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户 需 求 书

一、服务时间： 2019 年 9 月 3日-2020 年 9 月 2日

二、服务地点：海南省。

三、付款条件：由双方协商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见采购公告

五、验收要求：通过专家评审并修改完善。

六、其他要求：

1、提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分项资质三级或以上资质，或具有 ITSS 信

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标准符合性证书。（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盖

公章）

2、提供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等级证书（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公章）

七、服务要求：

7.1 运行维护对象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海南省项目运行管理外包

(2019～2020 年)运行维护包括取用水户监测站运行维护、省级信息

平台运行维护。

7.1.1 取用水户监测站运行维护

国控一期 2012～2014 年度所建设的 108 个取水用户 150 个监

测站点和国控二期 2016 年度建设的 15户（实际新增 6 户）44 个监



测站点，合计 194 个取用水监测站点，目前上述站点已过质保期，

拟开展运行维护具体包括为水资源监测而建设的取用水监测站监

测设施和附属设施：

7.1.1.1 监测设施

水资源监测设施包括：流量计（水表、超声波流量计、电磁流

量计等），数据采集和传输终端（DTU 附属设施包括：仪器安装基础、

支架、设备箱、测井、接地、避雷、链接线\RTU）和供电设备（干

电池、锂电池、市电、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等设施。

7.1.1.2 附属设施

水资源监测路，断面标志、水准点、保护标志、观测道路、护

坡等设施。

7.1.1.3 涉及的范围

1、194 个取水用户监测站点常规巡检工作内容：

a)对水量监测站设施巡检，检查设备运行状况及周围环境的

变化，发现设施问题和危及安全的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设备的安全和工作状况稳定。

b)巡检频次应不少于每年两次，应根据水量监测站特点、监测

内容确定巡检时间并保持相对固定。

c)巡检工作包括：

外部环境检查：测站周围环境变化以及环境变化对测站的影响。

测站外部环境检查时应对测站周边环境进行拍照。

监测站附属设施检查：测站仪器安装基础、支架、设备箱、测



井、接地、避雷、链接线路等设施状态；断面标志、水准点、保护

标志、观测道路、护坡等设施状况；检查河道型设备所在位置泥沙

淤积状况，对断面内杂物进行清理，确保水流通畅，水流状态满足

测量要求；应对测验断面的水尺桩应进行校核；水毁结束后应对水

毁设施及时进行修复。

监测站设备检查：测站流量计、数据采集、传输终端和供电设

备等设施外观、工作状态和设备参数等。

d)根据测站现场巡检情况填写巡检记录表，并对巡检现场和测

站环境拍照。

2、异常站点检修工作内容：监测站点出现异常情况后进行针

对性检修；

3、灾害性应急抢修：针对特殊气象等灾害造成的故障站点进

行应急性抢修。

7.1.2 省级信息平台运行维护

海南省水资源综合管理系统 2013 年正式启动建设，目前该系

统建设单位已过质保期，拟以现有的业务系统为基础，以保障现有

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为前提，针对机房所有硬件设备以及各类信息

服务系统日常维护，以提高相关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包括定期

检查服务器设备、定期进行数据备份、网络安全检查更新、病毒防

御等，保障所有硬件设备以及各类信息服务系统的正常使用（不包

含升级改造服务）；



7.1.3 水功能区和国家重要水源地数据传输

每月月底前完成水功能区评价数据的录入、交换和传输工作和

国家重要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点数据的交换传输工作。

7.2 具体工作任务及内容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海南省项目运行管理外包服务范

围包括取用水户站点运维和系统硬件、软件运维两大部分。

1、取用水户运维清单详见附件：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海南

省项目运行管理外包（2019-2020 年）工作运行维护站点一览表。

2、系统硬件、软件运维清单如下：

（1）网络设备:服务器 11 台、交换机 4 台、网关 1台、存储设

备 2台、UPS 机柜 1 台包含 12V 电池 48 节。

（2）软件内容: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系统平台中包含的

三大子系统，水资源综合管理系统、水资源信息服务系统、水资源业

务管理系统等。

（3）替换频繁出现故障的旧设备。项目运行维护中所需要的相

关软件、硬件、服务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及其耗材由海南省水文水

资源勘测局负责采购提供。



7.2.1 站点运行维护

1、 进驻人员要求和工作要求

要求运行管理单位至少安排4名工程师进驻我局工作，按照《国

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准—监测站建设技术导则水利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规范》（SZY 202-2013）省级项目执行服务等级二级

标准，涉及的运行维护站点按照巡检每半年一次，故障处置≤1 天，

每天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资料整理。

2、故障处置

a) 测站监测设施发生故障时，应根据故障维护等级控制指标，

在规定的时间内消除故障。根据故障严重性和受影响的重要性将故

障分为一般故障和重大故障两级。故障处置宜遵循先“先重大、后

一般，先抢通、后修复”的原则。故障处置应根据预设的工作流程

开展，并填写故障处置作业单。

b)一般故障处置

一般故障是指测站设备性能异常或工作状况异常但暂不影响

测站设备工作，或数据出现漂移不准确。一般故障修复应不超过两

日。

c)重大故障

重大故障是指测站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数据不能采集或传输。

重大故障修复应不超过一日。

d)故障处置完成后应填写故障处置记录表，及时记录故障处理

方法、做好故障总结，并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对发生频次较多的故



障现象应进行重点分析，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故障发生率。

3、例行维护

a)应每日对测站上传数据分析，检查数据到达率，数据合理性，

故障数据分析和研判，根据工作内容做好记录。

b)定期做好数据备份，备份频次不少于于每月一次。

7.2.2 信息平台运行维护

1、运行维护对象

（1）基础设施

运行维护活动应完成以下各类基础设施的维护工作：

a) 机房环境：信息系统运行的机房环境及机房辅助设施，主

要包括机房、配线间、空调、UPS（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换气系统、除湿/加湿设备、防雷接地、

消防、门禁、环境监控等。

b) 计算机网络：各类网络连接设备及数据传输线路，主要包

括网络路由设备、网络交换设备、数据传输设备、流量管理设备、

综合布线系统等。

c) 主机：各类服务器及用户终端，主要包括小型计算机、服

务器、虚拟服务器、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虚拟终端等。

d) 存储备份：存储、备份信息系统信息的各类硬件设备及管

理软件，主要包括存储网络设备、磁盘阵列、磁带库等硬件设备及

存储管理系统、备份管理系统等管理软件。



e) 基础软件：支持水利信息系统各类业务应用运行的支撑软

件，主要包括数据库管理软件、中间件、平台软件等。

f) 数据资源：水利信息系统运行所需的数据，主要包括文本、

图片、动画、音视频等通用数据及水资源的专用数据。

g) 安全设施：信息系统安全防护的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主

要包括安全防控设备、安全检测设备、用户认证设备等硬件设备及

安全防控软件、安全检测软件、用户认证系统等软件。

2、业务应用

运行维护活动应完成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业务应用

的维护工作，主要包括水资源综合管理系统、水资源信息服务系统、

水资源业务管理系统等相关业务系统。

7.2.3 维护工作分类

1、监控巡检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提供监控巡检服务，应实时或定期对信息

系统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并定期对物理环境和硬件设备进行人工巡

检。重要信息系统应实时自动监控，并定期进行人工监控，非重要

信息系统及暂不具备实时监控条件的信息系统可定期监控。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级别要求制定监控及巡检服务

计划，应做好监控巡检记录，对于监控巡检中发现的问题应根据事

先制定的工作流程进行通知、通告及处置。

2、例行维护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提供例行维护服务，定期对信息系统进行

保养、健康检查等周期性维护。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级别要求制定例行维护的服务

计划，应做好例行维护工作记录，发现问题可根据事先制定的工作

流程进行通知、通告及处置。

3、响应式维护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根据业务需要进行配置变更、系统优化、

信息更新等响应式维护，应做好响应式维护工作记录。

响应式维护开展前宜根据事先制定的工作流程进行申请审批、

通知、通告。

响应式维护实施前应制定实施方案，重点是应急恢复方案，保

证系统的安全可靠及可恢复性。

4、故障处置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提供故障处置服务，在信息系统发生故障

时，根据服务级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消除故障影响，并最终清

除故障。

依据 GB/T28827.3 分类分级标准，信息系统故障根据故障严重

性和受影响系统的重要性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

级。重大及以上故障应启动应急预案，按预先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

处置。

故障处置宜遵循“先抢通、后修复，先核心、后边缘”的原则，

优先保证重要业务的恢复，特殊情况酌情处理。



故障处置应根据预设工作流程开展，根据故障情况适时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

故障处置完成后应及时记录故障处理方法、做好故障总结，并

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对发生频次较多的故障现象应进行重点分析，

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故障发生率。

5、应急响应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提供应急响应服务，确保按预先制定的应

急处置流程处置信息系统突发事件。

应制定应急响应流程。依据《水利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案》

相关规定，应急响应流程宜包括事故发现、事件接报、事件类型判

断、应急预案启动、事态控制、应急恢复、应急结束等环节。

应编制整体应急预案，可针对信息系统不同的服务级别明确相

应的应急响应级别，针对重要系统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建立多手段、

多层次的保障机制。应急预案宜包括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系统说

明、故障等级定义、应急预案启动条件、应急处置流程、应急组织

等。

应定期进行应急预案的培训与演习。应急响应结束后应及时进

行总结，同步优化、调整和完善应急预案。

6、安全管理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提供安全管理服务，包括系统脆弱性评估、

安全威胁监测、安全攻击事件处置等。

应定期进行系统脆弱性评估，分析系统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提



出改进建议。

应实时监测系统安全威胁，对于发现的安全威胁可根据预设工

作流程进行通知、通告及处置。

应及时对安全事件进行处置，处置的原则是先阻断后处理。

7、分析总结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定期进行分析总结，包括信息系统运行状

况的分析总结、运行维护工作的分析总结及安全状况分析总结，提

出优化完善建议，并优化改进运行维护工作。

8、其他

根据运行维护管理机构的委托，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提供视频

会议的音视频系统操作服务、数据加工整理服务等。

运行维护服务机构应在汛期、重要会议等关键时期对关键系统

提供重点保障服务，从驻场人员、备品备件、备用措施等方面予以

重点保障，提升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做好系统技术文档的收集、整理及保管，明确文档的使用范围

并严格控制。

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的记录，制定运行维护操作规程，规范

各项维护工作，定期对运行维护对象、备品备件进行盘点。

7.2.4 维护工作内容

1、基础设施

（1）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定期对机房进行巡检，查看并记录照明、空调、UPS、换

气系统、除湿/加湿设备、消防、门禁等机房辅助设施的运行状况、

参数变化及告警信息，空调、UPS 等关键设施宜定期进行全面检查,

保证其功能的有效性。

b) 实时监测机房超温、超湿、漏水、火情、非法入侵等异常

情况。

c) 定期对空调、UPS 等机房辅助设施进行保养。

d)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故障设施。

e)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定期进

行预案演练。

f) 做好机房出入管理，人员进出应审批并登记，出入记录宜

每月检查并留存。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物理环境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作

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 做好物理环境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定期提交物理环境

设备清单，定期绘制、更新机房机柜布置图；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

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物理环境运行维护的服务要求每日检查，实现实时监控，每月

对设备进行常规保养，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进行资料整理。

（2）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应定期对计算机网络设备进行巡检，查看并记录设备运行

状况及告警信息。

b) 应实时或定期监控计算机网络运行状况，监控内容至少包

括：

1）网络设备运行状态；

2）网络设备 CPU、内存占用率情况；

3）网络设备日志检查分析；

4）主要网络节点之间的丢包、延迟等情况；

5）网络链路通断情况；

6）网络链路带宽占用情况；

7）网络流量情况。

c) 应定期对计算机网络设备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

括：

1）网络设备健康检查,主要设备应定期进行包括性能分析、网

络安全全面的健康检查；

2）设备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3）网络设备固件升级；

4）网络设备配置文件定期备份,每次设备配置变化后及时备份。

d) 根据需要对计算机网络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

括：

1）网络规划调整；

2）网络资源分配；



3）网络设备配置变更。

e)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网络故障。

f)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应定期

进行预案演练。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计算机网络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

作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 做好计算机网络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宜定期提交计算

机网络设备及线路清单，定期绘制、更新详细网络拓扑图，定期提

交网络资源分配情况表；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计算机网络运行维护的服务要求每日检查，实现实时监控，每

月对设备进行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月进行资料整理。

（3）主机

（3.1）服务器

服务器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定期对各类服务器进行巡检，查看并记录设备运行状况及

告警信息。

b) 实时或定期监控服务器运行状况，监控内容至少包括：

1）服务器运行状态；

2）服务器 CPU、内存占用率情况；

3）服务器日志检查分析；

4）服务器磁盘利用率。

c) 定期对服务器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服务器健康检查,主要设备应定期进行包括性能分析、安全

审计的全面健康检查；

2）服务器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3）服务器固件及系统安装补丁升级；

4）备份策略审核。

d) 应根据需要对服务器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服务器配置变更；

2）服务器备份策略调整。

e)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故障服务器。

f)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应定期

进行预案演练。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服务器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作情

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 做好服务器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

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服务器运行维护的服务等级要求每日检查，实现实时监控，每

月对设备进行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进行资料整理。

（3.2）终端

终端维护服务应做到：

a）应定期对终端设备进行清查，清查内容至少包括：

1）终端基本信息、硬件信息、网络信息等；

2）终端安全隐患状况。



b）实时或定期监控终端安全状况，监控内容至少包括：

1）终端感染病毒、木马以及未完成的漏洞修补等信息；

2）分析终端安全日志。

c）定期对终端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至少包括：

1）终端防病毒软件的有效性；

2）终端安全管理软件的有效性；

3）终端信息（使用人、IP地址等）的一致性。

d）根据需要对终端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终端入网、离网和变更；

2）终端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软件安装、配置、问题解答；

3）终端病毒查杀；

4）打印机等外联设备的安装、配置。

e）应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终端系统故障。

f）应做好终端信息的收集、整理；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

档的收集、存档。

信息系统所属终端服务级别与该信息系统一致，其余终端的服

务级别由各单位确定，一般省级及以上单位不低于三级，地市及以

下单位不高于二级。服务等级按二级执行。终端运行维护的服务要

求每季度清查，实现实时监控，每季度全面检查，每月分析总结，

每季度进行资料整理。

（4）存储备份



（4.1）存储

存储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应定期对各类存储系统进行巡检，查看并记录设备运行状

况及告警信息。

b) 实时或定期监控存储系统运行状况，监控内容至少包括：

1）存储系统运行状态；

2）存储系统 CPU、内存占用率情况；

3）存储系统日志检查分析；

4）存储空间利用率。

c) 定期对存储系统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存储系统健康检查,主要设备应定期进行包括容量分析、性

能分析的全面健康检查；

2）存储系统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3）存储系统固件及系统安装补丁升级。

d) 根据需要对存储系统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存储空间划分、调整等配置变更；

2）存储系统数据迁移、同步、复制等。

e)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发生的存储系统故障。

f)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应定期

进行预案演练。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存储系统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作

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 做好存储系统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宜定期提交存储资

源分配使用清单，定期绘制存储系统连接图；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

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存储运行维护的服务等级对应的维护服务每日巡检，实时监控，

每月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资料整理。

（4.2）备份

备份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定期对各类备份系统进行巡检，查看并记录设备运行状况

及告警信息。

b) 实时或定期对备份系统运行状况进行监控，监控内容至少

包括：

1）备份系统运行状态；

2）备份作业情况；

3）备份系统日志检查分析；

4）备份空间利用率。

c) 定期对备份系统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备份系统健康检查,主要设备应定期进行全面健康检查，包

括容量分析；

2）备份系统登录口令定期检查、修改；

3）备份系统固件及系统安装补丁升级；

4）备份系统的数据资源定期进行恢复测试。

d) 根据需要对备份系统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备份策略调整等配置变更；

2）备份客户端的安装、卸载等。

e)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备份系统故障。

f) 制定应急恢复预案，并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宜定期进行

本地、异地备份恢复测试。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备份系统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作

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 做好备份系统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宜定期提交备份资

源分配使用清单，定期整理备份策略；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档

的收集、存档。

备份运行维护的服务等级对应的维护服务每日巡检，实时监控，

每月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资料整理。

（5）基础软件

（5.1）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实时或定期监控数据库系统运行状况，监控内容至少包括：

1）数据库运行状态；

2）数据库表空间占用率；

3）分析数据库系统日志。

b) 定期对数据库系统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数据库健康检查,关键数据库应定期进行包括性能分析、安

全审计的全面健康检查；



2）数据库系统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3）数据库系统软件补丁升级。

c) 根据需要对数据库系统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

括：

1）数据库用户权限管理；

2）数据库表空间分配等资源规划及分配；

3）数据迁移等；

4）配合业务应用进行数据库性能监控和优化等。

d)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发生的数据库系统故障。

e)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应定期

进行预案演练。

f)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数据库系统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

作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g) 做好数据库系统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宜定期提交数据

库资源分配使用清单；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数据库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的服务每日巡检，实时监控，每月例

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资料整理。

（5.2）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

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实时或定期监控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运行状况，监控内

容至少包括：

1）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运行状态；



2）分析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日志。

b) 定期对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

少包括：

1）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健康检查,关键系统应定期进行全面

健康检查；

2）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3）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安装补丁升级。

c) 根据需要对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

内容至少包括：

1）配合业务应用进行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配置变更；

2）配合业务应用进行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性能监控和优化

等。

d)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发生的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

件故障。

e)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应定期

进行预案演练。

f)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运行状况及

运行维护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g) 做好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做好

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中间件及其他基础软件运行维护的服务每日巡检，实时监控，

每月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资料整理。



（6）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维护服务主要是针对通用基础数据及元数据，业务应

用数据的维护服务纳入业务应用系统维护工作中，数据资源维护服

务应做到：

a) 数据资源的接收、分发；

b) 数据资源的处理：包括校核、编辑、整理等；

c) 数据资源的发布；

d) 数据资源的入库、存档；

e) 定期进行数据清理工作；

f) 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数据资源维护服务周期应满足业务应用的需求。

（7）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定期对各类安全设备进行巡检，查看并记录设备运行状况

及告警信息。

b) 实时或定期对安全设施运行状况进行监控，监控内容至少

包括：

1）安全设施运行状态；

2）安全设施系统日志分析。

c) 定期对安全设施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安全设施健康检查,主要设备应定期进行全面健康检查；

2）安全设施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3）安全设施配置文件备份；

4）安全设施固件及系统软件升级；

5）安全策略审核。

d) 根据需要对安全设施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安全策略调整等配置变更；

2）配合完成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相关工作；

3）安全预警信息发布。

e)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安全设施故障，按时处置计算

机病毒爆发、黑客入侵等安全事件。

f) 制定应急恢复预案，并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宜定期进行

演练。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安全设施运行状况、信息系统安全

状况及运行维护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定期使用安全设施进行信息系统安全威胁监控分析。

i）定期使用安全设施进行信息系统安全脆弱性扫描和分析，

发现安全漏洞、提出加固建议。

j）做好安全设施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宜定期绘制安全设

施拓扑图，定期整理安全策略，定期提交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报

告；做好运行维护工作过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安全设施运行维护的服务等级对应维护每日巡检，实时监控，

每月例行维护，每月分析总结，实时进行威胁监控分析，故障处置

要求即时响应，每月执行脆弱性分析，每季度资料整理。



（8）其它基础设施

对于其它基础设施应从监控巡检、例行维护、响应式维护、故

障处置、应急响应、安全管理、分析总结等方面开展维护服务。

2、业务应用

业务应用维护服务应做到：

a) 实时或定期监控业务应用运行状况，监控内容至少包括：

1）业务应用运行状态；

2）分析业务应用日志。

b) 定期对业务应用进行例行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业务应用健康检查，关键系统应定期进行全面健康检查,包

括安全审计；

2）业务应用数据的校核、清理；

3）业务应用性能分析、优化；

4）业务应用管理员登录口令定期修改。

c) 根据需要对业务应用进行响应式维护，维护内容至少包括：

1）业务应用权限变更、业务流程调整等配置变更；

2）业务应用数据的添加、修改、删除及导入、导出；

3）业务应用系统补丁升级。

d) 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软件功能性完善等开发工作。

e) 根据服务级别要求按时修复发生的业务应用故障。

f)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可纳入整体应急预案中；应定期

进行预案演练。



g) 定期进行总结评估，对业务应用运行状况及运行维护工作

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h) 做好业务应用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做好运行维护工作

过程文档的收集、存档。

业务应用运行维护的服务等级对应的维护服务每日巡检，实时

监控，每月例行维护，按约定时间进行功能完善，即时响应故障处

置，每月分析总结，每季度资料整理。

7.3 预期成果

项目运行管理期为一年。通过开展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海

南省建设项目 2012～2014 年度所建设的 108 个取水用户 150 个监

测站点和 2016 年度建设的 15户（新增 6 户）44 个监测站点的运行

维护工作，保障监测水库的进出水流量、明渠流量、地下水水位的

在线监控系统稳定运行；驻点工程师在水文局机房上班，每天监视

全省站点的上线率、故障点，根据站点的情况进行维护和检修；定

期定时对机房硬件、软件及网络安全进行维护、确保设备的正常稳

定运行。工作完成成果如下：

1.站点巡检记录表；

2. 站点检修记录表；

3. 站点巡检及检修施工照片图集；

4. 机房运维工作记录表；

5. 运行维护月报；



6. 运行维护季报；

7. 运行维护年报；

8. 站点监测数据年度汇编（19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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