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数据展示系统采购
项目。

二、项目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图形数据处理系统主机

1台

2

图形数据处理显示系统

1套

备注

三、技术参数要求（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要求
▲（1） CPU 配置：≥1 颗 Intel Xeon 系列处理器，
十代 i9-10900K，10 核 20 线程，睿频 5.1GHz；
（2）内存配置：≥128GB DDR4，内存要求支持 ECC，
速率不低于 3200MHz；
▲（3）硬盘配置：≥1 块 1TB SSD，机械硬盘≥4TB

图形数据
1

处理系统
主机

硬盘；
▲（4）支持 5℃～50℃工作温度可长期稳定工作，
支持 3D 温度拓扑图显示，360 水冷；
（5）主板配置不低于 z490；
（6）显卡不低于 GeForce RTX 3080-10G 显存；
（7）硬件及软件需满足影视后期 3D 动画建模处理；
▲（8）提供 3 年上门服务（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供应商须承诺在成交后，签订合同前向采购人提供
证明文件）。

备注

（ 1 ） 不 低 于 86 英 寸 液 晶 屏 ； 有 效 显 示 面 积
1895.04mm(H)×1065.96mm(V)，大尺寸显示，清晰
画面；
（2）交互平板具有抗强光干扰功能：抗光试验室外
阳光照射试验将显示器置于室外阳光下，用十点触
摸笔在屏幕上划线十点划线连贯无断线无诡点。室
内白炽灯照射试验将显示器置于 200w 高功率白炽
灯照射下，用十点触摸笔在屏幕上划线十点划线连
贯无断线无诡点；
（3）物理分辨率支持 3840*2160，亮度≥460nit，
对比度≥5080:1，色彩度 1.07B，可视角度≥178°，
使用寿命≥135000 小时；
（4）响应时间≤8ms，频率 60Hz，色彩覆盖率≥

2

图形数据

NTSC90%；

处理显示

（5）屏幕表面采用 4mm 厚全钢化防爆玻璃，莫氏 7

系统

级硬度，透光率不低于 90%，且具备防眩光效果；
（6）交互平板需要标配 OPS 接口，方便后期随时插
入 ops；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
产厂商鲜章）
▲（7）接口支持 HDMI（4K）输入*3、HDMI 输出*1、
VGA 输入*1、PC-audio*1、YPBPR*1、LAN*2、TV*1、
AV 输入*1、AV 输出*1、DP 输入*1、PC-USB*2、
TOUCH-USB*2、SPDIF*1；远程控制接口支持 RS232
IN*1、RS232 OUT*1； 交互平板 RJ45 网口，支持
10/100/1000M 自适应功能；
（8）交互平板具备一键黑屏节能功能，交互平板功
耗降低超过 80%，节能关机、系统开关三合一按键
开关（节能、环保，提升使用寿命）；（提供第三方
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9）为方便移动存储设备接入双系统，前置接口中
需要具备不少于两个 USB 接口满足 usb 跟随功能；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
鲜章）
（10）为清晰展示会议内容，交互平板需要具备至
少三个 HDMI2.0 和至少一个 DP1.2 输入接口；
（提供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11）交互平板支持无信号自动关机功能；
▲（12）为方便扩展显示，交互平板需要具备全通
道 HDMI 环通输出功能，为了满足不同接收设备，需
要对 HDMI 输出的分辨率可调，调节范围至少包含
1920X1080 和 3840X2160 两种模式。
（提供第三方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13）为保证会议时的精细书写，交互平板需要
支持≤2mm 细笔的书写，且需要支持不少于 5 支≤
3mm 细笔的同时书写。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14）为保证交互平板美观度和便于运输，交互平
板需要采用内置无线天线的设计方案，不接受外置
无线天线（内置 ops 电脑除外）。
（15）为方便使用和收纳，交互平板需自带触摸笔，
触摸笔需要带磁吸功能，可收纳于机器前框上，白
板笔结合交互平板白板软件可实现两端的不同颜色
书写。通过简单设置可以实现一端书写一端擦除的
功能。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
厂商鲜章）
（16）为保证操作便捷，交互平板需具备物理按键
放置于面框上，按键需要至少包含音量调节，主菜
单，返回，一键节能，设置，功能按键。
（提供第三

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17）为保证操作便捷性，交互平板需要具有双指
长按桌面任意位置调出操作菜单功能，并且可将操
作菜单作为悬浮窗拖动到桌面任意位置方便随时调
用。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
商鲜章）
（18）交互平板可以通过触摸调出信号源选择功能
可通过触摸选择信号源；
（19）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交互平板可以对信号
源自动跳转进行设置，设置新插入信号源时一体机
是否跳转到新源。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20）为满足多信号源接入设备时的信号源管理，
交互平板需要具备信号源优先级设定功能，可以让
设备按照既定顺序读取输入源内容。
（提供第三方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21）为满足权限管理要求，交互平板需要具备信
源锁，可以设置锁定指定信道。
（22）交互平板需要具备开机信号源设定功能，设
置开机时的信号源，可以固定到某一通道，也可以
保存关机时的状态。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23）为了方便切换会议室音频输出设备，交互平
板需要具有声音输出源切换功能，切换内外置音箱。
（24）为保证美观度，交互平板的左右上边框宽度
需≤28.1mm。
（25）通过触摸操作，可以调取出所有当前打开的
进程以列表形式呈现，并且可以通过触摸打开或者
关闭任意进程。

（26）交互平板面板为 A+级别；（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27）交互平板触摸书写响应时间≤4ms，书写延迟
时间小于 85ms；
（28）交互平板屏幕触摸有效识别高度≤3.5mm；
（29）触摸精度 90%以上的触摸区域为±1 mm；
（提
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生产厂商鲜
章）
（30）交互平板支持双频率 WiFi：2.4G/5G。
▲（31）为保证产品售后, 供应商须在成交公告发
布后 2 个工作日内，提供一套未开封的样机，演示
以上所有功能，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样机演示或
不能演示以上所有参数功能则视为虚假响应，取消
成交资格。
▲（32）为保证产品质量，供应商须在成交后签订
合同前提供针对本项目中交互智能平板的厂商授
权、检测报告、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及售后服务承诺
函原件并加盖生产厂商鲜章。
（提供承诺函，格式自
拟。）
（33）其他配置：标配投屏器、移动支架。

三、商务、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履约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天内完成本项目全部工作。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收到成交人票据凭证资料的 15 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
4.质量要求：
4.1 所有产品均须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并且符合国家产品的有关质量标准。
4.2 产品须为合法渠道供应的产品，若因所提供产品涉及相关的专利、商标侵权

等而产生的纠纷由成交人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严禁借牌、冒牌生产，凡借
牌、冒牌生产的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拒付相关费用，已经支付了相关费用的，采
购人有权追回，同时采购人有权罚没其所有保证金。
4.3 产品是经试验合格的全新正品，密封包装不得拆开。若开箱检验中发现有诸
如数量、型号和外观尺寸与合同不符，或密封包装物本身的短少和损坏，如产生
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时间延误，采购人有权据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
成的直接损失向成交供应商索赔。
5.质保期：
5.1 质保期 1 年，质保期内免费上门服务。
5.2 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承担修理调换的所有费用；如产品经成交供应商 2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成交供应商未能按时履约，采购
人有权退货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6.成交供应商应就设备的操作、维修、保养等对采购人维修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设备调试完毕后，成交供应商应对采购人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的
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
7.验收方式：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
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库〔2016〕205 号）、资阳市财政局《关于严格
落实政府采购需求论证、合同备案和履约验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资财采〔2019〕
39 号）的要求及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进行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