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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T/NIFA X—XXXX 

III 

引  言 

为保证互联网金融个体网络借贷行业电子合同在线订立的安全性和合法性，互联网金融网络借贷信

息中介机构需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后的电子合同应委托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进行存储。为

规范电子合同订立时采用电子签名技术的各项安全要求，提高电子合同订立的安全性和证据效力，特制

定本标准。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

》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特点，

参考金融行业相关标准规范而制定。 

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遵循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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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个体网络借贷 电子合同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互联网金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从业机构（以下称“从业机构”）在开展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业务活动中，当事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互联网在线订立电子合同时采用可靠的电子签名，

保证订立后的电子合同满足防篡改、抗抵赖性等各项安全要求，以提高通过此种方式订立的电子合同的

安全性和证据效力。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从业机构开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活动时使用电子签名技术对电子合同进行

在线订立，并将订立后的电子合同进行第三方存储，进一步满足互联网金融个体网络借贷行业安全性及

合法合规性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GB/T 20520—2006 信息安全技术 公钥基础设施 时间戳规范 

GB/T 20988—2007 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JR/T 0118—2015 金融电子认证规范 

SB/T 11009—2013 电子合同在线订立流程规范 

T/NIFA 1—2017 互联网金融 信息披露 个体网络借贷 

公通字[2007]第 43号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3 术语与定义 

T/NIFA 1—2017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名核验 identity proofing 

验证充分信息以确认实体声明身份的过程。 

3.2  

电子合同 electronic contract 

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数据电文为载体，并利用电子通信手段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3.3  

电子合同缔约人 electronic contrac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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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合同订立系统的合同当事人，简称合同缔约人。 

3.4  

电子认证 certificate authentication 

基于 PKI的数字签名认证技术。 

3.5  

电子认证服务 electronic certification service 

为电子签名相关各方提供真实性、可靠性验证的活动。 

3.6  

身份证网证 electronic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certificate 

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开通凭证。 

3.7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 signing system of electronic contract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是指具备缔约人身份认证、谈判磋商、合同电子签名、合同存储与调用等功能以

实现在线订立电子合同及处理的信息系统。 

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是独立于从业机构的第三方主体运营的电子合同订立系统。 

3.8  

数字证书 digital certificate 

由证书认证机构签名的包含公开密钥拥有者信息、公开密钥、签发者信息、有效期以及扩展信息的

一种数据文件。按类别可分为个人证书、机构证书和设备证书，按用途可分为签名证书和加密证书。 

3.9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 third-party storage service provider for electronic contract 

独立于电子合同缔约各方和从业机构，能提供电子合同信息保存的服务机构，简称第三方存储服务

商。它可以应合同缔约一方或多方的请求对合同订立过程提供多种形式的存储服务并提供信息完整性和

准确性证明。 

第三方存储服务商不应是从业机构的关联公司、从业机构内部的隔离系统或由第三方部署在从业机

构内部的私有云等。 

3.10  

时间戳 time stamp 

使用数字签名技术产生的数据，签名的对象包括了原始文件信息、签名参数、签名时间等信息。时

间戳机构对此对象进行数字签名产生时间戳，以证明原始文件在签名时间之前已经存在。 

3.11  

时间戳机构 time stamp authority 

用来产生和管理时间戳的权威机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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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时间 trusted time 

准确的、值得信赖的当前时间值，这个时间值的来源应是高度权威的。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公钥基础设施 

APP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 

OV Organization Validation 组织机构认证 

EV Extended Validation 扩展认证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层 

5 电子签名合法性要求 

电子合同的订立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规定。 

a）电子签名人真实身份的标识 

电子签名人是创建可靠电子签名的实体，可以是自然人或单位机构授权的代表人。对电子签名人身

份的正确标识是可靠电子签名的根本。 

b）电子认证服务机构 

电子认证服务机构是指帮助电子签名人和依赖方建立信任关系的实体，即证明电子签名制作数据和

电子签名人真实身份的关联关系。 

在可靠电子签名体系中，标识电子签名人真实身份的数字证书应由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进行颁

发，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并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的各项管理要求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应为三级或

更高级别。 

6 电子合同订立 

6.1 概述 

借款人、出借人以及从业机构在平台从事投融资活动时，为了保障商务活动各方主体的权益，应订

立有法律效力的电子合同。从业机构应提供渠道供借款人和出借人查看、下载已订立的电子合同。服务

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网站、移动 APP应用、社交媒体公众号或服务号等。 

借款人和出借人应先通过实名核验，由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为其签发数字证书，借款人和出借人使用

数字证书对电子合同进行签名，电子签名依赖方使用电子签名验证数据进行电子合同完整性验证，并且

确认借款人和出借人的真实身份，防止借款人和出借人抵赖订立电子合同的行为。 

6.2 实名核验 

6.2.1 实名核验要求 

借款人、出借人登录平台，应提交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个人或企业身份信息，平台应对平台上产生

投融资活动的借款人、出借人的身份信息进行审核，只有实名核验通过的个人或企业，才能在平台进行

投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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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核验包含对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供的有效证件真实性、一致性、意愿真实性三方面进行核验。平

台可根据平台自身的风控制度自主选择实名核验的方式。 

6.2.2 个人实名核验 

平台在对个人进行实名核验时可采用的方式包含以下几种： 

a) 线下核验：包括对个人有效证件的现场审核，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的采集及比对核验，进行人证

合一的确认； 

b) 线上核验：核验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或身份证网证、手机号码或银行卡号（至少包括姓

名、身份证号码和身份证网证中的一种），应利用政府权威部门的数据库或取得政府权威部门

授权或认可的数据库等，并采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或其他安全有效的技术手段进行人证合一的

确认；也可通过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进行实名核验； 

c) 其他经过认可的，可保证个人有效证件真实性、一致性及意愿真实性的实名核验方式。 

6.2.3 企业实名核验 

平台在对企业进行实名核验时可采用的方式包含以下几种： 

a) 线下核验：包括对企业有效证件，企业资料，经办人的企业合法授权文件的现场审核，以及经

办人的个人实名核验； 

b) 线上核验：核验信息包括企业名称、工商登记号、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

人代表姓名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或身份证网证（至少包括企业名称、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应采用经办人个人实名核验，以及企业核心隐私数据的核验，例如对公银行打款、

开具指定金额发票等核验方式；也可通过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进行实名核验； 

c) 其他经过认可的，可保证企业有效证件真实性、一致性及意愿真实性的实名核验方式。 

6.3 数字证书申请 

6.3.1 数字证书申请流程 

借款人、出借人应在平台上通过实名核验，才能申请数字证书。 

6.3.2 个人数字证书申请的有效身份证件 

在证书申请时对个人身份进行鉴别时，应符合 JR/T 0118-2015针对个人有效身份证件的要求。 

6.3.3 企业数字证书申请的有效证件 

在证书申请时对机构身份进行鉴别时，应符合 JR/T 0118-2015针对企业有效身份证件的要求。 

6.4 密码算法及密码产品要求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所涉及的密码算法可包括但不限于：杂凑算法、非对称密码算法、对称密码算法

等，所有算法应是国家密码主管部门认可的算法。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采用的密码模块或密码产品应具有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商用密码产品型号资

质证书。 

6.5 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使用方式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涉及的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的使用方式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关

于可靠的电子签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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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时间戳要求 

电子合同采用的可信时间戳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从业机构或其合作的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应确保合同具备可信时间戳要素，满足防

篡改要求； 

b) 时间戳要求应满足GB/T 20520-2006中规定的要求。 

6.7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要求 

6.7.1 概述 

从业机构可自建电子合同订立系统，也可使用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订立电子合同。电子合同订

立系统应独立于平台。 

6.7.2 资质要求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应具备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或者更高级别认证。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部署在公有云时，云服务应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可信云服务认证。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的服务商应具备 ISO 27001认证。 

6.7.3 真实身份标识 

从业机构采用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的，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应使用OV或EV SSL网站认证证

书等手段标识网站的真实性，并有效保护交易信息的安全。 

6.7.4 业务持续性保障 

a) 应部署在符合GB 50174-2017要求的A级数据中心机房；  

b) 应建立或使用与其业务规模相匹配的灾备系统设施，系统的灾难恢复能力应满足GB/T 

20988-2007的第五级要求，实时数据传输及完整设备支持，保证业务持续性及应急响应； 

c) 应提供7*24小时服务，并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全年服务可用率应达到99.95%及以上。 

6.7.5 通讯安全 

平台和电子合同订立系统之间的数据在公网传输时应采用数据加密技术实现机密性保护，保证数据

传输的安全性。 

6.7.6 终止或转移服务 

从业机构使用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的，应与其服务商约定履行如下义务： 

a) 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不能继续提供服务时，应当在终止或转移服务九十日前以书面

形式告知从业机构； 

b) 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应向从业机构提供双方认可的电子合同数据迁移方案并提供

技术支持，保证从业机构电子合同数据迁移过程的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6.7.7 安全评估与监管 

从业机构应依据《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中要求，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定期开展等级保护测

评，测评应由具备等级保护测评资质的信息安全测评认证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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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机构使用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的，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应公示业务规则，接受

主管部门的定期检查，并将信息安全测评认证结果向使用其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的从业机构、

借款人和出借人公开披露。 

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应配合从业机构向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完成报备等合规工作。 

6.7.8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主要包括数据存储安全、授权访问控制、隐私保护和数据备份。 

a) 平台和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应采取安全措施，确保电子合同不泄露，对电子合同进行加密存储； 

b) 平台和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应具有授权访问控制功能，借款人和出借人只有通过实名核验后，才

可查看、下载本人已订立的电子合同； 

c)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应对电子合同进行备份并加密存储，并完整记录用户操作日志以备审计。第

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应对电子合同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内

部人员安全管理，确保不泄露电子合同信息。 

6.8 电子签名验证 

从业机构应对借款人和出借人提交的电子签名进行验证，以保证电子合同的完整性和抗抵赖性，电

子签名验证应满足如下要求： 

a) 验证用户数字证书的有效性； 

b) 验证数字签名的有效性； 

c) 验证签名所使用的签名算法是否符合要求； 

d) 验证签名所使用的数据摘要算法是否符合要求； 

e) 验证产生签名的数字证书与用户的关联关系。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应具有在线校验电子合同的功能，验证签名者的身份、数字证书、时间戳的有效

性。如果合同内容或签名被篡改，应提示文档被篡改、失效。 

6.9 从业机构真实身份标识 

平台应使用 OV或 EV SSL网站认证证书等手段标识交易网站的真实性，并有效保护交易信息的安全。 

6.10 从业机构安全评估与监管 

从业机构应记录并留存借款人和出借人的合同记录，留存期限为自合同到期日起 5年，对于已有法

律、规章规定电子合同保存期的，电子合同保存期限应与该保存期一致。 

从业机构应聘请有资质的信息安全测评认证机构定期对信息安全实施测评认证，向出借人与借款人

等披露测评认证结果，且定期开展安全评估，接受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安全检查和审计。 

7 电子合同存储 

7.1 概述 

电子合同应通过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进行存储与备份。 

电子合同保存期限应自合同到期日起 5年，对于已有法律、规章规定电子合同保存期的，电子合同

保存期限应与该保存期一致。 

7.2 密码算法及密码产品要求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所涉及的密码算法可包括但不限于：杂凑算法、非对称密码算法、对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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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算法等，所有算法应是国家密码主管部门认可的算法。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采用的密码模块或密码产品应具有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发的商用密码产品

型号资质证书。 

7.3 资质要求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应具备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或者更高级别认证。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部署在公有云时，云服务应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可信云服务认证。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应具备 ISO 27001认证。 

7.4 真实身份标识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应使用OV或EV SSL网站认证证书等手段标识网站的真实性，并有效保护交

易信息的安全。 

7.5 业务持续性保障 

a) 应部署在符合GB 50174-2017要求的A级数据中心机房； 

b) 应建立或使用与其业务规模相匹配的灾备系统设施，系统的灾难恢复能力应满足GB/T 

20988-2007的第五级要求，实时数据传输及完整设备支持，保证业务持续性及应急响应； 

c) 应提供7*24小时服务，并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全年服务可用率应达到99.95%及以上。 

7.6 通讯安全 

电子合同订立系统和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之间的数据在公网传输时应采用数据加密技术实现

机密性保护，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7.7 终止或转移服务 

从业机构应与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约定履行如下义务： 

a)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不能继续提供服务时，应当在终止或转移服务九十日前以书面形

式告知从业机构； 

b)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应向从业机构提供双方认可的电子合同数据迁移方案和技术支持。 

7.8 安全评估与监管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应由有资质的信息安全测评认证机构定期对信息安全实施测评认证，并向

使用其服务的从业机构、借款人和出借人披露测评认证结果。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应配合从业机构完成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要求的报备、检查等合规

工作。有监管要求时由国家级行业自律组织使用解密密钥解密原文。 

7.9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主要包括数据存储安全和隐私保护。 

a) 平台和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应采取安全措施，确保电子合同不泄露，对电子合同进行加

密存储。电子合同的加密密钥和解密密钥应由国家级行业自律组织管理，从业机构应使用上

述加密密钥将电子合同加密存储在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密钥管理应符合国家密码管理

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要求； 

b)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系统应完整记录用户操作日志以备审计。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应

对电子合同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内部人员安全管理，确保不泄露

电子合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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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司法举证要求 

当发生平台跑路等恶性事件或借款人、出借人在平台产生纠纷时，相关当事方（包括但不限于从业

机构、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具有协助举证方（包括但不限于

公检法机构、借款人、出借人）进行举证的义务。证据证明包括但不限于： 

a) 从业机构提供订立的电子合同原文，借款人、出借人在平台的实名核验、支付、投资记录、还

款记录等证据，从业机构依据《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以及告知义务的履行证

明文件，从业机构对接的支付机构或存管银行提供资金流水记录等证据； 

b) 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和电子合同第三方存储服务商宜与仲裁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

等电子证据机构对接，如有司法举证的需求，合作的电子证据机构应出具鉴定报告； 

c) 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出具数字证书验证报告，证明证书及电子签名的有效性； 

d) 电子签名人委托他人代为实施签名行为时，从业机构或第三方电子合同订立系统服务商提供电

子签名制作数据由电子签名人控制的证据，包括调用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的时间和方式、电子签

名人位置、IP地址、授权及认证方式、授权及认证记录等； 

e) 有司法举证要求时由国家级行业自律组织使用解密密钥解密原文； 

f) 司法机构要求配合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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