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农业大学电子邮件云服务 

邀请磋商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1、项目名称：南京农业大学电子邮件云服务 

2、项目单位： 信息化建设中心 

3、预算金额： 9.98 万元 

4、项目概况：（具体要求见附件） 

5、供应商资格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二）近一年财务状况报告，近 6 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三）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五）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六）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允许转包、分包；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

项目同一包的投标； 

（4）投标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响应制作需求，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

务。 

6、专家评分标准： 

综合商务分：近三年已签订的类似项目合同复印件，最多提供 3 份；服务方案：技术

方案的先进性、完整性、可操作性等。价格分：最低分为基准分，投标得分=（基准分/报

价分）*40 

二、谈判方式 



  邀请磋商谈判 

三、竞争性谈判相关说明 

1、递交谈判文件截止时间： 2020 年 06 月 29 日 14 时 30 分。 

谈判时间：    2020 年 06 月 29 日 16 时 00 分 

2、竞争性谈判文件（即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5 号 8 号楼继续教

育学院 5 楼。 

 

四、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 

联系电话： 025-84396023/18951016239         

 信息中心联系人：   韩老师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老师 

 

南京农业大学信息化建设中心 

2020年 06月 23 日 

 

 

 

 

 

 

 

 

 



附件： 

序号 参数及规格 详细要求 

1 用户数 

1. ★初始用户≥60000 个 

2. ★学生用户在服务期内免费扩增。 

3. ★校友用户在服务期内免费扩增。 

4. ★服务期满，若不续约，原数据保留 3 个月。 

2 邮箱容量 ★邮箱容量无限制。 

3 附件支持情况 

1. 普通附件≥50MB； 

2. ★超大附件（含文件中转站）≥16GB； 

3. 支持手动无限次续期。 

4 安全性要求 

1. ★邮件系统通过公安部三级等保备案 

2. 密码存储上支持多种加密机制对密码进行加密 

3. ★支持防止穷举方式口令侦测：Webmail/客户

端同一 IP 连续密码输错一定次数，该 IP 下登

录即锁定。 

4. ★支持异地登录提醒。 

5. ★支持全程 SSL 加密。 

6. 客户端强制使用加密端口。 

7. ★支持 SPF 协议。 

8. ★防病毒库实时更新。支持实时查杀邮件中的

病毒，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 

9. ★采用国际、国内知名杀毒引擎。 

10. ★病毒邮件的识别率和拦截率≥99.99%。 

11. 具有 POP、IMAP、SMTP 连接限制功能。 

12. 支持发信频率控制。 

13. ★支持多因子认证，如短信验证码等形式。 

5 系统架构要求 

1. 机房具备专业可靠的运营机制； 

2. 架设于骨干网节点，不间断、高可用。 

3. ★邮件系统体系具有灵活扩展性，可在本次所

购系统基础上平滑升级，以满足未来用户增加

的需求和保护原有投资。 

4. ★系统支持在线升级及扩容，升级期间保证用

户的正常使用。 



6 Webmail 用户功能 

1. ★支持用户自定义别名； 

2. ★支持邮件全文检索功能，包括检索邮件内容

和附件 

3. 支持群发单显功能； 

4. 支持邮件到达/已读回执的关闭/开启； 

5. 支持多标签窗口，可同时读信、写信； 

6. 支持域内未读邮件撤回功能； 

7. ★支持用户自助查询一定天数内的收发信记

录、登录记录、被拦截的邮件等； 

8. 支持用户自助取回误拦截的邮件； 

9. ★支持用户对一定天数内彻底删除信件的恢

复； 

10. ★支持用户侧自定义黑白名单； 

11. 多语言支持。支持简体中文和英文版本 

12. 在规定时间内未操作邮件，可自动保存至草稿

箱； 

13. 支持个人邮箱管理，邮箱使用状况等的显示。 

14. 支持个人通讯录、个性签名、自动转发回复。 

15. 支持用户端邮件反垃圾级别等个性化设定。 

16. 支持邮件内容一键全文翻译功能； 

17. 支持单次上传多个附件，支持超大附件中转站。 

7 Webmail 管理功能 

1. 支持公告功能； 

2. ★支持更改企业个性 LOGO、企业统一签名、

使用单位自定义登录页面； 

3. 支持使用单位自主进行域名管理。 

4. 支持单位组织多域名。 

5. 支持部门组织架构新增、修改、删除； 

6. 支持设置分级管理员。可分别对部门、帐号及

域内日志设置管理员； 

7. 每个帐号支持设置别名； 

8. ★支持管理员进行用户创建、修改、禁用、删

除、密码修改等日常管理。 

9. 支持邮件列表功能，含列表成员的增删改等。 

10. ★支持自助重置密码功能：域内成员通过绑定

指定的手机号码或动态密码重置邮箱密码。 

11. ★支持管理员强制域内成员开启 Webmail 登录

二次验证； 

12. 支持管理员批量开启/关闭超大附件功能； 

13. ★帐号管理支持查询邮箱创建时间、使用容

量、登录记录等； 

14. ★提供组织和用户状态控制，状态包括锁定、

过期。 



15. ★非活跃账户管理：支持管理员在管理后台快

速查询域内一定时间内未登录用户，并可直接

禁用或删除，清理非活跃帐号； 

16. ★提供邮箱报表统计模块。支持发信量、收信

量、登录渠道等多种维度分析；支持可视化查

询数据；支持多维度来过滤数据；支持数据、

图表下载导出。 

17. 支持按设置域黑白名单。 

18. 支持添加 IP 登录限制。 

19. 密码管理：★支持管理员设置域内成员定期修

改密码；★支持管理员定义密码复杂度； 

20. 支持邮件审核，可自定义邮件审核规则。规则

设定后被审核人发送的邮件出发审核规则会等

待审核人审核后才发送/拒绝发送，并支持设

置审核等待时间； 

21. ★支持通讯录权限管理，管理员可在管理后台

对不同成员/部门设置不同的通讯录可见范

围，以保障特定成员对特定通讯录的查看权

限。 

22. ★支持邮件投递日志可查，以多种条件查询、

详细分析邮件的投递情况。 

23. 支持管理员在管理后台，批量为用户强制开启

异地登录提醒功能并设置提醒方式（微信、邮

件、短信等均可），以管控域内成员关注邮箱

帐号安全。 

24. ★支持邮件归档相关功能，帮助学校对收发邮

件进行归档处理； 

25. 支持管理员邮件群发。 

26. ★支持用户批量管理，包括添加、修改、删除

等，可批量处理僵尸账号等功能。 

27. 提供用户操作记录、用户登录记录、管理员操

作记录等系统日志查看、统计。 

8 统计分析功能 

1. ★支持对系统邮件收发量统计； 

2. ★支持对系统邮箱访问情况统计； 

3. 支持对系统用户活跃程度统计； 

4. 支持用户登录方式、登录地点的统计； 

注：上述统计功能应支持图表可视化方式查看及数

据报表的导出。 



9 海外邮件收发能力 

1. ★部署有海外云服务器； 

2. 支持 Webmail 海外加速； 

 

1

0 
反垃圾邮件能力 

1. ★具备专业高效的反垃圾网关，黑白名单功

能，支持用户和管理员页面的黑白名单设置。 

2. 垃圾病毒邮件过滤网关实时更新。支持实时查

杀邮件中的病毒，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 

3.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管理界面设置系统级别

的过滤规则和反垃圾强度标准。 

4. 同时跟踪国际知名 RBL 组织黑名单，支持 RBL

检查； 

5. ★具备较多优质高信誉 IP。 

6. 用户可以对被拦截的部分垃圾邮件或被误判的

正常邮件进行申诉和取回。 

7. ★用户可通过页面设定个性化的反垃圾邮件标

准。 

8. ★管理员可对用户发信频率、数量、IP 等做

限制。 

1

1 
服务品质保障 

1. ★邮件系统无故障率不低于 99.9%，即每月故

障时间累计不超过 44 分钟。 

2. 每月平均单封邮件发送延迟、每月平均单封邮

件接受延迟均≤1 分钟，单封邮件发送、接收

延迟≤1 小时。 

3. ★全球多城市部署海外服务器。 

4. 支持 Webmail 海外加速。 

1

2 
通用性及平台支持 

1. ★兼容各版本 PC 浏览器，提供 android/ios 系

统的移动适配页面； 

2. ★支持通过 PC、手机（安卓、苹果及其

他）、平版电脑等多种终端、及主流平台上对

邮件系统的使用； 

3. 拥有配套邮件客户端，支持帐号绑定免配置； 

4. ★支持 SMTP、POP3、IMAP4、HTTP、HTTPS、

EXCHANGE 等服务协议。 

5. ★支持 Microsoft Outlook、Foxmail 等主流

客户端软件。 

6. 支持邮箱帐号绑定微信，可通过个人微信以微

信公众号、微信企业号等形式接收邮件到达提

醒，写信，回复，转发等。 



1

3 
系统对接 

1. ★免费开放校方需要对接的所有 API 应用如单

点登录接口、未读邮件数接口、自定义登录接

口、组织架构同步接口等。 

2. ★免费在学校信息门户上实现邮件来信提醒及

单点登录进入邮箱。 

3. ★按照南京农业大学统一身份认证对接标准，

免费提供与统一身份认证等系统的对接开发服

务，完成统一身份认证及用户组织架构信息同

步，实现邮件系统默认对全校教职工开放使用

权限，无需管理员手工开户。 

4. ★免费支持与南京农业大学微信企业号等移动

平台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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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售后服务要求 

1. ★3 年服务期期内免费提供 7x24 小时售后技

术服务支持（来自原厂或本地代理商），包括

但不限于热线电话、在线工单、邮件等。 

2. ★紧急情况下联系人落实到具体技术人员，提

供远程或者本地现场服务。 

3. ★免费提供新系统上线技术支持、使用培训及

技术指导。 

1

5 
其他要求 

1. ★支持将现有 coremail 系统中所有邮件迁移

至所提供云平台的邮件系统内。同理，如服务

期满，不再续约，也应无条件支持将用户信息

及邮件数据全部迁出给学校。 

2. ★邮件系统供应商必须保证云端数据的保密

性，完整性，可恢复性。不得向任何人/组织

提供任何与本校相关数据作为大数据进行分

析。 

3. ★应确保邮件数据从原 coremail 系统迁移至

新邮件系统过程中数据的完整性。 

4. ★应在服务合约到期时，若不再续约，应完整

提供用户信息及邮件数据，无条件支持数据迁

出并承诺相关数据在当前云邮件系统中清除。 

5. ★应保证对邮件系统和数据的操作可被南京农

业大学相关管理单位审计。 

6. ★应确保只有在南京农业大学的授权下，云邮

件系统服务商才具有对用户数据的管理权限。 

7. ★电子邮箱云服务提供商应与南京农业大学签

订《保密协议》，邮件及账户数据的保密性受

其条款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