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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加快推进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

台，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依法推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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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公共数据资源在公开共享等环节的安全评估与保护，建立互联网企业数据资源资产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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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营造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建立网络空间治理基础保障体系，完

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完善网络信息有效登记和网络实名认证。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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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全面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完善涉及国家安全重要信息系统的设计、建设和运

行监督机制。集中力量突破信息管理、信息保护、安全审查和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提高自主

保障能力。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装备威胁感知和持续防御能力建设。完善重要信

息系统等级保护制度。健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要信息系统条块融合的联动安全保障机

制。积极发展信息安全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