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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说明 

 

 

文档名称 NSS-WP-03-等级保护咨询服务白皮书 

适用范围 介绍东软安全服务团队提供的等级保护咨询服务。 

文档编号 NSS-WP-03 

扩散范围 对等级保护有需求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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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级保护概述 

1.1 等级保护政策背景 

等级保护是国家信息安全保障的基本制度、基本策略、基本方针。开展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是保护信息化发展、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根本保障，是信息安

全保障工作中国家意志的体现。 

通过将等级化方法和安全体系方法有效结合，设计一套等级化的信息安全保

障体系，是适合我国国情、系统化地解决大型组织信息安全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

的方法。 

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坚持自主定级、自主保护的原则。信息系统的安全保

护等级应当根据信息系统在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信息

系统遭到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

见》（中办发[2003]27 号）、《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公通字

[2004]66号）、《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2007]43号）、《关于开展

全国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公信安[2007]861 号）等文

件的精神，提高我国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和水平，

自 2007 年开始，从国家层面开始推动我国的政府、金融、电力、电信、交通等

基础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测评、

整改工作。 

我国等级保护工作发展历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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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等级保护发展历程 

1.2 等级保护涉及系统 

 根据等级保护相关政策要求，需要实施等级保护的信息系统包括： 

 党政系统（党委、政府）； 

 金融系统（银行、保险、证券）及财税系统（财政、税务、 工商）； 

 经贸系统（商业贸易、海关）； 

 电信系统（邮电、电信、广播、电视）； 

 能源系统（电力、热力、燃气、煤炭、油料）； 

 交通运输系统（航空、航天、铁路、公路、水运、海运）； 

 供水系统（水利及水源供给）； 

 社会应急服务系统（医疗、消防、紧急救援）； 

 教育科研系统（教育、科研、尖端科技）； 

 国防建设系统； 

 国有大中型企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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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重点网站及向公众提供上网服务场所的计算机信

息系统。 

1.3 等级保护相关标准 

我国现行等级保护工作主要相关标准如下：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 17859-1999）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B/T 22240-2008）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08）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GB/T 25058-2010）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V2.0(送审稿)）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2-2006）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3-2006）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系统安全等级保护通用技术指南》（GA/T 711-2007）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技术要求》（GB/T 21028-2007） 

《信息安全技术 终端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级技术要求》（GA/T 6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GB/T 20269-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GB/T 20282-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GB/Z 20986-2007） 

   ... … … … … … 

 



 
                            

等级保护咨询服务白皮书 

Copyright © 沈阳东软系统集成工程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8 / 19 
 

2 东软等级保护服务介绍 

2.1 等级保护工作流程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流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系统定级、系统备案、差距

评估、整改方案设计、整改建设、验收测评、定期评估服务。包含的工作内容如

下： 

 

图 2-1 等级保护工作流程图 

 

 系统定级：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按照《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定级

指南》，确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系统备案：已运营的第二级以上信息系统，在安全保护等级确定后 30天内，

由其运营、使用单位到所在地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公安机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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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备案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等级保护要求的信息系统，由公安机关颁发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差距评估：根据信息系统定级结果，按照等级保护相关标准，开展差距评估

工作，分析信息系统安全现状与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之间的差距。 

 整改方案设计:  根据差距评估阶段的结果，设计满足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要

求的安全整改方案。 

 系统整改建设：根据安全整改方案，从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完成信息系统

整改建设工作。 

  验收测评：选择第三方测评机构，开展信息系统等级保护验收测评工作。 

辅  定期评估： 定期对信息系统安全状况、安全保护制度及措施的落实情况进

行评估。第三级信息系统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评估，第四级信息系统每半年至少进

行一次评估。 

2.2 等级保护定级、备案 

协助用户单位，依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确定信息系统的

安全保护等级，准备定级备案表和定级报告，协助用户单位向所在地区的公安机

关办理备案手续。 

2.3 等级保护评估 

2.3.1 等级保护评估流程 

等级评估分为四个过程阶段：评估准备、方案编制、评估实施、分析与报告

编制过程。 

具体评估实施流程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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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等级保护评估实施流程图 

 

 一、评估准备：主要是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被评估系统的基本情况，包括被

评估系统的物理环境，网络结构和边界，网络设备，主机系统，应用系统等情况。 

 二、方案编制：根据被评估系统的定级报告和系统自身的情况确定评估指标

和对应的评估实施内容、对评估实施中的测试和渗透测试项编制测试方案，细化

测试点，测试工具，测试对象，测试方法，测试步骤，对现场评估的总体计划做

出安排，根据上述工作内容编制完成方案，然后评估双方对评估方案进行确认、

审核，并进一步沟通和协调以确定现场评估计划。 

 三、评估实施：根据双方确认的评估方案到被评估系统现场完成评估工作。

现场评估工作涉及三类方法：访谈、检查和测试。访谈是我方评估人员通过与信

息系统有关人员（个人/群体）进行交流、讨论等活动，获取证据以证明信息系

统安全防护措施是否有效。检查是我方评估人员通过对评估对象进行观察、查验、

分析等活动，获取证据以证明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是否有效。测试是我方评估

人员使用预定的方法及工具使评估对象产生特定的行为，通过查看、分析这些行

为的结果，获取证据以证明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是否有效。 

 四、分析与报告编制：在完成评估实施过程之后，我方将根据现场评估的记

录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包括单项评估结果汇总分析，系统整体评估，系统风险分

析和评价，并最终给出差距分析和整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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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等级保护评估内容 

 依据等级保护相关标准要求，对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状况进行评估，包括

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安全技术评估，包括物理、网络、主机、数据及应用安全评估； 

 二、安全管理评估，包括安全管理机构、人员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制度、系

统建设管理、系统运维管理评估。 

 如下图所示： 

 

图 2-3 等级保护评估内容 

2.4 等级保护整改方案设计 

根据差距评估阶段的结果，结合用户的业务现状，设计满足等级保护要求的、

可落地执行的安全整改方案。 

2.5 等级保护整改建设 

根据安全整改方案，结合用户的实际需求，协助用户完成设备的选型、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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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策略配置等活动，协助用户搭建完善的技术防护系统和安全管理体系，保

障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6 等级保护验收测评 

协助用户单位选择第三方测评机构，开展信息系统等级保护验收测评工作，

协助通过等级保护验收测评。 

2.7 等级保护定期评估 

定期对信息系统安全状况、安全保护制度及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第三

级信息系统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评估，第四级信息系统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评估。

协助用户单位通过等级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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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软等级保护服务优势和特色 

3.1 参与相关标准编写，与主管部门关系融洽 

东软作为民族信息安全企业的代表参与了等级保护相关政策和标准的起草

编制工作，配合国家主管部门执笔编写了《风险评估实施指南》，并且核心骨干

成员是国家标准编委会专家组成员之一。 

3.2 承担国家攻关项目，树立了良好行业标杆 

东软多次承担国家信息安全 863 攻关项目及等级保护试点性项目，为农业

部、国家海洋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电信和

教育等行业，提供了包括系统定级、系统备案、差距评估、整改方案设计、系统

整改建设、验收测评、定期评估等级保护服务工作。从实施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试

点数量、规模和质量方面均名列前茅。基于这些丰富的实施经验，东软总结研发

了等级保护知识库，充盈的知识库为等级保护实施工作提供强大的知识后盾。 

3.3 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形成了等保最佳实践 

东软综合等级保护相关政策和标准的起草编制经验和信息系统等级保护试

点工作实施经验，结合业内信息安全最佳实践，形成了一套以安全策略为核心，

以组织保障为基础，以技术措施为工具，以运行维护为支撑的按需防御的等级保

护方法论。按需防御的等级保护在满足国家等级保护政策前提下，结合业务需求

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可靠。 

3.4 总结项目经验积累，提炼等级保护知识库 

东软总结等级保护项目实施经验和安全体系建设经验，积累形成了安全定级

知识库、等级测评知识库、安全体系知识库和等级化支撑平台，东软等级保护基

于丰富的安全定级知识库、等级测评知识库和安全体系知识库为理论基础，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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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支撑平台为支撑，以安全需求为导向，通过专业安全服务和高性能安全产品，

保证安全定级合理准确、体系建设科学规范、安全运维持续稳定。 

3.5 多年专业服务历程，储备了大量专家顾问 

东软安全服务部作为全国最大的专业安全咨询服务团队之一，拥有大量技术

精湛，经验丰富的 CISSP、CISP、CISA、CCIE、BSI、CIW、PMP 等专业认

证的信息安全专家、网络专家及项目管理专家，来自电信、政府、金融等领域的

行业资深专家以及知名的网络安全渗透测试专家等全方位的安全服务专家组。雄

厚的人才储备确保等级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 

3.6 完整服务体系资质，保障了服务可信可靠 

东软 Neteye 秉承了东软一贯的专业、优质、高效的服务理念，在全国 41

个城市设立了本地化的服务体系，在当地配备了经过专门培训认证的售后服务工

程师，保证能够快速高效地完成项目实施、故障诊断等售后服务需求。建立起中

国信息安全界覆盖面最广、服务内容最全、响应时间最短、技术水平最高的信息

安全服务体系。 

东软拥有国内最高级别的各类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包括信息系统二级安

全服务资质证书（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颁发）、涉密系统集成甲级资

质证书（国家保密局颁发）、计算机系统集成一级资质证书(信息产业部颁发)，

以及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资质认证、ISO20000IT 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多类资质证书，保障了安全服务的可信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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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级保护服务客户收益 

 满足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政策与标准要求。 

 实现信息系统等级化保护和等级化管理。 

 解决原有咨询服务重视问题发现和提要求而解决方案实施落实较弱的模式。 

 提高企业业务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缩短从体系设计到体系实现的过程，避免咨询服务成果与安全建设脱节的弊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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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软等级保护服务资质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网络安全厂商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倡导者之一，东软已

经获得了等级保护评估相关的资质。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国家二级）             《风险评估服务资质》（国家一级） 

 

       

《应急处理服务资质》（国家一级）     《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技术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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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等级保护服务平台年度运维支撑单位》        《北京市信息安全服务能力等级证书》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等级证》          《广东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资质》 

              

《广东省等保测评备案资质》                  《辽宁省等保安全服务推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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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资质认证》        《ISO20000 IT 服务管理体系资质认证》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国家一级）      《涉密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国家甲级） 

 

《CNCERT 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证书》（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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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东软等级保护服务案例 

 政府 

 国家质检总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海口国土局、青岛国税 

  金融、证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信达证券 

 能源 

 南方电网集团、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公司 

 交通 

 上海航空、东方航空 

 企业 

 海尔集团财务公司、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