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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6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密码法》”), 该法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这是我国在密码管理领域

的第一部法律。虽然《密码法》仅有四十四条, 而

且大部分是原则性的规定, 但是它与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相衔接, 将对密码生产和服务领域

的商业活动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一.商用密码管理的历史解读 

 

在《密码法》颁布之前, 我国在密码管理领域, 

堪称为法律渊源的只有一部行政法规——即

1999 年颁布的《商用密码管理条例》。该条例

规定了商用密码的市场准入许可, 进口管理和

使用许可。虽然, 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管理

商用密码市场的作用, 但无论是在立法位阶上, 

还是在法律效力上, 均已远远不能满足技术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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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单一的执法机关无法满足密码产业全方位监管的需要。在《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下, 主要的执

法机关仅仅是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密码办”)。理论上讲, 该办公室既要负责商用密码产品和

服务的认证审批, 又要监管密码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活动。但是事实上, 从海关进口到市场销售, 密码

办都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和监督能力。 

 

其次,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采取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 密码的研制生产单位需要行政许可, 密码产

品需要认证, 进口密码产品以及外资企业使用境外的密码产品都需要申请备案。繁复的审批程序不

仅阻碍了密码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事实上也难以有效贯彻实施。 

 

再次, 随着《网络安全法》及其配套法律和规章陆续颁布或征求意见, 《商用密码管理条例》显得与

网络安全保护的整体框架不协调。尤其是在网络产品与服务的安全评估和认证方面, 密码产品和服

务作为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一类, 如何开展安全评估和认证则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商用密码的立法概览 

 

针对上述密码领域的监管缺陷, 应对密码技术和应用的发展, 经过近三年的立法历程, 两次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密码法》终于问世。 

 

《密码法》首次将密码分为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和商用密码三级。其中, 核心密码和普通密码用于

保护国家秘密, 公民和企业使用商用密码保护保护国家秘密以外的信息。《密码法》共五章四十四条。

其中, 第三章《商用密码》计十一条, 是涉及到商业密码领域的研制、使用、销售和服务的核心部分。 

 

《密码法》从行文上看, 主要是原则性的和转引性的, 实质性的权利义务规定似乎并不多。但这种立

法安排恰恰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是: 一方面给予执法一定的灵活性, 符合不断发展的密码技术和应用

的需要;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 对商用密码的管理与《网络安全法》下的安全评估和认证相协调, 避

免重复认证。 

 

三. 《密码法》下商用密码管理要点 

 

《密码法》对商用密码管理体系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密码法》确认取消了商用密码业务市场准入的许可要求。原先的《商用密码管理条例》及

其配套规定了密码产品研制、生产、进口和使用的严格审批要求。这种严格的审批管理已经不能适

应信息网络及其应用的发展。2017 年 12 月, 国家密码管理局发文取消了大部分的行政审批。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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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法》则进一步放开市场, 从行政审批管理, 转化为质量认证管理。具体而言,  

 

- 外商投资企业在商用密码领域获得国民待遇, 可以平等地开展商用密码的科研、生产、销售、

服务、进出口等活动;  

- 涉及到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密码产品或者涉及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密码产品进出口, 实行行

政审批, 但大众消费类产品所采用的商用密码不实行进口许可和出口管制制度;  

- 商用密码产品的研制、生产、进口和使用的行政审批予以取消, 仅在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

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 开展针对商用密码产品的安全评估和认证。 

 

第二, 《密码法》与《网络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及其征求意见稿)下的安全评估和认证要求相联结, 

根据《网络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及其征求意见稿), 落入认证范围内的密码产品和服务应开展相应

的安全评估和认证工作。具体包括:  

 

- 与《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相衔接, 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社会公共利益的商用

密码产品, 将被列入《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下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

目录, 由具备资格的机构检测认证合格后, 方可销售或者提供。同时, 对使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

络安全专用产品开展商用密码有关服务的, 应当经商用密码认证机构对该商用密码服务认证合

格;  

- 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相衔接,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涉

及商用密码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 应当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要求, 通过国

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家密码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  

- 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相衔接, 要求使用商用密码进行保护的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 其运营者应当使用商用密码进行保护, 并且自行或者委托商用密码检测机构开展商用密

码应用安全性评估。该评估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检测评估、网络安全等级测评制度相衔接。 

 

第三, 针对外资顾虑的商用密码在审批和备案过程中泄密的问题, 《密码法》明确从以下三个层次保

护密码产品和服务有关的技术。 

 

- 鼓励开展中外商用密码技术合作, 禁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商用密码

技术;  

- 商用密码检测、认证机构对其在商用密码检测认证中所知悉的技术秘密承担法定的保密义务;  

- 密码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商用密码从业单位和商用密码检测、认证机构

向其披露源代码等密码相关专有信息, 并应对其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技术秘密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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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启示 

 

《密码法》的颁布执行总的来说对涉及商用密码的企业, 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而言, 是一个利好消

息。主要表现在:  

 

- 包含密码部件和密码技术的大众消费品(如各种带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的进口, 可能不再需

要冗长的密码认证程序, 便于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同步上市;  

- 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境外的密码产品和密码技术, 用于集团内通讯, 或者用于和商业伙伴间通讯

的, 不需要履行繁琐的审批和备案手续, 可以自行使用; 及 

- 具有密码技术研发生产能力的境外企业可以投资中国市场, 独自或与中国企业合作, 参与中国

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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