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4.0 网络安全概览

部门规章
(部委)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国务院

统筹协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工作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保护

法律
(中央) 中国共产党

制定法律；对法律实施和“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以执法检查为抓手，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行政法规
(国务院)

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对网络信息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制定、公布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

统筹协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工作

组织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安全审查

统筹协调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通报工作

协调建立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工作机制，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制定与网络信息安全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相关的行政法规

制定网络安全管理及网络产品、服务和运行安全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制定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领域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技术规范及标准
(其他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党领导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领导执法机关执行法律

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

主管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负责网络安全治安和刑事案件

主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

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和安全专用产品
安全功能检测机构的审批工作

负责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备案

司法机关国家保密局

负责等级保护工作中有关保密工作的
监督、检查、指导

国家密码管理局

审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民事案件

负责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中有关密码管
理工作的监督管理

审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拒不履行信息
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刑事案件

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全国认证认可工作

行业主管部门 事业单位 第三方机构

指导和监督本行业、本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

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工作

对本行业、本领域的信息安全进行管理

承担网络安全审查中的第三方评价工作

受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委托，对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状况开展等级测评

依据国家有关强制性产品认证、信息安全管
理的法律法规，负责实施信息安全认证

国家在信息通信领域（ICT）最重要的支撑单
位、工信部综合政策领域主要依托单位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审批管理

对全国的域名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对电信和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实施监管

电信网、互联网网络安全保护

拟定电信网、互联网及工业控制系统网络与信息安全规划、
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

拟订电信网、互联网数据安全管理政策、规范、标准
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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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主管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负责网络安全治安和刑事案件

主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
作

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证和安全专用产品安全功

能检测机构的审批工作

负责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
备案

《网络安全法》第21条、第59条第1款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条

《网络安全法》第46、56、63、64、6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第16条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法》第3条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12条

TC260 制定网络安全及网络产品、服务
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检查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评价指标体系》（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护要求》（制定中）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17）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试评估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评估方法》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检测机构条件和行为准则》（征求意见稿）

国家
保密局

负责等级保护工作中有关保密工
作的监督、检查、指导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第3条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条

国家密码
管理局

负责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中有关
密码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条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第4条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第29条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条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制定与网络信息安全和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相关的行政法规

SAC/
TC124

制定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GB/T 14482-1993 机械计数器》

《GB/T 15479-1995 工业自动化仪表绝缘电阻、绝缘强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7353-1999 工业自动化仪表盘、柜、台、箱》

《GB/T 2625-1981 过程检测和控制流程图用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

工信部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审批管理

对全国的域名服务实施监督管理

对电信和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
实施监督

电信网、互联网网络安全保护

拟定电信网、互联网及工业控制
系统网络与信息安全规划、政策、
标准并组织实施

拟订电信网、互联网数据安全管理政
策、规范、标准并组织实施

职责依据 《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

职责依据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制定规范
《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指南》

制定规范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指南》(制定中)

关于发布《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第一批）》的公告

网信办

对网络信息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
督管理工作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保护

制定、公布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
安全专用产品目录

统筹协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安全保护工作

职责依据

制定规范

职责依据

制定规范

《网络安全法》第50条、第68条

《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2条、第4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职责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27、28、29、30条

制定规范
《国家网络安全检查操作指南》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识别指南》（制定中）

《网络安全法》第64条第1款

《网络安全法》第23条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第一批）》

组织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国家
安全审查

《网络安全法》第35条

《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第5条

统筹协调数据出境
安全评估工作

职责依据

制定规范

《网络安全法》第37条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统筹协调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
析和通报工作

《网络安全法》第51条

协调建立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应
急工作机制，制定网络安全事件

应急预案

职责依据

制定规范

《网络安全法》第53条

《国家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职责依据

制定规范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网络安全法》第8条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5条

《关于发布承担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
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任务机构名录（第一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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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MIIT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C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MPS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NCA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C/TC124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National TC124 on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of SAC

TC260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ISCCC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China Information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enter

CAICT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表1：缩写释义表）

词汇表序号 中文术语词汇 英文术语词汇

NO.2 等级保护测评 classified security testing and evaluation

NO.4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O.6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 critical network equipment and special network security products

NO.7 数据出境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NO.13 重要数据 important data

NO.16 国家安全审查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NO.19 网络安全事件 network security incident

NO.21 个人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NO.22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impact assessment

NO.26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providers of network products and services

NO.28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security assessments of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表2：词汇参照表）

Sino-German 

Industrie 4.0 Pro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