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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信安标委 20 周年网络安全国家标准优秀实践案例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等奖（10 项）
序号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协和医
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1

商用密码系列标准在疫情防控
网络安全防护中的应用

2

国家电网统一密码服务平台及
基础设施标准应用实践案例
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体
系建设标准应用实践
标准引领“严选”安全机制建
设，锻造 5G“云、网、数、端”
安全能力
风险评估标准在推动全国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建设，构建“数
盾”体系中的应用实践

3
4
5

6

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在个人信息
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实践

7

云计算安全系列标准支撑国家
云服务安全评估的应用案例

8

数据安全能力国家标准在地方
及行业的应用实践
基于 GB/T18336 的信息技术产
品测评体系建设与应用

9

10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中关村信息安全
测评联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安全
管理与运行中心
国家信息中心、山东省大数据局、安
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网
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中国银
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法学
院
四川大学、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安全管理与
运行中心、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天津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基于 DSMM 国家标准的数据安全
治理应用实践

2

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阿里
巴巴（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司、大
数据协 同安全 技术国家工 程研究 中
心、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贵州电网
有限责任公司

二等奖（15 项）
序号

案例名称

1

国产密码算法在全国联网收费系统
中的规模化应用

2

“电子密盾”：实体鉴别国家标准
在电子银行的综合应用

3

构建工控产品安全标准检测认证体
系，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4

等级保护标准在“测评能手”软件
开发中的应用实践
“网络空间安全专项 工业控制系
统安全保护技术石油石化行业（福
山油田）应用示范项目”中的网络
安全国家标准应用实践
电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可信计算国
家标准应用实践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应用
实践
基于 GB/T37046-2018 标准国家信息
安全服务资质测评应用

5
6
7
8

申报单位

9

医疗数据安全标准在国家肝胆疾病
数据平台中的应用

10

北京市政务云数据专区应用实践

11

《信息安全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信
息保护基本要求》应用

12

防火墙国家标准在产品研制、测评
和应用中的实践

13

电子邮件系统安全技术要求标准应
用实践

3

北京中交国通智能交通系统技术
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
究院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
心、信息产业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市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浙江国利网安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赛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国家卫健委
继续教育和能力建设中心、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北京安信
天行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蚂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民认证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市商汤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旷视科技
有限公司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中国网络安全
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北京天融信
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民用
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北京
国信安邮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奥联
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安宁
创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14
15

网络安全漏洞管理国家标准在国家
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的应用实践
《网络安全漏洞分类分级指南》在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的应用

兵器装备集团信息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
技质量与信息化部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技术协
调中心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三等奖（25 项）
序号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1

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应急广播消息
安全保护体系

2

基于国密的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安全
邮箱系统平台网络安全国家标准实
践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科学
研究院
国家信息中心、国家信息技术安全
研究中心、北京国信安邮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奥联信息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3

服务器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评准则应
用推广实践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

专网安全管控体系建设应用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
中心、浙江远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5

9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标准助力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安全综合防护平台建设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信息化
项目
天津市传染病信息系统全视角的安
全设计与标准实践
网络安全国家标准在证券应用开发
安全过程中的实践应用
移动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中的
标准应用实践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产业协同与智慧
城市建设安全保障体系

6
7
8

11
12
13

依托标准提升信息安全事件管理和
应急响应能力，保障中山电子政务
云安全案例
阿里云安全合规多标准体系融合实
践
商汤科技人脸识别产品国家网络安
全标准应用实践

4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默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
院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北京
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中电
长城网际系统应用广东有限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个人信息安全标准在智能家居的落
地应用
中国国际航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实
践案例
天津市和平区网络安全态势管控平
台案例
杭州市政务专用云平台的密码应用
合规实践
《信息安全技术 基于生物特征识
别的移动智能终端身份鉴别技术框
架》国家标准实践案例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
管理部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浦东艾法金融科技身份认证技术
创新中心、北京一砂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GB/T25066-2020《信息安全技术 信
息安全产品类别与代码》在计算机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管
理工作上的实践案例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存储安全技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术要求》落地实践与推广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网络安全和
网络安全监测标准应用实践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信息专项治理行动中的标准应用实
中心北京分中心
践
重要领域中 DSMM 国家标准实施应用 阿里巴巴（北京）软件服务有限公
案例
司
科大讯飞基于个人信息安全标准的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App 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治理实践
浙江省金华市政府网站安全云防护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实践案例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