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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我们专注于信息安全，致力于网络信任环境的建立，并在信息安

全产业高速发展的大潮中，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各界同仁的支持与关怀，走在了行

业发展的前列。

安全，这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正迸发出

无限的活力与能量，创造着巨大的商机。如今，互联网已经改变了社会、经济和

生活方式，并深刻影响着政府、企业、个人等每一个实体，网络空间的新秩序正

在加速建立。

我们着眼于这一时代趋势，关注于信任关系和安全需求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空

间中的演进和变迁；通过构建涵盖电子认证服务、电子认证产品和可管理的信息

安全服务的综合业务布局，为用户创造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

我们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建起用户需求与技

术服务的最佳纽带；通过持续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与用户、合作伙伴的共

同成长。

放眼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求实创新、和谐共生”

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以服务求生存，用创新谋发展”的经营理念，专注于信息

安全事业的发展，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力争为客户、员工、股东、社会创

造更大的价值和财富。感谢一直以来与我们共同成长的所有客户、与我们风雨同

舟的合作伙伴，我们深知，您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成长的不竭动力！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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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简称“BJCA”）成立于 2001 年 2

月，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是国内领先的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业务为电子认证服务、电子认证产品及可管理的信息安全服务。2016 年 12 月，公司正式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创业板上市的电子认证企业，股票简称：数字认证，股票代码：

300579。

BJCA 是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是具有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资质，国

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商用密码销售、使用许可资质和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资质、卫生系统电子

认证服务资质的电子认证服务商；是具有国家风险评估资质、国家应急处理资质、国家信息安全服务

安全工程类资质和北京市信息安全服务资质的信息安全服务提供商。

作为领先的电子认证企业，BJCA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要求和相关管理规定，

同时为用户提供涵盖电子认证服务和电子认证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电子认证服务

网络和较完善的电子认证产品体系。应用领域覆盖政府、金融、医疗卫生、彩票、电信等市场，在电

子政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并已在医疗信息化、网上保险、互联网彩票等重点新兴应用

领域建立了市场领先优势。

作为专业的可管理信息安全服务提供商，BJCA 拥有国内一流的信息安全专家和服务团队，深刻

理解各种信息安全政策、标准、指南和规范，遵循“分域防护、深层防御、分级保护、动态防范”的原则，

建立起服务专业、响应及时、保障可靠的可管理的信息安全服务体系，为广大客户提供涵盖信息系统

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集成、安全咨询、安全运维等服务，多次为国属、市属重大工程保驾护航，特别是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被北京奥组委授予奥运政务网络和信息安全

优秀服务企业。

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BJCA 已经成为人才荟萃、朝气蓬勃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建立了一支拥有近千名员工，集产品设计、

技术研发、工程实施、市场营销、经营管理和运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队伍，并将继续贯彻“以人为本，

追求卓越，求实创新，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观，实现客户满意、员工进步、企业发展，不断向社会

提供高品质的信息安全服务，帮助用户创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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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PKI/CA 互联互通示范工程”主要参与者

国家密码管理局“公钥密码基础设施应用体系相关规范”主要参与者

承担国家信息产业部《CA 互联互通可行性分析》研究工作

承担国家科技部“863”课题《高安全弹性 CA 系统技术》

承担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研究与标准制定工作专项《网络信任体系相关指导性文件研制》的工作

承担“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重要课题《CNGI 跨域认证授权中间件系列标准规范及其应用验证》的

研究工作

承担国家信息安全专项“国家商用密码应用关键标准研制”的研究工作

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可信电子凭证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的研究工作

入选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第一批国家信息化试点单位

入选国家首批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试点、首批信息安全管理标准应用试点技术支撑单位

承担北京市科技计划“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电子认证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研究工作

承担北京市“两会”电子认证保障服务

承担“北京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参与“人口健康信息化网络信任体系建设政策研究”

参与“卫生行业密码应用推广研究”

参与“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管理研究”

参与国家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编制工作

参与卫生部电子认证服务体系规划及系列标准编制工作

参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电子认证体系系列行业标准编制工作

参与广电、教育等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标准编制工作

主持起草北京市地方标准《政务数字证书规范》（DB11/T 254-2004）

参与深圳市电子公共服务数字证书使用总体规划及系列标准规范的编制工作

参与电子病历电子签名技术要求、电子病历电子签名技术指南（标准类）编制工作

业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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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医疗健康物联网可信电子病案追溯管理技术规范（标准类）编制工作

参与电子病历复印复制及锁定标准工作方法（标准类）编制工作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

全国版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员单位

国家信息技术服务标准工作组全权成员单位

国家密码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TC8，WG4 安全基础工作组全权会员

中国密码学会会员单位

中国保密协会会员单位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信息安全产业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北京商用密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北京通信信息协会集体会员单位

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单位

亚洲 PKI 联盟会员单位

中国电子认证服务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会员单位

连续入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协议供货目录

多次荣膺“全国电子政务 IT 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多次荣膺“中国信息产业年度影响力企业”荣誉称号

荣获“中国计算机行业发展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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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3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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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6
2005

2004

20032002

2002

2001

2001 年

2 月  北京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成立，并被北京市科委等四个部门评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入驻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

2004 年

4 月  首批获得北京市“信息安全服务能力一级资质”。

2005 年

9 月  电子认证服务系统通过国家密码管理局安全性审查，获得《电子认证服务使用密码许可证》。

10 月  获得信息产业部《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

12 月  获得《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系统集成》乙级资质证书。

2006 年

6 月  获得《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系统集成》单项（软件开发）资质证书。

2007 年

11 月  开通北京市政务数字证书在线服务平台，成为首家实现在线服务模式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

“立足北京，服务全国”的市场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在广东、江苏、海南、上海、天津、温

州、兰州等地区开展电子认证服务。

2008 年

8 月  BJCA 奥运平安行服务计划在“平安奥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运

行指挥部、北京奥组委等机构嘉奖。 

2009 年

4 月  入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首批国家信息化试点单位。

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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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10 年

12 月  获准承担“北京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设。

2011 年

2 月  BJCA 成立十周年。

4 月  成为首批“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

7 月  获得信息安全服务风险评估一级资质认证证书。

8 月  BJCA 自主研发的、支持 SM2 算法的电子认证系统通过国家密码管理局安全性审查，

并投入生产运营。

12 月  入选中国电子认证服务产业联盟第一届理事会。

2012 年

2月 BJCA运营的支持SM2算法的新一代证书认证系统，获得商用密码应用系统测评证书。 

7 月  获得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 - 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一级。

9 月  获得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安全工程类二级）。

12 月 BJCA 助力保险行业签出国内首张基于电子签名技术的电子保单。

2013 年

6 月  助力电商行业签出国内首张基于电子签名技术的电子发票。

11 月 顺利通过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014 年

8 月 担任北京商用密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2015 年

5 月  成立子公司北京版信通技术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数字认证，股票代码：30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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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篇Qualifications

中国
信息产业年度影响力企业

2 0 1 3

中国信息产业安全行业年度领军企业奖

2 0 1 3

中国信息产业安全行业年度领军企业奖

2013 中国信

息产业年度影响力企业奖

创业释放百

强企业

企业自主创新 TOP100

企

业自主创新TOP100
公司资质

公司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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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中国信息产业安全行业年度领军企业奖

2 0 1 3

中国信息产业安全行业年度领军企业奖

企

业自主创新TOP100

公司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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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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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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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篇Business

电子认证业务

可管理的信息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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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CA 电子认证业务以密码技术为基础，以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为依据，为客户提供电

子认证服务、电子认证产品以及一体化的电子认证解决方案。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税收、

互联网金融、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的建设中，BJCA 帮助大量个人、企业和机

构组织，实现网络环境中的可信身份、可信电文和可信网络行为，积极为构建更加可信、更加

安全、更加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网络环境贡献智慧，促进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电子认证业务

BJCA 一体化电子认证解决方案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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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认证服务

BJCA 电子认证服务主要包括数字证书服务与电子签名服务，帮助客户构建安全可信的

网络环境。

数字证书服务：BJCA 已获得工信部颁发的《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具有面向全国的

电子认证服务能力。公司构建了完善的电子认证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

灵活高效的服务交付体系、多层面全方位的服务支持体系，可为广大的个人、机构、网站、

APP 等建立可信的数字身份。

电子签名服务：BJCA 的电子签名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要求，可

在电子签名服务平台上为各类应用提供电子签名的验证及展示服务，为各类数据电文、操作

记录等提供真实性和有效性证明。

电子认证产品

BJCA 拥有丰富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品，涵盖电子认证基础设施、可信数据

电文管理、统一认证管理、电子签章管理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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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BJCA 在电子认证服务领域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应用领域最广泛、成功案例最丰富的电

子认证服务提供商。基于电子认证服务和电子认证产品构建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BJCA 在网

上办公、网上审批、网上招标采购、网上税务、网上银行、网上保险、网络教育、网上娱乐、网

上社保等行业和应用领域中形成众多安全解决方案，服务遍及政府信息化、民生信息化、企业信

息化和网络新经济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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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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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管理的信息安全服务

BJCA 拥有国内一流的信息安全专家和安全服务队伍，紧跟信息安全领域发展动态，深刻理解各种信

息安全政策、标准的要求，遵循“分域防护、深层防御、分级保护、动态防范”的原则，建立起服务专业、

响应及时、保障可靠的可管理的信息安全服务体系，为广大客户提供涵盖信息系统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集成、

安全咨询、安全运维等服务。

通过对各企事业单位信息化现状及行业和业务特点的深刻理解和多年经验，BJCA 针对信息化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信息安全风险，研发了安全运营平台系统。借助平台系统，帮助客户实现对信息系统中各数据

的自动化采集和事件的流程化处理，使单位内部的信息安全管理变得简单易行，提高单位信息化的安全防

护能力。

BJCA 的安全服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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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篇Customer

政务客户

金融客户

医疗卫生客户

彩票行业客户

大型企业客户



政务客户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民政部、人社部、交通部、

铁道部、文化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密码管理局商用密码检

测中心、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国家民航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等。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北京市经信委、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

商委、北京市国资委、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地税局、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统计局、

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安监局、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北京市国土局、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及北京市东城区、

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属单位等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质监局、贵州省信息中心、河北省信息资源管理中心、河北

省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河北省地税局、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黑龙江省国税

局、广东海事局、山西省地方税务局、甘肃省卫生厅、甘肃省地方税务局、湖南

省国土厅、陕西省地税局、内蒙古质监局、山西省发改委、天津市水务局、海南

省国税局、湖南省国税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地税局、青海省地方税务局、广州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深圳市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深圳市房产局、厦门市财政局、安徽芜湖招投标中心、

浙江温州招投标中心、呼和浩特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

金融客户

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

吉林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青岛银行、汉口银行、廊坊银行、柳州银行、襄樊银行、

韩国国民银行、韩国企业银行、韩国友利银行等。

人保财险、人保寿险、中国人寿、中国人寿财险、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

太平人寿、阳光财险、新华保险、华泰人寿、华泰财险、华夏人寿、合众人寿、

中意财险、中意寿险、招商信诺寿险、华安保险、爱和谊日生同和财产保险、英

大人寿、英大财险、英大泰和人寿、光大永明人寿、信泰人寿、东吴人寿、国华人寿、

中航三星人寿、正德人寿、长城人寿、海康人寿、农银人寿、诚泰财险、华安财险、

新光海航人寿、都邦财险、民生人寿、弘康人寿、信诚人寿、珠江人寿、北京保

险业协会、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金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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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篇  Customer

国联证券、中信建投、广州证券、中航证券、民族证券、万隆证券、东方证券等。

陆金所、北金所、民生加银、佰仟金融、中贸联、钱先生等。

医疗卫生客户

卫生部及其直属机构，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 12320、北京市药品

采购中心、黑龙江 12320、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内蒙古卫生厅、重庆市卫生局、南京市卫生局、苏州市卫生局、无锡市卫生局、

无锡市医院等。

协和医院、同仁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天坛医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南京口腔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包钢医院、郑州人民医院、哈尔滨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百余家医院。

彩票行业客户

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体彩彩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体骏彩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爱波网（北京高德豪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大型企业客户

中国移动、中国网通、吉林移动、北京电信、四川电信、江苏电信、苏州电信、

中铁建、国美电器、港中旅、资和信、东方航空、GE 医疗、京东集团、可口可乐、

中储粮总公司、爱施德等。

医疗卫生客户

彩票行业客户

大型企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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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追求卓越

求实创新

和谐共生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双桥大厦15层（左岸工社），100080

电话：(010)5804 5600

传真：(010)5804 5678

邮箱：market@bjca.org.cn

网址：http://www.bjca.cn

BJCA官方微信平台

我们提供高品质的信息安全服务，
帮助用户创造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00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