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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审查办法》与《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条款对比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2020 年 6 月 1 日实施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2021 年 7 月 10 日征求意见 

第一条 为了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为了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以下简称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

服务，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第二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以下简称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

服务，数据处理者（以下称运营者）

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影响或可能影响

国家安全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网

络安全审查。 

第三条  网络安全审查坚持防范

网络安全风险与促进先进技术应用相

结合、过程公正透明与知识产权保护

相结合、事前审查与持续监管相结

合、企业承诺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从

产品和服务安全性、可能带来的国家

安全风险等方面进行审查。 

第三条 网络安全审查坚持防范网

络安全风险与促进先进技术应用相结

合、过程公正透明与知识产权保护相

结合、事前审查与持续监管相结合、

企业承诺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从产品

和服务安全性、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

风险等方面进行审查。 

第四条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领导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

第四条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领导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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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保

密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建立国家网络

安全审查工作机制。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设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制定网络安全

审查相关制度规范，组织网络安全审

查。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保密局、国

家密码管理局建立国家网络安全审查

工作机制。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设在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制定网络安全

审查相关制度规范，组织网络安全审

查。 

第五条 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

务的，应当预判该产品和服务投入使

用后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影响

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向网

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

可以制定本行业、本领域预判指南。 

第五条 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

服务的，应当预判该产品和服务投入

使用后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影

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向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

门可以制定本行业、本领域预判指

南。 

 

第六条 掌握超过 100 万用户个

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 

第六条 对于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

采购活动，运营者应通过采购文件、

协议等要求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配合网

第七条 对于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

采购活动，运营者应通过采购文件、

协议等要求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配合网



3 
	

络安全审查，包括承诺不利用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数

据、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无正

当理由不中断产品供应或必要的技术

支持服务等。 

络安全审查，包括承诺不利用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非法获取用户数

据、非法控制和操纵用户设备，无正

当理由不中断产品供应或必要的技术

支持服务等。 

第七条 运营者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报书； 

（二）关于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

安全的分析报告； 

（三）采购文件、协议、拟签订

的合同等； 

（四）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需要的

其他材料。 

第八条 运营者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报书； 

（二）关于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

安全的分析报告； 

（三）采购文件、协议、拟签订

的合同或拟提交的 IPO 材料等； 

（四）网络安全审查工作需要的

其他材料。 

第八条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应当

自收到审查申报材料起，10 个工作日

内确定是否需要审查并书面通知运营

者。 

第九条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应当

自收到审查申报材料起，10 个工作日

内确定是否需要审查并书面通知运营

者。 

第九条 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采

购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带来的国家安

全风险，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的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

干扰或破坏，以及重要数据被窃取、

泄露、毁损的风险； 

第十条 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采

购活动、数据处理活动以及国外上市

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主要考虑

以下因素： 

（一）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的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

干扰或破坏的风险； 

（二）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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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和服务供应中断对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业务连续性的危害； 

（三）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开

放性、透明性、来源的多样性，供应

渠道的可靠性以及因为政治、外交、

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 

（四）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遵守中

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 

（五）其他可能危害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因素。 

 

键信息基础设施业务连续性的危害； 

（三）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开

放性、透明性、来源的多样性，供应

渠道的可靠性以及因为政治、外交、

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 

（四）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遵守中

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 

（五）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

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

非法利用或出境的风险； 

（六）国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

人信息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

利用的风险； 

（七）其他可能危害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和国家数据安全的因素。 

第十条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认为

需要开展网络安全审查的，应当自向

运营者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

日内完成初步审查，包括形成审查结

论建议和将审查结论建议发送网络安

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征求意

见；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15个工作

日。 

第十一条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认

为需要开展网络安全审查的，应当自

向运营者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

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包括形成审查

结论建议和将审查结论建议发送网络

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征求意

见；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15个工作

日。 

第十一条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

成员单位和相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第十二条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

成员单位和相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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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查结论建议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意见。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

位、相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

部门意见一致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

室以书面形式将审查结论通知运营

者；意见不一致的，按照特别审查程

序处理，并通知运营者。 

护工作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查结论建议

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意见。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

位、相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

部门意见一致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

室以书面形式将审查结论通知运营

者；意见不一致的，按照特别审查程

序处理，并通知运营者。 

第十二条 按照特别审查程序处理

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应当听取相

关部门和单位意见，进行深入分析评

估，再次形成审查结论建议，并征求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和相

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意

见，按程序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批准后，形成审查结论并书面

通知运营者。 

第十三条 按照特别审查程序处理

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应当听取相

关部门和单位意见，进行深入分析评

估，再次形成审查结论建议，并征求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和相

关部门意见，按程序报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后，形成审查结

论并书面通知运营者。 

第十三条 特别审查程序一般应当

在45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可

以适当延长。 

第十四条 特别审查程序一般应当

在 3 个月内完成，情况复杂的可以延

长。 

第十四条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要

求提供补充材料的，运营者、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应当予以配合。提交补充

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间。 

第十五条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要

求提供补充材料的，运营者、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应当予以配合。提交补充

材料的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间。 

第十五条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

成员单位认为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

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由网络安全审

第十六条 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

成员单位认为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

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数据处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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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公室按程序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批准后，依照本办法的规

定进行审查。 

以及国外上市行为，由网络安全审查

办公室按程序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批准后，依照本办法的规定

进行审查。 

第十六条 参与网络安全审查的相

关机构和人员应严格保护企业商业秘

密和知识产权，对运营者、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提交的未公开材料，以及审

查工作中获悉的其他未公开信息承担

保密义务；未经信息提供方同意，不

得向无关方披露或用于审查以外的目

的。 

第十七条 参与网络安全审查的相

关机构和人员应严格保护企业商业秘

密和知识产权，对运营者、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提交的未公开材料，以及审

查工作中获悉的其他未公开信息承担

保密义务；未经信息提供方同意，不

得向无关方披露或用于审查以外的目

的。 

第十七条 运营者或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认为审查人员有失客观公

正，或未能对审查工作中获悉的信息

承担保密义务的，可以向网络安全审

查办公室或者有关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运营者或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认为审查人员有失客观公

正，或未能对审查工作中获悉的信息

承担保密义务的，可以向网络安全审

查办公室或者有关部门举报。 

第十八条 运营者应当督促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履行网络安全审查中作出

的承诺。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通过接受举

报等形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第十九条 运营者应当督促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履行网络安全审查中作出

的承诺。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通过接受举

报等形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第十九条 运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运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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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运营者是指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保护工作部门认定的运营者。 

本办法所称网络产品和服务主要

指核心网络设备、高性能计算机和服

务器、大容量存储设备、大型数据库

和应用软件、网络安全设备、云计算

服务，以及其他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中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运营者是指经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保护工作部门认定的运营者。 

本办法所称网络产品和服务主要

指核心网络设备、重要通信产品、高

性能计算机和服务器、大容量存储设

备、大型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网络安

全设备、云计算服务，以及其他对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网

络产品和服务。 

第二十一条 涉及国家秘密信息

的，依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涉及国家秘密信息

的，依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网络产品和服务安

全审查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月 

日起实施，《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

查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