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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信安标委 6个工作组分组会议议程（草案）

WG3会议议程
工作组 11月 9日 11月 10日

WG3

下午 上午 下午

（一）WG3组全体会议

1.会议开始，介绍并讨论会议日程安排

（13：30-13：40）
2.参会人员自我介绍（13：40-14：00）
（二）在研标准推进（标准草案审查）

1.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设计

技术要求（14：00-15：00）
2.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测评

要求（15：00-16：00）
3.信息安全技术 IPSec VPN安全接入基本

要求与实施指南（16：00-17：00）

4.信息安全技术 边缘计算密码应用基本

要求研究（8：30-9：30）
5.信息安全技术 时间戳接口规范（9：
30-10：30）
（三）在研标准推进（标准征求意见稿

审查）

1.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计算密码支撑平台

功能与接口规范（10：30-11：30）

2.信息安全技术 SM9密码算法使用规范（13：
30-14：30）
（四）标准立项研讨

2021 至 2023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建议

（14:30-15:30）
（五）标准体系研讨

（15：30-16：30）
（六）WG3工作组全体会议

1. 申请加入WG3工作组成员单位审核（16：
30-17：00）
2.在研标准项目工作部署（17：00-17：20）
3.讨论并形成会议纪要（17：20-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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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4会议议程
工作组 11月 9日 11月 10日 11月 11日

WG4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一）WG4组全体会议

会议周工作安排介绍
(13:30-14:00)

（二）2020年新立项标准推

进

1.信息安全技术 零信任参

考体系架构-制定
(14:00-15:00)
2.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执行

环境服务规范-制定
(15:00-16:00)

休息 10分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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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16:10-17: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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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8:30-9:3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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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9:30-10:30)

休息 10分钟

6.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带

附录的数字签名 第 1部
分:概述-修订
(10:40-11:40)

7.信息安全技术 基因识别

数据安全要求-制定
(13:30-14:30)
8.信息安全技术 步态识别

数据安全要求-制定
(14:30-15:30)

休息 10分钟

9.信息安全技术 人脸识别

数据安全要求-制定
(15:40-16:40)
10.信息安全技术 声纹识别

数据安全要求-制定
(16:40-17:40)

（三）在研标准征求意见

稿推进

1. 信息安全技术 可信执

行环境系统架构-制定
(8:30-9:30)

（四）研究项目讨论

1. 信息安全技术 生物特

征识别系统性能安全评估

准则与方法-研究
(9:30-10:30)

休息 10分钟

2. 用于网络用户身份鉴别

的区块链应用指南研究-研
究(10:40-11:40)

3. 基于密码令牌的可信

通信服务技术规范-研究
(13:30-14:30)

投票

（14:30-14:50）

（五）标准复审情况讨论
(14:50-15:30)

（六）标准体系及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建议讨论

(15:30-16:10)

休息 20分钟

工作组决议

（16:3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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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5会议议程
工作组 11月 9日 11月 10日 11月 11日

WG5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一）全体会议

组长介绍本次会议周工作安

排（13:30-13:40）

（二）研究验收

1.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漏洞管

理体系指南（13:40-14:40）
2.信息安全技术 视频会议安

全系统规范指南

（14:40-15:40）

休息 10分钟

3.拟态安全产品通用技术要

求（15:50-16:50）
4.拟态防御技术框架

（16:50-17:50）

（三）草案推进

1.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态势感知通用技术要

求（8:30-9:30）
2.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网

络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9:30-10:30）

休息 10分钟

3.信息安全技术 区块链

信息服务安全规范

（10:40-11:40）

4.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

统安全保障评估框架 第

1部分：简介和一般模型

（修订）

（13:30-14:30）
5.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方

法（修订）

（14:30-15:30）

休息 10分钟

6.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型

入侵防御产品技术要求

和测试评价方法（修订）

（15:40-16:40）
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

系统安全审计产品技术

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修

订）（16:40-17:40）

8.信息安全技术 反垃圾

邮件产品技术要求和测

试评价方法（修订）

（8:30-9:30）

（四）征求意见稿推进

1.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

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建

设实施规范

（9:30-10:30）

休息 10分钟

2.信息安全技术 政府网

站系统安全指南 （修订）

（10:40-11:40）

（五）标准体系及 2021
年至 2023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建议讨论

（13:30-14:10）

（六）标准复审情况讨论

（14:10-14:30）

休息 20分钟

（七）全体会议通过会议

纪要

（14:5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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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6会议议程
工作组 11月 12日 11月 13日

WG6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一）WG6全体会议

工作组项目情况及会议

议程安排介绍(8:30-8:40)
（二）标准征求意见稿讨

论

1.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第 3部分:参考

网络场景——风险、设计

技术和控制要素

（8:40-9:40）
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第 4 部分: 使

用安全网关的网间通信

安全保护（9:40-10:40）
3.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

家居安全通用技术要求

和测试评价方法（征求意

见稿）（10:40-11:40）

（三）标准草案稿讨论

1.信息安全技术 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安全开发和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指 南

（13:30-14:30）
2.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域

名 服 务 系 统 安 全 要 求

（14:30-15:30）

（四） 标准研究项目

1. 5G 边缘计算安全体系

及技术研究（15:30-16:30）

（五）标准体系研讨

（8:30-10:00）
1.征求对标准体系的修改意见

2. 2021年至 2023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建议

（六） 标准复审（10:00-12:00）
1.GB/T 34975-2017《信息安全

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安

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2.GB/T 34976-2017《信息安全

技术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安

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3.GB/T 35278-2017《信息安全

技术 移动终端安全保护技术要

求》

4.GB/T 35281-2017《信息安全

技术 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器安

全技术要求》

（六） 标准复审

（13:30-16:00）
5.GB/T 34977-2017《信

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

终端数据存储安全技

术要求与测试评价方

法》

6.GB/T 35286-2017《信

息安全技术 低速无线

个域网空口安全测试

规范》

7.GB/T 34978-2017《信

息安全技术 移动智能

终端个人信息保护技

术要求》

8.GB/T 34095-2017《信息安

全技术 用于电子支付的基

于近距离无线通信的移动终

端安全技术要求》

9.GB/T 33562-2017《信息安

全技术 安全域名系统实施

指南》

10.GB/T 33746.1-2017《近场

通信(NFC)安全技术要求 第

1部分:NFCIP-1 安全服务和

协议》

11.GB/T 33746.2-2017《近场

通信(NFC)安全技术要求 第

2部分:安全机制要求》

（七）全体成员通过工作组

会议纪要（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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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7会议议程
工作组 11月 12日 11月 13日 11月 14日

WG7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一）WG7 工作组会议

日程介绍（8:30-8:50）

（二）2019立项标准制

修订项目推进（征求意

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

技术产品供应链安全要

求》（8:50-9:5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

数据处理安全规范》

（9:50-10:50）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个人可识别信息（PII）
处理者在公有云中保护

PII 的 实 践 指 南 》

（10:50-11:50）

《信息安全技术 电子

凭据服务安全要求与测

评方法》（13:30-14:30）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

安 全 服 务 分 类 》

（14:30-15:30）

（三）标准研究项目推

进

风险管理标准体系研讨

（15:30-16:30）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标准体系研讨

（16:30-17:30）

（四）2019 立项标准

制定项目推进（征求

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边界

确定方法》（8:30-9:30）
《信息安全技术 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防护能力评价方法》

（9:30-10:30）
（五）2020 立项标准

制修订项目（草案）

《信息安全技术 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

安全应急体系框架》

（10:30-11:3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信息共

享 指 南 》

（13:30-14:3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信息报

送与态势研判指

南 》

（14:30-15:30）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分

类 分 级 指 南 》

（15:30-16:30）
《信息技术 安

全技术 信息安

全管理体系 指

南》

（16:30-17:30）
（六）标准复审

讨论

（17:30-18:30）

（七）2020立项

标准研究项目

《信息安全技术

5G供应链安全

评估指南》

（8:30-9:30）
《网络安全审计

规范研究》

（9:30-10:3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态势感

知评价指南》

（10:30-11:30）
《网络安全保险

核保评估指标》

（11:30-12:30）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

安全能力体系建设指

南》（13:30-14:3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

安全意识评价指标体

系》（14:30-15:30）
《电子发票状态管理

安全要求》

（15:30-16:30）
（八）体系研讨、2021
年至 2023标准制修订

项目计划建议

（16:30-17:30）
（九）形成会议纪要

（17:3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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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G-BDS会议议程
工作组 11月 12日 11月 13日 11月 14日

SWG-B
DS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2019制定】电信领

域大数据安全防护实

现指南（征求意见稿）

（8:30-9:30）
【2020制定】网上购

物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工作组草案）

（9:30-10:30）
【2020制定】即时通

信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工作组草案）

（10:30-11:30）

【2020制定】网络支

付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工作组草案）

（13:30-14:30）
【2020制定】网络预

约汽车服务数据安全

指南（工作组草案）

（14:30-15:30）
【2020制定】网络音

视频服务数据安全指

南（工作组草案）

（15:30-16:30）
【2020制定】快递物

流服务数据安全指南

（工作组草案）

（16:30-17:30）
【2020制定】重要数

据识别指南（工作组

草案）

（17:30-18:30）

【2020制定】个人

信息去标识化效果

分级评估规范（工

作组草案）

（8:30-9:30）
【2020制定】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

（APP）个人信息安

全测评规范（工作

组草案）

（9:30-10:30）
【2020制定】区块

链技术安全框架

（工作组草案）

（10:30-11:30）
【2020制定】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

（APP）SDK安全

指南（工作组草案）

（11:30-12:30）

【2020制定】机

器学习算法安全

评估规范（工作组

草案）

（13:30-14:30）
【2020制定】边

缘计算安全技术

要求（工作组草

案）

（14:30-15:30）
【2020研究】数

据安全风险监测

评估实施指南

（15:30-16:30）
【2020研究】工

业互联网数据安

全防护指南

（16:30-17:30）
【2020研究】人

工智能数据安全

技术体系研究

（17:30-18:30）

【2020研究】多方数

据安全交换共享技术

要求

（8:30-9:30）
【2020研究】区块链

智能合约安全指南研

究

（9:30-10:30）
【2020研究】区块链

安全监测技术要求

（10:30-11:30）
【2020研究】区块链

服务技术安全要求

（11:30-12:30）

【复审评估】

GB/T 34942-2017《信

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

服务安全能力评估

方法》

GB/T 35274-2017《信

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

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35279-2017《信

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

安全参考架构》

（13:30-14:30）
【标准体系讨论】

2021年至 2023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建

议讨论

（14:30-16:30）
【工作组决议】

（16:3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