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

关于推荐 2021 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

调查活动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的通知

各发起单位：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下称调查活动）是习近

平总书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生动实践

的一项大型公益活动，随着每年活动的深入开展，已逐步成为

知名品牌。通过调查活动，搭建起“两大平台+两大服务”网

络生态体系，凝聚全社会的共识与合力，共筑调查活动网上网

下同心圆,与亿万网民同心而行,与国家网络安全同向而进，逐

渐总结出一条全民参与、全民发声、全民受益之路。

2021 年调查活动样本采集已经完美收官，样本采集数突破

284 万，是去年采集总数的 1.89 倍。本届调查辐射面之广、层

次之深均为历年之最，成为举国同类网络安全调查活动的佼佼

者。在活动宣传和样本采集期间，各地涌现了诸多特色创新的

推广方式，令调查活动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地深入到寻常百姓

生活中，带动网民愈加自发参与答卷，反馈意见与建议、表达

诉求和期望，有效提升调查活动样本采集数量和质量。

为进一步激励先进、表彰优秀，组委会将在全国总报告发



布会上，表彰一批踊跃参与活动组织动员、宣传推广、样本采

集等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请各发起单位根据《2021 网

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评选方案》的评分标准和条件，

填写发起单位自评表并推荐本地符合条件的集体和个人名单，

于 11 月 30 日前报秘书处。

联系人：周贵招 13632357687；邮箱：cinsabj@163.com。

附件：2021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评选方案

2021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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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

评选方案

一、评选参与主体

1．调查活动优秀发起单位；

2．调查活动突出贡献的支持单位（含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

企业、媒体机构等）；

3．参与活动的优秀个人；

4．其他

二、拟设奖项

突出贡献奖（牌匾、证书）

最佳组织奖（牌匾、证书）

优秀组织奖（牌匾、证书）

创新创意奖（牌匾、证书）

社会责任贡献奖（牌匾、证书）

公益先锋奖（牌匾、证书）

最具传播魅力奖（个人牌匾、证书）

特别奖项（证书）

三、评先选优积分规则（适用主、分会场的表彰）

为了体现 2021 调查活动评先工作的公平性、区分性和竞争性，

更好地激发各单位的参与热情，组委会制定了评先选优积分规则，



为参与评先选优的单位提供明确的推荐依据，保证评选活动的公平

性。该分段式总分为 120 分，其中突出贡献奖、最佳组织奖在总分

75 分以上的发起单位中产生；优秀组织奖在 35 分以上的单位中产

生。现说明如下：

（一）计分方式：

样本量对应分值+加分项对应分值

（二）计分项说明：

1．样本量计分：

本次样本量采取分段式计分，同时考虑层级和数量因素。分档

建立阶梯断分值，有利于引导目标取向，每一档对应不同的积分，

便于激励和带动良好氛围。

对应分值见下表：

2．加分项计分：

1）在调查活动举办前期参与问卷设计和关于调查活动诸方面

的提议献策，加 10 分

2）在本地举办推广会议活动（线下或线上），加 10 分；

3）提供调查活动奖品、优质渠道推广等支持，加 10 分；

4）调查活动结束后举办/即将举办报告发布会或在当地以比较

样本量 省级分值 地市级分值

第一档：≥20 万 50 分 60 分

第二档：5万-20 万 40 分 50 分

第三档：2-5 万 30 分 40 分

第四档：1-2 万 20 分 30 分

第五档：1万以下 10 分 20 分



正式的形式发布报告，加 10 分；

5）在活动期间或日常宣传重为调查活动或安全满意四宝进行

过文艺创作，包括音乐、绘画、书法、影视、歌曲、动漫以及游戏

等，每创作一项加 2 分，封顶 10 分；

6）发动相关单位代表录制宣传视频，加 5分；

7）经组委会认定为调查活动创新举措的，加 5分；

8）调查活动工作总结提交，加 5分；

9）调查活动的反馈表提交，加 5分；

10）其他加分项，各单位如有以上加分事项之外的内容，可向

秘书处申报，组委会将视情况设计分值。

鼓励各单位自主创新更多有效的宣传组织方式，为共同打造调

查活动品牌影响力而作出更多有益尝试。

四、申报方式

各单位填写《调查活动评先选优自评分数统计表》（附录 A），

同时提交如下支撑资料：

1．评选申报支撑资料：

1）调查活动期间各单位递交的参与发起表格；

2）调查活动组委会在活动期间对各单位的图文统计；

3）调查活动结束后各单位递交的图文总结；

4）各单位自查自审汇报材料收集；

5）各单位对收集采集样本的因地制宜特色做法等

2．统计得分填写示例：

见附录 B《调查活动评先选优自评分数统计表（得分示例）》



五、奖项说明

参与调查活动的各单位的最终有效总分数达到奖项设置要求

的分数即可获得该奖项。各奖项具体分数要求如下：

1．发起单位奖项

突出贡献奖：奖励出色完成调查活动样本采集各项工作，利用

多方资源对内对外开展宣传组织、协调动员，效率高，成效显著，

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凝聚力和号召力强，在样本采集期间表现突出

的发起单位。

最佳组织奖：奖励在调查活动整体工作中表现优秀，具有团结

协作的团队精神，有较高的配合意识和协作精神，能自觉主动完成

调查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发起单位。

优秀组织奖：奖励圆满完成调查活动样本采集各项工作，利用

自身优势资源对内外开展沟通协调，为调查活动的成功添砖加瓦、

提升品牌形象做出贡献的发起单位。

创新创意奖：奖励在调查活动整体工作中，利用自身创新创意

打造先进经验模式，取得在宣传推广、样本采集、表现形式上的新

成就、新突破的发起单位。

2、支持单位奖项

社会责任贡献奖：奖励与调查活动组委会或各地发起单位进行

有深度、多层次合作，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互惠互利、实现多方

共赢，取得调查活动优异成果的支持单位。

公益先锋奖：奖励在调查活动整体工作中积极配合，运用自身

资源优势，踊跃提供公益赞助奖品、奖券等权益并赢得网民众多好

评的支持单位。



传播魅力奖：奖励支持单位中个人链接样本采集的佼佼者，散

发正能量的大 V、群众里的网络安全意见领袖，以及通过各种才华

创作传播和分享调查活动的优秀个人，是充分发挥才智和资源优势

且颇具个人魅力的推广者。

特别奖项（证书）：根据各支持单位获奖的年度累积情况，将

分别获得相应奖项。（并在证书标明调查活动专属标志，1 年为 1

星，以此类推）

3、个人奖项：（由各单位推荐、主、分会场认定）

安安奖：奖励调查活动信息基础设施的保卫者、为调查活动的

平稳运行提供一流的网络安全服务的技术单位代表，或在推广调查

活动过程中采取有力方式让活动影响力扩散到全国多个网点的企

业代表。

全全奖：奖励参与调查问卷设计、给予优质意见提议的网安领

域贡献者，或擅于运用文化的力量影响网民、采取多样化形式传播

和推广调查活动的先进知识分子。

满满奖：奖励通过自身的力量，启用行之有效的方式，广泛发

动网民答卷的优秀个人，他们充满热心和正能量，是网民中的表率。

意意奖：奖励各地协会对活动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个人，他们在

活动推广过程中热心奔走，出谋划策，废寝忘食，广泛调动资源，

让调查问卷渗透到不同领域，让调查结果更加客观全面真实。

4、分会场特别奖项设计（以下仅供参考，可根据各地实际设

计奖项）

组织贡献奖：奖励对调查活动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积极采集

调查样本、广泛发动企业内外人员填写问卷、通过自身优势渠道发



布推广调查活动资讯，取得明显成效的当地企业。

最佳传播奖：奖励对调查活动积极扩散活动影响力的企业。能

及时反馈跟踪调查活动最新动态，报道调查活动相关采访、视频图

文资讯的媒体企业。

热心网民奖：奖励对调查活动踊跃转发、宣传推广的网民。利

用自身人脉资源，通过自媒体发布调查活动动态，邀请更多网民参

与问卷填写的热心网民。

分会场举办时间填写《2021 调查活动表彰暨调查报告发布周

活动时间表》（附录 D）。

附录 A：2021 调查活动评先选优分数统计表

附录 B：2021 调查活动评先选优自评分数统计表（示例）

附录 C：发起单位推荐本地支持单位名单

附录 D：2021 调查活动表彰暨调查报告发布周活动时间表



附录 A：

2021 年调查活动评先选优自评分数统计表

单位名称

采集样本总数
样本量

档位得分

评比加分项 相关说明 得分 累计总分

在本地举办线上或线下推广会议

活动（10 分）

在调查活动前期参与问卷设计或

提议献策（10分）

提供调查活动奖品、优质渠道推广

等支持（10 分）

在活动期间或日常宣传重为调查

活动或安全满意四宝进行过文艺

创作（10 分）

发动相关单位代表录制宣传视频

（5分）

经组委会认定为调查活动创新举

措（5 分）

调查活动工作总结提交（5 分）

调查活动的反馈表提交（5 分）

调查活动结束后举办/即将举办报

告发布会或在当地以比较正式的

形式发布报告

累计总分



附录 B：

2021 调查活动评先选优自评分数统计表

（得分示例）

单位名称 揭阳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地市协会）

采集样本总数 42426 份
样本量

档位得分
40 分

评比加分项 相关说 得分 累计总分

在本地举办线上或线下推广会

议活动（10 分）

7月 16 日揭阳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揭阳市网络文化协会联合召开调

查活动揭阳站筹备工作会议

10 50

在调查活动前期参与问卷设计

或提议献策

活动启动前一个月来协会拜访并

参与提议献策
10 60

提供调查活动奖品、优质渠道推

广等支持（10 分）

邀请网民主动登记参加线下抽奖

的形式获取网民授权的手机号码
10 70

在活动期间或日常宣传重为调

查活动或安全满意四宝进行过

文艺创作

（10 分）

安全满意网络四宝动画设计作品
10 80

发动相关单位代表录制宣传视

频（5分）

制作网安相关的

中秋宣传视频
5 85

经组委会认定为调查活动创新

举措

（5 分）

持续发动，并启动增加邀请对象的

预案，新邀揭东第三中学、揭阳市

流行音乐协会西洋乐委员会、琴星

少儿艺团（揭阳校区）、琴星琴行、

揭阳市陈式太极拳协会及立初学

馆、桐山书法院等热心学校和机

构，及时充实新的参与团队，制作

推送相关图文宣传资料

5 90

调查活动工作总结提交（5 分） 已提交 5 95

调查活动的反馈表提交（5 分）

调查活动结束后举办/即将举办

报告发布会或在当地以比较正

式的形式发布报告

以比较正式的形式发布 10 105

累计总分 105



附录 C：

发起单位推荐名单
（先进单位申报名额不多于 3 家、优秀个人申报名额不限）

社会责任贡献奖：奖励与调查活动组委会或各地发起单位进行

有深度、多层次合作的，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互惠互利、实现双

方共赢，取得调查活动优异成果的支持单位。

公益先锋奖：奖励在调查活动整体工作中积极配合，运用自身

资源优势，踊跃提供公益赞助奖品、奖券等权益的，并赢得网民众

多好评的支持单位。

传播魅力奖（个人）：奖励支持单位中个人链接样本采集的佼

佼者，散发能量的大 V，群众里的网络安全意见领袖，以及通过各

种才华创作传播和分享调查活动的优秀个人，是充分发挥才智和资

源优势且颇具个人魅力的推广者。

特别奖项：调查活动组委会根据各支持单位获奖的年度累积情

况，将分别获得相应奖项。奖励多次参与活动的单位。

序号 奖项名称
推荐获奖单位

（1）

推荐获奖单位

（2）

推荐获奖单位

（3）

1 社会责任贡献奖

2 公益先锋奖

3

传播魅力奖

（单位名称+个人姓

名）

4 特别奖项



附录 D：

2021 调查活动表彰暨调查报告发布周

活动时间表

日期 12 月 7 日 12 月 8 日 12 月 9 日 12 月 10 日

（填写举办

单位名称）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各发起单位自选活动周期的任意半天或全天举办活动，在表格

内打“√”（全天举办请勾选上下午）。调查活动组委会将提供线上

会议指导和安排相应的报道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