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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接入服务及互联网专线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二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接入服务及互

联网专线服务项 目进行采购 ,诚邀请合格的报价人前来报价响应。

一、项 目名称

二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接入服务及互联网专线服务项 目。

二、采购人及采购预算金额

采购人: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预算金额 :YI,450,000.00元 ,最高限价为 :Y1,450,000.00元 。超出

预算金额 (最高限价 )的报价,按无效报价处 I+l。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15天 内完成采购人确认的业务开通,服务期为

5年 。

三、采购人式

采购人式:询价/比价。

四、采购需求

详见采购文件
“
八、采购需求

”
。

五、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 15天内完成采购人确认的业务开通 ,服务期为 5年 。

服务地点: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

六、交付事项

1、 交付时问:签订合同后 15日 内。

2、 交付地点: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

3、 质量要求:合格。

4、 付款方式: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执行。



七、报价人资格要求

1、 符合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

2、 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 (、 v飞vw,creditchina。 gyOv。 cn)、 中国政府采购网

(Ⅷw,cc即 .gOV· Cn)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报价人 (需提供发布采购文件后至响应文

件递交截至时间前的信用查询结果网页截图、信用报告并加盖单位公章 )。

3、 其它耍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提供营

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各和专业技术能力 ;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 ⒛21以来年任意

一个月纳税、社保记录凭证并加盖公章);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成立

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 日起计算 );

(5)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

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报价人 ,或者构成关联企业的不同报价人,不得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6)本项 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本次采购终止 :

(1)递交报价文件后符合资格条件的报价人 (不含无效报价 )不足
=家

的 ;

(2)出 现影响采购工作的违法、违规行为 ;

(3)因 出现重大变故,需调整或取消采购任务的。

八、采购需求

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二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项 日即将进入招

商阶段,为满足入驻企业的使用需求,需采购网络接入服务及互联网专线服务。

8。1服务需求

1、 所需服务内容

(1)160个业务室内无线接入点服务需求



在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园区内提供共计160个网络接入点服务,无线终端

可搜索到接入点进行无线连接,以满足访问互联网需求。

(2)输入账号密码认证方式接入服务需求

为保障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园区内网络服务的安全性,提供多SSID和 账

号密码认证方式接入,以保证不同业务隔离以及网络安全相关要求。

(3)室 内房间接入点提供双路双频接入服务需求

为满足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使用需求,要求室内房间的网络接入点

支 持 4条 空 间流 ,接 入 速 率 能达 到 1.775Gbps,最 大 可 以提 供 25个 支 持

8∞。11a/b/g/n/a砑口8⒆.11ax协议无线终端接入

(4)室内公共区域接入点提供双路双频接入服务需求

为满足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使用需求,要求室内公共区域的网络接

入点支持 2。 躬信道最大支持57硎bps,瓦信道最大支持 l。 ⒛bps,支持4条空间流 ,

接入速率能达到1.77sGbps,最 大可以提供50个支持802.11〃b/酽n/ac和SO2.11ax

协议的无线终端接入

(5)室 内无线漫游服务需求

为满足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使用需求,达到在园区内室内网络接入点覆

盖的范围内可无线漫游的效果,以保障无线终端在信号覆盖范围内移动时网络接入服

务不会中断。

(6)无线接入点伽2茌小时技术服务需求

为保障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园区内网络月艮务的可靠性,提供卜⒛小时技术服

务,可远程或现场解答网络接入服务相关的各类问题。

(7)维护响应服务需求

为保障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园区内网络服务的服务质量,当出现故障导致网

络接入服务中断,1刂、时之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恢复服务。

(8)维护服务需求

为保障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园区内网络服务的服务质量,提供原有网线和光

缆的维护,维护期5年。

(9)互联网专线需求

为满足三亚市吉阳人防疏散基地网络使用需求,提供1Gbit/s带 宽的互联网出口,



序

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l

网络接入

服务

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

1、 提供 160个业务室内无线接入点服务

2、 提供输入账号密码认证方式接入服务

3、 室内房间接入点提供双路双频接入服务,支持 4条空问

流,接入速率能达到 1,775Gbps,最 大可以提供 25个支持

802,11a/b/g/n/ac和 802,11aX协 议无线终端接入

4、 室内公共区域接入点提供双路双频接入服务,2.4G信 道

最大支持 574M bps,5G信道最大支持 1.2Gbps,支 持 4条

空间流,接入速率能达到 1,″5Gbps,最 大可以提供 50个

支持 802,11a/b/g/n/ac和 802,11ax协 议的无线终端接入

5、 提供室内无线漫游服务

6、 提供无线接入点 7冰24小时技术服务

7、 当出现故障导致网络接入服务中断,1小时之内响应,4

小时内到达现场恢复服务

8、 提供原有网线、光缆维护,鲱t护 期 5年

9、 提供满足网络接入服务所需的终端等设备。

1o、 电路通路可用率达到 99,9%。

月 60

’

~

互联网专

线服务

提供访问互联网服务,具体要求如 F:

1、 支持干兆以太网互联,传输速率 1Gb吖 s;

2、 光纤衰减≤-25db

3、 故障应急修复时间≤24小时

4、 提供满足互联网专线服务所需的终端等设各。

5、 电路通路可用率达到 99,9%。

月 60

以满足整个园区的网络接入需求。

8.2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15天 内应完成采购人确认的服务开通,服务期为5年。

服务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高新路北侧

8.3运维 (售后 )服务

1、 平均恢复时间

对于采购人网络接入服务故障导致服务中断,报价人在故障发生后应立即响

应。需要现场处理的,在道路畅通无拥塞的情况下,报价人应在1小时内响应故障 ,

砼小时内到达现场恢复服务。

2、 带宽测试标准 :

通道测试:使用测试仪表对光纤通道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达到标称值为达标水



平。

3、 远程维护服务

报价人根据故障情况提供远程直接维护服务,可以避免由于交通等原因造成

的服务响应不及时,同时可以提供相应的故障远程排查服务以及相关系统的变更、

配置管理支持等。

4、 报价人必须提供详细的服务期内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技术支持和服务方

案包括 (但不限于):

(1) 7× 24/J、日寸不间断月艮务。

提供 7× ⒛ 刂、时的网络维护和技术服务,保障用户网络的安全运行。

提供 7× ⒛ 小时客户响应电话。

(2)报价人为采购人配各对接人,对采购人提供技术业务咨询服务。在采购

人出现特大故障时,能够紧急响应,最快地修复障碍。

(3)配置一名客户经理,统一故障申告渠道。

5、 技术培训要求

报价人要对采购人技术人员提供网络接入服务使用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

含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l)网络基本概念、原理、技术 ;

(2)网络接入使用方式、方法 ;

(3)日 常维护方法、应急处理方案

8.4其他要求

报价人应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及互联网专线服务。

1、 报价人应按采购人的进度要求,依据项 目采购需求文件确定的目标和内

容,及时完成项 目实施并交付。

2、 在采购人组织项 目的测试、验收工作中,报价人必须做好配合,并按采

购人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完成相关工作。

3、 报价人应根据项 目实施的计划,进度和要求,及时安排对采购人及指定

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采购人指定操作人员能够完成现场 日常操作 ,技术人员

能完成系统维护工作。

4、 报价人应当配合采购人的项 目人员进行出入登记审核等手续。若因项 目



施工应 自由出入采购人指定工作场所 ,则配合采购人实行出入人员登记等相关手

续。为不泄露国家秘密即个人隐私 ,报价人还应当签署保密协议,配合采购人实

行人员登记制度。

5、 因报价人未能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保密条款 ,造成采购人损失或负面影响

的,采购人有权根据所造成的的损失大小或影响程度向报价人要求赔偿 ,并保留

向报价人提出法律诉讼的权利。

6、 报价人应设有长期售后服务机构 (提供固定的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

承诺 7× 24刂、时上门服务。

7、 质量承诺函:报价人按报价文件的技术要求与标准提供满足网络接入服

务及互联网专线服务的终端等设各,确保其设备质量及服务质量、规格及技术特

征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报价文件的要求。如出现供货的技术参数与报价文件的

要求参数不符,采购人完全有权要求报价人退换,如 由于报价人对采购人造成生

产影响,采购人有权追究报价人的经济赔偿责任 (提供报价人加盖公章的承诺 )。

8、 报价人应对所投设各提供 3个月的包换期,2年 (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免

费维修服务和终生维修、保养服务。

9、 免费提供现场培训及相关技术咨询。培训内容应包括技术原理、操作、

日常基本维护与保养,使参加培训的人员能独立使用,同时能独立处理常见性故

障。

10、 定期到用户单位回访,及时向用户了解使用情况,协助用户进行日常维

护与提升。

11、 买卖双方之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之管辖并依其进行解释。如有争

议,在双方友好交涉无法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应向采购人所在地申请法院诉讼。

12、 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 5年服务期内的网络接入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

满足网络接入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所投入的终端等设各、运输、辅助材料、安

装、调试、国家有关部门检测、强制性认证等费用,以及人工、机械、运输、仓

储、保险、运费、各种税费、劳保、专利技术及质保期间 一切费用的总报价,且

无需采购人额外增加匹配终端等设备。

13、 本 项 目的 采 购 预 算 金 额 为 Y1,450,000.00元 ,最 高 限 价 为

Y1,钙 0,000.00,报 价人的报价总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或投标最高限价 ,否则视



为无效报价。

九、获取采购文件及报价文件提交

1、 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⒛22年 4月 27日 至⒛22年 5月 6日 。

地点及方式:登录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网的
“
首页一集团资讯一公

示公告
”
栏目 (http√/-。 syiti。 c oln/Public。 html)在线下载采购文件。

2、 提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和地点

报价文件有效期:自报价文件开启之日起 gO天

报价文件份数:纸质版 1份 ,电子版 1份 (备注:纸质版 l份 ,需盖章并密

封提交至甲方指定地址;电子版 1份 ,使用 U盘或光盘装载,与纸质版一并密封

提交,电子版包括:将盖章纸质版扫描成 PDF版、非盖章版报价文件的 WORD版。)

提交方式:现场递交或邮寄至采购人地址。

截止时间:⒛22年 5月 6日 17点 00分 (北京时间)

采购人: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大道 273号三亚云港园区 2号楼 4楼

联系人:栾工,电话:15091915283;0898-8838钙 61。

3、 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三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大道 273号 三亚云港园区 2号楼 壬楼

联系人:栾工  电话:15Og1915⒛ 3;OsgS司 8384561

(2)项 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于工  电话:18976800134

十、报价文件格式要求

报价文件需提供一式两份 (备注 :纸质版 1份 ,需盖章并密封邮寄至甲方指

定地址;电子版 1份 ,使用 U盘或光盘装载,与纸质版一并密封邮寄,电子版

包括 :将盖章纸质版扫描成 PDF版、非盖章版报价文件的 WORD版 )。

1、 报价一览表 (加盖公章 )。

2、 报价明细表。



灬

3、 报价单位资格证明文件 (企业简介、企业组织架构、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服务承诺函、项 目团队一览表等 )。

4、 诚信承诺书。

5、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含法人代表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加盖公章 )。

6、 本地化的服务能力。

7、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8、 供应商信用承诺书

9、 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10、 信用查询承诺书 (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没有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报告 )。

11、 社保缴纳凭证及纳税凭证 (提供 ⒛21年 以来任意一个月 )。

12、 类似业绩一览表 (至少 1-3个案例业绩,需附完整合同)。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各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

14、 项 目技术方案。

15、 报价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