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采购需求

C 包 用户需求书（等保测评）

一、项目名称

海南省城市医联体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项目（C、D包第二次）

二、项目目标及项目内容

通过委托专业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机构，对海南省城市医联体及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项目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依据《信息安全技术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对信息系统的安全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

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境、安全管理中心等进行合规性检查，分析信息系統与安

全保护等级要求之间的差距，出具《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并根据信息

系统及安全防护措施的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整改意见，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

三、项目服务期

服务期：采购人下达测评通知书后 90 个工作日内交付测评报告。

四、服务要求

4.1 服务内容

1、对用户的信息系统进行摸底、分析和梳理，提出详细的测评方案及完成

系统备案工作。

2、逐一对信息系统进行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测评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安全技术测评：

安全物理环境：涉及物理位置选择、物理访问控制、防盗窃和破坏、防雷击、

防火、防水和防潮、防静电、温湿度控制、电力供应、电磁防护；

安全通信网络：涉及网络架构、通信传输、可信计算；

安全区域边界：涉及边界防护、访问控制、入侵防范、恶意代码和垃圾邮件

防范、安全审计、可信验证；

安全计算环境：涉及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安全审计、入侵防范、恶意代码

防范、可信验证、数据完整性、数据保密性、数据备份恢复；



安全管理中心：涉及系统管理、审计管理、安全管理、集中管控。

（2）安全管理测评：

安全管理机构：涉及安全策略、管理制度、制定和发布、评审和修订；

安全管理制度：涉及岗位设置、人员配置、授权和审批、沟通和合作、审核

和检查；

安全管理人员：涉及人员录用、人员离岗、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外部人员

访问管理；

安全建设管理：涉及定级和备案、安全方案设计、产品采购和使用、自行软

件开发、外包软件开发、工程实施、测试验收、系统交付、等级测评、服务提供

商选择；

安全运维管理：涉及环境管理、资产管理、介质管理、设备维护管理、漏洞

和风险管理、网络和系统安全管理、恶意代码防范管理、配置管理、密码管理、

变更管理、备份和恢复管理、安全事件处置、应急预案管理、外包运维管理。

3、完成测评工作后，提出整改建议；最后出具符合要求的测评报告。

4.2 服务对象

服务范围内的信息系统如下：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等级

1 医联体\医共体业务中心 三级

2 医联体\医共体综合监管与管理 三级

3 医联体\医共体绩效考核管理平台 三级

4 医联体\医共体综合监管与管理 三级

4.3 项目成果交付

（1）信息系统定级相关文件和报告；

（2）信息系统测评报告及整改建议。

4.4 测评服务步骤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过程需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

开展工作，等级测评过程分为四个基本测评活动：测评准备活动、方案编制活动、

现场测评活动、分析及报告编制活动。测评双方之间的沟通与洽谈应贯穿整个等

级测评过程。



4.4.1 测评准备活动

测评准备工作包括编制项目启动、信息收集和分析、工具和表单准备。

详细要求见下表：

项目内容 工作内容 成果输出

1.项目启

动

1.组建测评项目组

2.编制《项目计划书》

3.确定测评委托单位应提供的资料

2.信息收

集分析

1.定级报告及整改方案分析

《系统基本情况调研表》

2.整理调查表单

3.发放调查表单给测评委托单位

4.协助测评委托单位填写调查表

5.收回调查结果

6.分析调查结查

3.工具和

表单准备

1.调试测评工具

确定测评工具、形成测评结

果记录表

2.模拟被测系统搭建测评环境

3.模拟测评

4.准备打印表单

4.4.2 方案编制活动

方案编制活动包括测评对象确定、测评指标确定、测试工具接入点确定、测

评内容确定、测评指导书开发及测评方案编制等六项主要任务。

详细要求见下表：

工作内容 工作详细任务 输出成果

1.测评对

象确认

识别被测系统等级

识别被测系统的整体结构

识别被测系统的边界

识别被测系统的网络区域

识别被测系统的重要节点和业务应用

确定测评对象

《测评方案》的

测评对象部分

2.测评指

标确定

识别被测系统业务信息和系统服务安全保护

等级 《测评方案》的

测评指标部分选择对应等级的ASG三类安全要求作为测评指

标



就高原则调整多个定级对象共用的某些物理

安全或管理安全测评指标

3.工具测

试点确定

确定工具测试的测评对象

选择测试路径

确定测试工具的接入点

《测评方案》的

测试工具接入

点部分

4.测试内

容确定

识别每个测评对象对象的测评指标 《测评方案》的

单项测评实施

和系统测评实

施部分

识别每个测评对象对应的每个测试指标的测

试方法

5.测评指

导书开发

从已有的测评指导书中选择与测评对象对应

的手册
《测评方案》的

测评实施手册

部分
针对没有现成测评指导书的测评对象，开发新

的测评指导书

6．测评方

案编制

描述测评项目基本情况和工作依据

向用户提交

《测评方案》

描述被测系统的整体结构、边界和网络区域

描述被测系统的重要节点和业务应用

描述测评指标

描述测评对象

描述测评内容和方法

4.4.3 现场测评活动

现场测评活动通过与测评委托单位进行沟通和协调，为现场测评的顺利开展

打下良好基础，然后依据测评方案实施现场测评工作，将测评方案和测评工具等

具体落实到现场测评活动中。现场测评工作应取得分析与报告编制活动所需的、

足够的证据和资料。

现场测评活动包括现场测评准备、现场测评和结果记录、结果确认和资料归

还三项主要任务。

详细要求见下表：

工作内容 工作详细任务 输出

1.现场测评准

备

现场测评授权书签署

向用户确认测评方案

召开现场测评启动会

双方确认测评方案

双方确认配合人员、环境等

资源



确认信息系统已经备份

测评方案、结构记录表格等

资料更新

2.现场测评和

结构记录

依据测评指导书实施测评 访谈结果：技术安全和管理安

全测评的测评结果记录或录

音

文档审查结果：管理安全测评

的测评结果记录 配置检查结

果： 技术安全测评的网络、

主机、应用测评结果记录表格

工具测试结果： 技术安全测

评的网络、主机、应用测评结

果记录，工具测试完成后的电

子输出记录，备份的测试结果

文件 实地察看结果：技术安

全测评的物理安全和管理安

全测评结果记录

测评结果确认： 现场核查中

发现的问题汇总、证据和证据

源记录、被测单位的书面认可

文件

记录测评获取的证据、资料

等信息

汇总测评记录，如果需要，

实施补充测评

3.结果确认和

资料归还

召开现场测评结束会

测评委托单位确认测评过程

中获取的证据和资料的正确

性，并签字认可

测评人员归还借阅的各种资

料

4.4.4 报告分析及编制活动

在现场测评工作结束后，应对现场测评获得的测评结果（或称测评证据）进

行汇总分析，形成等级测评结论，并编制测评报告。

测评人员在初步判定单元测评结果后，还需进行整体测评，经过整体测评后，

有的单元测评结果可能会有所变化，需进一步修订单元测评结果，而后进行风险

分析和评价，形成等级测评结论。分析与报告编制活动包括单项测评结果判定、

单元测评结果判定、整体测评、风险分析、等级测评结论形成及测评报告编制六

项主要任务。

详细要求见下表：

工作内容 工作详细任务 工作依据（模版)

1.单项测评

结果判定

分析测评项所对抗威胁的存在情况 等级测评报告的单项

测评结果部分分析单个测评项是否有多方面的要求



内容，依据“优势证据”法选择优势

证据，并将优势证据与预期测评结果

相比较

综合判定单个测评项的测评结果

2.单元测评

结果判定

汇总每个测评对象在每个测评单元的

单项测评结果

等级测评报告的单项

测评结果汇总分析部

分判定每个测评对象的单元测评结果

3.整体测评

分析不符合和部分符合的测评项与其

他测评项（包括单元内、层面间、区

域间）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对结果的影

响情况

等级测评报告的系统

整体测评分析部分

分析被测系统整体结构的安全性对结

果的影响情况

4.风险分析

整体测评后的单项测评结果再次汇总

等级测评报告的风险

分析部分

分析部分符合项或不符合项所产生的

安全问题被威胁利用的可能性

分析威胁利用安全问题后造成的影响

程度

为被测系统面临的风险进行赋值

评价风险分析结果

5.等级测评

结论形成

统计再次汇总后的单项测评结果为部

分符合和不符合项的项数
等级测评报告的等级

测评结论部分
形成等级测评结论

6.测评报告

编制

概述测评项目情况

等级测评报告提交用

户

描述被测系统情况

描述测评范围和方法

描述整体测评情况

汇总测评结果

描述风险情况

给出等级测评结论和整改建议

五、项目相关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投标人应遵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在项目实施中投标人须做到：

1. 服务周期内提供重大活动和节假日现场保障服务。



2. 提供完整的系统实施方案和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3. 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和计划进度说明书；

4. 项目实施完成后提供可靠的后期技术服务工作；

5. 严格按照双方确定的计划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工作；

6. 规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档管理；

7. 有较好的保密管理及风险管理；

8. 售后服务要求（提供承诺函）：对于现场测评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题，

投标人应先出具问题汇总报告，并给采购人预留三十天的整改时间，投标人

现场以及配合远程指导采购人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投标人提供一次全面问

题复查，并出具《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 。同时中标人针对本次测

评范围内的问题提供一年期的远程技术咨询服务和根据采购人业务需要，服

务期内至少提供现场保障服务不少于 3次(费用统一纳入本次报价）；



D 包 用户需求书（密码评估）

一、项目目标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海南省城市医联体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

项目保障网络安全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密码法》及相关密码政策标准规范，对我单位海南省城市医联体及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信息化建设项目重要信息系统开展密码应用安全测评，规范密码应用，综

合评估密码应用风险，形成科学规范的评估测评报告，切实提高新形势下重要信

息系统密码应用保障能力。

二、项目服务期

采购人下达密评通知书后 90 个工作日内交付密评报告。

三、技术要求

依据《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信息系统密码应用

测评要求》、《信息系统密码应用测评过程指南》、《信息系统密码应用高风险

判定指引》、《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量化评估规则》和信息系统自身安全需

求分析，对重要信息系统进行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测评，测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1、通用测评

核查信息系统中使用的密码算法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密码相关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有关要求。

核查信息系统中使用的密码技术是否遵循密码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核查信息系统中使用的密码产品、密码服务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2、密码应用技术测评

包括物理和环境安全测评、网络和通信安全测评、设备和计算安全测评、应

用和数据安全测评，验证不同安全等级信息系统的密码应用是否达到相应安全等

级的安全保护能力、是否满足相应安全等级的保护要求。

（1）物理和环境安全测评



针对“身份鉴别”、“电子门禁记录数据存储完整性”、“视频监控记录数

据存储完整性”等物理和环境安全方面采取的密码保障措施进行各项测评，完成

单项及单元测评结果判定。

（2）网络和通信安全测评

针对“身份鉴别”、“通信数据完整性”、“通信过程中重要数据的机密性”、

“网络边界访问控制信息的完整性”、“安全接入认证”等网络和通信安全方面

采取的密码保障措施进行各项测评，完成单项及单元测评结果判定。

（3）设备和计算安全测评

针对“身份鉴别”、“远程管理通道安全”、“系统资源访问控制信息完整

性”、“重要信息资源安全标记完整性”、“日志记录完整性”、“重要可执行

程序完整性、重要可执行程序来源真实性”等设备和计算安全方面采取的密码保

障措施进行各项测评，完成单项及单元测评结果判定。

（4）应用和数据安全测评

针对“身份鉴别”、“访问控制信息完整性”、“重要信息资源安全标记完

整性”、“重要数据传输机密性”、“重要数据存储机密性”、“重要数据传输

完整性”、“重要数据存储完整性”、“不可否认性”等应用和数据安全方面采

取的密码保障措施进行各项测评，完成单项及单元测评结果判定。

3、密码应用管理测评

从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四个方面进行安全管理测评，

验证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机制是否完善，是否能够确保密码技术被合规、正确、有

效地实施。

4、整体测评与风险评估

对重要信息系统结构进行整体安全测评，并采用风险分析的方法分析密码应

用安全问题可能对信息系统安全造成的影响，提交整体测评与风险评估结果。

5、形成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相关报告

针对每个被测评重要信息系统编制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报告，报告应按照国

家密码管理局要求编制。报告应对以下服务范围内的重要信息系统密码应用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密码应用需求，查找风险漏洞，提出科学合规、有针对性的

密码应用安全整改建议，规范密码应用。



服务范围内的信息系统如下：

序号 系统名称 系统等级

1 医联体\医共体业务中心 三级

2 医联体\医共体综合监管与管理 三级

3 医联体\医共体绩效考核管理平台 三级

4 医联体\医共体综合监管与管理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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