。 

3、投标人可为产品制造商或其代理商。如代理商投标，则代理商须具备有

效期内的原厂代理许可资质，同时须提交有效期内的原厂全权委托书（格式见附

件3）。 

4、服务期间，中标人违反SLA服务条款视为违约：违反1次（含），每次须

承担合同金额1%的违约金。 

5、投标人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计划方案，包括设备集成设计、项目实

施步骤时间、实施团队人员调配（团队人员需附工作简历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

会保险证明）、项目管理及质量控制、项目验收、售后服务等内容。 

6、投标人除提交投标总价外，须提供投标设备、原厂服务、投标人SLA服务

分项报价，还须提交每台设备价格以及每台设备的项目组成明细价格（不得出现

赠品字样）。 

7、付款方式：中标人需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接受以下付款方式的其

中一种：（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2）设备到货后，安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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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加电无故障，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3）设备验收合格后上线，原厂服务

生效（提供原厂服务生效证明）并验收无误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4）服

务满一年，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5）方式A：中标人开具为期2年，金额不低

于合同总金额5%的银行保函后（保函受益人为上海黄金交易所，且不可撤销），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方式B：三年维保到期后，支付合同总金额剩余的5%。 

8、投标金额为含税金额，包括安装服务（如有）和产品出售的所有税费。

中标人需按照不同税率开具不同发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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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项目不支持联合投标。 

11、非招标人原因，中标人须在中标通知书发放后5个工作日内与招标人签

订合同。 

12、招标要求中所需的资质文件都须提交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3、招标过程中投标人如存在作假或舞弊行为的，或中标人在履约中存在违

约行为的,一经核实交易所有权要求其两年内不得参与交易所任何招标采购项目,

如给交易所造成损失,须进行赔付。 

14、投标人未满足项目需求和商务要求全部条款者的，以废标计。 

15、投标人参与投标视为同意上述要求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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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的商务报价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明细报价单（单独密封）。 

2、投标人的商务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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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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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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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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名称： 

序号 商务条款 响应 是否偏离 说明 

     

     

     

投标人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3、投标人的技术文件（均需加盖公章） 

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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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响应/偏离表 

投标人名称： 

序号 技术条款 响应 是否偏离 说明 

     

     

     

 

投标人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4、响应文件要求 

投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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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采购程序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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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0年4月2日16点30分前，响应单位将响应文件加盖公章并密封后(一式3份，

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快递至上海黄金交易所，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河南中路99

号西塔9楼，接收人：陈佳士 021-33128863/吕蕾丝，021-33128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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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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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  件 

附件 1：技术需求 

项目技术需求 

一、需求概述 

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流量分析系统扩容需求，需要采购流量采集交换机，投

标人可根据设备配置需求，选择机架式设备或者箱式设备，设备数量不作限制，

以满足“设备需求”为准。 

 

二、技术需求 

1. 基本需求： 

 投标商品需为原厂全新产品，无任何翻新、返修等情况； 

 投标人需提供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所购设备电源线缆需配置 C13-C14接口电源线； 

 投标人需提供一年 12次的设备巡检工作； 

 所采购设备购买 3年原厂 24*7*4硬件维保服务和原厂现场支持服务。 

 

2. 设备需求： 

设 备 配

置 

1. 机架式分流器，至少提供 68个 1Gb SFP接口与 34 个 10Gb SFP+接口，

并配置 64个千兆电模块，4个千兆光模块，34个万兆光模块。满足全

线速数据传输，满配冗余双电源，满配风扇槽位，满配主控卡。 

2. 如选用箱式，在满足第 1条需求的同时，需满足≥2个业务卡槽位，≥

2个主控卡，≥2个电源，≥2 个风扇。 

基 本 功

能 

1. 接收交换机镜像端口或分光采集器的 100GE/40GE/10GE/1GE 接口输出

的克隆数据，对接收数据进行复制、汇聚、过滤、处理并从

1GE/10GE/40GE/100GE端口输出给后端分析设备。 

2. 所有端口均可配置为输入输出，可以设置为 1:N、M:N、N:1等模式，M

支持任意端口,N支持任意端口。（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设 备 管 1. 可通过 WEB 图形方式查询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端口状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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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性能统计至少包含当前发送报文数、当前接收报文数、当前发送字节

数、当前接收字节数、接口当前发送/接收速率等统计指标。实时流量

统计、基于规则的流量统计、历史峰值流量统计、流量阈值告警等。

（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2. 支持多台分流器矩阵式多级的管理和部署。支持多台分流器集群统一，

实现一个管理 IP 登陆界面，可以配置不同集群分流器设备。（该功能

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3. 支持 WEB 可视化管理，Web 方式支持分流器所有功能配置。（该功能需

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4. 支持 WEB 管理界面下的抓包存储下载功能。报文实时存储功能，对任

意输入口的全部数据包或者 ACL 规则匹配的数据包执行捕获存储，捕

获数据包格式必须兼容 Wireshark/Sniffer 等主流报文分析工具；系

统应提供界面对已捕获的数据报文进行列表展现及删除/下载处理。

（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5. 支持 consle/ssh/telnet登录管理。支持 AAA 认证授权功能。支持 NTP

客户端和服务端，广播模式和对等体模式部署。（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

明文件。） 

6. 支持 syslog 日志输出，支持 SNMP 管理。（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

件。） 

分 流 功

能 

1. 支持端口出方向和入方向的 IPV4 和 IPv6 多元组流规则过滤。（该功

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2. 过滤规则多元组包括 L2-L4 层所有字段匹配，支持源 MAC/目的

MAC/VLAN/Cos(vlan 优先级)/以太类型/协议/源 IP/目的 IP/源端口/

目的端口/tcp flag/ip优先级（precedence、tos/dscp）和分片标识

等多元组匹配。（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3. 支持隧道(IP-in-IP/Vxlan/GRE）内层数据匹配识别和过滤。（该功能

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4. 支持 ACL规则匹配 host精准规则容量 10000 条。（该功能需提供盖章

证明文件。） 

5. 支持全数据采集，支持异常流量（IP/TCP/UDP/CRC/SYS flood）错包

和超长帧 9000字节的数据采集。（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6. 支持基于端口和基于数据流的 VLAN溯源标记功能。支持数据的 Vx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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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封装。（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7. 支持剥离封装功能，支持 VLAN/VLAN/Fabric path/L2VPN-MPLS/L3VPN-

MPLS/VN-TAG/GRE/IP-IN-IP 封装剥离。支持隧道剥离后的进行特定

VLAN 标识再封装。（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8. 支 持 基 于 (Smac/Dmac/Vlan/Eth-type/Sip/Dip/Protocol/l4-src-

port/l4-dst-port)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组合的负载均衡,支持基于

MAC 和 IP 的同源同宿。支持 VXLAN/GRE/IP-IN-IP 隧道内层的负载均

衡。（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9. 通过端口联动、同源同宿、旁路直通功能支持串接场景。支持 ns纳秒

级别的数据时间戳标记功能。（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10. 支持数据去重功能，支持至少 4 类去重检测机制：支持匹配以基于 MAC

层，基于 IP层，基于 TCP/UDP 协议为起始位置，基于数据载荷 Payload

的数据去重。（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11. 数据去重最大性能达到 70Gbps。（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12. 数据去重检测不限数据包数量，可配置去重周期时间在 10~20 秒之间。

（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13. 支持数据截断，截断支持 64-1518 bytes 范围。（该功能需提供盖章

证明文件。） 

14. 支持数据切片，切片支持 2-512 bytes 范围。（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

明文件。） 

15. 支持数据脱敏和关键字过滤，关键字可以使用字符串 string和 Hex（16

进制）表示。支持脱敏关键字后的偏移位置位 0-1024bytes，数据内容

匹配长度为 1~1024 bytes。（该功能需提供盖章证明文件。） 

厂 家 资

质 

在上海有备件中心，需提供备件库地址盖章证明文件，并能够提供

7*24小时免费技术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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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需求（SLA） 

一、服务频率 

序号 服务内容 频率 备注 

1 巡检频率和次数 每月 1次，全年 12次  

2 故障处理 故障发生时处理 不限次数 

3 系统变更、项目上线技术保

障 

系统变更或项目上线时，派遣技

术保障人员，进行技术保障工作 

保障起止时间根

据甲方要求 

4 高危病毒爆发期、国家重大

会议期和重大任务期间的保

障 

在高危病毒爆发期、国家重大会

议期和重大任务期间进行保障，

技术保障人员(A\B 角)进行技术

保障工作，提供应急响应电话，当

客户出现技术问题时，及时到达

现场解决问题。 

保障起止时间根

据甲方要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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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时内   

2 技术咨询响应时间 接甲方咨询请求后 1个工作日内   

3 巡检报告 巡检结束 3个工作日内提供   

4 技术变更的评估响应时间 接甲方请求后 2个工作日内   

5 硬件返修件送达甲方的时间

节点 

 购买 24*7*4服务的。确认

设备硬件故障后半小时内向厂商

申请返修，在厂商受理返修申请

并生成故障处理单号后 4 小时内

进行设备更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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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3 现场服务 非故障时 5*9（工作日）；故障时

根据甲方要求 

  

 

中标人在服务期间可对提供的维护团队进行调整,但人员至多允许变更 1 人

次/年。人员变更须提前 1个月通知交易所，且替换人员需得到交易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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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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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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签字生效，有效期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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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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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全权委托书 

全权委托书 

致：上海黄金交易所 

我们（制造商名称）是按（国家名称）法律成立的一家制造商，主要营业地

点设在（制造商地址）。兹指派按（国家名称）的法律正式成立的，主要营业地

点设在（代理公司地址）的（代理公司名称）作为我方真正的和合法的代理人进

行下列有效的活动： 

⑴ 代表我方投标，根据贵方 项目名称 的投标邀请要求提供的由我方制造

的货物/产品的有关事宜，并对我方具有约束力。 

⑵ 作为制造商，我方保证以投标合作者来约束自己，并对该投标共同和分

别承担招标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 

⑶ 我方兹授予（代理公司名称）全权办理和履行上述我方为完成上述各点

所必须的事宜。兹确认（代理公司名称）或其正式授权代表依此合法地办理一切

事宜。 

我方于     年   月   日签署本文件，（代理公司名称）于     年  月  

日接受此件，以此为证。 

 

 

 

 

 

代理公司名称（盖公章）：            制造商名称（盖公章）：          

签字人职务和部门：                  签字人职务和部门：             

签字人姓名：                       签字人姓名：                   

签字人签名：                       签字人签名：                   

 

 

注：委托书中所有空格要素均需填写完整，否则视为无效委托，所投标书以废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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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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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符合性检查： 

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予以废标（参与项目的投标人即视为同意以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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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投标价格大于等于 58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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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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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投标人对采购书的商务及技术需求提出偏离或保留的； 

13.不同投标人投标文件有雷同现象的（均为废标）； 

14.投标人存在舞弊或串标行为的，两年内不能再参加招标人的项目招标； 

15.有其他违法违规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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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技术分

为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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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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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中标人。 

如某投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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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3%（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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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以基准价

为基础，投标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投标基准价=有效投标最低价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50 

（取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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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项 分值 

设备要求 

投标人所投厂家的流量采集交换机在最近 3年（2017年起）销售

列表，每 5 个得 1 分，满分 8 分（须提供销售列表并加盖厂商公

章）。 

8 

服务商要求 

 

投标人具备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颁发的信息技术服务标

准资质证书，1级得 4分，2级得 2分，3级得 1分（须提供证书

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投标人提供近三年（2017年开始）所投品牌的流量采集交换机销

售合同的,每份合同得 1分，最高 8分（须提供销售合同并加盖服

务商公章）。 

8 

实施方案 

 

对投标

人整体

实施方

案进行

评定 

项目计划方案中，实施方案详细阐述了项目目标、设计原

则、实施工艺得 0-1分，实施方案中有基本的项目风险控

制计划的得 0-1分，共计 2分。 

2 

项目计划方案中，有基本的进度管理计划的得 0-1分，进

度计划具有关键里程碑并具有具体阶段性可交付物的得

0-1分，共计 2分。 

2 

项目计划方案中，有基本的资源管理计划的得 0-1分，资

源管理计划中包含详细人员、设备调配方案的得 0-1分，

共计 2分。 

2 

项目计划方案中，有基本的质量管理计划的得 0-1分，质 2 

http://www.baidu.com/link?url=SihGLHgZ6sRbxddHzV_LBdlWLZHDmwv03U5rNpfZh12sqgHnRLWO751AfbdJ-k4t3dB4QpYEZuSs6nkYfscd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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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计划中详细描述了包含对各可交付物质量控制进

行详细描述的得 0-1分，共计 2分。 

项目计划方案中，有合理的验收方案的，得 0-1分，验收

方案详细描述验收条件，验收时间等要素的得 0-1分，共

计 2分。 

2 

项目计划方案中，有合理的售后服务方案的得 0-1分，售

后方案中包含售后团队组成、应急响应流程等要素得 0-1

分，共计 2分。 

2 

服务能力 

 

投标人对上金所提出的维护服务 SLA 提出各自的 SLA 方案及承

诺（需逐条列出并标明正偏离或无偏离），根据各投标人的维护

承诺进行评分，每项正偏离得 1分，最高 4分。 

4 

实施团队资质 

投标人投入到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1人且相关工作年限为 5 -10年

得 2 分，10年以上，得 4分，否则得 0分（须提供简历并加盖公

章）。 

4 

投标人投入到本项目进行集成工作的工程师（不超过 4人）：3人

及以上得 4分，2人得 3分，1人得 0分（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 
4 

投标人投入到本项目进行集成工作的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不超过

4 人）：10 年以上 1 人得 3分，5-10 年 1 人得 2 分，3-5 年 1人

得 1 分，3年以下得 0分（须提供简历并加盖公章）。  

6 

注：评分标准中涉及资质证书、认证证书的，均需提交加盖公章的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未

提供或提供其他材料的一概不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