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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信助力智慧警务建设
蔡韩辉

政务微信是企业微信团队为政府提供
的专属通讯与办公工具，是企业微信面向政
府、公检司法行业的私有化部署版本。以政
务微信作为移动警务的载体，可为省市各级
公安机关警务、基层警务提供统一的移动警
务即时通讯工具、
统一的移动警务应用入口，
以及统一的账号体系和认证授权服务等。
即时通讯
政务微信继承了微信的技术积累，在
2B 和 2G 场景上继续丰富了即时通讯消息
功能：除支持文字、图片、音视频、文件等多
种即时通讯消息以外，还增加了回执消息、
阅后即焚等消息类型，以及更丰富的群管理
功能。
互联互通
政务微信支持与微信、企业微信的消息
互联互通。民警可在政务微信上添加微信
用户为好友，与群众建立直接联系，共同打
造群防群治的治安体系。
政务微信与微信、企业微信的消息互联
互通，也使得从互联网直接采集信息到公安
内网有了非常方便快捷的途径，提高了民警
办事效率。
支持公安部移动警务互联互通标准
腾讯是公安部移动警务即时通信技术
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政务微信按照移动
警务即时通讯工具的互通协议标准规范，已
实现了与公安部及各省市公安厅即时通讯
系统的互联互通，可跨系统建立单聊或群组
聊天，进行文本、图片、语音等消息互通和文
件交换的基本业务功能。
支持跨网络复杂部署
政务微信支持用户有选择地分别在电
子政务外网（一类网）、公安移动信息网（二

e 签宝荣获京交会
“人力资源服务品牌”50 强

类网）以及公安信息网（三类网）作私有化部
署。政务微信实现了多网络环境下的即时
通讯消息相互同步，民警用户可以在不同网
络接入使用时看到一致的即时通讯消息记
录。
开放的组织管理
政务微信支持调用其他原生 App 处理
复杂定制化的登录逻辑（如 PKI 证书登录），
以及对接已有账号体系（比如 AD 域），同时
还提供“扫一扫”和 OAuth2 接口实现其他应
用向政务微信做用户授权登录，可以最大程
度适配各种业务场景的授权和认证场景。
丰富的应用开发接口
政务微信延续微信开放平台体系，提供
了丰富的服务端应用以及终端能力的
API。极大地简化应用开发工作，实现应用
系统的快速接入与整合。政务微信应用消
息推送的能力，可以主动将各类警务任务直
接推送到即时通讯消息流。
安全可控
腾讯高度关注产品的数据安全。政务
微信采取了多种措施保证产品使用的数据
安全性，也提供了丰富的安全控制选项。政
务微信在各地公安系统的部署已经陆续通
过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
政务微信在广东省公安厅的实践中，逐
渐将政务微信使用成为实战的指挥调度平
台。比如接到警情后，报案人员可以推送地
理位置，110 指挥中心可以迅速调度指令配
合警务人员的处理，并能随时获悉情况是否
需要支援或已经解决，实现警务资源的合理
调配。
目前，包括广东省公安厅、上海市公安
局、四川省公安厅、国家发改委、最高检察
院、广东省政府等政府机构都已使用政务微
信作为机构内部专属通讯与办公工具。

素玉

5 月 31 日上午，京交会举办的“2019 北
京人力资源服务高峰论坛”上，发布了“2019
北京地区人力资源服务品牌 50 强”榜单，e
签宝榜上有名。这是人力资源服务业首次
登陆京交会，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发布人力资
源服务品牌榜单。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用人需求极速
膨胀。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总数将近 9 亿，就业人口总量达 7.8 亿，人力
资源服务行业在近几年也迎来了快速的发
展，据统计，2015 年到 2019 年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17%。
伴随着行业的快速增长，在企业提供人
力资源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合同签署
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引入更高效的
签约方式，来解决服务过程中合约缔结的问
题，
提升业务开展效率、降低业务开展成本。
中国互联网电子签名领跑者 e 签宝，通
过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签名服务，为客
户提供专注于人力资源行业的以签署为核
心的电子合同解决方案，帮助 HR 解放双
手，
解锁合同签署新姿势。
在传统观念中，许多企业认为劳动关系

判定只承认纸质合同，对于《劳动法》中的
“书面协议”理解不太准确。e 签宝拥有合规
可靠的技术，实现电子劳动合同合法合规的
四大要素“真实意愿，真实身份，原文未改，
签名未改”，并拥有公安部、国密局、法院、仲
裁委、公证处等部门最齐全的资质认可，成
熟对接法院、仲裁院等多个权威机构，用最
高标准的合规性将用户风险降到最低。
在人力资源场景下，e 签宝获得众多专
业领域的奖项及业内的高度认可。2018 年
6 月，曾荣获“第四届广东省卓越人力资源
服务项目创新奖”，2019 年 4 月荣获 2019 亚
太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博览会“知名互联网
平台奖”等奖项。2018 年 10 月，e 签宝与蚂
蚁区块链联合发布全国首个区块链电子劳
动合同签约平台，这是以全球领先技术+首
个直通法院+最全资质+电子签名技术形成
的完整链条打造的区块链电子劳动签约平
台。
e 签宝的优势包括：提供全生态电子签
名服务、电子签名服务超低成本接入等。目
前许多大型集团、劳务派遣公司如绿城集
团、中智、仕邦等，都已经采用 e 签宝来实现
HR 解放。在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中，电子
签名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中兴通讯智能视频云产品核心亮点 基于安全可靠平台的可信密码机
方案介绍
基于安全可靠平台的可信密码机是得
安公司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密
码设备，以国产密码技术体系（SM1、SM2、
设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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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聚焦视频应用能力建设，融合
多维视频业务场景，强调基于边缘计算的高
效泛在智能，秉持开放共赢的“云网生态”理
念，共同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视频云
产品是中兴通讯践行理念推出的新一代视
频应用产品，智能视频云产品综合了视频会
议、视频安防、融合指挥调度等多个产品维
度形成统一的产品方案，全面满足应用中的
综合需求。
全方位多维业务融合，
应对综合需求
视频类业务应用经常需要多个产品共
同协作才能满足完整的需求，例如公共安
全领域，智能视频云通过视频、语音、文字
等方式使应急指挥中心与一线人员保持实
时沟通，进行指挥调度，指挥中心根据需要
调取现场资料进行信息搜集，在需要进行
决策会商时，智能视频云的视频会议功能
将前后方人员通过各种方式接入会议，并
在辅助视频中呈现参考信息，使参会各方
实时了解现场动态。中兴通讯视频云解决
方案从最底层的产品开发层面对不同的功
能进行了整合，是基于底层融合的一体化

解决方案。中兴通讯在通讯和视频业务行
业耕耘多年，拥有真正自研算法和产品。
规范灵活的软件架构，是智能视频云一体
化解决方案的基础。
视频感知助力泛在智能，
AI 无处不在
中兴通讯在视频分析领域拥有多项自
研算法和专利，应用于各类场景，在公共安
全领域进行智能分析和应用。结合即将到
来的 5G，中兴通讯智能视频云基于 MEC 边
缘计算节点搭载的 FPGA 高性能视觉处理
芯片，加速了视频智能应用，带给用户全面
实时的智能感知。
全云化架构，
全开放平台，
共筑云网生态
中兴通讯智能视频云平台以全开放架
构广泛连接各种前端设备和系统，携手合作
伙伴共同建设领先的视频云方案。视频业
务对于存储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中兴通
讯智能视频云产品的云存储技术提供了极
致灵活可靠的海量视频存储。
中兴通讯开放、融合、创新的智能视频
云平台，海纳百川，全面智能，加强视频业
务处理能力，面向各行业提供智能高效的
视频应用业务产品，携手共筑视频业务新
生态。

SM3、
SM4 算法）为基础，
以先进的可信计算
技术为核心，为信息系统提供高速数据加
密、
数字签名、
密钥管理、
随机数生成等密码
服务功能。
功能和优势
可信计算白细胞免疫功能，
进行主动防御。
自下而上建立可信信任链。
高性能密码运算。
支持多种 API 接口。
采用分级权限管理。
安全密钥备份和存储。
具备多机并行和负载均衡机制。

云可信统一认证平台：提供云环境下，可信、统一的认证
平台介绍
云环境下，支持不同 CA 不同算法数字
证书互通互认；提供“单点登录”的功能；支
持数字证书、动态口令、EID、生物特征等多
种认证方式对用户进行强身份认证。实现
信息系统可信、可控、可管理。
采用可信白名单的技术使统一认证平
台程序只有在白名单中才能运行。
使用可信静态度量手段，只有在度量结
果和预期值一致的前提下，统一认证平台程
序才允许运行。
通过可信动态度量对统一认证平台运
行时的关键数据、进程运行情况进行实时度
量，
判断系统是否受到攻击，
并告警。
功能模块
可信计算白细胞免疫功能，进行主动
防御。
自下而上建立可信信任链。

平台架构

身份认证、多 CA 互认、应用鉴权 、通
讯加密。
用户授权、审计安全、单点登录 、备份
安全。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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