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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暨 

国家注册信息安全员 CISM 、国家注册信息安全 

专业人员 CISP 认证学习班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有关单位各有关单位各有关单位     

 

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

代化。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今年的两会首次把

“维护网络安全”写入 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信息安全成为国家

战略安全。 

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

立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根据国务院“国发〔2012〕23 号”文件

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切实增强信息安全保障

能力，提升信息安全从业人员资质和水平，培养一批具有信息安

全高级资质的专业人才，造就一批国家需要的信息安全专业人员

队伍。金融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提高信息系统安全

保障能力、提高信息安全从业人员专业能力至关重要。中国金融

认证中心和中电运行技术研究院共同举办国家注册信息安全员

CISM 、国家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 CISP 认证学习。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一一一、、、、认证与培训单位认证与培训单位认证与培训单位认证与培训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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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承办单位 中电运行技术研究院 

认证单位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二二二二、、、、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培训对象    

各单位信息化系统、数字化系统建设、运维和管理等安全技

术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三三三三、、、、培训时间及地点培训时间及地点培训时间及地点培训时间及地点    

CISM 2014 年 05 月 06 日）10 日 05 月 06 日全天报到  上海 

CISP 2014 年 05 月 06 日）14 日 05 月 06 日全天报到  上海 

具体报到地点提前一周另行通知具体报到地点提前一周另行通知具体报到地点提前一周另行通知具体报到地点提前一周另行通知    

四四四四、、、、课程安排课程安排课程安排课程安排    

CISM/CISP 课程安排详见附件 2、附件 3。 

五五五五、、、、考试和认证考试和认证考试和认证考试和认证    

考试由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和中电运行技术研究院组织实施，考试合格者由中国信息安全

测评中心颁发“国家注册信息安全员 CISM ”和“国家注册

信息安全专业人员 CISP ”资格证书及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和中电运行技术研究院联合颁发

的“国家注册信息安全员 CISM ”和“国家注册信息安全专

业人员 CISP ”认证培训证书。 

六六六六、、、、培训费用培训费用培训费用培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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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M 培训认证费 5400 元/人 含培训费、考试费、认证费、

注册年金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CISP 培训认证费 12800 元/人 含培训费、考试费、认证费、

注册年金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七七七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 1 张晗、马新蕊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电话 010）83511422、010）83526640 

传真 010）63555032）701 

邮箱 zhanghan@cfca.com.cn、xrma02@cfca.com.cn 

联系人 2 席梅莉 中电运行技术研究院  

电话 010）68842361 13911508336 13810476403 咨询  

传真 010）68877083  邮箱 zhongdianrh@vip.126.com  

文件下载 http://www.cfca.com.cn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  

http://www.powerun.org.cn 中电运行技术研

究院  

附件 1. CISM/CISP 报名回执表 

2. CISM 课程安排 

3. CISP 课程安排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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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CISM/CISPCISM/CISPCISM/CISPCISM/CISP 报名回执表报名回执表报名回执表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所属集团  

通讯地址  邮    编  网址  

参会审批人 性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学员姓名 性  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E-mail 培训项目 

 

 

      □CISP  □CISM 

       □CISP  
□CISM 

       □CISP  
□CISM 

       □CISP  
□CISM 

       □CISP  
□CISM 

是否住宿 □  是          □  否 住宿安排 □  单间          □  标间 两人合住  

培训费：     万   仟   佰   拾   元  ￥     元  

收款单位户名及账号： 

户    名：中电运行 北京 技术研究院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北辛安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5809200068810020000580920006881002000058092000688100200005809200068810 

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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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CISM CISM CISM CISM 课程安排课程安排课程安排课程安排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课程内容    

信息安全保障概论 

信息安全保障的基本概念、作用和意义 了解信息安全保障的总体思路和

基本方法了解国家信息安全 策法规 

第一天 

信息安全工程 

信息安全工程的基本概念和重要 系统安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

SSE）CMM  

信息安全管理基础 

信息安全管理基本概念 风险管理的概念和作用 安全管理控制措施的概

念和作用 信息安全管理方法 

第二天 

网络安全技术 

网络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网络架构安全 网络设备安全配置 常见网络

安全设备 

系统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基本知识 windows 系统的安全机制 Windows 系统安全安装

Windows 系统安全策略及安全配置 Windows 系统终端安全使用  第三天 

安全攻防 黑客攻击的分类 黑客攻击的常用术语 网络攻击基本流程 安全攻防实践 

第四天 考试 100 道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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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ISPCISPCISPCISP 课程安排课程安排课程安排课程安排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课程内容    

信息安全保障基础与实践 

信息安全保障基本知识 信息安全保障原理 典型信息系统安全模型与框架  

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概况 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工作基本内容。 

第一天 

信息安全工程原理与实践 

信息安全工程理论背景 安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 安全工程实施实践

信息安全工程监理 

密码学基础 密码学基础概念 密码学算法 对称、非对称、哈希函数  

第二天 

密码学应用 VPN 技术 PKI/CA 系统 

网络协议及架构安全 TCP/IP 协议安全 无线安全/移动通信安全 网络架构安全 

第三天 

网络安全技术 防火墙技术 入侵检测技术 其他网络安全技术 

安全漏洞及恶意代码 恶意代码基本概念及原理、防御技术 信息安全漏洞/安全攻防基础 

第四天 

安全攻防 目标信息收集/密码破解原理与实践 缓存溢出原理与实践 电子欺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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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与实例 拒绝服务攻击原理与实例 网页脚本漏洞原理与实例 计算

机取证 

操作系统及应用安全 

操作系统基础/安全机制 Unix 安全实践 Windows 安全实践 数据库基础

知识及安全机制/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管理/中间件安全 web 服务基础、web

浏览器与服务安全、电子邮件安全/FTP 安全、常用软件安全 

第五天 

信息安全法制研究与标准 

信息安全法规与 策概况 重点信息安全法规和 策文件解读 信息安全

道德规范 安全标准化概述 信息安全管理标准 ISMS/信息安全评估标准

CC 等级保护标准 

访问控制与审计监控、软件

安全开发 

访问控制模型 访问控制技术 审计和监控技术 软件安全开发概况 软

件安全开发的关键阶段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工作内容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实践 

第六天 

信息安全管理基础 

信息安全管理基本概念 风险管理的概念和作用 安全管理控制措施的概念和作用

信息安全管理方法 

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安全基本管理措施 

第七天 

重要安全管理过程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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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讲   

第八天 

CISP 考试  100 道单项选择题，两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