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7 年通信网络安全服务能力评定年度检查结果

序号 获证单位名称 证书类型 证书等级 证书编号 年检结果

1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中心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1 合格

2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2 合格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3 合格

4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4 合格

5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5 合格

6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6 合格

7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5-RA-B-007 合格

8 数据通信科学技术研究所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4-RA-B-008 合格

9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6-RA-B-009 合格

10
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风险评估 二级 CESSCN-2016-RA-B-010 合格

11
江苏君立华域信息安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01 合格

12
上海银基信息安全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05 合格

13 亿阳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06 合格

14
恒安嘉新（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07 合格

15 江苏天创科技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08 合格

16 北京安域领创科技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11 合格

17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12 合格

18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3-RA-C-013 合格

19 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4-RA-C-014 合格

20 南京太极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4-RA-C-015 合格

21
广州市安鸿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4-RA-C-016 合格

22
北京通和实益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所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17 合格

23 杭州迪普科技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18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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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19 合格

25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0 合格

26 重庆远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1 合格

27
成都思维世纪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2 合格

28
重庆市信息通信咨询设计院

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3 合格

29
浙江鹏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4 合格

30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5 合格

31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6 合格

32
广州万方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7 合格

33 电信科学技术第一研究所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8 合格

34 湖南创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29 合格

35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中心广东分中心
风险评估 一级 CESSCN-2015-RA-C-030 合格

36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安全设计与集成 二级 CESSCN-2015-SDI-B-001 合格

37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

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二级 CESSCN-2015-SDI-B-002 合格

38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二级 CESSCN-2015-SDI-B-003 合格

39 亿阳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二级 CESSCN-2015-SDI-B-004 合格

40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二级 CESSCN-2015-SDI-B-005 合格

41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二级 CESSCN-2015-SDI-B-006 合格

42 联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6-SDI-C-005 合格

43 中移全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4-SDI-C-006 合格

44 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4-SDI-C-007 合格

45 南京太极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4-SDI-C-008 合格

46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5-SDI-C-009 合格

47
河南省信息咨询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5-SDI-C-011 合格

48
浙江鹏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5-SDI-C-012 合格

49
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6-SDI-C-01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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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北京天星奥德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6-SDI-C-019 合格

51
北京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安全设计与集成 一级 CESSCN-2016-SDI-C-020 合格

52
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应急响应服务 一级 CESSCN-2015-ERS-C-001 合格

53
浙江鹏信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应急响应服务 一级 CESSCN-2015-ERS-C-002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