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提交时请备注参赛队
伍名称。

2、每支参赛队伍可用一
个word文档提交示例及解
决方案10个以内， 题目格式
见赛事播报。

3、赛事专家组根据示例
及解决方案的新颖性、 复杂
性、 技巧性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议后给出成绩， 每支参赛
队伍最多得20分。
大赛官方网址：
www.hunan.gov.
cn/hxb2016
hxb2016.hunan.gov.cn
大赛联系人：

张女士：15581665761
龙先生：13923367131
杨女士：1508484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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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杯”2016网络安全技能大赛拉开序幕
本次大赛特等奖奖励获奖队伍5万元 报名时间：11月15日至12月9日

网络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稳定、 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关
键基础设施，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展开竞争和战
略博弈的新的关键领域， 网络安全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新的综
合性重大挑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指
示精神，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践行网信事
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中共湖南省委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联合湖南省直相关部门共同举办“湖湘杯”2016网络
安全技能大赛。

组织此次全国性网络安全技能大赛， 旨在服务于国家网
络安全战略和网络强国建设，宣传贯彻《网络安全法》，为全国
网络安全人才展示水平、 竞技比拼和交流互动提供舞台，发
现、聚集和培养网络安全人才，为加快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建设
作出贡献。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讲话精
神， 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
全意识和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
能力， 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 省委网信办联合省直相

关部门共同举办“湖湘杯”
2016网络安全技能大赛。本次
赛事分初赛、 复赛和决赛三阶
段。 初赛成绩排名前300的队
伍获得复赛参赛资格。 复赛采
用线上夺旗赛（CTF） 竞赛模

式， 复赛竞赛系统将在2016年12
月17日10时至17日22时开放。决
赛采用现场攻防对抗模式。 每个
参赛队伍在竞赛网络环境中互相
进行网络攻击和防守， 通过挖掘
对方漏洞加以攻击得分， 并修补

自身安全漏洞进行防御。本次大赛
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优胜奖。特等奖奖励获奖队伍
人民币伍万元。参赛选手可以网上
报名（大赛官网www.hunan.gov.
cn/hxb2016，hxb2016.hunan.

gov.cn）， 报名时间：11月15日至
12月9日。初赛选手在12月9日24
时之前， 通过赛事官网指定邮箱
（hxbtm12016@163.com）方式提
交网络安全理论或实践示例及解
决方案。

大赛组织

主办单位：
中共湖南省委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国
家安全厅、 湖南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湖南省通信管理局、
湖南省国家保密局、 湖南省
国家密码管理局、 湖南省国
防动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
承办单位：

中南大学、 湖南广播电
视台

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
中国移动湖南有限公司、中

国联通湖南分公司
技术支撑单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360
企业安全集团、 北京启明星
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省网络与信息安全
测评中心、 湖南合天智汇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竞网智赢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知道创宇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
公司、 珠海市鸿瑞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新诚信
数字认证中心

大赛奖励：
大赛奖励：设特等奖、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
奖。

特等奖一名， 奖励获奖
队伍人民币伍万元； 奖杯一
个；获奖证书每人一本。

一等奖一名， 奖励获奖
队伍人民币贰万元； 获奖证
书每人一本。

二等奖一名， 奖励获奖
队伍人民币壹万元； 获奖证
书每人一本。

三等奖七名， 奖励获奖
队伍人民币伍千元； 获奖证
书每人一本。

其他参加决赛的队伍获
优胜奖， 奖励每支获奖队伍
人民币叁千元； 获奖证书每
人一本。

1、同意本赛事规程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法组织、 公民均可组队参
赛。每支队伍允许1-3名队员，队员
不得重复组队。 通过赛事官网报名
并经确认的参赛队伍获得大赛参赛
资格。

2、本次赛事官网为www.hu-
nan.gov.cn/hxb2016，hxb2016.
hunan.gov.cn赛事相关事项均通过
官网“大赛播报”栏发布。

3、本次赛事分初赛（A）、复赛
（B）和决赛（C）三阶段。初赛、复赛
在互联网上进行， 决赛在赛事举办
方指定地点进行。

4、本次赛事总成绩（F）由三阶
段成绩加权形成（F＝A×0.2＋B×
0.2＋C×0.6）。

5、初赛（A）
5.1�注册报名成功的队伍自动获

得初赛参赛资格。
5.2�初赛包括提交网络安全理论

或实践示例（A1）、线上网络安全理论
测试（A2）两部分。

5.3�网络安全理论或实践示例及
解决方案（A1）可在12月9日24时之
前通过赛事官网提交， 每支参赛队伍
可用一个word文档提交示例及解决
方案10个以内。赛事专家组根据示例
及解决方案的新颖性、复杂性、技巧性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后给出成绩，每
支参赛队伍最多得20分。

5.4�线上网络安全理论测试
（A2）包含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
每参赛队伍需在150分钟时间内完成
100道试题。

线上测试系统将在2016年12月
10日08时至11日08时开放登录功
能， 各参赛队伍可在此时间段通过互
联网登录一次系统，并完成比赛。

5.5�线上网络安全理论测试
（A2）记分规则：

1） 每道试题要求在90秒内作出
答题选择；

2）按顺序答题，不能返回上一题
修改答题选择；

3） 答错不计分， 每答对1题计1
分；

4）可跳过当前试题，该题记0分。
5.6�初赛成绩（A）＝网络安全理

论和实践示例（A1）＋线上网络安全
理论测试（A2）。

5.7�根据初赛成绩（A）归一化后
进行初赛排名（归一化成绩＝本队得
分÷所有队伍最高得分×100，下

同）。初赛成绩相同的参赛队伍，按线
上网络安全理论测试作答时间较短者
优先排名。

6、复赛（B）
6.1�初赛成绩排名前300的队伍

获得复赛参赛资格。
6.2�复赛采用线上夺旗赛（CTF）

竞赛模式，题型分为Web渗透、反编
译、破解、加密&解密等类型。

6.3�复赛竞赛系统将在2016年12
月17日10时至17日22时开放。参赛队
伍登录复赛系统后将获得12道考题，
系统将分段放题，参赛者按要求答题。

6.4�复赛（B）参赛和记分规则将
在12月8日前在官网“大赛播报”公
告。

7、决赛（C）
7.1�根据初赛和复赛总成绩[初赛

成绩 （A）×0.2＋复赛成绩 （B）×
0.2]， 确定排位在前30的队伍参加决
赛。若出现成绩相同情况，按复赛成绩
优先方式确定参赛资格。 若有队伍缺
席，依照成绩排名，顺序递补。

7.2�决赛采用现场攻防对抗模
式。 每参赛队伍在竞赛网络环境中互
相进行网络攻击和防守， 通过挖掘对
方漏洞加以攻击得分， 并修补自身安
全漏洞进行防御来避免丢分。

7.3�决赛赛场设湖南长沙， 为封
闭式局域网环境， 不提供互联网上网
条件， 参赛队员赛场内禁止通过互联
网、手机等向外界求助。

7.4�决赛在2016年12月22日9时
至19时进行， 期间12时30分至13时
30分统一组织安排午餐，暂停比赛。

7.5�决赛（C）参赛和记分规则将在
12月15日前在官网“大赛播报”公告。

8、比赛过程中严禁向比赛平台发
起任何可能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攻击。

9、参赛队伍必须按照统一时间参
赛， 凡出现参赛队伍违规、 违纪等行
为，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并依法
依规加以处理。

10、 禁止各参赛队弄虚作假。对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大赛规
程的行为，组委会将取消相关奖项，并
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11、本次大赛不向参赛队伍收取
任何费用， 并免费为决赛队伍提供决
赛期间食宿安排。

12、参加决赛的队伍需自备笔记
本电脑等参赛设备及软件工具， 向赛
事组报备，并经赛事裁判组审核。

13、赛事规程如有变化，组委会
将在大赛官网及时通知。

2016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16年12月9日。
初赛：

A1：2016年12月9日24
时之前， 通过赛事官网指定
邮 箱 （hxbtm12016@163.
com） 方式提交网络安全理
论或实践示例及解决方案，
邮件附件命名方式为“参赛
队伍名称.doc或.docx”。

A2：2016年12月10日08
时至11日08时， 线上网络安
全理论测试。

（1）凡报名申请参赛并获得复
赛和决赛资格者， 列入湖南省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数据库。

（2）进入复赛的参赛队伍获得
由本次赛事举办单位发出的荣誉证
书。

（3）根据参赛者成绩，由主办单
位择优向相关机关事业单位和重点

企业推荐。
（4）对参赛成绩特别优异且在

湖南省内创业的， 依照相关政策给
予重点支持。

（5）本次大赛主办单位和技术
支撑单位， 根据各自工作需要将本
次参赛成绩作为优先录用和业务合
作等方面的重要考察依据。

其他鼓励事项

赛事规程

参赛对象：
同意本赛事规程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组织、公
民均可组队参赛。每支队伍允
许1-3名队员，队员不得重复
组队。通过赛事官网报名并经
确认的参赛队伍获得大赛参
赛资格。
参赛报名：

参赛报名可通过点击官
网 （www.hunan.gov.

cn/hxb2016 或 hxb2016.
hunan.gov.cn）“参赛报名”
栏直接报名， 也可以通过扫
描下方微信二维码（H5）进
行手机端报名。

参赛及报名

奖项设置

2016年12月12日，在“大
赛播报” 栏目公布进入复赛队
伍名单。
复赛：

2016年12月17日10时
至22时，竞赛系统开放。
决赛名单公布：

2016年12月18日， 在赛
事播报栏目公布进入决赛队
伍名单。
决赛：

2016年12月22日，具体
地址在“大赛播报” 栏目公
布。
总结与颁奖仪式：

2016年12月23日，2016
网络信息安全湖南峰会上举
行颁奖仪式。

参赛队伍可在12月9日
24时之前将网络安全理论和
实践示例及解决方案提交至
hxbtm12016@163.com 或
hxbtm22016@163.com

复赛名单公布

线上报名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