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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ERVICE MANUAL

疫情防控支撑服务手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

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 , 支撑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切实

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结合前一阶段助力国家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做法及经验，编制疫情防控支撑服务手册。

该手册从疫情监测分析、人员物资管控、智慧医疗、数字医疗网络安全保障、复工复产等方面提出相

关方案，特别是数字化平台的建议和推广有效提升了国家及相关部门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以应对疫情防控

的挑战。希望该手册的推出在助力各行业平稳有序恢复运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促进“线上复工”、“智

能复产”等新机制、新模式、新工具应加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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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面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各类风险及突发事件的重点应急物资保障调度支撑服务，通过构建数据采集、组织调度、视频
会商、物流监控、电子订货、供需对接、产融合作等功能，覆盖应急物资需、产、储、采、供等各环节，平时服务、灾
时应急，实现摸清底数、保障供应、平衡需求、科学调度、闭环反馈、精准服务，提升应急物资保障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

数字健康资源供给对接平台

整合 5G 医疗、医疗健康 APP、医疗专网、医疗云计算、医疗人工智能、医疗网络安全等数字健康资源，支撑主管部门
决策部署与资源调度，助力新冠病毒疫情防控。

人员物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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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行程卡

通信行程卡查询服务主要面向中国手机用户，能够查询个人国内和国际前 14
天内的行程，国内精确到省市（停留 4 小时以上），国外精确到国家。查询由
用户主动发起，可用手机软件（微信、支付宝等）扫码接入查询页面，或微信
小程序搜索“通信行程卡”进入小程序。

人工智能支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平台

人工智能支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平台由工信部科技司指导建设，是人工智能产业界与需求方技术交流和供需对接的
纽带，目前收集发布 500 余个人工智能抗疫产品，可对外提供人工智能抗疫产品查询、需求对接等服务。

5G 应用仓库

5G 应用仓库：开辟疫情专区，目前已有近 90 项应对疫情的 5G 优秀案例，该
平台可以对优秀案例进行推广，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与投融资对接，打通上
下游产业链，实现集聚发展。



面向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保障需求，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对全国医疗服务资源、
公共卫生服务资源、互联网诊疗资源的可视化监控、科学调配、决策预判，推动全国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保障体系和调度
能力全面升级，对全国医疗卫生资源和医疗健康产业资源的规划配置提供决策支撑。

医疗卫生资源和产业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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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平台具备互联网诈骗综合态势感知、监测预警、联动处置、深度分析
等能力，可为地方政府及企业提供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相关电信网络诈骗信息监测发现等服务。

工信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平台

疫情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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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传染病疫情线上问诊服务规范》线上问诊团体标准内容解析，规范线上问诊服务流程，确保问诊平台安全运行，
作为实证案例，为“互联网 + 防疫”构建第一道抗疫防线。

医疗行业线上服务标准

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类工程项目可研设计

◆ 医疗机构智慧医疗信息系统工程咨询与设计：面向各级医疗服务机构的智慧医疗医院服务信息化系统、远程医疗系统
等工程建设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服务。

◆ 医疗管理机构信息化系统与专用网络工程咨询与设计：面向卫健委、医保中心等医疗管理单机构的医疗卫生专网、区
域医疗服务平台等工程项目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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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体测温系统评测

AI 人体测温系统以非接触式的体温检测方式，不仅可实现快速体温筛查，进行远距离、大面积检测，还能实时预警体温
异常情况并迅速定位到异常目标。评估将依据相关评估规范，通过材料审查、企业披露和技术测试三种方式对参测产品
的功能、性能等指标进行测试，并依照规范中制定的判定准则对其进行综合评分。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检验

面向疫情防治的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医疗器械软件应
急审批，对产品提供应急注册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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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疫情防控机器人相关评测

针对防疫部门、公共场所所需的防疫机器人产品展开评估。
评估将通过技术测试、材料审查和企业披露等方式对参测
产品的基础功能、业务能力和服务性能等指标进行评测。

智慧健康系统咨询

面向医院智慧医疗信息化、区域医联体信息化、各级政府疾控中心医疗应急指挥体系等信息化建设工程，提供项目解决
方案咨询、工程立项咨询及工程设计服务。

通过场景共享、测试云化等方式，可以为防疫车、防疫设备提供分布式本地化定位性能测试，包括北斗定位、GNSS 融
合定位等。

北斗 / GNSS 融合定位性能测试共享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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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网络安全测试

面向疫情防治的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医疗器械软件应
急审批，对产品提供应急测试服务。

数字医疗网络安全保障

医疗公共互联网安全观测

为全国医疗机构提供公共互联网安全问题观测评估，包
括资产脆弱性、漏洞扫描、僵木蠕毒、网站篡改、安全
事件影响等，为医疗机构公共互联网安全技术问题提供
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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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医疗领域安全测评

◆  面向医疗机构及企业，为信息系统、网络平台等数字医疗网络提供安全评测评估服务，实现各系统平台安全有效运行。

◆  面向医疗卫生行业管理部门提供免费的网站监测和防护服务，为管理部门对行业的监督管理提供决策支撑。

◆  面向医疗机构及企业，提供医疗 App 安全检测，包括医疗 App 合规检测、源代码审计、漏洞扫描等，解决机构及企
业网络安全相关技术问题。

◆  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信息采集服务的系统平台、网站、App 类提供个人隐私合规、数据安全防护等指标的安全检测
服务。

◆  为医疗卫生行业信息系统及平台提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绿色通道。

行业信息系统网络安全检测

◆  面向教育行业提供免费的网站监测和防护服务，为教育行业信息系统及平台提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绿色通道。

◆  面向互联网行业提供免费的网站监测和防护服务为互联网行业信息系统及平台提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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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云相关服务评估

◆ 可信云疫情防控管理 SaaS 服务评估：面向人员健康信息摸排、出入管理、疫情数据统计等疫情防控 SaaS 服务，对服
务质量和数据安全等进行测试评估。

◆ 可信云企业协同办公 SaaS 服务评估：面向在线协同办公 SaaS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协同办公自动化、企业网盘、企业
邮箱、客服管理、视频会议以及电子合同，对服务质量和数据安全等进行测试评估。

◆ 可信云在线教育 SaaS 服务评估：面向视频直播、培训、考试等在线教育 SaaS 服务，对服务质量和数据安全等进行测
试评估。

疾控应急通信系统与综合应急平台工程项目可研设计

面向疾控中心的应急装备、应急通信系统、综合应急指挥平台等工程建设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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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类
互联网服务隐私合规咨询

提供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解读，为智慧医疗、远程办
公、在线教育等互联网企业提供合规咨询服务，提供方式
包括线上 1 对 1 咨询、安全技术测试，输出成果包括咨
询意见、技术检测报告，帮助企业提升隐私和个人信息保
护安全能力。

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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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制定与评估

支持地方政府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制定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扶持政策，并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做好政策实施评
估工作。

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程度评估

建立疫情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客观评价疫情对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评估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服务地方政府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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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监测

协助地方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跟踪监测区域内中小企业复
工复产情况，输出复工复产分析报告，服务地方政府精
准施策。

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平台

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大屏显示等技术手段，协助产业园区、开发区客户搭建中小
企业运行监测平台，客观呈现区域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输出中小企业发展景气指数、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指数等。

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通过筛选可信数字化服务商和优秀数字化应用，推动线上线下供需对接，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主要针对中小企业主
管部门、行业协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包括：建立相关的标准，设计评价体系，推进可信服务商和优秀应用的认证；定期
发布可信服务商和优秀应用名录，并开展动态监测和调整；推动线上线下的供需对接，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优惠、可靠
可信的数字化产品；推动产融对接，为可信服务商和金融资本搭建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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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直通车平台

助力各地政府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政策解读，供需对接，金
融服务等直通车服务，并利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监测能力，
为各地方复工复产提供宏观指数。复工直通车将逐步升级为支
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防疫复工数字化支持系统

防疫复工数字化支持系统为企业提供了一套全员健康和复工复
产管理的数字化工具，帮助企业实时收集和汇总自身情况，健
康打卡数据结合健康码的通行机制，形成企业级的防疫和复工
指挥系统；以此为基础，结合产业大数据，可以根据需要实时
建立行业级或区域级的复工复产大屏，一“幕”了知产业复苏
情况；与此同时，系统还将连接各地的复工复产政策及产业界
资源，为政府与企业建立连接通道，助力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
基于区块链技术为用户赋予数字身份标识，通过安全计算和零
知识证明等技术手段保护用户隐私，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企业和
社区提供复工复产相关的健康考勤打卡，访客登记、排班及通
行证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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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案例

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

新冠疫情期间，支撑工信部建设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
度平台。平台包括数据填报、组织调度、电子订货、物流
监控等功能，实现对医疗物资保障工作的数据采集、供给
监测、需求平衡、供需匹配、物流监控等全流程覆盖。平
台涵盖 9 大类 161 种医疗物资产品，支撑开展物资保供、
复工复产、扩产转产、产融结合等各类调查分析工作。
2020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考察国家
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并对物资保障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平台功能可进一步扩展丰富，为各级政府的各类应
急物资保障调度提供服务支撑。

电子订货
系统

物流监控
系统

数据采集
系统

组织调度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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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资源和产业大数据平台

面向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保
障需求，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对全国医疗服务资
源、公共卫生服务资源、互联网诊疗资源的可视化监控、
科学调配、决策预判，推动全国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保障体
系和调度能力全面升级，对全国医疗卫生资源和医疗健康
产业资源的规划配置提供决策支撑。

平台基于卫健委已有医疗卫生统计数据、全国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实时上报数据、互联网医疗产业企业数据、药品产

业、医疗器械产业国家药监局统计数据数据等，主要整合
医疗服务资源（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床位、医护人数、医
疗设施设备、检测能力及试剂等）、公共卫生服务资源（疾
控中心、急救中心、防护物资、疾病预防控制能力、疫苗
配送、妇幼及老年人健康管理资源等）、互联网诊疗资源（全
国远程医疗平台、互联网咨询问诊平台）等资源数据，可
面向传染病、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无灾害正
常状态，开展医疗卫生资源全国分布及供需分析、重点地
区医疗卫生资源供需分析、定点帮扶地区资源流向分析、
重点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预判预警等，支撑主管部门疫情防
控科学决策和资源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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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网安全观测平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利用新冠肺炎相关题材开展网络
钓鱼、针对医疗机构的暴力破解等攻击高发。为了防范疫
情防控期间的各类网络安全事件，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安全
有序开展，安全所利用产业互联网安全观测平台，实现对
全国范围内数字医疗等重点产业机构的安全观测，及时
发现和预警相关产业网络安全风险，护航和助力疫情防
控工作。

平台基于安全研究所产业互联网安全实验室技术能力，可
针对公共互联网环境下医疗机构的数字资产脆弱性、安全
漏洞、网站篡改、恶意程序植入等重点安全问题进行观测
和扫描，形成全方位的安全评估报告，推动产业安全能力
提升。

疫情期间，安全所持续观测和总结了数字医疗领域网络安
全问题和风险变化趋势，为主管部门提供科学决策支撑，
为市场提供风险预警参考。



卫生防疫电话“呼必达”业务是码号服务推进组在疫情防
控期间针对防疫专用电话推出的“来电亮身份”业务。该
业务通过联合 360 手机卫士、腾讯手机管家、搜狗号码通、
百度手机卫士、泰迪熊移动、电话邦、阿里钱盾、号码百
事通等企业，通过采集各级卫生防疫部门需求，对防疫工
作开展有关电话号码进行准确打标，用户在接到有关防疫
部门来电时，手机屏幕上会准确显示号码所属单位及使用
用途，让用户安心接听。该业务推出后，为国家部委、省
/ 市 / 县、地区 / 街道等各级防疫部门共计近 4000 余个
号码提供准确标记，实现卫生防疫电话接通率大幅提高，
保障防疫工作有序开展。

卫生防疫电话“呼必达”项目

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咸宁

正在拨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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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象”科学防疫和复工复产数字化支持系统

防疫复工数字化支持系统为企业提供了一套全员健康和复
工复产管理的数字化工具，帮助企业实时收集和汇总自身
情况，健康打卡数据结合健康码的通行机制，形成企业级
的防疫和复工指挥系统；以此为基础，结合产业大数据，
可以根据需要实时建立行业级或区域级的复工复产大屏，
一“幕”了知产业复苏情况；与此同时，系统还将连接各
地的复工复产政策及产业界资源，为政府与企业建立连接
通道，助力构建新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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