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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新型全国涉税APP生命期一体化服务平台 

一、 背景 

(一) 政策要求 

2016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网络安全法》明确：国

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

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需要建立纵深安全

防护体系——风险评估+安全监测+安全态势感知等多方面的安全

防护。     

2019 年 12 月 1 日，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标准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正式实

施，对移动安全提出明确防护要求。 

2019 年 1 月 25 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开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

项治理的公告”，开展 APP 专项治理。 

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坚持‘战建互促’‘攻防并举’，坚持‘安

全即服务’‘以实战为导向’，着力构建一体化的网络安全保障体

系，不断提高税务系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的指导思想。 

二、 现状及问题 

(一)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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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 11 月起，构建了税务移动应用 APP

全生命周期安全的防护系统。对全国各级税务机关在互联网移动

应用市场、门户网站所发布的涉税 APP 提供安全编码、安全 SDK保

护、源码审计、安全加固、渗透测试、安全检测、个人信息保护、

盗版检测等功能支持，通过第三方应用市场渠道监测，对发布后的

APP 进行监测，努力实现全国涉税 APP能够安全下载和使用。 

(二) 存在问题及分析 

一是，涉税APP防盗版能力需进一步增强。目前，税务采用两

种方式防止APP盗版：APP加固、对分发渠道上的APP进行分析。由

于这两种方式无法确定APP开发者真实身份，APP完整性难以保证，

因此，APP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辨别，给监测APP篡改、假冒带来

困难。要解决涉税APP开发者真实性问题。 

二是，涉税APP在第三方移动应用市场发布、下载仍存在严重

安全风险。目前，涉税APP发布的主要渠道是互联网移动应用市场，

这些市场对APP开发者和APP安全审核不严格，软件恶意行为不被

约束，仿冒软件泛滥，涉税APP在这种环境里受到攻击、假冒的风

险非常大，监管难度和成本高。据国际专业组织报告《2019移动应

用威胁态势报告》将国内多家APP商店，包括华为、小米、手机助

手等，列为“最可能下载恶意APP的商店”。要解决涉税APP可靠分

发渠道问题。 

三是，涉税APP在手机上安装运行尚未满足等级保护2.0新要

求。涉税APP在移动终端安装、运行时没有实行实名签名验证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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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不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2.0对APP签名验证要求，一旦安装了

被二次打包的恶意软件，移动终端则会遭遇广告骚扰、吸资扣费、

窃取用户隐私，严重的可通过APP攻击税务信息系统。要解决APP计

算环境安全问题。 

三、 目标 

为进一步提升涉税移动应用APP系统安全性，降低纳税人数据

泄漏的风险，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满足国家网络安全政策法规新

要求，新型全国涉税APP生命期一体化服务平台的目标是： 

1.整合涉税APP开发、检测、发布流程，构建全国涉税APP一

体化集中管控平台。 

对税务APP开发商进行统一资质审核、备案和管理，保证APP

开发商是正规的税务总局认可的机构，满足等级保护2.0对APP开

发者的要求，保证APP供应链安全；对涉税APP进行统一安全合规检

测；对通过安全检测的APP实行备案、集中发布，彻底规避涉税APP

在第三方移动应用市场发布安全风险，满足等保2.0对APP发布渠

道的要求，提高总局对全国涉税APP上线后监管力度和效率，降低

监管成本。 

2. 提高涉税APP监管实战化能力和水平，建立APP生命期实

时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监测平台。 

整合涉税APP开发商注册、APP上架、下载、安全及合规检测、

盗版分析等数据，将全国涉税APP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平台数据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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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态势感知平台等其他系统，对全国涉税APP全网、全时段实施

安全监测，有效地支撑税务系统的安全运营；对重点涉税APP的安

全监测提供数据支撑，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执法依据。 

3.增强涉税APP防盗版能力，构建以国产密码技术为核心的

涉税APP实名签名/验证机制。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采用国产密码算法技术，构

建以国产密码技术为核心的涉税APP实名签名/验证机制，对涉税

APP进行实名签名保护，APP运行时对进行签名验证，满足等保2.0

关于APP指定签名证书的要求，彻底防止假冒、二次打包涉税APP安

装、运行。 

4.增强APP安全检测、加固技术手段，保证纳税人个人信息及

涉税数据安全。 

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涉税APP个人信息安全检测，保证不

存在超范围采集个人敏感信息，在APP发布前进行漏洞、恶意代码

扫描等安全检测和加固，保证APP代码合规性、安全性，防止涉税

APP被病毒，木马，蠕虫侵入造成涉税数据和个人数据被窃取。 

四、 解决方案 

（一） 平台总体结构 

利用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新型全国涉税 APP 生命期一体化

服务平台”（简称“平台”），以密码技术为核心，面向全国涉税 APP

开发商、涉税 APP 使用者提供：涉税 APP 开发商审核、备案、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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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检测、数字签名/验证、集中下载等服务，并为国家税务总局

提供监测数据支撑。见下图。 

 

 

 

平台由三个子系统组成：涉税 APP 开发管理、涉税 APP 下载

平台、涉税 APP监管平台。 

１.涉税 APP 开发管理系统 

为涉税 APP开发商提供注册、审核、备案，APP 签名证书，安

全辅助开发，APP提交、检测、加固等服务。平台管理员审核开发

商资质，APP开发商国密证书管理，APP开发商资料管理等。 

２.全国涉税 APP 下载平台 

对开发商提交的 APP 进行安全审核、检测，对合格的 APP 进

行二次签名，涉税 APP 进行上架、下架、版本等管理。全国涉税

APP 用户通过“涉税 APP 手机客户端”下载使用涉税 APP。 

３.涉税 APP 监管平台 

对全国涉税 APP 开发商、APP 基本信息、APP 下载量、APP 日

活量、APP崩溃信息、安全及合规检测、盗版等数据进行全生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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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监测据、统计分析，以可视化图表动态呈现全国涉税移动应

用的实时安全态势，对重点 APP 进行持续监管，并将数据输送到

税务总局网络态势感知平台等其他系统。 

（二） 目标保障 

1.整合涉税APP开发、检测、发布流程，构建全国涉税APP一

体化集中管控平台。 

（1）平台对税务 APP开发商进行统一资质审核、备案和管理，

审核企业法人信息、企业营业执照、地址等资质信息，审核通过后

为开发者提供开发者证书，保证 APP 开发商是正规的税务总局认

可的机构，保证 APP 供应链安全，满足等保 2.0 三级安全建设管

理相关条款要求： 

——8.3.4.1移动应用软件采购：b)应保证移动终端安装、运

行的移动软件由指定的开发者开发。 

——8.3.4.2移动应用软件开发：a）应对移动业务应用软件

开发者进行资格审查。 

（2）平台对涉税 APP进行统一安全合规检测，包括漏洞扫描、

安全检测、内容检测、个人隐私权限检测等，分析 APP是否有恶意

代码、安全漏洞、滥用权限、非法收集信息、违法内容等潜在风险，

保证 APP 安全、绿色、合规。满足等保 2.0第三级关于 APP“软件

安全检测”要求： 

——8.1.9.4自行软件开发：e)应保证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对

安全性进行测试，在软件安装前对可能存在的恶意代码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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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对开发商提交的 APP 检测完毕后，对不合规的 APP

通知开发商进行整改，重新提交检测。将合规的 APP 统一发布到

税务专用应用市场，并对所有应用进行上架、分类、更新、下架、

安全策略设置等管理，提高总局对全国涉税 APP 集中管控力度和

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满足等保 2.0 关于 APP“可靠渠道”下载要

求： 

——8.3.4.1 移动应用软件采购：a)应保证移动终端安装、

运行的应用软件来自可靠分发渠道或使用可靠证书签名。 

2.提高涉税APP监管实战化能力和水平，建立APP生命期实

时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监测平台。 

（1）汇总显示全国涉税 APP 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平台数据，

并将其输送到态势感知平台等其他系统，对全国涉税 APP 全网、

全时段实施安全监测，有效地支撑税务系统的安全运营。 

（2）对重点 APP进行持续监测，收集其漏洞数据、崩溃数据、

权限使用、恶意行为等数据，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执法依据。并对

发现的威胁主动预警，利用威胁情报快速检测、响应、分析和预防

各类网络攻击威胁。 

（3）为了加强监测力度，通过平台 APP辅助开发功能指导 APP

开发商将监测程序加入涉税 APP中，当 APP 运行时向全国涉税 APP

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平台上传 APP 运行状态信息。 

3.增强涉税APP防盗版能力，构建以国产密码技术为核心的

涉税APP实名签名/验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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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国产密码算法，对涉税 APP 进行实名签名保护，将

APP 开发商和 APP 进行绑定，确保 APP实名开发，保证 APP的安全

和责任可追溯，防止 APP 被篡改，重新打包等风险。满足等保 2.0

第三级安全通用要求和安全建设管理相关规定： 

——8.1.10.9密码管理：a)应遵循密码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b)应使用国家密码管理主管部门认证核准的密码技术和产

品。 

——8.3.4.1移动应用软件采购：a)应保证移动终端安装、运

行的应用软件来自可靠分发渠道或使用可靠证书签名;   

——8.3.4.2移动应用软件开发：b）应保证开发移动业务应用

软件的签名证书合法性。 

（2）涉税 APP安装运行时进行签名验证，只有从税务专用应

用市场里下载的有官方签名的 APP 可以安装，从其它渠道下载的

APP 无法安装，实现 APP国密签名及验证的闭环，从而保证移动终

端环境生态安全，彻底防止假冒、二次打包涉税 APP 安装、运行。

满足等保 2.0关于 APP指定签名证书的要求： 

——8.3.3.2移动应用管控：b)应只允许指定证书签名的应

用软件安装和运行。 

4.增强APP安全检测、加固技术手段，保证纳税人个人信息及

涉税数据安全。 

（1）依据《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

2017）、《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自评估指南》、《关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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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工信部 337 号令）等标

准，采用动静结合的检测手段，针对 APP 使用全过程进行权限检

测，确保 APP 中不存在权限滥用，敏感权限调用，超范围采集个人

敏感数据等情况。 

（2）在 APP上架前，对 APP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测和加固。检

测移动应用中存在的安全漏洞、编码缺陷、违法内容等问题，提前

避免因安全漏洞导致的安全事故，及时预防安全风险。并对移动应

用进行加固，防止移动程序被反编译、动态调试、窃取数据和二次

打包。满足等保 2.0 第三级关于 APP 检测的要求： 

——8.1.9.4自行软件开发：e)应保证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对

安全性进行测试，在软件安装前对可能存在的恶意代码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