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体育学院 2022 年全校软件正版化(操作系统、OFFICE 一年)比选

公告（服务类）

一、项目名称：首都体育学院 2022 年全校软件正版化(操作系统、

OFFICE 一年)

二、控制价金额：￥230000.00 元

三、采购清单：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要求
服 务

期限
备注

1
桌面操作系统正

版授权

1.数量满足我校资产 PC 机和虚拟机、教职工办

公计算机使用，包括教室、办公室、实验室等

2.操作系统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版本：

windows 11/10 专业版等，上述皆包含 32 位、

64 位中英文版本，以及协议期内该产品发布的

所有新版本操作系统及更新内容。

#3.供货商应提供本项目服务软件的来源渠道合

法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协议或合作代理

协议或原厂授权等）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1 年

1. #标

为重要

技术指

标，

2. 要 求

逐 项 应

答

2
办公应用软件正

版授权

1.数量满足我校资产 PC 机和虚拟机、教职工办

公电脑使用，包括教室、办公室、实验室等。

2. 办公软件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版本

Office 2021/2019/2016 Professional Plus for

windows;

Office 2021/2019/2016 standard for mac 等

上述皆包含 32 位和 64 位中英文版本，以及协议

期内该产品发布的所有新版本及更新内容。

#3.供货商应提供本项目服务软件的来源渠道合

法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协议或合作代理

协议或原厂授权等）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1 年

3

正版授权管理平

台运维及安全检

测服务

#1.基于现有平台提供版本升级运维服务，保持

现有平台中历史数据的延续性，包括用户下载、

激活、日志、统计报表、访问量等。保持现有用

户使用习惯，保证已激活的用户设备不需要重新

激活，兼容用户已安装的激活客户端、不需重新

安装和修改操作；

#2.须提供现有平台定制化服务及运维服务能力

证明；

3.具备用户管理及角色管理功能，实现根据用户

身份的不同，显示不同模块及内容, 保证身份归

属有效，并且管理员有权限制用户下载软件及激

活的次数；

4.须具备数据统计功能，包括平台访问量、针对

1 年



不同用户统计各软件下载总量、每月下载量、总

体下载量、安装次数、激活次数、激活失败次数

等统计指标，能够针对一种和多种软件安装情况

分别进行用户下载量和软件下载量进行相应实

时统计，可通过某个时间段筛查其中一种或者多

种软件的使用情况，并可以以浏览器模式查看分

类统计；以图形以及列表等形式进行显示并可打

印。应提供相关的截图证明并加盖平台制造商公

章。

5.须具备软件分类设置，实现对本次采购软件和

其他软件资源的统一管理；须遵循我校信息标准

体系与我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并承诺免费

开放与我校其他应用系统数据对接；须实现与我

校单点登录系统对接，用户可通过统一身份认证

直接登录；保证只有局域网内用户才能下载、安

装、激活所授权的软件。

6.供应商应对平台提供有效的安全检测服务，包

括系统巡检、系统漏洞扫描、系统风险评估、激

活服务器运行检测、补丁服务器运行检测等，并

提供相关的服务报告（以月报形式提供软件使用

情况统计报表、漏扫报告等，供应商应提供安全

检测服务的详细方案）；

#7.在进行平台定制化升级中，平台应根据不同

软件使用方式采用统一标准的激活程序进行激

活，针对软件种类进行分类设计，保证软件资源

的安全保密性；为保障软件产品的安全正常合规

使用，激活程序需支持反编译功能。需提供相关

截图证明材料并加盖平台制造商公章；

8.平台技术架构：为 B/S 架构、PHP 技术，系统

支持 IPV4 和 IPV6；

9.并发处理要求：保证平台在大规模用户访问的

情况下仍然能够提供高速的服务，支持至少

1000 人次并发访问、下载；

10.提供补丁更新服务，须在校内部署补丁服务

器，实现内网更新补丁服务；补丁更新服务器能

够自动通过互联网获取最新的各类软件更新和

补丁。

4 实施与集成

1.供应商应实现对本次采购软件及我校的其他

相关软件资源的统一管理；需实现与我校统一身

份认证系统对接，并承诺免费开放与我校其他应

用系统数据对接；

#2.针对我校教学计算机房提供专属的技术保障

服务，至少派驻 1 名运维工程师，应具备集群管

理系统运维及 VMware 虚拟化认证证书及在投标



单位连续 1 年的社保证明，进一步保障教学环境

稳定运行。

3.建设工期：签订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5 售后服务

1.质保期：一年

2.技术支持：提供专业的技术团队保证 24 小时

热线服务、远程等方式直至解决完问题等，提供

应急故障处理预案，要求 10 分钟快速响应，20

分钟内到达现场，12 小时内解决完问题。

3.系统运维服务：提供（7*24*365）质保和服务,

包括提供周期性的巡检服务（内容不少于管理平

台检测、数据库检测、KMS 检测、激活测试、补

丁服务器运行状况、补丁的更新和优化、硬件运

行情况等），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验证，

并根据业务需要对系统组件进行配置变更和维

护。对软件库、补丁服务器的内容和状态进行及

时的更新和维护。并对我校提供详细的服务周

报、服务月报、服务年报。

4.对于平台的安全漏洞问题，应在接到中高危漏

洞通知后，在规定时限完成漏洞整改工作，并提

供整改报告。

1 年

四、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后一年

五、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之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款项的 70%，

试运行 90 自然日后，验收合格后支付全部款项的 30%。

六、评分办法：

本次比选采用综合评分法，将投标人资质条件、投标服务方案、

价格等各项因素作为评价的基础，综合评选出最佳投标方案。每一投

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会成员给其评分的算数平均值。评审委员

会共同认定的客观分评审部分，需评委会成员共同讨论、独立打分，

存在不同意见的，评委会成员分别做出书面说明。

非#指标负偏离每项扣 1分。#指标负偏离每项扣 2分；扣完本项得分为止。

评分

内容
分值 细 目 评分标准

价格

部分

40 分

40

完全满足比选

文件要求且应

答价格最低的

应答报价为评

标基准价，其价

格分为满分。

应答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应答报价）×40%

×100



技术

部分

30 分

30

对技术要求的

响应程度 20 分

投标人必须对服务要求内的技术参数逐项应答，

对于不满足的参数，#重要技术指标扣 2分，普通

技术指标扣 1分。扣完为止。

设计方案 6分

横向比较投标人的设计方案，系统先进、稳定、

可靠，完全符合采购人的实际需要，体系结构合

理性优秀 5-6 分，一般 3-4 分，其它 1-2 分。

自主产权 4分

“正版授权管理平台”为投标人自主研发产品，

并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得 4 分，否

则不得分。

服务方

案 12 分
12

售后服务 6分
横向比较售后服务方案、安装、培训、优惠条件

等)情况，优秀 5-6 分，一般 3-4 分，较差 1-2 分。

培训方案 6分

横向比较培训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具体性、

针对性，优秀的 5-6 分，一般 3-4 分，较差 1-2

分。

商务部

分 18 分
18

投标人综合实

力、资信 6分

横向对比投标人企业实力、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

（资质）等方面，优 5-6 分，良好 3-4 分，一般

1-2 分。

企业资质 6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资质证

书得 2 分；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CCRC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服务资

质证书得 2 分；

投标人具有计算机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类五星级

售后服务认证证书得 2 分；

投标人业绩6分

投标人近三年(2019 年 5 月 1 日以后)的同类项目

业绩，需附相关合同主要内容复印件，每提供一

份合同得 2分。

合计 100

七、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一）营业执照有效；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四）参加本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五）投标人还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其主体信用记录

无失信被执行人、不在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之中、不在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之中，否则本次投标将被拒绝。



（六）具有该项目近 3 年内（2019 年 5月 1 日以后，以合同签订日

期为准）类似业绩证明。

（七）投标人必须持有生产厂商的产品授权书。

（八）投标人必须为该产品的北京市政采定点单位。

八、报价时间及要求：

（一）时间：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节假日除外)。

因疫情影响，集中提交时间为 2022 年 6月 29 日上午 9：00-12：00。

（二）地址：北京市北三环西路 11号 。

（三）联系人：郝老师

（四）联系电话： 82099162

（五）报名请携带并提交的资料（2份）: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价单需密封，封口处加盖公

章；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封皮上写明项目名称及投标人全称，并注明

“报价单”字样。报价产品需标明品牌。报价不能高于控制金额。

实验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

首都体育学院

2022 年 6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