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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主题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二、活动时间

2020 年 1月—2020 年 9月

三、活动宗旨

以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为统领，以人民的利益和需求为出

发点，以网络社会组织为主导，充分宣传和动员社会各方参与，让广大网

民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广泛参与，提出建议。

从国家网络安全大局出发，关注网民网上心态及情绪、贴近网情民意、

化解矛盾,特别是网民的负面情绪和网上负面情绪的疏导化解，通过调查

活动唤醒社会各界网络安全责任意识，增强网络安全社会治理，夯实网络

安全社会基础，共同构筑捍卫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促进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提升，让网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活动目的

为进一步落实《网络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广大网民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切实提升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秉持中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充分发挥广大人民在维护网络安全中

的主体作用，通过广泛收集广大网民上网用网过程中对网络公共秩序、安

全环境的真实感受和评价，从指数上科学反映我国网络治理成效和网络安

全现状，进而推动行业自律和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积极探索畅通维

权举报渠道，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安全生态协同作出有益尝试。

具体包括：

一是落实《网络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全国范围进一步

普及网民的网络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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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调查了解网民和互联网从业人员对当前网络安全建设整体水平

状况的获得感情况。

三是调查了解网民和互联网从业人员对当前网络安全热点问题的看

法与意见。

四是深入了解掌握网民对网络安全的感受和评价，进一步发现网络安

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形成权威调查报告，为网民参与网络安全治理工作搭

建平台，为政府主管部门和互联网企业加强互联网安全工作提供一手数据

与专业建议。

五是针对调查发现的存在问题，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开展深入研究和

实践，探索解决途径和方法，积极参与构建网络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五、活动成果

根据调查数据，编制2020年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报告，报告分

为内部报送和对外发布两个版本。内部报送版本包括调查数据的深度分析

和针对网络安全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细化建议；外部发布版本主要披露调查

发现的客观信息情况。

报告包括且不限于：2020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总报告；各

省、直辖市、自治区及部分地市区域报告；根据数据反馈的成果和研究情

况编制有关网络安全法制建设、遏制网络违法犯罪、企业网络安全自律、

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购物安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等专题

报告。

在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我国网民网络安

全感满意度指数。探索研究网民网络安全意识指数、网民网络个人信息保

护满意度指数、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满意度指数、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

建设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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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组织

调查活动以组委会为核心，在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的指导下，充分

发挥网络社会组织、互联网及网络安全企业、媒体、专业机构、网络达人

等的优势与影响，保证调查活动的成功。详细见活动组委会组织名单。

（一）指导单位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二）发起单位

全国 135 家网络社会组织（在各地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注册的网

络社会组织或全国性社会组织的二级机构）。

135 家发起单位名单

1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

2 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3 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

4 中关村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产业联盟

5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技术创新联盟

6 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中心

7 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

8 上海市信息安全行业协会

9 天津市网络文化行业协会

10 天津市青少年网络协会

11 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

12 天津市互联网协会

13 天津市大数据协会

14 重庆市信息安全协会

15 重庆计算机安全学会

16 重庆信息安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17 河北省网络空间安全学会

18 山西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9 山西省互联网协会

20 吉林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21 吉林省信息技术应用协会

22 吉林省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23 吉林省计算机行业商会

24 辽宁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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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协会

26 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会

27 黑龙江省虚拟现实科技学会

28 陕西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29 山东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30 福建省互联网创业促进会

31 福建省互联网经济促进会

32 福建省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促进会

33 浙江省计算机系统安全协会

34 河南省网络营销协会

35 湖北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36 湖北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

37 湖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38 江西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39 江苏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40 安徽省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协会

41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42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43 广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心

44 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

45 广东软件行业协会

46 广东省首席信息官协会

47 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

48 广东省互联网协会

49 广东省信息消费协会

50 广东省医药合规促进会

51 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

52 广东省物联网协会

53 海南省计算机学会

54 海南省网络安全协会

55 四川省计算机信息安全行业协会

56 贵州省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

57 云南省信息安全协会

58 内蒙古自治区网络行业协会

5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60 宁夏网络与信息安全行业协会

61 广西网络安全协会

62 石家庄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63 秦皇岛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筹）

64 长春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65 沈阳市网络安全协会

66 大连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67 辽阳市网络安全协会

68 渭南市互联网协会

69 榆林市网络安全协会

70 商洛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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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济宁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72 青岛市计算机学会

73 潍坊市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74 曲阜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75 聊城市东昌府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76 郑州市网络安全协会

77 杭州市网络安全协会

78 宁波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79 金华市信息安全协会

80 金华市信息产业协会

81 金华市网商协会

82 湖州市计算机系统安全协会

83 丽水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84 温州市软件行业协会

85 洛阳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86 南昌市网络信息安全协会

87 南昌市互联网创业协会

88 扬州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89 连云港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90 南通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91 泰州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92 苏州市互联网协会

93 郴州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94 岳阳市计算机公共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95 湘谭市计算机学会

96 广州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97 广州市信息基础协会

98 广州华南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99 深圳市计算机网络公共安全协会

100 深圳市网络与信息安全行业协会

101 佛山市信息协会

102 揭阳市计算机学会

103 揭阳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104 揭阳市信息技术和软件协会

105 珠海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06 清远市网络安全协会

107 茂名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08 茂名市网络文化协会

109 河源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10 惠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11 韶关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12 东莞市信息技术联合会

113 汕尾市计算机学会

114 成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15 成都安全可靠信息技术联合会

116 成都市大数据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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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成都物联网产业发展联盟

118 贵阳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19 贵阳市大数据产业协会

120 曲靖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21 玉溪市网络安全协会

122 包头市计算机公共网络安全协会

123 通辽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24 南宁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

125 重庆信息安全产业研究院

126 甘肃烽侦网络安全研究院

127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128 广东省现代社会评价科学研究院

129 广东中证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

130 江西中证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

131 四川大学信息安全研究所

132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

133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网信分会

134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网络文化工作委员会

135 辽宁网络安全保障工作联盟

（三）联合发起单位

有关政策研究、宣传、教育、科研、应用、检测等的国家级机构和团

体，包括且不限于：

北京大学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中国互联网协会

（四）主办单位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组委会（由发起单位、联合发起单位、

承办单位、支持单位和专业机构等组成。）

主任

严明 公安部第一、三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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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谢毅平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原局长

袁旭阳 北京网络行业协会会长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原副局长

陈 钟 北京大学网络和信息安全实验室主任

杨建军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陈建民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常务副主任

宋茂恩 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秘书长

黄丽玲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会长

副秘书长

朱江霞 成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胡俊涛 郑州市计算机网络安全协会秘书长

高 宁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

张 应 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中心总工程师

郭守祥 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理事长

崔传桢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安全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秘书长助理

周贵招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秘书长助理

林小博 北京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秘书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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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排名不分先后）

陆以勤 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孙大跃 陕西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王耀发 湖北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张宗席 山东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陈俊杰 山西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张 彦 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李文曙 辽宁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李任贵 广西网络安全协会理事长

尤文杰 江苏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副会长

何湘伟 内蒙古自治区网络行业协会副会长

刘春梅 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秘书长

王 建 重庆市信息安全协会秘书长

邓庭波 湖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秘书长

严茂丰 浙江省计算机系统安全协会秘书长

丁后山 安徽省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协会秘书长

马传龙 重庆信息安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

毛得至 四川省计算机信息安全行业协会秘书长

杜瑞忠 河北省网络空间安全学会秘书长

孙 震 河南省网络营销协会秘书长

邹 冬 中关村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林勇忠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网信分会会长

王胜军 南宁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马树平 曲靖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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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敏 金华市信息产业协会驻会副会长

陈建设 贵阳市信息网络安全协会秘书长

沈 泓 宁波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秘书长

邢碧苇 苏州市互联网协会秘书长

王建国 聊城市东昌府区信息网络安全协会秘书长

吕 锐 成都安全可靠信息技术联合会秘书长

韩林华 成都市大数据协会秘书长

吴茵茵 茂名市网络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马 涛 潍坊市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会长

董苏敏 天津市互联网协会会长

白 健 深圳市网络与信息安全行业协会秘书长

（五）牵头实施单位

全国信息网络安全协会联盟（网安联）

（六）承办单位

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七）技术支持单位

具有网络安全技术支撑和保障能力的专业技术机构，包括且不限于：

北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中心、广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

心、问卷星、广东中证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所、广州华南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八）媒体平台支持

中央及各地方媒体、平台，包括且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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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信息安全

与通信保密》、《中国信息安全》、《信息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研究》、

《警察技术》、《经济》、《经济参考报》、《中国财经论坛》、《中青

报》、《光明日报》等；

人民网、中国网、未来网、环球网、中青在线、光明网等；

腾讯、百度、新浪、网易、今日头条、新浪微博、21CN、京东、唯品

会、爱奇艺、哔哩哔哩、花椒直播、斗鱼、虎牙、快手、映客、贝壳找房、

TT等。

（九）特别鸣谢单位

金羊网、YY等。

七、工作方案

（一）调查对象

中国大陆网民，主要包括社会公众网民、网络从业人员两类。

1、社会公众调查类型

社会公众按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基本社会统计要求进行分类。

根据 2018、2019 两年调查的经验，此次调查将进一步注重拓宽推广渠道，

扩大不同群体的覆盖面，优化调查人员征集方法，使样本中各类群体的比

例与网民的实际情况更为接近。

2、网络从业人员调查对象

网络从业人员主要包括与网络和安全产品与服务相关的生产、教育、

研发、应用、测试、管理等机构和岗位的从业人员，按照其从事的细分行

业和岗位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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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部分，主

要依靠桌面研究的方式；定量部分，主要采用在线问卷调查和电话随机调

查的方式进行。

1、定性部分，桌面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内各网络安全有关政府投

诉网站和民间公益投诉网站的数据、专业机构发布的年度互联网相关报

告，网络监管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及监管措施，以及各发起单位组织的线

下调研等。

2、定量部分，通过发动社会公众网民和网络从业人员参与填写问卷

和随机抽样访问的方式获得调查样本。

问卷调查主要通过“网络安全共建网”、活动发起单位和支持单位网

站、网络平台、商业门户网站、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等平台及其对

应的移动端app、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上发布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的链接。

随机抽样访问主要根据每个城市所有电话局号，随机生成电话号码，

对移动电话、住宅电话进行电话访问或短信、微信邀约结合网络调查，形

成数据样本。

1、调查问卷推送拟覆盖的网络平台范围

（1）全国各省市网络社会组织网站、公众号等对外宣传平台

包括且不限于活动各网络社会组织发起单位、联合发起单位的官方网

站、公众号等。

（2）网络平台

包括且不限于今日头条、微信、抖音、快手、微博、UC、21CN、爱奇

艺、优酷、腾讯视频、网易游戏、腾讯游戏、盛大游戏、畅游等。

（3）商业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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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且不限于腾讯、百度、搜狐、网易、新浪、凤凰网等商业门户网

站。

（4）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

包括且不限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未来网、国际在线、中国

日报网、央视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台湾网、中国西藏网、

中国新闻网、央广网、光明网、中青在线、中国军网；

千龙新闻网、河北新闻网、东北新闻网、东方新闻网、新华报业网、

中国安徽在线、大江网、胶东在线、红网、南方新闻网、广西新闻网、视

界网、多彩贵州网、西部网、宁夏新闻网、北方网、黄河新闻网、中国吉

林网、新民网、浙江在线、东南网、大众网、华声在线、大洋网、南海网、

四川新闻网、云南网、中国甘肃网、天山网、长城网、内蒙古新闻网、东

北网、中国江苏网、中国宁波网、中国江西网、齐鲁网、荆楚网、金鹰网、

深圳新闻网、华龙网、四川在线、中国西藏新闻网、青海新闻网、中国常

州网，苏州新闻网，佛山新闻网，东莞阳光网，台海网，福州新闻。

2、发动网民参与调查的方式

本次调查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广泛发动网民参与调查。具

体如下：

（1）活动组委会和各省市网络社会组织发动、组织网民参与

依托网安联，借助活动发起单位数量多、分布广的优势，以及发挥行

业协会整合各方资源、社会动员力强的特点，以自愿参与发起为原则，各

自携手所在地区的新兴网络平台、商业门户网站、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及其

移动端媒体等开展调查活动，积极宣传和组织本地区的政府部门、企事业

单位、学校、工厂、社区等参与调查，跟进样本量的完成情况，确保按量

保质完成网络推送工作，同时也在各自的官网推送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链

接，号召和组织自身的会员单位参加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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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2019 两年调查的经验，2020 年的调查活动由活动组委会

秘书处负责全国范围的调查活动组织发动，网安联在各省市的成员单位负

责本地的调查活动组织宣传，继续大力依托地方行业协会的力量，拓宽推

广渠道，扩大不同群体的覆盖面，扩大调查的样本量，优化样本结构。

（2）互联网行业组织员工参与

互联网行业、企业作为网络空间建设的主体，汇聚了互联网行业各类

从业人员，他们对互联网企业的网络安全建设相关情况更为熟悉，对相关

的问题理解更为深入。各类互联网从业人员可以通过不限于所在企业内部

组织的调查方式，自主点击调查问卷链接进行填答。

（3）发动网络平台网民参与

充分借助网络平台粉丝量大、覆盖面广、粘性强的特点，通过一定的

合作机制、激励机制，充分发动时下包括且不限于今日头条、微信、抖音、

快手、微博、UC、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网易游戏、腾讯游戏、盛大

游戏、畅游、荔枝微课、贝壳找房、TT、YY 等新兴网络平台发布调查公

告和问卷链接，网民通过关注所在平台的调查公告，自主点击调查问卷链

接进行填答。

（4）发动商业门户网站网民参与

充分借助商业门户网站影响力大、品牌效果好、用户群体广泛的特点，

通过一定的合作机制、激励机制，充分发动包括且不限于腾讯、百度、搜

狐、网易、新浪、凤凰网、21CN、金羊网等商业门户网站，以及其对应的

移动端 app、公众号等移动媒体平台发布调查公告和问卷链接，网民通过

关注所在平台的调查公告，自主点击调查问卷链接进行填答。

（5）发动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网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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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借助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在全国和地方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和公信力的特点，广泛发动网民通过关注所在平台的调查公告，自主点击

调查问卷链接进行填答。

3、填写调查问卷激励方法

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参与调查，达到预期的调查目标，对参与调查的网

民采取激励机制，结合各合作企业、网站媒体、平台的优势和特点，对参

与调查问卷的网民进行一定的奖励，形式和内容不限。活动奖品在数量、

品种和吸引力方面有所增加和突破。

（三）调查问卷设计

秘书处公开征集题目建议，承办单位汇总研究后提出设计方案、提纲

及问卷模板，发起单位和支持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组对方案进行论

证，经组委会同意，报活动指导单位审核通过后发布。

一、调查问卷的基本思路

网络安全涉及政府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用户（企业、组织

机构、个人）三大类主体，网络安全建设也需要上述三大类主体的参与合

作与协同共治。此次调查问卷设计的基本思路是以习近平主席对网络安全

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以《网络安全法》对网络安全建设的总体要求为依据，

以推进网络安全监管部门落实有关的政策法规落地实施为核心，以了解网

民对网络安全的认知、需求与满意度评价为基本内容，针对政府网络安全

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及网民在网络安全建设中的角色、职责作用发挥情

况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设计调查问题。

基于 2018、2019 两年调查问卷设计的经验，2020 年调查问卷设计主

要改进之处包括：网民调查问卷进一步精简优化问题选项，围绕年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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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热点话题展开，细分区域性、行业性、专题性问题设计。网络从业人

员问卷设计优化子问卷设置，接内容汇聚形成专题。

二、问卷调查拟采用的主要议题

●网民的网络安全感满意度

●网络安全法制建设

1、《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普及、落实情况

2、《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 151 号）》等普及和落

实情况

●个人信息保护

3、本专题围绕网民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关注点和期望点进行调研。收

集个人信息保护不够完善的网络应用或服务，了解网民日常上网容易忽略

的不安全行为，以及研究探索有关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和方法，增强

网民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双管齐下加强网民个人信息保护。

●遏制惩处网络违法犯罪

4、从网民角度来了解网络违法犯罪的现状和感受，包括网络犯罪频

率、类型、损坏程度，主管部门的措施、效果、满意度评价和改进建议等。

●网络购物权益保护

5、围绕网络购物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题，探讨有关网络购物的

现状、问题、措施、效果、评价等问题。

6、重点了解网络购物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难点、痛点问题，探求

问题的原因和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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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新出现的热点问题，如网络借贷消费、直播购物、主播带货、

社交网购等现象，探究网络购物发展趋势，研究网购权益保护的新问题。

8、研究有关部分、企业、平台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

9、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沉迷游戏、网瘾、不健康信息接触）

10、“青少年保护模式/防沉迷模式”的效果和作用

11、网络素养教育的推进和效果

●互联网平台监管与企业自律

12、了解网民对于企业自觉履行法规要求的效果的满意度，网民对企

业和平台自律的期望。

13、了解网民对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的满意度。

●数字政府安全服务

14、主要评价政府在数字政府提供网上服务和维护网络安全方面的服

务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表现。

15、数字政府的服务的薄弱领域，了解网民的期望。

16、数字政府网上服务的

17、对政府监管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服务的评价

●疫情的影响和应对

18、主要针对今年抗击新冠疫情的热点问题进行提问，探讨疫情期间

的对网民生活的影响和网民对应对措施的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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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集样本的时间和形式

1、线上采集样本的时间和形式

各网络平台在 2020 年 7月 22 日 9时-7 月 31 日 24 时 10 天时间内，

在各自平台及其对应移动客户端显著位置悬挂或推送调查公告和调查问

卷填答链接，形式包括且不限于：

（1）持续置顶公告

（2）持续悬浮窗公告

（3）移动客户端热点推文

（4）微博微信等公众号热点推文等

2、随机抽样调查样本采集的时间和形式（待定）

如果条件成熟，增加随机抽样调查（待定）样本采集，计划由网络运

营商、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平台服务商和专业调查机构协助在 2020 年 7

月份进行。可根据每个城市所有电话局号，采用随机生成电话号码，对手

机电话、住宅电话进行调查或短信、微信邀约访问，形成数据样本。

3、线下调研采集样本数据的时间和形式

发起单位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年度工作任务，围绕网络安全问题，

开展线下专题调研。形式包括且不限于：

(1)会议、论坛

(2)现场调研

(3)专题研讨

(4)技术培训

(5)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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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周期和流程

（一）前期准备（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1、活动组织方式确定

邀请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作为活动指导单位。

确定活动组委会成员。组委会由发起单位、联合发起单位、承办单位、

支持单位和专业机构等组成，负责本次活动的策划、宣传、推广、组织协

调及报告发布。具体工作由组委会秘书处负责。

组建专家组，由国家及地方网络安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负责

本次活动的方案论证和报告编撰指导。

确定发起单位。对原 135 家发起单位进行优化，确保所有发起单位都

能切实发挥作用，承担调查活动在本地区的宣传、发动、样本收集等工作。

确定联合发起单位。由有关政策研究、宣传、教育、科研、应用、检

测等的国家级机构和团体组成。负责调查活动在全国的研究、推广和优化。

确定承办单位。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研究院为本次调查承

办单位，负责实施本次活动，包括组建专家组、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样本，

统计数据、编制报告等。

2、活动实施方案制定

由承办单位提出活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秘书处广泛征求组委会各

方意见和建议，对方案内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分工安排、工作要求等，

进行论证、修改完善，其后经网安联理事会审核通过并报公安部网络安全

保卫局备案，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1）方案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

11月 30 日承办单位向秘书处提交活动实施方案初稿；12月 4 日秘书

处各工作组举行首次工作会议，对方案初稿进行审核和意见补充；12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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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组织召开指导单位、高校、媒体、企业及专业机构专家代表参加的意见

征询会，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12月 15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

（2）方案报批稿确定阶段

12月24日秘书处组织主要发起单位代表及相关专家对征求意见稿进

行论证；12月 26 日召开网安联理事扩大会议，表决通过实施方案征求意

见稿；12月 27 日在网安联 2019 年度工作会议上，向所有与会代表汇报

并获得通过。

3、问卷体系建立

秘书处公开征集问卷设计建议，承办单位广东新兴国家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研究院汇总研究后提出设计指南、提纲及问卷模板，由秘书处组织相

关专家进行讨论，12月 6日召开调查方法、题目专家研讨会，12月 24

日召开专家论证会。

（二）实施方案细化落实（2020 年 1 月-2020 年 7 月）

秘书处组织工作的开展做了详尽的落地实施方案。

一、相关会议活动安排

1 月—6 月份，发出相关邀请函。

1、优化发起单位：组委会在保持发起单位规模前提下，制定进出机

制，适当增减发起单位，保证调查活动区域分布的合理性，提高发起单位

的整体实力和凝聚力，让更多有活力、积极性高的网络社会组织加入到调

查活动，实现全国均匀覆盖，保证组织机构高效有序运转。

2、发展支持单位：媒体（新闻媒体、专业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

等）、企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提供商等）、高校及科研

院所等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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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集核心合作伙伴：由发起单位在当地征集符合条件的合作伙伴，

能为调查活动提供支持，承担部分具体工作或能发挥其带动、引领、资源

互补作用的机构，可成为活动核心合作伙伴，享有相应的回馈和荣誉。具

体包括：媒体（综合媒体、新闻媒体、专业媒体），需在活动的宣传推广

上发挥专业策划或带动作用；企业（互联网企业、网安企业、网络企业等），

需在样本采集、行业研究、报告编制上发挥引领作用；各种资源互补机构，

如社会调查机构、信息平台建设运维机构、安全技术保障机构、大数据分

析及利用机构。

全国性核心合作伙伴由发起单位推荐，组委会审核通过；地方核心合

作伙伴由发起单位在当地征集，上报组委会备案。

4 月—6 月份

1、召开 2020 调查活动工作部署会。审核通过调查活动实施方案；邀

请活动指导单位领导到会指导相关工作；确定上线时间。会后根据会议精

神向各发起单位发送相关文件。

2、由承办单位负责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对调查问卷征求意见稿

进行研讨，形成报批稿，上报指导单位。

3 月—7 月，各发起单位提出计划，在当地召开活动调研会、宣讲会、

推广会，邀请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专家学者、网民代表参加，

互联网企业的线下专题调研同期进行。发起单位负责邀请参会人员以及相

关的会务工作，秘书处协调统筹并提供支持和配合。

3 月—7 月，结合线上宣传部署工作，举办部分调查活动发起单位工

作交流会，考察重点省市，线上了解或线下走访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和网络

社会组织、互联网企业和网络安全服务机构、重点单位，参加当地相关活

动，互联网企业的线下专题调研同期进行。由所在地发起单位、支持单位

组织，秘书处配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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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召开调查活动新闻发布会。由秘书处组织，邀请指导单

位、组委会领导出席，主流媒体及部分发起单位、支持单位代表参加。

7 月 22-31 日，问卷系统上线，全国统一通过各大网络平台采集样本。

9 月第三周，在郑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发布报告。由秘书处组

织，发布地的发起单位和承办单位重点配合实施。邀请指导单位、组委会

领导到会指导，发起单位、联合发起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代表参加。

二、调查问卷设计、修改、定稿

4 月中，完成调查问卷（网民版和网络从业人员版）初稿设计；

5 月初，完成调查问卷（网民版和网络从业人员版）的第一轮意见征

求（相关专家、组委会及十一局领导）及修改；

5 月底，完成调查问卷（网民版和网络从业人员版）的第二轮意见征

求（相关专家、组委会及十一局领导）并定稿。

三、参与此次调查的媒体、企业对接

5 月中，协商确定拟邀请参加此次调查活动的媒体、企业（重点互联

网企业）名单；

5 月份

1、秘书处联系指导各发起单位在本地组织，召开由参与此次调查活

动的媒体、企业（重点互联网企业）代表参加的沟通会议，明确对媒体、

企业参与调查活动的任务要求。

2、确定核心合作媒体和企业。

四、活动宣传材料编制、定稿

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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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本次调查活动宣传材料（口号、LOGO、吉祥物、音视频、画

册、文字稿）初稿。

2、材料定稿，提供给发起单位、支持单位和媒体进行宣传预热。

五、调查活动启动

6 月，活动全面启动通知发送。

六、调查问卷网络编程（网页端+移动端）设计、服务器等网络资源

准备

5 月中旬，完成调查问卷网站链接条及问卷页面初步设计稿；

5 月底，完成调查问卷网站链接条及问卷页面设计修改版；

7 月初，完成调查问卷网站链接条及问卷页面设计定稿；

7 月 13 日， 开始进行问卷网页版纪念品链接和各大网站及地方协会

网站链接测试，并进行小范围问卷试填，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

7 月，问卷网页版各项测试完成，达到正式上线状态。

七、调查样本方案细化制定、各省市问卷量配额细化确定

6 月上中旬，完成调查问卷样本数量各发起单位任务分配方案，并与

地方协会协商；

6 月中下旬，完成与各发起单位调查样本数量分配方案的确认。

八、提供活动奖品资源的广泛联络与线上线下技术对接完成

6 月，当地支持单位所提供的活动奖品类别、数量、群体等；

6 月中旬，与各奖品提供方沟通确定内容、数量；

6 月底，完成活动奖品的链接的上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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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组织实施（2020 年 7 月 22 日-2020 年 7 月 31 日）

1、调查公告和问卷链接推送（各大网络平台）

7 月 22 日 09 时，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在全国正式上线；

7 月 31 日 24 时，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在全国正式下线。

2、随机抽样调查（待定）

7 月，与网络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平台服务商、专业调查机

构等合作，开展随机抽样调查（待定），如可根据每个城市所有电话局号，

随机生成电话号码，对手机电话、住宅电话或短信、微信邀约进行调查，

形成数据样本。

3、执行进度统计、反馈

7 月 22-31 日，每天进行调查进度的统计并向调查活动组委会及各参

与协会通报。

4、执行进度监控、网络媒体推送督促

7 月 22-31 日，对照调查样本量计划，与各省市协会每天进行进度沟

通，了解进展。督促参与调查的互联网平台及时上线调查问卷链接，确保

链接在调查期间的有效性。

5、开展调查活动的网民社会发动，媒体跟进宣传报道

7 月 22-31 日，各地协会整合资源，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网

民调查问卷填写发动，组织全国及地方媒体对调查活动进行宣传报道。

（四）调查报告撰写（2020 年 8 月 1 日-2020 年 8 月 31 日）

1、数据清洗、查错、统计分析

8 月 1-7 日，完成调查样本数据的清洗、查错查重。

8 月 2-12 日，完成调查样本数据的分类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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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报告写作提纲拟定

8 月 8日，完成调查报告的写作提纲初稿，征求专家意见。

8 月 10 日，完成调查报告的写作提纲修改并定稿。

3、专项调查指数计算与调查报告撰写

8 月 1日-26 日，完成调查指数计算及调查报告初稿写作。

4、调查报告修改与定稿

9 月初，调查报告征求组委会领导、专家及公安部网安局领导意见，

根据修改意见完成调查报告修改并定稿。

（五）成果发布（2020 年 9 月第三周）

1、发布地及发布相关事宜确定

9 月 10 日，确定具体发布地、具体发布时间、会议形式、发布方式、

接待细节等对接工作的安排

2、调查报告发布稿（PPT）制作

9 月 10 日，完成调查报告发布稿制作

3、调查报告纸质版设计印刷

9 月 13 日，完成调查报告纸质版设计印刷

4、调查报告发布

9 月第三周期间，在郑州举办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会议上正式发

布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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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传推广（2020 年 1 月-2020 年 9 月）

根据调查活动各阶段的工作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各有侧重的宣传和

推广手段。今年的实施开展将融合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各项基层工作创

新的原则，细心谋划，精心组织，开展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广泛、深

入宣传调查活动，营造人人参与调查的热烈氛围。

根据调查活动各阶段的工作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各有侧重的宣传和

推广手段。今年的实施开展将融合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各项基层工作创

新的原则，细心谋划，精心组织，开展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广泛、深

入宣传调查活动，营造人人参与调查的热烈氛围。

一、探索宣传合作模式

1、征集媒体核心支持单位

组委会秘书处在国家级媒体中征集核心支持单位，请核心媒体为调查

活动全过程提供宣传、推广方面的协助和指导，包括宣传活动策划、宣传

通稿写作、各阶段密集报道等。目前已有部分媒体表达合作意向。

各地发起单位同时在当地媒体中征集核心支撑单位，对调查活动的宣

传、推广提供支持，对当地开展调查活动的情况进行重点宣传和报道。

2、征集企业核心支持单位

组委会秘书处在企业中征集核心支持单位，请企业为全国各地开展的

宣传推广活动提供支持，包括会场搭建、宣传材料制作、会务等。目前已

有企业表达合作意向。

各地发起单位也可在当地企业中征集核心支撑单位，对发起单位在当

地开展宣传、推广活动提供支持。

二、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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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份，征集核心合作单位。

4-6 月份，完成各阶段宣传通稿初稿及宣传册、口号、音视频等宣传

品制作；确定活动 LOGO、吉祥物。

7 月份，在网络安全共建网及相关合作平台推送调查活动进展的相关

信息，组织媒体转发；组织调查问卷正式上线的线上、线下媒体宣传报道

与传播；

7 月-9 月，邀请各地方公安网安领导、协会负责人、专家通过署名文

章、在线访谈、视频推送等多种形式围绕各地在网络安全建设工作的成绩、

调查活动的经验与成功做法、网络安全热点问题等进行系列宣传报道。

9 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组织全国主流媒体对调查报告发布及

主要调查结果进行密集的、深度的宣传报道。

（七）2020 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活动工作进度安排表

内容 时间 工作事项

前期准备

活动组织方式确定

2019 年 12 月前

活动指导单位、确定活动组委会成员、组

建专家组、确定发起单位、确定联合发起

单位、确定支持单位

活动实施方案制定

方案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

方案报批稿确定阶段

问卷体系建立
秘书处公开征集问卷设计建议、召开专家

论证会

确定问卷投放渠道 2020 年 4 月前 与问卷星协调问卷优化方式及投放形式

实施方案

细化落实
相关会议活动安排

1月—6 月份

发出相关邀请函

优化发起单位

发展支持单位

征集核心合作伙伴（核心发起单位、核心

支持单位、宣传策划专家、问卷设计专家、

报告撰写专家、数据处理专家）

4月—6 月份 召开 2020 调查活动工作部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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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承办单位负责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对

调查问卷征求意见稿进行研讨，形成报批

稿

3月—7 月
各发起单位提出计划，在当地召开活动调

研会、宣讲会、推广会

3月—7 月
结合网安联中国行系列活动，召开部分调

查活动发起单位工作交流会

7月 21 日 召开调查活动新闻发布会

9月
在郑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发布报

告

调查问卷定稿

4月中
完成调查问卷（网民版和网络从业人员

版）初稿设计

5月初
完成调查问卷（网民版和网络从业人员

版）的第一轮意见征求

5月底
完成调查问卷（网民版和网络从业人员

版）的第二轮意见征求并定稿

参与调查的媒体、企业

对接

5月中
协商确定拟邀请参加此次调查活动的媒

体、企业（重点互联网企业）名单

5月份

秘书处联系指导各发起单位在本地组织，

召开沟通会议明确任务要求

确定核心合作媒体和企业

活动宣传材料编制、定

稿
4月份

完成本次调查活动宣传材料（口号、LOGO、

吉祥物、音视频、画册、文字稿）初稿

材料定稿，提供给发起单位、支持单位和

媒体进行宣传预热

调查活动启动 6月 活动全面启动通知发送

调查问卷网络编程（网

页端+移动端）设计、测

试，达到符合上线

5 月中旬
完成调查问卷网站链接条及问卷页面初

步设计稿

5月底
完成调查问卷网站链接条及问卷页面设

计修改版

7月初
完成调查问卷网站链接条及问卷页面设

计定稿

7月 6日
开始进行问卷链接测试、发现存在问题，

及时修改

7月
问卷网页版各项测试完成，达到正式上线

状态

调查样本方案细化制

定、各省市问卷量配额
6 月上中旬

完成调查问卷样本数量各发起单位任务

分配方案，并与地方协会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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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确定
6 月中下旬

完成与各发起单位调查样本数量分配方

案的确认

提供活动奖品资源的广

泛联络与线上线下技术

对接完成

6月
明确当地支持单位所提供的网民奖品类

别、数量、群体等

6 月中旬 与各奖品提供方沟通确定内容、数量

6月底 完成活动奖品链接的上线测试

调查组织

实施

公告和问卷链接推送
7 月 22 日 09 时 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在全国正式上线

7 月 31 日 24 时 调查公告和调查问卷在全国正式下线

随机抽样调查（待定） 7月
网络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互联网平台服

务商、专业调查机构等合作

执行进度统计、反馈 7 月 22-31 日
每天进行调查进度的统计并向调查活动

组委会及各参与协会通报

进度监控、推送督促 7 月 22-31 日
对照调查样本量计划，与各省市协会每天

进行进度沟通，了解进展

社会发动，媒体报道 7 月 22-31 日

各地协会整合资源，用线上线下的形式进

行问卷填写发动，组织全国及地方媒体对

调查活动进行宣传报道

调查报告

撰写

数据清洗、查错、

统计分析

8月 1-7 日 完成调查样本数据的清洗、查错查重

8月 2-12 日
完成调查样本数据的分类数据处理与统

计分析

调查报告写作提纲拟定
8月 8日

完成调查报告的写作提纲初稿，征求专家

意见

8月 10 日 完成调查报告的写作提纲修改并定稿

指数计算与报告撰写 8月 1-26 日 完成调查指数计算及调查报告初稿写作

调查报告修改与定稿 9 月上旬 完成调查报告修改并定稿

成果发布

相关事宜确定 9月 10 日

确定具体发布地、具体发布时间、会议形

式、发布方式、接待细节等对接工作的安

排

发布稿（PPT）制作 9月 10 日 完成调查报告发布稿（PPT）制作

报告纸质版设计印刷 9月 13 日 完成调查报告纸质版设计印刷

组织发布活动 9月第三周期间
在郑州举办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会议

上正式发布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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