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财险贵州省分公司网络交换机自购设备采购项目
供应商征集公告

我公司网络交换机自购设备采购项目已启动，现征集优
秀供应商，征集时间自 2020 年 11 月 20 日 12：00 截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 13：00，欢迎参与。
一、采购方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
二、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为搭建本地数据仓库系统，拟采购 2 台万兆交换机。
（二）商务要求：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采购流程，合同签订后，
合同中的所有设备到达现场需经我公司验收。验收合格后，
供应商提供合同总价款一致的增值税专票，并对发票的真实
性负责。供应商注册资金在 5000 万元以上。
（三）技术要求：详情见附件《2020 年网络交换机自购
设备需求表》
（四）服务要求：合同价款包含供应商提供设备安装与
调试、随机零配件、标配工具、运输保险、税费、外贸代理
费、培训、质保期服务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
即总价包干。保证所供设备是全新、未使用的、无假冒、伪

劣并完全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品牌、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的
产品；保证所供设备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若我公司
查实供应商提供的设备为假冒伪劣产品，供应商无偿换货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不予更换的，则我公司有权扣除对
应的款项。质保期至少 6 年。配套 20 个光模块-SFP+-10G多模模块(850nm,0.3km,LC)；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需现场
派驻工程师一名进行 10 个工作日的设备性能的监测，并出
据监测报告；质保期至少 6 年。
一般类软件服务：
投标人承诺向招标人提供软件版按本更新；
投标人承诺向招标人充分说明软件版本更新的必要性、
风险性；
投标人承诺向招标人提供软件升级服务；
投标人承诺向招标人提供软件降级服务；
投标人承诺在招标人指定时间窗内完成软件升、降级工
作。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符合本谈判文件的要求并承
诺提供本次服务的企业；所提供厂商设备需通过权威机构产
品信息安全评估认证（需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
（二）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有

关行政处罚期间，没有处于响应禁入期内
（三）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
量问题
四、供应商入库及项目报名
（一）供应商入库：凡有意向参加本次集中采购项目的
供应商，请登录（http://caigou.epicc.com.cn）中国人保
财险采购门户申请注册入库，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参与项
目，注册入库详情请登录采购门户查阅《供应商入库指引手
册》。
（二）采购项目报名及文件获取：注册完成并入库成功
的供应商，应邮件联系采购方联系人完成报名。
五、采购方联系信息
采购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 会展城 B 区金融
商务区西区 3 栋 1 单元
联系人：李祖安

lizuan@guiz.picc.com.cn

联系人：沈 瑜

shenyu03@guiz.pic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分公司

附件1.2020年网络交换机自购设备需求表
数量

2

指标项
转发性能

参数要求
★交换容量≥4.8Tbps，
★包转发率≥1600Mpps，

硬件规格

★高度≤1U，固定接口交换机
★电源 1+1 备份，风扇框 3+1 备份
缓存≥42MB，提供官网截图证明或整机可用缓存≥36MB，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CPU、LSW 均为国产自研芯片，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前后、后前风道

端口配置要求

★40/100 GE 光接口≥6 个
★10GE 光端口数量≥48 个

二层功能

支持 Access、Trunk 和 Hybrid 三种模式
支持 QinQ;
支持 M-LAG 或 vPC 等类似技术（跨框链路聚合，要求配对设备有独立的控制平面，
不能用堆叠等多虚一技术实现），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DLDP
支持动态 MAC、静态 MAC 和黑洞 MAC 表项

三层功能

支持 RIP、OSPF、ISIS、BGP 等 IPv4 动态路由协议
支持 RIPng、OSPFv3、ISISv6、BGP4+等 IPv6 动态路由协议
支持 IP 报文分片重组，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BFD for OSPF，BGP，IS-IS，Static Route
支持 IPv6 ND、PMTU 发现

QoS

支持 PQ, DWRR, PQ+DWRR 调度方式
支持 L2 协议头、L3 协议和 L4 协议等的组合流分类
支持双向端口限速
提供广播风暴抑制功能
支持流量整形

可靠性

支持 VRRP、VRRP 负载分担、BFD for VRRP
支持硬件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3.3ms 检测间隔，
支持集群或堆叠多虚一技术，实现单一界面管理多台设备

DC 特性

支持 Vxlan，且支持 BGP EVPN 特性
支持 QinQ Access VXLAN
支持 ESI（Ethernet Segment Identifier）多归接入，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安全性

支持方式 Dos、arp 攻击和 ICMP 攻击
支持微分段（IPv4 和 IPv6），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NSH（IPv4 和 IPv6），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IP、MAC、端口和 VLAN 的组合绑定
支持端口隔离
支持 AAA、Radius 和 TACACS 认证
支持 RMON

组播

支持组播流量抑制

支持 IGMP Snooping
支持 IGMP Proxy
支持 IGMP,PIM-SM 和 MBGP 等协议
配置和维护

支持 Telemetry，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ERSPAN 增强，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VxLAN OAM: VxLAN ping, VxLAN tracert，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IPCA，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SNMP V1/V2/V3、Telnet、RMON、SSH
支持配置回滚，提供官网截图
支持全网路径探测，提供官网截图证明
支持缓存的微突发检测，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BootROM 升级和远程在线升级
支持 ZTP 技术，配置自动下发
支持 Ansible 自动化配置，Module 开源发布，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流量分析

支持 Netstream，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
支持 sflow

资质证书

备注

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证书复印件
配套 20 个光模块-SFP+-10G-多模模块(850nm,0.3km,LC)；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
需现场派驻工程师一名进行 10 个工作日的设备性能的监测，并出据监测报告；质保
期至少 6 年。供应商注册资金在 5000 万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