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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试点机构目录
（共 48 家，以行政区划为序）

机 构 名 称 联系人 联 系 方 式 注册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密码应用
研究中心

唐明环 010-87901050
15611013602 北京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许 斌 010-82813226
18518381615

北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
五研究所（信息产业信息安
全测评中心）

刘 健 010-89055527
13810224844

北京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李 凡 010-57687642
18611902850

北京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杨 晨 010-62661700
13501243113

北京

中国科学院数据与通信保护
研究教育中心

陈天宇 010-82546426
13466601024 北京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司华锋 010-80864613
15810150154

北京

中科信息安全共性技术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杨瑞军 010-82486161-307
15011431319 北京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刘志宇 010-68773939
13581805962 北京

北京市电子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

董 云 010-67114964
13621356688

北京

北京软件产品质量检测检验
中心

郭剑虹 010-82825511-635
1355244909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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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测评中心第一测评实验室
（北京卓识网安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赵丽国 010-69695180-816
13701065696

北京

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李晨旸 010-84437918
13810806315

北京

北京银联金卡科技有限公司 张 胜 010-81131601
13911359473

北京

交通运输信息安全中心有限
公司

刘 艳 010-65293506
13810612167

北京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
科学研究院

宫铭豪 010-86098103
18611181284 北京

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电子政
务外网管理中心）

赵 帅 010-63691576
13581827218

北京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吴冬宇 010-59613856
18911228014 北京

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
检测中心

肖秋林 010-59703728
13718563922 北京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李 威 010-66178440
13521721063

北京

天津云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张玲艳 022-27607853
18202513309 天津

中互金认证有限公司 李文宝 010-88720451
15201294794

天津

河北翎贺计算机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宋立强 0311-68002368
18132693334 石家庄

北方实验室（沈阳）股份
有限公司

袁洪朋 024-83785839
18698896837

沈阳

长春市博鸿科技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邢秀山 0431-81869101
13804302818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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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信息安全测评认证
中心

张俊彦 021-63789900-411
18121385585

上海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公安部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
心、国家网络与信息系统安
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李 升 010-51607592
13331101888

上海
杨元原 021-64336810-1807

18721525396
智巡密码（上海）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史为国 021-60700168
15618089855

上海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张五一 025-51859618
13951622653 南京

江苏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张腾标 0510-85100466
18961815926

无锡

杭州安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刘朋飞 0571-87759285
15911156370 杭州

浙江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
研究院

朱晨鸣 0571-81029696
15167100948 杭州

浙江东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郭 敏 0571-88219016
13758109048

杭州

安徽科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周苏皖 0551-65708090
18855170782 合肥

福建金密网络安全测评技术
有限公司

戴 峰 0591-87515596
13860600220

福州

江西智慧云测安全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

李海滨 0701-6680729
18600002720 鹰潭

山东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院
（中国赛宝（山东）实验室）

孔 群 0531-86993737
15953170102

济南

山东道普测评技术有限公司 张海燕 0531-82605299
13583109640

济南

河南中科安永科技有限公司 郭军武 0371-67121309
13213103160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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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中安密码检测有限公司 刘 昕 0731-85235448
15116304342

长沙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
究所（中国赛宝实验室）

刘 杰 020-87237045
13922750725

广州

广州竞远安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王海华 020-38483680-8102
13503017686

广州

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石佳弋 0755-83764999-8070
13671057652

深圳

重庆巽诺科技有限公司 彭 润 023-63410769
13368378877 重庆

成都市信息系统与软件评测
中心

王 娟 028-85123386
18980889702

成都

成都创信华通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胥 滔 028-85328724
19938455338 成都

新疆天行健信息安全测评
技术有限公司

陈 晨 0991-2319298
15199028038

乌鲁
木齐

新疆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陈柯序 0991-5120091
1599168837

乌鲁
木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