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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布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

报指南(第一版)》(以下简称“《指南(第一版)》”), 对《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办法》(下称“《评估办法》”)中提到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的适用情形、申报方式、申报流程、申报材料要求等内容进行了

具体说明。本文整理了《指南(第一版)》中的重点内容, 以期为企

业开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工作提供参考。此外, 我们准备了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一版)》中英文对照版, 供读者

们学习参考, 欢迎关注公众号“通力律师”后台回复“申报指南”获

取。 

  

一. 细化数据出境自评估与申报评估流程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和《评估办法》, 数据出境安全评

估申报所涉及的主要流程如下:  

(1) 涉及个人信息的 , 需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

(“PIA”)。 

(2) 准备数据跨境传输合同/法律文件。 

(3) 数据出境安全自评估。 

(4) 申报网信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5) 重新评估。 

 

《指南(第一版)》细化了关于数据出境安全自评估及申报评

估的具体流程。结合适用法律法规, 我们将数据跨境传输可

能涉及的内部评估、文件签订、申报评估流程梳理如下(点

击此处即可获取高清原图(双语版)): 

 

 

双语图解!一图读懂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及申报规则 

作者: 潘永建 | 朱晓阳 | 邓梓珊 | 宋欣逸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58_16624667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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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义了“数据出境”, 但仍有未决问题 

 

《指南(第一版)》一方面重申了《评估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具体情形, 另一

方面也明确了数据出境行为的情形, 为“数据出境”行为进行了定义(见下表及图示)。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一版)》 

第二条 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

产生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

评估, 适用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以下情形属于数据出境行为:  

(一) 数据处理者将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传输、存

储至境外 (图示情形一) 

(二) 数据处理者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存储在境内, 境外的机

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查询、调取、下载、导出(图示情形二) 

(三) 国家网信办规定的其他数据出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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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申报指南(第一版)》在《评估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数据出境”行为的认定方式, 但目

前对于某些特定情形是否属于“数据出境”行为, 实践中仍存争议:  

 

1. 数据处理者是否包括个人信息处理受托方? 

  

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出于处理中国境内个人信息的需要, 常常会委托境内主体作为个人信息

处理受托方(以下简称“受托方”)进行个人信息的处理, 受托方根据业务需要将会将相关个人信

息自境内传输至境外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或是其他受托方。通常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决策、安

全措施的设置等均是由个人信息处理者决定, 同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相关法律责任应当由个

人信息处理者来承担, 故我们理解应进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数据处理者不包括受托方。但由

于目前《评估办法》及《申报指南(第一版)》并未对数据处理者进行定义, 受托方是否需要履行

数据出境的相关义务仍待监管部门进一步予以明确。 

 

2. 向位于本国境内的未在境内注册的主体(如使领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提供个人信

息和重要数据的行为, 是否属于数据出境? 

 

《申报指南(第一版)》将境外的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访问境内数据认定为“数据出境”行为, 但《申

报指南(第一版)》并未明确“境外”是地理位置(主体是否位于境外)概念或是主体属性(是否是外籍

主体)概念。实践中常会存在企业雇用外籍人士在境内从事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工作以及企业向

使领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提供个人信息等情形, 我们理解在上述情形中数据本身并未通过传

输或远程访问等方式被转移至境外, 应不属于“数据出境”行为, 但仍有待监管部门对“境外的机

构、组织或者个人”的确切含义进行澄清。 

 

数据处理者 
境内运营中 

收集和产生的数据 

境外接收方 
· 

远程访问、获取 

传输、存储至 

境外机构、组织或个人 

境内 境外 

情形一 

情形二 



    
 

4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合规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三. 申报最长需 57 个工作日, 但存在延长的情形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需要经过省级网信部门完备性查验(5 个工作日), 国家网信部门材料申报(7 个工作

日), 国家网信部门实质审查(45 个工作日)三个步骤。对于情况复杂或者需要补充、更正材料的, 时间

还会进一步延长。因此通常来说, 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最长需要 57(5+7+45)个工作日, 但存在情况

疑难复杂、材料需补充更正或需申请复评等不确定因素, 相应的评估时间将会进一步延长。建议存在

疑难复杂情况或数据出境对业务有关键影响的企业尽早进行申报, 以免因等待评估结果而影响业务

的开展。 

 

四. 部分省级网信办出具的申报指南界定了重要数据 

 

《评估办法》仅对“重要数据”的概念进行了定义, 而对于重要数据具体的类型、识别标准等并未明确

说明, 而作为国家标准的《信息安全技术 重要数据识别指南》也仍在制定过程中, 这给企业排摸重

要数据的持有情况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次《申报指南(第一版)》发布后, 部分地区省级网信办也随

后出台了配套文件。《江苏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工作指引(第一版)》就提供了重要数据的界定标

准, 将重要数据分为了 7 类, 涵盖了政务数据、基因数据、国防科研数据、国家经济运行数据、重点

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运行的数据等类别, 为企业进行重要数据界定提供了一定参考。 

 

五. 申报咨询方式汇总 

 

随着《申报指南(第一版)》的发布以及《评估办法》的生效, 除了出台配套文件以外, 部分地区针对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开通了咨询电话, 本文将截至发稿日各地公布的咨询电话汇总如下:  

 

地区 电话 邮箱 

国家 010-55627135 sjcj@cac.gov.cn 

北京 010-67676912  

河北 0311-87909716 jscs@caheb.gov.cn 

天津 022-88355322  

江苏 025-63090194 

025-86292793 

yuzhou@jscer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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