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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分布式清洗防护安全技术应用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云工作负载安全保护平台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 一体化安全运营体系构建

北京网康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4 政务云一体化安全项目

江西省信息中心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上（江西）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5 云安全服务保障平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全栈云原生安全防护平台
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7 云安全开发框架体系 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风控大脑”公共服务平台
厦门文广影音有限公司

人民中科（厦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9 云原生安全防护平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云安全管理平台和过程访问防御体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11 高可靠云安全技术应用示范

江苏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江苏移动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2 云计算平台网络安全防护建设

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跨行业联防反欺诈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 金融欺诈智能防范项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联通在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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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5 5G智能安全风险监测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16 面向 5G+智慧工厂的基础网络安全智

能防御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江西鑫铂瑞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恒安嘉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7 IPv6网络资产发现与管理解决方案

远江盛邦（北京）网络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8 智能风险感知与响应联合反诈系统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19 能源互联网安全防护平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20 网络安全数据中台建设与应用 科来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 企业级智能反欺诈平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 网御系统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 大数据安全管治与交易计费管理系统
深圳市迈科龙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融城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4 分布式可信数字身份凭证解决方案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网易智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信保通科技有限公司

25 可信数据安全交换平台
贵州华云创谷科技有限公司

信通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6 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实践
郑州云智信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信息中心

27 基于商用密码的安全视频监控系统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 数据安全一体化灾备系统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9 5G+工业网安全体系建设项目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 大数据云密码应用示范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

信息中心）

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1 大数据智能安全管理平台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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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大数据安全解决

方案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33 海量遥感数据流安全保护系统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34 全鉴密码服务平台
江西省信息中心

云上（江西）密码服务科技有限公司

35 网络大数据安全监测系统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36 电子病历共享平台数据保护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37 数据全生命周期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网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8 医用设备健康管理及使用安全实践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新亿成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39 全民健康保障态势感知系统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

40 数据智能安全技术及应用示范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东南大学

江苏爱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1 数据安全保护系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朋创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42 车联网一体化防护管理平台
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

43 物联网安全应用体系化平台建设实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44 数字化安全解决方案

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

浙江省水利信息宣传中心

浙江鹏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物联网设备固件安全威胁监测平台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

信联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物鼎安全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46 安全生产感知网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贵州大学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47 企业开办一网通政务服务平台
河南拓普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轻工业大学

48 不动产登记智能安全系统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中心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巽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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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应急指挥安全通信平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50 工业互联网全流程工业安全系统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51 工业网络威胁智能诊断服务平台

武汉卓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

52 全栈安全根社区基础软件适配实践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53 网络安全综合防护平台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54 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技术研究及应用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55 工控网络安全防护系统研制及产业化

应用

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

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56 软件安全管理系统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孝道科技有限公司

57 工控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研究及示范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

水利部机电研究所

58 智慧城市建设安全保障体系
天津泰达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三六零鸿腾科技有限公司

59 安全检验技术与系统 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 云平台安全运营体系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61 零信任安全防护体系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 资管行业网络安全实践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3 安全运营统一协作平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64 零信任跨网动态授信平台建设及示范

应用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奇安信安全技术（广东）有限公司

65 恶意 IP自动化管理系统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 工业互联网安全服务平台建设及运营

项目
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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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工业互联网安全一体化服务平台

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双湃智安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中移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68 网络空间安全运营及应急响应系统
北京华顺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69 网络与信息安全公共服务平台
贵州省网络与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

贵州烽创科技有限公司

70 5G电力专网服务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山东分中心

71 基于业务风险的新型一体化安全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神州绿盟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72 面向 5G行业的网络安全 SaaS服务平

台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73 下一代网络安全能力验证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74 新一代网络安全仿真平台 三六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5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76 云网安全服务平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新华三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77 IPTV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智能化网络安全运营服务平台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广州锦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9 智慧协同安全体系建设解决方案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四维创智（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0 网络安全威胁感知与响应一体化平台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北京科东电力控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81 网络安全异常行为分析系统建设应用

项目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82 电力网络防护体系建设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北京安天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83 零信任网络安全防护平台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上海物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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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网络智能协同联动安全运营体系建设

项目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85 物联网安全防护平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北京智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86 一体化安全运营解决方案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87 网络安全威胁感知决策指挥系统

水利部信息中心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分布式安全运维及应急平台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

北京宽广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祺创（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89 专网安全管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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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自动化网络安全技术平台 成都无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 信息安全运营平台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2 一体化网络安全运营平台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清华大学

93 企业级网络信息安全运营体系建设实

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94 数据驱动的企业级主动防御平台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95 持续化网络安全运营体系建设项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星维九州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96 北京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经开区

信创园）

北京通明湖信息城发展有限公司

奇安信网神网络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97 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服务产业建设管理办公室

湖北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98 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服务中心

奇安信网神网络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99 紫荆网络信息安全科技园 河南紫荆科技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部分项目名称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