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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邀请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人寿”）是经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2009 年 6 月 3 日正式开业，公司
注册资本 77.948 亿元，目前已经开设省级分公司 20 余家，在全国累计拥有分
支机构 200 余家，顺利完成了在华中、华北、华东、东北、西南、西北、华南
七大区域的战略布局，初步覆盖中国主要保险市场和重点地域市场。（此部分
在使用时按照外网公司简介更新）
本公司现拟对“ 百年人寿 2017 年无线 项目”进行招标，经前期综合考查评
选，现诚挚地邀请贵公司参与本项目的投标。在正式投标前，请详细阅读本招
标文件并确实遵守其中各项要求。
1.招标编号：AEONLIFE- IT -2017-020
2.招标内容：
3.投标截止日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招标人拒收本截止日期后送达
的投标文件。（本日期应确定投标人编制并送达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
4.投标地点： 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1 楼
5.标书接收人：李超、于广臣
联系电话： 0411-39828218
传真电话： 0411-39828777
电子邮件： lichao003@aeonlife.com.cn
yuguangchen@aeonlife.com.cn
6.联系方法：有关此次招标邀请之事宜，可以书面或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
与百年人寿沟通。
单位名称：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21 楼
邮编： 116021
7.投标有效期： 30 日，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
第二部分

投标人须知

A.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百年人寿无线 项目”。
“百年人寿无线 项目”各阶段活动内容、操作要求等方面的要求详见招标
书之第三部分。
二、定义
1.“招标人”系指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投标人”系指投标人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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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招标文件说明
三、本招标文件的构成
招标文件由下述部分组成：
1. 招标邀请
2. 投标人须知
3. 项目需求
4. 投标文件格式
5. 书面澄清或者修改的招标文件内容
四、招标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
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
人。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五、投标保证金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保证
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 2%。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
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六、对招标文件的疑问
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前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
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C.投标文件的编写
七、投标文件要求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
并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的真实、有效、关联。
如果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载明的项目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进行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八、投标语言
投标文件及投标人和招标人就投标交换的文件和来往信件，应以中文书写。
九、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部分：
1.投标书
2.投标价格表
3.企业基本情况材料及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包括：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
－公司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1 份；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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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两年内成功运作的相关案例；
－………..
－其它可以证明投标人有能力履行招标文件中合同条款和执行要求规定的
相关文件。
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装订成册。
十、投标文件格式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投标文件格式填写投标书、投标价格表、投
标人基本情况材料及资格证明文件，并提供产品详细方案及招标文件要求的所
有内容，在 U 盘中提供 word 版投标文件。
十一、投标报价
1.报价方式
(1)投标者应明确说明各执行阶段每个项目的总体价格，以及价格明细，最
终总价需明确增值税费用。报价需由经正式授权的代表签署，并加盖投标人公
司公章。
(2)投标者应按照招标人最后确定的需求报价。
2.填写时应注意下列要求：
一旦投标人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向招标人提出增加任何费用的要
求。
十二、投标人基本信息
1.简述公司的基本情况、发展历史、股东情况，最近两个年度的成功案例，
员工及分公司数量。
2.明确叙述公司拟参与本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的简历、业绩、拟用于
完成招标项目的设备及时间投入。
3.若公司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参与本项目竞标，简述公司合作伙伴的基本情况
以及将参与本项目的人员的简历和时间投入。
4.本项目联系人：
－公司名称：
－联系人姓名及职位：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十三、投标文件的签署及规定
1.投标人应准备一份正本和二份副本，在每一份投标文件上要明确注明“正
本”或“副本”字样，一旦正本和副本有差异，以正本为准。
2.投标文件正本和副本须打印并由经正式授权的投标人代表签字，并加盖
投标人公司公章。
D.投标文件的递交
十四、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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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应将投标人文件正本和副本分别用信封密封，并在封签处加盖投
标人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投标文件信袋封条上应写明：
(1)招标人名称、招标文件所指明的投标送达地址；
(2)招标项目名称；
(3)标书编号；
(4)投标人名称和地址；
(5)注明"开标时才能启封"，"正本"，"副本"。
3.如投标文件由专人送交，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进行密封和明确标记后，
按投标邀请注明的地址送至招标人。招标人拒收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
件。
E.开标和评标
十五、开标
1.开标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在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职场公开进行。
2.开标时，在评标小组人员全部到齐后工作人员查验投标文件密封情况，
确认无误后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
一式三份的招标文件必须在招标现场同时开标。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
查。
十六、评标小组
招标人将针对此次招标工作成立评标小组，评标小组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
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评标小组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质疑、评估和比较，采用 综合打分法（本
项目的报价将作为最主要评估因素）进行评标。（这两种评标方法在发出招标
文件之前选择其中一种）
十七、投标文件的澄清
投标文件中有含义不明确的内容、明显文字或者计算错误，评标小组认为
需要投标人作出必要澄清、说明的，应当书面通知该投标人。投标人的澄清、
说明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
性内容。
十八、对投标文件的评估和比较
1.招标人及其组织的评标小组将对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估和比
较。
2.评标时除考虑投标价格外，还将考虑以下因素：
(1) 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及其设备的性能。
(2)
无线 产品的售后服务，其中包括：实施人员资质，后期维护人员资
质是否有本地化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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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保密
1.有关投标文件的审查、澄清、评估和比较以及有关授予合同的意向的一
切情况都不得透露给任何投标人或与上述评标工作无关的人员。
2.本项目招标书属于招标人所有。未经招标人的书面许可，不得将本项目
招标书的任何内容以任何形式泄露给任何其它第三方，否则，投标人应承担给
招标人造成的所有损失。
F.中标和合同
二十、定标准则
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2.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
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二十一、中标结果的通知
招标人负责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
的供应人。投标人如对评标过程有异议或对评标结果不服可向招标人合规经营
部投诉。
二十二、合同的签订和履约保证金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
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
二十三、否决投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小组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未经投标单位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2.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
3.投标人不符合国家或者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4.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者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
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5.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者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6.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7.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二十四、反商业贿赂规定
1、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反商业贿赂行为的有关法律
法规。
2、任何一方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均不得索取或接受合同约定外的明扣、
暗扣、好处费、现金、有价证券、购物卡、实物、礼品、请吃（礼节性的除外）、
旅游等形式的不当利益。以上不当行为经发现并核实，将按国家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的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款所称“其他相关人员”是指甲乙双方经办人以外的与合同有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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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利益关系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经办人的亲友。

第三部分

项目需求

一、服务商简介

二、百年人寿 2017 年无线项目要求
1、设备需求，详见《附件 2：无线产品技术参数》
2、招标方采购设备的型号和数量，投标方参考本招标文件的《附件 3：投标价
格表》填写。
3、制定详细的百年人寿无线项目现场实施方案和现场技术支持流程，必须保证
现场实施。
4、设备送货，安装、调试服务的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5、百年人寿此次采购的无线项目，投标设备必须保证稳定高效的性能，并要保
证在设备主备切换时，保证业务的不中断。
6、投标方在设备保修期内为招标方免费提供维保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1）服务范围：维保服务覆盖《附件 3：投标价格表》清单中的设备和自
带软件。
（2）服务工程师：技术维保工程师应具备上述维保对象的硬件系统、软件
系统、管理/操作系统等方面的知识，具备相应的技术资格认证，并有 3 年以上
从业经验；
（3）服务级别：7×24 技术服务支持，备件第二天到现场。
（4）故障响应及处理：
 对系统性能严重损坏，接到支持需求必须立即做出回应；
 对系统运行正常，仅受到有限的影响或未受到严重影响，接到支持
需求必须在 30 分钟内做出回应；
（5）备品备件：按照原厂商承诺提供服务。
（6）现场巡检：每年进行一次设备现场巡检。
（7）产品升级：提供产品升级评估和现场升级服务，包括网络设备 OS 系
统版本升级、升级方案提供与升级后验收。
（8）特殊要求: 提供特殊时段（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年终、招标方重
大应用测试、投产），以及系统变更和迁移、系统升级等的现场支持服务。
（9）建立与招标方的沟通机制，现场支持指定专人负责。
（10）在保修期内，投标方应无偿并迅速替换由于部件缺陷及制造工艺等
问题而发生故障的产品。如因产品有设计、生产之缺陷而造成设备的性能和质
量与合同规定不符，投标方将协调原厂商来排除缺陷，修理或替换出现故障的
部件、元件和设备，所有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7、关于人员配置。讲标人员必须是投标方配备本项目经理，否则将视为自动
放弃投标；同时，投标文件中需要提供配备本项目的工程师和实施人员的类似
项目经历，以及专业能力 证明。
8、投标方须具有厂商针对百年人寿项目原厂授权。
9、培训及指导提高：必须由原厂工程师安排培训，百年人寿预计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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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报价中包含此项费用；
10、质保期限：要求为原厂提供，一年质保 。

三、报价
1.投标人应提供完整详尽的计划方案、详细报价（单价、数量、总价等），
以及付款方式。
2.若投标人与合作伙伴一起参与本项目竞标，投标人应在总体报价中一并
提供。（若禁止联合投标可删除此条）

第四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附件 1：项目投标书
致：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为百年人寿 2017 年无线项目招标邀请，签字代表
(全名、
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投标人名称、地址)全权办理对上述项
目的投标、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和副本一式二份。
1.投标价格表。
2.公司基本情况材料及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据此函，签字代表以及投标人宣布同意如下：
1.投标人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2.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的话)以及全部参考
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3.投标自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有效期为
日。
4.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5.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投标人代表签字：
投标人代表职务：
投标人名称：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全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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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无线设备产品技术参数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百年人寿 2017 年无线项目
招标编号： AEONLIFE-IT-2017-020

POE 交换机设备数 1 台
量
指标项
基础性能要求
机架高度
性能要求

接口配置要求

指标要求
1RU
交换容量≥88Gbps
三层包转发率≥41.66 Mpps
Flash≥2G
内存≥4G
>=24 个 10/100/1000M 电口
>=4 个千兆 SFP 端口，配置 4 个 SFP 模块
提供带外管理 LAN 口
提供 USB 端口可做外部存储管理
所有 LAN 实配有线接口支持绿色以太网(802.3az)标准

以太网供电
最大同时启用 POE+端
要求最大 24 个端口同时启动 POE+
口数
要求支持策略化 POE 供电控制，如上班时间选择部分端
智能 POE 供电
口供电，下班时间部分端口自动停止供电等。
高可靠性
冗余电源风扇支持
电源>=2、风扇>=3,并可在线热拔插
支持ＡＣ和ＤＣ电源选项，并且电源可以混插，比如Ａ
电源
Ｃ和ＤＣ电源同时使用在一个机箱里
交换路由特性
Mac 地址≥32K
二层协特性
VLAN ID≥4K
路由表支持≥24K
IPv4 支持 RIP/OSPF/BGP4/IS-IS/PBR
三层功能
IPv6 支持 RIPng/OSPFv3/PBR
支持 ECMP，硬件条目数>=16
支持 VRRP 或 HSRP,VRRPv3 或 HSRPv6
安全性
支持端口安全、绑定 MAC
基础二层安全特性
支持 DHCP Server，DHCP option 82
支持 PVLAN，PVLAN Edge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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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

端口镜像

支持 TFTP，NTP，SSH V1/V2，SNMP V1/V2/V3；
支持 RMON 1/2/3/9
支持 Syslog,TACACS+及 Radius；
支持 SPAN 及 RSPAN 端口镜像功能，会话数>=2

无线 AP 设备数量

8台

指标项

指标要求

基础性能要求

System memory

4x4 MIMO with three spatial streams
Maximal ratio combining (MRC)
802.11n and 802.11a/g beamforming
20- and 40-MHz channels
PHY data rates up to 450 Mbps (40 MHz with 5 GHz)
Packet aggregation: A-MPDU (Tx/Rx), A-MSDU (Tx/Rx)
802.11 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 (DFS)
2.4 GHz, gain 4 dBi, internal omni, horizontal
beamwidth 360°
5 GHz, gain 4 dBi, internal omni, horizontal
beamwidth 360°
512 MB DRAM 64 MB flash

无线 AC 设备数量

1台

指标项

指标要求

管理要求

Integrated antenna

基础性能要求
2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50 Cisco
access points
IEEE 802.11a, 802.11ac, 802.11b, 802.11g, 802.11d,
WMM/802.11e, 802.11h, 802.11k, 802.11n, 802.11r,
802.11u, 802.11w, 802.11ac
IEEE 802.3 10BASE-T, IEEE 802.3u 100BASE-TX
Product
specification, 1000BASE-T, and IEEE 802.1Q VLAN
Specifications for
tagging
the
Cisco
2500
WEP and Temporal Key Integrity Protocol-Message
Wireless Controller
Integrity Check (TKIP-MIC): RC4 40, 104 and 128
bits (both static and shared key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 CBC, CCM,
Counter Mode with Cipher Block Chaining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Protocol (CCMP)
DES: DES-CBC, 3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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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投标价格表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百年人寿 2017 年无线 项目
招标编号： AEONLIFE-IT-2017-020

序号

产品型号

1

WS-C3650-24PS-S

2
3

AIR-CAP3702I-H-K9
AIR-CT2504-5-K9

产品描述
24 口 POE 交换机+两个多模光纤模
块+1 年 Smarnet 服务

单价
(人民币)

数量

投标总价
(人民币)

1

无线 AP+1 年 Smarnet 服务

8

无线控制器+1 年 Smarnet 服务

1

总计
投标人代表签字：
职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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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百年人寿保险供应商信息采集表
（随本表格附交一份最新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填列项目

填列内容

填表说明

备注

公司全称

按营业执照所列名称填写

必填

所属行业

请选择

请在下拉菜单选择，所属行业
主要包括：货物销售、加工及
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业、邮政
业、电信业、现代服务业、建
筑业、金融保险业、销售不动
产、转让无形资产、文化体育
业、生活服务业

必填

纳税人身份

请选择

填写现在或营改增之后预计的
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纳税人身
份包括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
税人

必填

适用税率或征收率

请选择

填写现在或营改增之后预计的
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必填

请选择

若贵公司经营增值税免税项目
且已经申请免税，请选择增值
税普通发票
小规模纳税人—个人只能选择
代开普通发票或无发票

必填

填写供应商履约供货的常用收
款账号

必填

填写国税税务登记号

必填

预计提供发票类型

开户行及银行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
公司类型

按营业执照所列公司类型填写

拟提供商品或服务

填写拟向百年人寿保险提供的
商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金(万元)

经营范围

按营业执照所列经营范围填写

公司资质

填写与拟向我公司提供产品或
服务相关的资质

联系地址

填写现在办公地址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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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机

传

真

与我公司合作
业绩

填写贵公司和我公司之间的已
经完成的合同或正在执行的合
同

与其他金融机构
合作业绩

填写贵公司除和我公司以外的
其他金融机构相关的已经完成
合同或正在执行合同的基本情
况

其他

我单位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
经办人：

受理人：

申请单位签章：

受理单位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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