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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

关于举办 2020“网安联·中国行”兰州站

暨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盟员单位：

“网安联·中国行”系列活动，旨在发挥网安联的全国资源优

势，通过组织全国性活动，走进盟员单位以及其具有特色的会员单

位，促进网安联平台上资源和机构的交流、融合、发展。

2020“网安联·中国行”走进甘肃。网安联秘书处将组织大家

前往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兰州，参加由盟员单位甘肃烽侦

网络安全研究院承办的 2020“网安联·中国行”兰州站活动，一起

支持和推动当地工作的开展，参与“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暨

甘肃省首届商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以及网安联专题活动，具体安

排如下：

一、活动时间、地点：

1.活动时间：11 月 13 日至 15 日（13 日全天报到）

2.住宿地点：待定

3.高峰论坛地点：甘肃省委党校

4.专题会议地点：兰州市安宁区网络安全产业和教育基地

二、活动行程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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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日全天，参加活动代表报到，入住酒店；

2.14 日全天，参加“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暨甘肃省首届商

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

3.15 日上午，参加网安联专题会议；

4.15 日下午，参加甘肃省主题党日活动。

三、参会费用：

交通、住宿费用自理；用餐、当地接送和会议费用由承办方提

供。

四、联系方式及注意事项

甘肃会务联络人：王霞飞17361678162

网安联秘书处联络人：周贵招 13632357687

注意事项：目前依然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大环境，有山东青岛与

新疆喀什及境外近期居住或旅游的，本次活动不接受报

名。请各单位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下午 5 点前发参会

回执至邮箱（cinsabj@163.com）。

附件：1.报名回执表

2.“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暨甘肃省首届商用密码

应用高峰论坛”活动方案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

2020年11月5日

mailto:邮箱号4090153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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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名回执表
说明：请于 11 月 11 日前妥填表格电邮至网安联秘书处（本回执复印有效）

单位

名称

通讯

地址
邮编

邮箱
电话 传真

微信

参

会

代

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电话
是否

单间
身份证号码

航班/（动车）

信息

特别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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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甘肃省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暨

甘肃省首届商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

活动方案（待定稿）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及关于网络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普及宣传国家网络安全法、密码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等相关政策法规，落实甘肃省《关

于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省网络空间安全

纲要》《甘肃省“十三五”网络安全规划》等文件精神，畅通政企、

行业沟通渠道，加强产业联动，深化多方合作，强化科技创新驱动，

推动甘肃省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于我国制造强国

和网络强国建设，拟组织甘肃省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暨甘肃

省首届商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

一、论坛背景

甘肃省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是由甘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

起，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网络安全行业专家学

者、信息化工作者及网络安全爱好者，组织开展的网络安全行业专

业论坛，旨在汇聚各方优势资源，搭建政企沟通桥梁，构建信息共

享平台，深化产业链协同，营造产业生态环境，推动我省网络安全

产业高端集聚创新发展。论坛自 2009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十一

届，规模不断扩大，反响强烈，赢得了与会人员及业界的高度关注

和一致认可，已成为西部地区网络安全交流高端品牌。同时，第八

届甘肃省信息安全高峰论坛被中央网信办评选为全国网络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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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牌项目。本论坛作为我省最早的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交流论坛，

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与积累，论坛参会人员和受众群体逐步面向全

国，现已成为我省最高规格的网络安全专业盛会。

二、论坛概况

论坛主题：创新驱动·引领发展

论坛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络战略

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要指

导思想，紧紧围绕国家网络安全及密码相关政策法规，聚焦网络安

全政策法规、密码应用和管理、产业最新发展趋势、新发展理念、

热点话题和技术创新等内容，致力于搭建甘肃省范围内政、产、学、

研、用各方的交流与合作平台，积极构建网络安全产业良好生态，

促进甘肃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自主创新、

网络安全服务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推动甘肃省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促进密码事业发展，助力产业集聚创新，提升甘肃省网络安

全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

论坛时间:2020 年 11 月 14-15 日

论坛地点:甘肃省委党校（主论坛）、兰州市安宁区网络安全

产业和教育基地（分论坛一、分论坛二、分论坛三）、甘肃政法大

学体育馆（分论坛四）

论坛组织:

指导单位: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国家密码管理局、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主办单位: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信息安全产业分会、中共兰州市

委宣传部、中共兰州市委网信办、兰州市国家密码管理局、兰州市

大数据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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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政府、甘

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甘肃省网络与信息安

全信息通报中心、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宣传部、中共兰州市安宁区

委网信办、甘肃省计算中心、甘肃省商用密码行业协会、甘肃省网

络文化协会、兰州市网络文化协会网络安全分会、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兰州分部、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

肃政法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城市学院、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技术支撑: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

参会人员: 网信部门和省公安、工信、密码管理等部门有关领

导，省委党校部分学习班学员，省直相关单位承担信息化工作部门

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各市州密码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全省网络安

全领域资深专家，国内网络安全知名企业代表及新闻媒体等 500 余

人左右。

三、论坛安排

（一）主论坛

论坛主题:甘肃省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暨甘肃省首届商

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

论坛时间:11 月 14 日 08:30-18:00

论坛地点:甘肃省委党校

论坛议程：

时 间 内 容 领导/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 到

主持人：王立山（区长）

09:00-09:10 主持人开场及嘉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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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20 领导致辞 安宁区委书记

09:20-09:25 领导致辞 兰州市委宣传部

09:25-09:30 领导致辞 甘肃省委党校领导

09:30-09:35 领导致辞 甘肃省上领导

09:35-09:40 领导致辞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领导

09:40-09:50
甘肃省第十二届信息安全高峰论坛启幕仪式

暨甘肃省首届商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启幕仪式
部分出席领导

主持人：建议省委党校主持

09:50-10:30 （议题待定） 中国工程院院士（待定）

10:30-11:10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制度》宣贯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领导

11:10-11: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宣贯 国家密码管理局领导

11:50-12:00 《2020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专题报告发布》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

午休

主持人：建议省委党校主持

14:00-14:40 《网络安全主动防御》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信息安全部

14:40-15:20 （议题待定）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15:20-15:50 《从全面防御视角看网络安全从业人员》 360 网络安全大学

15:50-16:10
《《从工控安全到工业互联网安全——下一代工业信息

安全的视界》》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保障技术所

16:10-16:30 （议题待定）
（人员待定）

甘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30-17:00 《工控协议的形式化新方法和安全评估模型关键技术》 兰州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17:00-17:30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网络信息内容安全分析预警》 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17:30-18:00 《农业物联网安全的认识和思考》 甘肃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注:具体会议议程以当天公示为准。就餐地点为甘肃省委党校，自助餐。

（二）分论坛一

论坛主题:“白凤桃花令”-网络安全专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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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时间:11 月 15 日 08:30-12:00

论坛地点:兰州市安宁区网络安全产业和教育基地（科技展厅）

指导单位: 甘肃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中共兰州市

委网信办、兰州市大数据管理局、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网信办

主办单位: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甘肃政法大学

参会人员：网络安全行业专业人士，40-50 人。

论坛议程：

时 间 内 容 嘉 宾

08:30-09:00 签 到

09:00-09:10 主持人开场及嘉宾介绍

09:10-09:20 领导致辞 （人员待定）

09:20-09:30 “白凤桃花令”技术沙龙发布 主持人

09:30-09:45 兰州市大数据安全治理研究中心介绍 （人员待定）

09:45-10:00
兰州市大数据安全治理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工作室揭牌仪式
（人员待定）

10:00-10:20 《从入门到入狱系列》

曹晓俊

OWASP 中国•山西分会会长&网络安全培训

专家

10:20-10:30 观点交流与分享 现场参会人员

10:30-10:50 《身份网络-零信任下的企业私有网络是企业安全未来》
王 伟

杭州虎符网络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10:50-11:00 观点交流与分享 现场参会人员

11:00-11:20 《“收指为拳”破解江湖网络乱象》
许迅飞

盛邦安全西北区总经理&资深安全专家

11:20-11:30 观点交流与分享 现场参会人员

11:30-11:50 《浅谈在电子取证领域的区块链技术》

萧廷龙

甘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研究实验室负责人

11:50-12:00 观点交流与分享 现场参会人员

12:00-12:10 “白凤桃花令”论坛总结 （人员待定）

备注：安宁区仁寿山七号院就餐，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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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论坛二

论坛主题:2020“网安联·中国行”兰州站座谈会

论坛时间:11 月 15 日 08:30-12:00

论坛地点:兰州市安宁区网络安全产业和教育基地（党建会议室）

主办单位: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信

息安全产业分会

承办单位:甘肃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兰州市网络

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兰州分部

协办单位:360 网络安全学院、甘肃政法大学、兰州交通大学、

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甘肃安聚科技安全有限公司

参会人员：网安监管部门人员，30-40 人。

论坛议程：

时 间 内 容 领导/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 到

09:00-09:10 主持人开场及嘉宾介绍

09:10-09:20 领导致辞 待定

09:20-10:10 2020 调查活动工作汇报，2021 年工作计划讨论 网安联秘书处

10:10-10:40 网安联相关工作研讨 网安联秘书处

10:40-11:40 互动交流 参会人员

11:40-12:00 总结讲话

午餐&休息

13:30-18:00 甘肃省主题党日活动 参会人员

备注：仁寿山六号院就餐，桌餐。

（四）分论坛三

论坛主题:甘肃省首届商用密码应用高峰论坛——《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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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密码法》宣贯“陇原行”（兰州站）

论坛时间:11 月 15 日 08:30-12:00

论坛地点:兰州市安宁区网络安全产业和教育基地（信息安全服务

会议中心）

指导单位:甘肃省国家密码管理局

主办单位:甘肃省商用密码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甘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甘肃智诚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甘肃创信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安信信息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巨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海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卫士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共联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参会人员：省直各相关单位信息化处（室）负责人、密码行业

相关企业代表、甘肃省商用密码行业协会会员，120 人左右。

论坛议程：

时 间 内 容 领导/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 到

09:00-09:10 主持人开场及嘉宾介绍

09:10-09:20 领导致辞 （人员待定）

09:20-10:05
《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与安全性评估工作

指南》解读

（人员待定）

国家密码管理局商密办

10:05-10:35 甘肃省商用密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授牌仪式 会员单位

10:35-11:05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及密评工作》
刘军荣

智巡密码（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1:05-11:35 《基层电子政务密码应用安全解决方案》
王武德

甘肃安信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1:35-12:00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的探索与实践》
王 娟

成都市信息系统与软件评测中心

备注：兰州市安宁区网络安全产业和教育基地就餐，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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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论坛四

论坛主题:甘肃省第三届“海丰杯”高校网络安全技能大赛

论坛时间:11 月 15 日 13:00-17:30

论坛地点:甘肃政法大学体育馆

指导单位:甘肃省公安厅

主办单位：甘肃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兰州市网络

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网信办

承办单位:甘肃政法大学、甘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

参赛对象：省内各高校大学生

时 间 内 容 嘉宾/参赛者

13:00-13:30 签到

13:30-13:40 领导致辞 （人员待定）

13:40-13:50 宣读比赛规则 裁判长

14:00-17:00 正式比赛 省内各大高校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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