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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形势

• 解决0和1
的问题

• 网络联通
• 数据集中

• 数据融合
• 安全可信 

电子政务1.0 电子政务2.0 电子政务3.0

操作系统平台化 操作系统安全能力 操作系统生态环境



省网管

省公文系统

省OA

地市网管

地市公文

①无防护连接

地市终端

省信息中心

地市信息中心

③非法接入

实际网络

Internet

Internet

地市OA

网管服务器遭
到攻击，设备
无法正常维护

大面积病毒爆发,
办公网络不可用，

网管OA 公文系统

理想模型    vs

①无防护连接

②越权访问

④应用系统漏洞

⑤终端漏洞

01 我国电子政务安全挑战



01 新形式下，电子政务对于操作系统要求

电子政务
互联网服务区

办公区

省市分支
纵向-横向互连

数据中心

Internet分支机构 主要安全需求

1. 控制互联网端的黑客攻击和木马等；

2. 提高工作效率，

3. 控制人员权限；

4. 安全可信

5. 虚拟化节约资源

6. 完善的软硬件支持

7. 自主可控

主要安全需求

1. 抵御黑客攻击、木马和病毒；

2. 分支机构间建立可的传输通道；

3. 可以互联及认证分支机构；

4. 隔离不同的安全区域；

5. 自主可控



01 为什么我们的电子政务要自主可控

震网及火焰病毒 黑色能量 勒索病毒 熔断和幽灵漏洞

漏洞起源 操作系统漏洞 办公软件漏洞 操作系统漏洞 CPU漏洞

影响后果 影响战略设施 影响基础民生设施 大量基础设施 几乎所有硬件设备

启示 CNA计算机和网络
战争中要对关键设施
进行安全防护

国家网络安全纵深，
每个基础节点要有安
全边界

在操作系统漏洞前，
安全边界能力消失了

在CPU漏洞前...



• 开放包容，联动增长
• 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开放合作

•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 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创新

01 安全可信电子政务事业发展



01 符合电子政务要求的操作系统产品技术



01 电子政务专用安全系统

同源支持
多CPU

虚拟化 软硬件兼
容性

高安全性

可定制性 高可用性

• 专用虚拟化系统运营管理
• 不应具备超级管理员，最小权限，三权
• 运行维护原则上禁止外包，全程陪同
• 强化物理访问控制，集中放置，双人
• 虚拟桌面按照生命周期统一管理
• 虚拟化层的漏洞检测评估



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

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

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

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要改革科技研发投入产出机制

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实施网络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

备攻坚战略，推动操作系统、核心芯片、高性能计算、

移动通信、量子通信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的核心技术要 - 自主创新



02 历史积淀丰厚，专业化发展

13年

28年
• 源于中软：超过28年操作系统业务发展，是中国最

早从事操作系统研发与推广的企业，积淀丰厚

6年



02

• CMMI 5级认证：2015年7月完成3年复评

•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公安部相关资质和报告
• 中标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LSB4.0认证
• 中标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CGL5.0认证（电信级LINUX认证）

完善资质，赢得信任



02 操作系统最难一跃：生态环境打造



电子政务领域应用情况
从2000年开始，就为中国政府提供系统，至今已经积累大量客户案例

成功案例众多

03 整体应用情况



整体应
用突破

自主可
控领先

应用推广持续深化
• 国家重大工程：在金审、金纪、金关、金安、金税、金盾等多个金字号工

程项目中得到了应用

• 行业突破：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国土资源、工商、知识产权、医疗、

海关、统战、机要、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服务器操作系统，已经在自主可控和核心领域领先
• 自主可控：在自主CPU配套操作系统领域具领先位势

• 国防领域：在国防领域积极开拓与各兵种以及部队院校的合作，在国防领

域积极推进自主可控进程

• 电子公文领域应用范围广泛

01

02

03 整体应用情况



六年中国第一03 市场成绩

核高基应用示范项目：
截至目前，前期核高基12个课题中共有11个课题选用了中标麒麟桌面操作系统，分别
为：中办课题、工信部课题、电监会课题、装备学院课题、总后课题、广东省人民政
府课题、江西省人民政府课题、广州市人民政府课题、济南市经信委课题和湖南省人
民政府课题；替代X86+Windows。



金纪工程合作：
全国纪检监察信息专网建设
多地方纪委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纪委虚拟化项目

03 电子政务成功案例



 纳税服务：完成“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建设，进一步强化纳税服
务和税收管理，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税收征收率，降低征纳成本。12366纳税服务热线系统是
“四平台”中的全国统一纳税服务平台。应用情况：目前已经完成了包括北京、海南、天津、
安徽、新疆、湖南等31省级国税系统的实施
 参与金税三期“身份认证系统”、“发票升级系统”等应用系统的建设，进入金税的核心应
用系统，当前“计算存储项目”、金税三期省级优化版项目已经中标
双方在税务领域共同部署了大量设备，服务能力获得用户认可

03 电子政务成功案例



实现广东省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进行统一规划和管
理，对全省公安视频资源进行统一调配与资源共享。
整个系统通过对模拟信号数字化实现对各主要道路、
闸口、关键场所实现实时视频监控并对监控资源进行
存储和有效管理

已经完成近10几个地市的系统部署工作，部署服务器
操作系统数量超过500套，每个地市承载100TB左右
的视频数据量

今天

03 金盾工程-广东省社会治安监控系统



课题将在广东省包括云浮市在内的地市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建成基于国产软硬件的地

方政府部门办公信息系统示范工程，同时编制相关标准规范。

龙芯3A2000安全可靠桌面终端终端，龙芯3B2000服务器， 中标麒麟操作系统、运行稳定、可满足示范应用的需要。

中标软件针对课题需求，专门进行大量定制化的工作: 手写输入，模拟盘符，

03 电子政务领域应用部署



 2014年 AWS 进入中国，同时宣布独家支持中
标麒麟操作系统

 2016年 微软宣布独家支持中标麒麟成为其公
有云平台上唯一国产操作系统

 2017年5月 中标麒麟参加阿里云栖大会，会上
联合宣布正式入驻阿里云平台

03 操作系统平台化 - 公有云



03 国产OS加国产CPU提升整机性能

国产龙芯3A3000处理器
中标麒麟V7桌面
整体64位架构

整体性能接近国外产品
完全自主架构，无后顾之忧

基于中芯28nm FDSOI工艺
自主GS464E架构(自主指令系统
LoongISA)
四核64位，主频1.5GHz
功耗仅30W，

定制优化
兼容用户习惯界面 64位系统

整体性能提升架构



统一入口

验证中心

产业联盟

03 中标麒麟和合作伙伴共同提供完善服务



• 勒索病毒到幽灵和熔断，这些越来越厉害的安全事件都是在提醒我们：核心信息
产品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真正的安全和可控。

• 自主可控国产操作系统和芯片带动整机，为产业带来全新的机遇和市场逻辑，而
且是中国创新发展、打造本质安全的长期战略。

• 中标软件作为专业化的操作系统企业，28年积累，形成了品牌、市场、业务实力
第一。

• 电子政务领域是关系国家民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必须实现自主可控，才是对事业
和人民的负责。

总结



云 端构建大政务
Fu 务可控自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