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6年网络安全国家标准优秀应用案例名单 

一等奖（6 项） 

项目名称：依托国家标准建设省级政务外网云平台安全体系 

申报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中心 

采用标准: GB/T 29245-2012《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

理基本要求》、GB/T 20269-2006《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

求》、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 

主要完成人：赵若平、蒋元、白荣华、亚森·阿不力米提、杨伟、

付宏燕、宋海翔、朱超  

项目名称：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控制应用指南标准应用实践 

申报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采用标准：GB/T 32919-2016《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控

制应用指南》 

主要完成人：林宁、范科峰、刘贤刚、姚相振、李琳、周睿康、李

京春、李冰  

项目名称：依据国家标准加强安全配置管理，提高公安信息网计算

机整体安全基准 

申报单位：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采用标准：GB/T 30278-2013《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计算机终端核心

配置规范》、《信息安全技术 计算机终端核心配置基线格式规范》（报

批稿） 

主要完成人：魏平岩、李江、许涛、刘爱江、刘蓓、刘志宇、陈达、

蔡军霞  

项目名称：南京市政务应用业务连续性支撑平台 

申报单位：南京市国家密码管理局 

采用标准：GB/T 20988-2007《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

范》、GB/T 29765-2013《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技术要求

与测试评价方法》、GB/T 20269-2006《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

理要求》 



2 

 

主要完成人：葛慧莉、杨建、周子凡、蔡文璐、王瑞、李琛、贺斯

楠、钱磊  

项目名称：严格落实国家安全标准，通过网信办增强级安全审查，

提升阿里云对党政用户的安全服务能力 

申报单位：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四川大学 

采用标准：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主要完成人：陈雪秀、廖智杰、沈锡镛、苏建东、吴学章、杜鹏、

李东、陈兴蜀 

项目名称：国家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一期工程）网络安全

国家标准应用案例报告 

申报单位：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 

采用标准：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基本要求》、GB/T 25070-2010《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

全设计技术要求》、GB/T 32922-2016《信息安全技术 IPSec VPN 安全

接入基本要求与实施指南》 

主要完成人：周民、杨绍亮、罗海宁、任飞、周欣、柳松、周鸣、

张靓 

 

二等奖（8 项） 

项目名称：基于云计算的政府门户网站群的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申报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信息中心 

采用标准：GB/T 31506-2015《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门户网站系统安

全技术指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

要求》、《信息安全技术 电子政务移动办公系统安全技术规范》（报

批稿） 

主要完成人：周鸣、谈超洪、文静、陈吉宁、李森、付宏燕、黄蔚

华、梁国宁 

项目名称：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国家标准，构建南京市政务云安全体

系 

申报单位：南京市信息中心 

采用标准：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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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主要完成人：何军、谢华、杨优、汪涛、吴帆、王松、张宇、朱晓

东  

项目名称：依托标准建设视频专网安全保障体系，构建视频专网安

全监管系统 

申报单位：浙江远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29245-2012《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

理基本要求》、GB/T 22080-2008《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 要求》 

主要完成人：傅如毅、蒋行杰、邵森龙、刘京玲、刘海迪、斯晓津、

姚龙飞、孙鹏科 

项目名称：北京市法人一证通项目网络安全国家标准应用案例报告 

申报单位：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25056-2010《信息安全技术 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及

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GB/T 20518-2006《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

施 数字证书格式》、GB/T 29241-2012《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 

PKI 互操作性评估准则》 

主要完成人： 林雪焰、程小茁、李自涛、李述胜、袁成、赵永省、

狄焰亮、袁培茹 

项目名称：北京市市级政务云信息安全标准应用实践 

申报单位：北京市民卡管理中心、北京安信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主要完成人：潘锋、刘旭、王岩、赵婉、翟建军、彭海龙、钟金鑫、

陈青民  

项目名称：信息安全标准在 G20 杭州峰会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中的应

用 

申报单位：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采用标准：GB/T 25058-2010《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实施指南》、GB/T 28448-2012《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测评要求》、GB/Z 24364-2009《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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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曾挺健、韩嘉佳、周自强、刘周斌、李沁园、孙歆、

戴桦、卢新岱 

项目名称：唐山港集团液体化工码头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测评 

申报单位：河北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采用标准：GB/T 32919-2016《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控

制应用指南》、《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现场测控设备安全功能

要求》（征求意见稿） 

主要完成人：陶卫江、张凤臣、黄亮、刘艳、李鹏、任旭东、付江、

张桐 

项目名称：依托网络安全国家标准，保障移动应用安全—中国电信

天翼通行证（CTPass）网络安全国家标准应用案例 

申报单位：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增值业务运营中

心 

采用标准：GB/T 21053-2007《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 PKI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技术要求》、GB/T 21054-2007《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

基础设施 PKI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评估准则》 

主要完成人：高峰、张昆、崇静、阎国臣、程浩、郭建昌、岳燕冬、

张鹏 

 

三等奖（13 项） 

项目名称：以标准保安全创新，政府投资项目监管信息安全国家标

准应用案例 

申报单位：青岛市经济发展研究院 

采用标准：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基本要求》、GB/Z 24294-2009《信息安全技术 基于互联网电子政务

信息安全实施指南》、《信息安全技术 电子政务移动办公系统安全技

术规范》（报批稿） 

主要完成人：杨兴义、温娜、马鸣、田双成、陈军、郑涛、徐鹏、

吕环宇 

项目名称：依托国家标准打造安全云—湖南省常德市电子政务信息

安全国家标准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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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常德市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 

采用标准：GB/T 25070-2010《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

全设计技术要求》、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

级保护基本要求》 

主要完成人：唐西新、覃道军、龙百川、万勇、郭艳波、蔡相成、

皮鸿霖、董树  

项目名称：通州湾科创城云平台信息安全应用 

申报单位：南通通州湾科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基本要求》、GB/T 22240-2008《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定级指南》、GB/T 25058-2010《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

护实施指南》 

主要完成人：朱振宇、丁宏伟、邢国英、毛峰、金星、邹志刚、罗

印、王璧 

项目名称：基于网络信息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信计算技术智能家电家

居安全解决方案 

申报单位：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亿阳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艾斯蒙科技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29829-2013《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计算密码支撑平

台功能与接口规范》、GB/T 29827-2013《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计算规范 

可信平台主板功能接口》、GB/T 29828-2013《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计算

规范 可信连接架构》 

主要完成人：范纪青、王子鹏、周春楠、王昂哲、田直、王运涛、

董振培、王昱波 

项目名称：博发康安集团大数据决策云信息安全国家标准应用 

申报单位：博发康安控股集团、北京本上科技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25062-2010《信息安全技术 鉴别与授权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

型与管理规范》 

主要完成人：赵振宇、郭如峰、朱宇锋、曹玥、尤美、陆晓琳、黄

琪 

项目名称：依托安全标准构建动态安全可信体系，保障多媒体高安



6 

 

全实时网络运行 

申报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 

采用标准：GB/T 22081-2008《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

实践指南》、GB/T 20269-2006《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 29245-2012《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主要完成人：王凤华、田永春、张德、张峰、葛建军、谭齐、李默

嘉、王静远 

项目名称：依托标准建设政务云平台，保障电子政务云安全 

申报单位：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信息中心 

采用标准：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主要完成人：谢高波、熊赢新、王海林、韩松、沈峻、张大伟、朱

凯、赵小枫  

项目名称：四川省政务云云监管平台建设案例 

申报单位：成都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 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主要完成人：许海滨、张剑、齐伟钢、孙成圣、李伟、刘成余、刘

大海、徐建  

项目名称：北京市信息安全容灾备份中心安全运维管理标准应用案

例 

申报单位：北京市政务信息安全应急处置中心 

采用标准：GB/T 30285-2013《信息安全技术 灾难恢复中心建设与

运维管理规范》、GB/T 22080-2008《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 要求》、GB/T 22081-2008《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控制

实践指南》 

主要完成人：王宗君、张涛、桑磊、张勇、于铮、李鹏、王晨阳、

肖静 

项目名称：依托标准建设云环境信息安全体系，保障福建电子政务

云安全 

申报单位：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 

采用标准： GB/T 31167-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指

南》、GB/T 31168-2014《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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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钱仁锋、潘胜健、王旭峥、郭顺英、余美书、孙建锋  

项目名称：落实信息安全国家标准，强化内网安全管理能力 

申报单位：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Z 20986-2007《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

级指南》；GB/T 19715.1-2005《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管理指南 第 1

部分：信息技术安全概念和模型》、GB/T 19715.2-2005《信息技术 信

息技术安全管理指南 第 2 部分：管理和规划信息技术安全》 

主要完成人：李月航、周华、刘东红、童宁、轩晓荷、罗海龙、苏

文豪  

项目名称：中国中铁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项目标准实施应用案例 

申报单位：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标准：GB/T 20984-2007《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

范》、GB/Z 24364-2009《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指南》 

主要完成人：高峰、于波、翟少君、黄从治、冯松彬、赵远志、常

宁 

项目名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PKI/CA 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建设

在电力领域应用实践 

申报单位：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采用标准：GB/T 15843.3-2008《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实体鉴别 第

3 部分：采用数字签名技术的机制》、GB/T 17903.3-2008《信息技术 安

全技术 抗抵赖 第 3 部分：采用非对称技术的机制》、GB/T 20518-2006

《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 数字证书格式》 

主要完成人：郭大亮、王静、张萌、陈鑫、李志永、程宇贤、姜玉

琳、孟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