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创新实践能力赛

市场活动方案

－华北赛区赛前加油站

一、大赛活动背景

为积极响应国家网络安全人才需求，培养网络空间安全攻防兼备

创新人才，加快攻防兼备创新人才培养步伐，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人才

培养和产学研用的生态体系，“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创新实践能力赛”(以下简称“大赛”）将于 2019 年 3 月至 2019 年

8月举行。

二、活动主题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创新实践能力赛华北赛区

赛前加油站

三、活动目的

易霖博公司为响应教育部高等学校网络空间安全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的号召，组织开展“华北赛区加油站”赛前培训及说明会的方

式提升学生攻防兼备的网络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团队

合作精神，普及信息安全知识。



四、赛前加油站部署

区域 承办院校 日期 地点 联络

人

规模

人数

协办单位

河北 河北大学 4月 3

日

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

石强 50 河北聚慧众诚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 南开大学 4月 09

日

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

李忠

伟

60 绿盟科技

山西 太原理工大

学

4月 11

日

计算机学院 朱晓

军

30 太原太工天宇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联合大

学

4月 13

日

智慧城市学院

实验楼

沈晋

慧

30 绿盟科技

内蒙 内蒙古工业

大学

4月 15

日

内蒙古工业大

学网络安全研

究所

刘鑫 50 内蒙古华保科技

有限公司

河北大学：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 408

南开大学：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 38 号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5楼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实验楼 10 楼

太原理工大学（明向校区）：晋中市榆次区大学街 209 号计算机学院南楼 517 室

内蒙古工业大学（新城校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街 51 号

 人员部署

1、大赛华北赛区赛前加油站活动，安排技术支持人员一名，培训讲

师二名。

2、市场活动推广人员一名、活动组织人员一名。



 组织宣传活动：

1、易霖博公司官方门户网站上开辟大赛赛前加油站宣传专栏。

2、开放大赛赛前加油站有关在线练习平台提供习题练习；

3、宣传大赛活动有关的宣传条幅、宣传海报等

4、组织开展大赛线下培训活动。

五、培训内容

1、大赛章程宣讲

2、BBFS 创新实践能力挑战赛竞赛模式介绍

3、创新安全应用开发（BuildIt）模式积分及验证方式

4、创新安全应用开发（BuildIt）模式靶标创建

5、创新安全应用开发（BuildIt）模式 EXP 脚本与 Checker 程序开

发讲解

6、安全应用攻击破解（BreakIt）积分方式

7、安全应用攻击破解（BreakIt）竞赛技巧

8、安全应用漏洞修补（FixIt）积分方式

9、安全应用漏洞修补（FixIt）模式修复技巧



附件 1：华北赛区赛前加油站-各赛区流程

河北省赛前加油站

时间：4 月 3 日上午 9：00-18:00

地点：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河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

学院 408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4月 3 日 08：50-9：00 介绍
河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院长 田俊峰

4月 3 日 09：00-12：0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赛前

培训
白张旋、梁阔

4月 3 日 12：00-13：00 午饭时间

4月 3 日 13：30-17：3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

竞赛
白张旋、梁阔、王宏、尚丹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赛(服从统一安排，自带电脑在规定的教室比赛和参与)



天津市赛前加油站

时间：4 月 9 日上午 9：00-18:00

地点：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 38号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5

楼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4月 9日 8：50-9：00 介绍与会嘉宾

南开大学 计算机学院副院

长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长 刘

哲理

4月 9日 9：00-12：0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赛前培

训
白张旋、梁阔

4月 9日 12：00-13：30 午饭时间

4月 9日 13：30-17：3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

赛
白张旋、梁阔、王宏、尚丹

4月 9日 17：30-17：45 合影

4月 9日 13：30-18：0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赛(服从统一安排，自带电脑在规

定的教室比赛和参与)



山西省赛前加油站

时间：4 月 11 日上午 9：00-18:00

地点：晋中市榆次区大学街 209 号太原理工大学明向校区计算机学院

南楼 517 室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4月 11 日 08：50-9：00 介绍
太原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

院长 强彦

4月 11 日 09：00-12：0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赛前培

训
白张旋、梁阔

4月 11 日 12：00-13：00 午饭时间

4月 11 日 13：30-17：3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

赛
白张旋、梁阔、王宏、尚丹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赛(服从统一安排，自带电脑在规定的教室比赛和参与)



北京市赛前加油站

时间：4 月 13 日上午 9：00-18:0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东路 97号北京联合大学智慧城市学院实

验楼 10 楼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4月 13 日 08：40-08：50 介绍
北京联合大学智慧城市学院院

长 刘在云

4月 13 日 08：50-9：10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

息安全竞赛讲解
电子科技大学 王瑞锦

4月 13 日 09：10-12：0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赛前

培训
白张旋、梁阔

4月 13 日 12：00-13：00 午饭时间

4月 13 日 13：30-17：3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

竞赛
白张旋、梁阔、王宏、尚丹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赛(服从统一安排，自带电脑在规定的教室比赛和参与)



内蒙古赛前加油站

时间：4 月 15 日上午 9：00-18:00

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街 51 号内蒙古工业大学新城校

区网络安全研究所

时间 主题 报告人

4月 15 日 08：50-9：00 介绍
内蒙古工业大学院长 刘利

民

4月 15 日 09：00-12：0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赛前培

训
白张旋、梁阔

4月 15 日 12：00-13：00 午饭时间

4月 15 日 13：30-17：30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

赛
白张旋、梁阔、王宏、尚丹

华北区赛前加油站线上竞赛(服从统一安排，自带电脑在规定的教室比赛和参与)



附件 2：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华北赛区加油站回执

姓 名 性别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备注



附件 3：

各赛区报到须知

各位老师同学：

一路辛苦了！欢迎大家参加：

2019“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华北赛区赛前加

油站

现将有关报到事项通知如下：

一、日程安排（详见日程安排表）：

区域 承办院校 报到时间 地点

河北 河北大学 4 月 2 日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天津 南开大学 4 月 8 日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山西 太原理工大学 4月 10 日 计算机学院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 4月 12 日 智慧城市学院

内蒙 内蒙古工业大学 4月 14 日 计算机学院

备注：

1、老师报到，办理报到手续，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2、赛前培训+网络安全线上平台竞赛

3、华北赛区赛前加油站会务工作由北京易霖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办，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收费标准：

1. 住宿费：XXX 元/间/天（费用自理）

2. 餐费：100 元/人 （主办方支持）

祝：各位老师和学生度过一个愉快的华北赛区赛前加油站，一切顺利！

会务组联系方式：王宏：15011466199 尚丹：17633108544

金跃江：13720041410

会 务 组

2019 年 0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