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秀英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和产权交易

平台项目

2、项目预算：1700000.00 元人民币

3、交付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年内

二、采购清单及要求：

序号 类别 服务名称 功能、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1

系统

研发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统计分析系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统计分析系统主要为农

业主管部门提供信息展示与大数据分析，为相关

决策提供信息化参考。支持基于地理信息产改成

果信息展示，支持行政数据层数据下钻，支持资

产一张图，并支持在图上量距与实时测算面积，

支持对不同行政级别产改数据自定义统计，图标

统计等。

1 套

2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管理系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管理系统主要为具体产

改各流程业务提供信息化管理，支持清产核资数

据管理、成员界定管理、资产量化管理、股权设

置管理、股权管理、合同管理等功能。

1 套

3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产权流转系统

产改流转系统主要用于发布秀英区农村产权交

易、政策资讯信息，组织农村产权交易，为政府

指导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秀英区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流转系统包括前端展示模

块和后端管理模块。

（1）产权流转系统前端展示模块

产权流转系统前端展示模块是产改交易信息查

询和展示的平台，支持新闻通知、政策法规等信

息的查询，支持意向转让和意向受让的申请，支

持成交公示信息的查询，支持在线互动和农经信

息咨询，支持农村产权交易资料的下载。

（2）产权流转系统后端管理模块

产权流转系统后端管理模块是产权交易信息管

理平台，支持系统管理，支持产权交易信息管理、

电子竞价管理、招投标管理、成交信息管理和统

计分析等。

1 套

4 公开公示系统
公开公示系统面向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包括财务

报表、经济组织、股权信息、产权流转等模块。
1 套



序号 类别 服务名称 功能、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5

基础

硬件

采购

数据库服务器

2U高密度机架式服务器：配置 2颗 Intel Xeon
E5-2640 V3（8核/2.6GHz/20M缓存），64GB
DDRIII内存（8*8G）,3*600GB SATA硬盘，支

持 RIAD0，1，5，10；3个 Intel千兆网卡；电

源输出功率 750W ，1+1冗余电源，3年质保，

3年 7×24小时保修；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2 标准版

服务：三年原厂服务

1 台

6 WEB服务器

2U高密度机架式服务器：配置 2颗 Intel Xeon
E5-2640 V3（8核/2.6GHz/20M缓存），64GB
DDRIII内存（8*8G）,3*600GB SATA硬盘，支

持 RIAD0，1，5，10；3个 Intel千兆网卡；电

源输出功率 750W ，1+1冗余电源，3年质保，

3年 7×24小时保修；

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2 标准版

服务：三年原厂服务

1 台

7 磁盘阵列

控制器：8Gb体系架构光纤磁盘存储系统；双控

制器双活架构，存储操作系统与控制器一体化设

计，系统不占用数据硬盘的空间；

配置控制器缓存 2*8GB；
Cache镜像：具备控制器故障自动切换和自动重

建功能，无单点故障影响数据的有效性；两条物

理全冗余全双工的镜像通道，实现两个控制器的

Cache数据通过相互镜像实现备份；

前端主机通道：8个 16G FC光纤主机通道和 4
个 SAS 接口；

支持硬盘类型：SAS，NLSAS，支持硬盘混插；

RAID支持：支持 RAID0、1、10、3、5、6、30、
50、60、NRAID等；

本次配置：5块 4000GB SAS热插拔硬盘；

最大支持 256个逻辑卷；

1 台

8 光纤交换机

光纤端口：当前配置并激活 8口 8Gb/s自动感应

光纤通道端口，含 24个端口许可和 SFP 模块，

支持级联，提供级联许可和端口，最大支持堆叠

120个端口，支持多链路捆绑，支持硬件及软件

分区。

随机管理软件，图形化界面管理，支持 SNMP、
Telnet，基于Web的管理工具，机架套件，附件，

机架安装模块齐全，配备所有连接线，连接线长

度及其性能应满足施工要求，配备上机架的附

件；

1 台



序号 类别 服务名称 功能、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9 交换机
产品类型：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应用层级：二层传

输速率：10/100/1000Mbps 端口数量：24个
1 台

10 防火墙

安全网关\2GE Combo\Dos,DDoS\支持命令行、

WEB方\支持\ CE，ROHS，CB，UL，
\Console\UTM\4MI\多核处理器

1 台

11 路由器

端口结构：非模块化广域网接口：1-4 个局域网

接口：4-1个传输速率：10/100/1000Mbps 网络

管理：设备管理流量统计防火墙：内置防火墙网

络标准：IEEE 802.3，IEEE 8 网络协议：TCP/IP，
DHCP，ICMP Qos支持：支持 VPN支持：支持

产品内存：内存：DDRII 128MB 处理器：MIPS
32位网络处理网络安全：ARP防护攻击防护状

态指示灯：Link/Act，速度，电环境标准：工作

温度：0-40℃产品尺寸：440×225×44mm

1 台

12 数字KVM系统
8口 KVM 一体机,含 17液晶显示器，含 8条
KVM连接线，含机柜小键盘

1 台

13 不间断电源UPS

UPS类型：在线式 额定功率：6KVA 输入电压

范围：120-275VV 输入频率范围：46-64Hz；
50/60Hz 输出电压范围：AC 220V（1±1%）V 输

出频率范围：区电模式：46-54Hz/产品重量：18kg
其它特点：城堡系列 C6K(S)~3C2 电池电压：

16pcs×12VDC 电源效率：达到 90% 输入配线：

单项二线+地线输入功因：>0.99 电流峰值比：

3:1 输出功因：0.8 过载能力：Load＜105%，长

期运外观尺寸：240×500×460mm
提供 16块 12V38AH电池（1小时）

A8电池柜 1个

1 台

14 机房专用空调

类型：冷暖；制冷量 7.2KW 制热量 7.5KW，

制冷功率 2255W 制热功率 2345W ；内机噪音

55dB,外机噪音 56dB；循环风量 1300立方米/h；
电压/频率（V/HZ）380/50；

1 台

15 服务器机柜
类型：服务器标准机柜容量：42U 前后网门，

含 2个设备托盘，含 2块 8口 DPU电源插座
1 台

16 台式电脑整机

操作系统Windows 7；CPU酷睿八代 i5处理器;
显卡独立 2GB；内存 8GB；机械硬盘 1TB；显

示器尺寸 23英寸；

7 台

17 大屏显示器

屏幕尺寸 60英寸；分辨率：3840*2160；液晶显

示屏；CPU 四核 1.5GHz 64位；GPU四核；

RAM1.5GB；ROM8GB；网络功能：有线/WiFi
（无线兼容 802.11a/b/g/n）；3*HDMI2.0；1×
网络接口；1×USB2.0接口 1×USB3.0接口；

7 台



序号 类别 服务名称 功能、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18 基础

软件

采购

GIS软件 ArcGIS 10.1桌面标准版（以上版本） 1 套

19 数据库软件 Sqlserver 2008R2 以上版本 1 套

三、项目建设总体要求

（一）建设背景

根据《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琼发〔2017〕36号）和《中共海口市秀英区委办公室 海口市秀英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口市秀英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秀办发〔2018〕29号）文件的要求,在 2018 年试点的基础上，全区各镇（街）（含

50个行政村419个村民小组）2019年 1月1日起全面铺开，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

全面完成股份改革，2020年12月31日前搭建农村集体“三资”服务管理平台、手

机移动端 APP 平台，实现农村集体资产信息化管理，在全区基本建立起现代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体系。

（二）建设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和关于稳步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以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明晰农村集

体资产产权归属、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促进农民增收、实行创新发展

和共享发展为目的，以组织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全面加强集体资产管理、

开展农村集体人员登记调查、全面分析集体人员贡献为基础，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

性资产股份合作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为重点任务，探索农村集体资

产经营新领域，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激活农村资产资源和区场主体活力，

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支撑和保障。

以秀英区资源性资产数据、经营性资产数据、非经营性资产数据、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数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折股量化数据为基础，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GIS、MIS等技术，建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管理系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统

计分析系统和公开公示系统，提高秀英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经济信息化管理



能力以及全区各级农经部门的监管能力，为秀英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开

展提供信息化支撑与保障。

（三）用户需求

秀英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业务支撑应用平台用户包括秀英区各级农业、林

业、国土等，社会大众，以及农村产权交易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

1、各级农经部门

秀英区各级农经部门是平台建设的主体机构，负责平台的日常维护、业务办理、

业务监管等。

2、国土、林业等产权交易业务协作部门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业务范围可能涉及到与国土、林业等相关业务，需要相关部

门协作才能完成业务办理。

3、社会公众

秀英区产改信息应用平台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场所，广泛

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参与，普通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浏览相关交易信息。

4、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等

农村产权交易相关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平台查询、发布需求信息，参

与抵押登记、农业保险等业务办理，享受平台提供的监管保障服务。

（四）数据需求

秀英区产改信息应用平台数据需求应与实际开展业务相结合，主要包括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产改数据、政策资讯信息数据、交易信息数据、电子竞价数据、招投

标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

1、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是进行产权交易地块展示和定位的基础数据，包括行政区划、

道路、水系等矢量数据和属性数据。

2、产改数据

产改数据主要为管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过程，查询产改工作成果资料，

监督产改工作进度。

3、政策资讯信息数据

为使用户快速了解国家政策法规、地方法规、新闻资讯等信息，平台需进行政

策资讯的汇总与发布。



4、交易信息数据

为了解产权交易的区场运行情况，需对产权交易信息进行查询和汇总，产权交

易信息数据主要通过平台获取。交易信息数据包括产权转出和产权受让等信息数据。

5、电子竞价数据

电子竞价数据包括参与电子竞价的项目信息、电子竞价报名信息、电子竞价结

果等数据。

6、招投标数据

招投标数据包括参与招投标的项目信息、招投标报名信息、招投标报名人员信

息等速决。

7、成交信息数据

成交信息数据包括成交项目信息、合同信息和鉴证书信息等。

8、其他数据

其他类型与平台业务相关的数据，如图片、视频、文档资料等。

（五）性能需求

信息应用平台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参数如下，可以根据工程经验和第三方评测

参数，给出系统运行环境配置的需求，以及满足其运行环境设计要求下的系统的技

术性能指标，并作为建设和验收的依据之一。

1、系统稳定性

具备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连续运行能力，软件系统运行稳定性优于97%。

2、并发用户数

对于互联网系统，支持最大的并发访问数为5000个。

3、响应时间

在最大并发访问情况下，100兆矢量数据浏览的响应时间是小于5秒；

在最大并发访问情况下，地图查询的响应时间是小于5秒；

在最大并发访问情况下，数据分发的响应时间是小于5秒。

（六）安全需求

在系统设计和建设中特别重视安全方面的问题，把安全系统建设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加以实施。

平台承担产改数据的存储发布，以及数据交换与服务等职责，其物理、网络、

系统、应用四个层面的安全是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平台建设应具有限制网络、操纵系统和应用系统资源使用的能力。应具有避免

病毒、攻击、非授权的访问与泄密。

平台建设应具有对网络、系统和应用的访问进行严格控制的能力。

平台建设应具有能够检测、集中分析、响应、阻止对网络和所有主机的各种攻

击的能力。

平台建设应具有能够在业务变化时安全策略部署不影响其他业务的能力。

平台建设应具有保证数据库被正当人员访问的能力。

平台建设应具有识别和记实对数据库操纵的能力，包括插入、删除、存储等操

纵，并精确到SQL语句。

平台建设应具有日志回溯能力，根据日志查询应用或个人对数据库的操作内容。

平台建设应具备数据存储备份能力。在设备故障等紧急情况下快速恢复数据，

减少数据丢失量，保障业务运行。

（七）系统运行环境需求

1、机房建设需求

秀英区产改中心机房，主要用来放置平台的核心服务器设备、存储设备、网络

设备和安全设备，因此对机房的环境和设施要求相对较高，具体机房环境的要求如

下：

（1）良好的网络资源和带宽保证。

（2）不间断的恒温电力消防监控 。

（3）稳固的机房环境。

（4）安全的网络保护系统。

2、网络环境需求

信息应用平台并发访问量较大，所以建议采用千兆的带宽。

（八）成果需求

项目建设成果主要包括应用系统类成果、数据库类成果、基础软硬件成果和文

档类成果；

1、应用平台成果

（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统计分析系统；

（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管理系统；

（3）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流转系统；



（4）公开公示系统。

2、数据库类成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数据库。

3、基础软硬件成果

4、文档类成果

（1）《概要设计说明书》

（2）《详细设计说明书》

（3）《测试报告》

（4）《验收报告》

（5）《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业务支撑信息应用平台手册》

以上文档成果均需提供纸质、电子文档各一套。

（九）其他需求

1、完整性和准确性要求

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准确性是数据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必须保证数据的完整

性和准确性。

数据完整性包括数据量上的完整性和数据内容的完整性。数据的准确性主要指

数据内容的准确性，这是数据质量的保证。要实现基本信息项的差错率不超过5‰。

2、可靠性要求

系统作为长期面向政府部门、个人服务和社会大众的信息平台，必须保证系统

运行的稳定和可靠。在服务的可靠性上要满足系统7×24小时的不间断服务要求。

3、可扩展性

系统在设计上要有前瞻性，首先搭建系统框架体系，为扩展信息应用打好基础。

能满足功能不断扩展以及系统容量和用户数量不断增长的要求，使系统不会因将来

内容和功能上的扩充而进行重复建设和重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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