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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成立了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筹备组，标志着2019年调查活动正式进入实际运作。来自北
京、上海、重庆、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陕西、浙江、江苏、湖南、广东、贵阳、成都、甘肃等20多家网

络安全协会共同见证了筹备工作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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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组委会
1、组委会领导成员
（1）顾问委员会

李  昭  国家民委原常务副主任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原局长

顾建国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理事长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原局长

顾  坚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原副局长
邓宏敏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原副局长

朱燕京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原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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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部6月13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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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玲秘书长愉快地回顾了去年由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85家盟员单位，共同发起并成功开展我国首次最大规
模的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她说，开展这一大型公益活动，各地网民响应热烈，全国共采集14多万份有

效问卷，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也得到互联网企业、媒体、
相关机构、网民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活动取得了超预期的成功，为我国的网络社会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成立
暨第一次会议在京成功举行

顾  坚

 5月9日，2019年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

意度调查活动组委

会成立暨第一次会

议在北京成功举行，

拉开全国目前最大

规模网络安全调查

活动的序幕。

【网安联·公益系列活动】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顾  坚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钟忠、

副巡视员陈飞燕，活动组委会主任、中

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主任严

明，组委会副主任、北京网络行业协会

会长袁旭阳，组委会副主任、中国互联

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宋茂恩，组委会秘

书长、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

长黄丽玲等领导和组委会主要成员，活

动发起单位代表，专家组专家，以及来

自各大媒体、互联网企业的领导和代表

共40多人出席会议。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成立
暨第一次会议在京成功举行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顾  坚

      公安部对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

调查活动高度重视，希望活动能对全

国公安网安的工作提供更大的助力。

       活动紧贴广大网民的关切,体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成为广大

网民反映网络安全整体情况、突出问

题的重要桥梁和渠道。是评价全国公

安机关网安部门最直接、最直观的方

式，也是我们工作方向的指引。

     强调要从更高的视角认识调查

活动，要把调查活动纳入到网络

安全综合治理的高度上去认识。

有公安机关、企业、媒体、群众、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是一个全社

会参与的工作。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成立
暨组委会第一次会议

        希望这个调查活动能够成为一个品牌，持续地做下去。我相信今年一定

能做得比去年更好。我们也表态，既然是指导单位，我们就认认真真做好我

们的指导工作，有需要我们发挥作用的，提出来，我们全力支持。

   

      通过调查活动凝聚了力量！去年的调查活动，有全国85家各地的协会参

加，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任务齐心协力、克服

很多困难去完成，这个以前是很少的。这也让所有参加活动的同志们体会到

凝聚起力量干一个事的乐趣。

    去年的调查活动取得了非常显

著的社会效果，包括媒体、相关

单位、大量的网民，都感受到了

我们在关注网民的网络安全感和

满意度。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顾  坚

     要让调查活动成为网民说话的平

台，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倾听网民心声

的地方，要让网民感觉他想说的话有

人愿意听，感觉国家的执法部门关心、

了解网民的感受和愿望。

今年的工作重点：
一、调查范围要扩大，样本量要大
幅度增加，需要靠大家支持和努力；
二、优化有效样本结构，更加真实
地反映网民感受；
三、站在网民和互联网企业的角度
设计问卷，提高调查数据信息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
四、精简问卷的问题数量，缩短回
答问题的时间；
五、问卷设计要扩大对热点问题的
覆盖面，增加专题、行业、区域内
容；
六、组织线下意见征求会，推动地
方工作开展。秘书处将安排时间走
访天津、江苏、四川、广东、湖南、
湖北、河南等省市征求意见；
七、活动奖品要丰富类别，提高数
量，这需要获得更多企业的支持与
配合。

   

活动实施方案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成立
暨组委会第一次会议

      我们的优势在于有较强的组

委会，基础就是网安联，网安联

的基础是各地的网安协会。我们

能够把调查活动做到这个份上，

就是号召力和能量的体现，网安

联有很好的执行能力。

    5月7日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强调公安机关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要把
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作为工作的指引。那么我们的调查就应该上一个台阶。这好像是我们
运气好，去年我们首次开展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今年就在活动开始的时候，习总书记把安
全感满意度作为对公安工作要求的重要内容提出来了。我相信今年的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
一定能做得更好，成为网民可以说话的地方，成为公安机关倾听网民呼声的地方。
    希望能够搭建一个政府网络安全保卫部门和网民之间的双向的渠道，并把它形成一种有
效可行长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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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2019年网民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的初步方案由秘书处专家起草，并征求了各方的意见。调查活动时间从
2019年5月9日到9月20日左右，即从现在一直到9月第三周在天津举办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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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副主任、专家代表讨论发言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据介绍，2019年网民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的初步方案由秘书处专家起草，并征求了各方的意见。调查活动时间从
2019年5月9日到9月20日左右，即从现在一直到9月第三周在天津举办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发布。

出席本次会议的部分专家、发起单位领导、各大媒体代表：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天津调研会6月11日成功举行。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总队长张建成、副总队
长姚鹏海、管理支队长解万永，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

黄丽玲出席会议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调研工作

       今年调查活动将于8月13日至22日对外采集样本。

      为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更加充分地听到网民的声音，让调查工作更加贴近网民的诉求，为政府

相关主管部门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决策依据。同时，发现人才，邀请更多的地方专家加入调查活动的专

家库。组委会到天津、江苏、成都、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地进行调研，深入各地向地方政府主

管部门、专家、互联网企业和网民代表请教，通过这种形式发现我们的不足，扩展我们的思路，集中

大家的智慧，把调查活动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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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代表围绕调查的重点议题，包

括调查问卷设计、改善网民的问卷回答

体验、调查活动组织、整合各方资源更

好地支持活动开展、进一步扩大宣传传

播力度提高调查活动的社会影响等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代表发言，

全面反映了网络安全建设的现实情况，

紧贴广大网民的关切，为更科学、更有

效、高质量开展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调查活动提出了许多思路创新、

有较高参考价值、可行性好的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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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3 日上午 ,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江苏调研座谈会在南京成功举行。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副秘书长王晓光和黄汝锡，与江苏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常务副会长尤文杰 , 协会秘书长、
江苏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副总队长裴建新 , 协会省属企业专委会主委赵和平 , 协会副秘书长张斌、联络部主任张建航，

以及江苏省部分政府机关、省属国企、互联网企业和网民代表近30人出席调研座谈会。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活动走进江苏

       6月 13 日上午 , 2019网民

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江苏

调研座谈会在南京成功举行。网

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委会领导代表、江苏省公安厅网

安总队和协会，以及江苏省部分

政府机关、省属国企、互联网企

业和网民代表近30人出席调研

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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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活动走进江苏

       6月13日，网民网络安全感满

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黄丽玲秘书长

一行赴江苏南京开展专题调研活动，

江苏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充分发挥

江苏网民基数大、互联网普及率高、

网络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投入网

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希

望通过调查活动倾听网民呼声，提

升网络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为努力

实现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让互联

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江苏发展的

“最大增量”的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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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怎么搞？网民说了算！6月18日，2019网民网
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座谈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四川的3位专家代表、10家互联网企业代表和19位网民代表齐聚

一室，共同为调查活动出谋献策，充分体现了调查活动的全社会参与性。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活动走进成都 
企业代表网民大咖齐聚，共同助力调查活动

      6月18日，2019网民网络

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座谈会

在成都举行，来自四川的专家

代表、10多家互联网企业代表

和近20位网民代表齐聚一室，

共同为调查活动出谋献策，充

分体现了调查活动的全社会参

与性。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6月 13 日上午 ,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江苏调研座谈会在南京成功举行。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副秘书长王晓光和黄汝锡，与江苏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常务副会长尤文杰 , 协会秘书长、
江苏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副总队长裴建新 , 协会省属企业专委会主委赵和平 , 协会副秘书长张斌、联络部主任张建航，

以及江苏省部分政府机关、省属国企、互联网企业和网民代表近30人出席调研座谈会。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活动走进成都

       座谈会上，各位专家代

表、企业代表和网民代表纷

纷发言，围绕个人隐私信息

保护、虚假信息、网络欺诈、

支付陷阱、未成年人保护等

内容畅所欲言，热烈讨论；

对调查活动如何创新形式、

更好吸引网民参与提出了很

多有建设性的建议意见。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左二），湖北省信息网
络安全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长久（左一），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袁刚（右

二）等领导举行会谈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调研活动走进湖北

      活动组委会黄丽玲秘书长在出席湖北省等级保护2.0

标准宣贯会上作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专

题介绍和2018调查活动精彩回顾。

    黄丽玲秘书长、湖北网安

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

长久与武汉斗鱼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裁袁刚就调查活动进行会

谈。

    组委会黄丽玲秘书长、副秘

书长黄汝锡到湖北网安协会，

与协会领导班子成员就满意度

调查活动调研工作进行会谈并

留影。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左二），湖北省信息网
络安全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长久（左一），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袁刚（右

二）等领导举行会谈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
组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

      2109年7月1日在北京

行业协会三楼会议室召开了

组委会第二次会议，组委会

主任严明，副主任袁旭阳、

杨建军、陈钟、江浩洁，公

安专家组组长邓宏敏，组委

会秘书长黄丽玲，副秘书长

王晓光出席会议。组委会秘

书处作2019调查活动前阶

段工作汇报；全体与会代表

讨论2019调查活动全面启

动的相关工作事项。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左二），湖北省信息网
络安全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长久（左一），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袁刚（右

二）等领导举行会谈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率先启动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动员工作

      根据组委会工作安排，北京网络行业

协会率先于7月9日召集重点互联网企业展

开专题研讨，对如何全面落实组委会精神，

推进调查活动各项工作进行部署。组委会

副主任、北京网络行业协会会长袁旭阳，

组委会秘书长助理周贵招以及百度、阿里、

新浪、美团、奇虎360、搜狐视频、猎豹、

第一视频、酷狗音乐、运营商财经网、益

安在线、智启蓝墨、酷溜网、优贝在线等

14家重点互联网企业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上，各家企业代表都积极表态，愿

意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支持本次活动。会议

获得圆满成功。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左二），湖北省信息网
络安全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长久（左一），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袁刚（右

二）等领导举行会谈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宣讲会·河南郑州站

      7月17日，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宣讲会（郑州站）
在郑州师范学院顺利举行。
       秘书处对举办调查活动宣讲会郑州站的河南省网络营销协会及
河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调查活动已经全面启动，希望更多的发起单位把本地的会员和
支持企业动员起来，为8月13日至22日正式对外采集数据工作，提
前做好准备工作。

     秘书处一行参观了河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孵
化基地。

       调查活动宣讲会（郑州站）在河南省电
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二楼路演大厅举行，出
席会议代表近50人。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黄丽玲（左二），湖北省信息网
络安全协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长久（左一），与武汉斗鱼鱼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袁刚（右

二）等领导举行会谈

“网安联中国行”·郑州站、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座谈会
    7月18日“网安联中国行”·郑州站、2019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座谈会在郑州

新华中州国际饭店顺利举行。

   出席会议代表分别为满意度调查活动秘书处

领导及工作人员、郑州市网安支队领导、还有

来自北京、重庆、广东、河南、陕西、广西、

郑州、渭南、广州、成都、南宁等活动发起单

位代表、以及中原网、大河网等媒体代表近30

人参与。座谈会主要针对活动的全面启动相关

通知文件进行了介绍和答疑，以及对部分问卷

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

  “网安联”
秘书长黄
丽玲为郑
州站活动
承办单位
郑州市信
息网络安
全协会颁
发牌匾



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调查活动回顾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网安联·公益系列活动】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天津调研会6月11日成功举行。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总队长张建成、副总队
长姚鹏海、管理支队长解万永，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

黄丽玲出席会议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回顾

       2018年由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85家成员单位，共同发起并成功举办了我国首次最大

规模的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这是一次大型公益活动，各地网民响应热烈，全国共

采集14多万份有效问卷，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也得到互联网企业、媒体、相关机构、网

民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活动取得了超预期的成功，为我国的网络社会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天津调研会6月11日成功举行。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总队长张建成、副总队
长姚鹏海、管理支队长解万永，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

黄丽玲出席会议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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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网安联·公益系列活动】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央广播电视台国际台、团中央未来网、北京青年网等媒体代表，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
学研究院、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中心、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广东省现代社会评价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以及新浪微博、斗鱼直播等网络平台参加了会

议。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央广播电视台国际台、未来网、北京青年网、千龙网、中新网、中国网、天天快报、
消费日报、扬子晚报、经济网、长城网、重庆时报、光明网、今日头条、搜狐网、腾讯网、中华企讯网、中国经济

发展、中国产业资讯、中国焦点资讯等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央广播电视台国际台、团中央未来网、北京青年网等媒体代表，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
学研究院、广东人民出版社、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中心、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广东省现代社会评价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以及新浪微博、斗鱼直播等网络平台参加了会

议。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央广播电视台国际台、未来网、北京青年网、千龙网、中新网、中国网、天天快报、
消费日报、扬子晚报、经济网、长城网、重庆时报、光明网、今日头条、搜狐网、腾讯网、中华企讯网、中国经济

发展、中国产业资讯、中国焦点资讯等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
12月份在北京成功举行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
中央广播电视台国际台、团
中央未来网、北京青年网等
媒体代表，中国政法大学网
络法学研究院、广东人民出
版社、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中心、广东新兴
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
研究院、甘肃烽侦网络安全
研究院、广东省现代社会评
价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以及
新浪微博、斗鱼直播等网络
平台参加了会议。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为进一步扩大调查活动影响力，提升调查活动品牌价值，活动组委会分别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
学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通过优势互补，共同打造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品牌。

2018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情况介绍会在北京成功举行

       为进一步扩大调查活动影响力，提升调查活动品牌价值，活动组委会分别与广
东人民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优势互补，
共同打造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品牌。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江苏

2019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问卷设计框架及获取数据渠道



谢    谢！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调查活动组委会

【网安联·公益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