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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公安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公安局指挥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毛博文、张驰、刘金畅、许鲲、李少鹏、王伯爵、韩大鹏、王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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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维护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警务民生服务系统在运行维护的组织建立、规划、实施、检查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警务民生服务部门的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40-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0984-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GB/Z 20986-2007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 

GB/T 28827.1-201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8827.2-201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2部分：交付规范 

GB/T 28827.3-201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3部分：应急响应规范 

GM/T 0054-2018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警务民生服务系统  police livelihood service system 

由基础环境、网络、硬件、软件和数据等组成的系统，用于直接或间接支撑警务民生服务。 

4 总则 

4.1 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工作应进行整体规划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 

4.2 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工作应确保信息系统安全，建立和完善保障体系，按照规划实施运行

维护工作并对运行维护的结果、过程以及相关管理体系进行监督、检查、评估和优化。 

4.3 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维护操作应留有记录、可追测。 

5 组织建立 

5.1  应明确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维护工作的组织机构，建立运行维护领导小组和运行维护实施小

组。 

5.2 运行维护领导小组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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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的运行维护资源； 

——审核并批准运行维护策略； 

——审核并批准运行维护计划； 

——批准和监督运行维护计划的执行； 

——定期评审、修订运行维护计划； 

——审核信息系统应急预案，处理重大应急响应事件； 

——负责运行维护组织与外部的协作工作。 

5.3 运行维护实施小组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分析运行维护需求(加风险评估、业务影响分析等)； 

——制定运行维护计划细则； 

——制定具体角色和职责分工细则； 

——制定运行维护协同调度方案； 

——执行运行维护计划，负责日常操作的实施； 

——负责处理应急响应事件，保障信息安全并对处理结果负责； 

——总结运行维护工作，提交运行维护总结报告； 

——执行运行维护计划的评议，修订任务。 

5.4 运行维护提供方应具备符合 GB/T 28827.1-2012 规定的条件和能力，交付符合 GB/T 28827.2-2012

规定的运行维护服务内容、方式和成果。 

6 运行维护规划 

6.1 确定运行维护对象 

运行维护对象包括以下内容： 

——警务民生服务应用系统：完成特定警务民生服务业务功能的系统，包含警务民生服务信息管理

系统、警务民生服务信息共享利用系统等； 

——基础环境：为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提供基础运行环境的相关设施，包含温湿度监控系统、弱

电智能系统等； 

——网络平台：为警务民生服务系统提供安全网络环境相关的网络设备、电信设施，包含路由器、

交换机、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负载均衡设备、通信线路等； 

——硬件平台：警务民生服务系统中的各类计算机设备，包含服务器、存储设备等； 

——软件平台：安装运行在计算机硬件中的软件程序构成警务民生服务系统的软件程序，包含系统

软件、支撑软件、应用软件等； 

——数据：警务民生服务系统中采集并处理的数据和信息，包含警务民生服务数据、软件系统配置

信息、操作记录等； 

——其他：其他需要维护的系统。 

6.2 规划内容 

规划包括以下内容： 

——运行维护工作的总体策略和总体内容； 

—— 实施计划、检查计划和改进计划； 

——主体角色和职责分工、关键技术要求； 

——管理流程和协同调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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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计算方法和奖惩措施； 

——安全要求和保障措施； 

——风险规避计划； 

——根据 GB/T 28827.3-2012和 GB/Z 20986-2007制定的应急响应预案； 

——运行维护制度； 

——备品备件； 

——其他必要的资源。 

7 运行维护实施 

7.1 例行操作 

7.1.1 监测和预警 

7.1.1.1 运行维护实施小组应负责运行维护相关信息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工作，建立事件报告和通报

制度。 

7.1.1.2 发现警务民生服务系统隐患的部门，应立即向运行维护实施小组报告，运行维护实施小组接

到隐患报告后应当经初核后，进行隐患情况的综合汇总，研究分析可能造成损害的程度和影响范围，提

出初步行动对策，并根据隐患严重情况向运行维护领导小组报告。 

7.1.2 巡检管理 

运行维护实施小组负责组织警务民生服务信息系统相关的机房环境、计算机硬件、配套网络、基础

软件、应用软件的巡检，协调各部门、系统集成商、相关厂家的关系，管控巡检进度和质量。 

7.1.3 问题管理 

7.1.3.1 建立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问题库，在系统运行维护中或在故障处理中发现的系统隐患或暂

时不能解决的故障应列入问题库进行持续的跟踪管理。 

7.1.3.2 问题可由任何人向运行维护实施小组提出，并由运行维护实施小组确认后向运行维护领导小

组提交，由运行维护领导小组组织讨论明确问题的责任人、配合人员，制定解决方案、工作计划和时限

要求。 

7.1.3.3 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将问题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并预防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7.1.3.4 问题责任人根据解决方案、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工作，并按照工作计划、进度要求向系统运行

维护领导小组定期汇报工作进度。 

7.1.3.5 问题责任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应经运行维护实施小组测试确认后，从问题库中删除，问题

处理中产生的所有文档应进行统一管理。 

7.1.4 配置管理 

运行维护实施小组应负责建立配置管理数据库，并参照配置管理流程对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资产(软

件、硬件、文件、合同等)及其配置进行管理，确保系统、服务和部件等配置项的完整性，保证配置项

的变更是可追踪和可审核的。 

7.1.5 备份及日志管理 

7.1.5.1 对各项操作均应进行日志记录，运行维护人员应定期对操作日志、安全日志进行审查，对异

常事件及时跟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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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2 运行维护实施小组依据数据变动的频繁程度以及业务数据重要性，制定备份计划，经过运行

维护领导小组批准后组织实施。 

7.1.5.3 运行维护实施小组应按照备份计划对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进行定期备份，原则上对于系统实施

每周一次的数据库级备份，每月一次的系统级备份；对所有备份的数据，应每月进行不少于一次的数据

完整性校验；对于需实施系统升级等变更的系统，在变更实施前后均应进行数据备份，必要时进行系统

级备份。 

7.1.6 技术资料管理 

7.1.6.1 系统资料主要包括： 

——系统结构图及相关技术资料； 

——机房平面图、设备布置图、电源电缆、信号线、地线图； 

——网络连接图和相关配置资料； 

——各类软硬件设备配置清单； 

——应用系统源代码； 

——设备或系统使用手册、运行维护规章制度等资料； 

——所有子系统的介质、许可证书、版本资料等；  

—— 所有子系统的安装手册、操作使用手册等技术资料； 

——上述资料的变更记录。 

7.1.6.2 配置数据资料主要包括： 

——配置数据管理应包含各种静态数据资料（如系统的各种多数设置等）及变更记录； 

——维护人员必须维护最新的当前系统配置数据。 

7.1.6.3 运行记录资料主要包括： 

—— 维护计划和适用的各种规章制度； 

——系统运行记录和检查记录； 

—— 故障及处理、设备检修、返修记录； 

—— 系统备份磁带、磁盘光盘的更换及相关信息汇总记录； 

—— 软、硬件设备变更和系统参数变更。 

7.1.7 安全管理 

7.1.7.1 安全管理应符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相关规定，具体要求应符合 GB/T 2239-2008和 GB/T 

2240-2008，实行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的警务民生服务系统，也应严格按照相应的规定管理。 

7.1.7.2 密码技术的应用应符合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具体要求应符合 GM/T 0054-2018，实行

密码保护的警务民生服务系统，应严格按照相应的规定管理。 

7.1.7.3 应定期对警务民生服务系统涉及的运行环境和系统进行风险评估、评估的要求和指南应符合

GB/T 20984-2007。 

7.1.7.4 应根据对警务民生服务系统运行环境和系统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安全机制和策略，包括：

加密机制、访问控制机制、身份认证机制、数据完整性机制、数字签名机制等，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

预案，确保警务民生服务系统的发全。 

7.1.7.5 应监控信息安全状况，建立信息安全监控的规程或制度，明确信息安全监控的职责，确保信

息安全。 

7.1.7.6 应建立信息安全响应机制、建立各个系统安全响应的工作流程，及时接收相关部门的安全预

警，确保在信息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及时响应恢复正常工作、调查安全事件根源做出事件分析报告，提

出安全建议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事件带来的损失，保证警务民生服务系统安全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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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7 遇到病毒爆发或对业务有潜在重大影响的安全事件发生时，应及时上报运行维护领导小组。 

7.2 响应支持 

7.2.1 应急响应管理 

运行维护应急响应过程可划分为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和总结改进等主要阶段，其基本

过程和管理方法应符合GB/T 28827.3-2012的规定。 

7.2.2 变更管理 

7.2.2.1 建立变更类型和范围管理的机制，并对变更过程进行全程管理，包括变更请求、评估、审核、

实施、确认和回复等。  

7.2.2.2 任何变更及调整应经过运行维护领导小组批准。变更必须在非主要业务时间进行，应根据变

更情况按预先方案进行测试验证，验证通过后向运行维护领导小组汇报结果，并完成相关文档资料的更

新，所有变更记录应详细和完整。 

8 运行维护检查 

8.1 运行维护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检查工作，应包括： 

——定期评审运行维护过程及相关管理体系确保运行维护能力的适宜和有效； 

——调查系统使用者的满意度并对运行维护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检查各项指标的达成情况。 

8.2 运行维护领导小组对运行维护管理情况进行评估，针对检查的问题及不足，修改和优化运行维护

管理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