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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IT 资源管理规则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资讯科技服务处(ITSO)负责管理和维护学校拥有的

IT 资源。为加强学校 IT 资源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则适用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内的 IT 资源的申请、使用、管理

和归还的流程规范。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所有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拥有的、管理的 IT 资源。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所有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IT 认证系统上注册的用户及

在学校内使用 IT 资源的用户。  

第四条 用户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

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第二章 资源定义 

第五条 本规则中所涉及的学校 IT 资源即：个人办公电脑与公共电脑、网络设备、

存储设备、打印机、投影仪、视听设备、IP 电话机等相关的硬件设备以及应用软

件、应用系统等。 

第六条 符合学校采购规定，由 ITSO 统一采购或来源于第三方经费，但经 ITSO
技术建议采购的 IT 资源，ITSO 提供全部的技术支持。 

第七条 符合学校采购规定，来源于第三方经费，未经 ITSO 技术建议采购的 IT
资源，ITSO 仅提供紧急的有限的技术支持。 

第八条 针对个人购买的 IT 资源，如确实用于办公并经主管副校长审批后，ITSO
可提供紧急的有限的技术支持，如产生费用或其他法律责任，由个人承担。 

第三章 账号管理 

第九条 使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IT 资源的所有用户必须经过注册。每个用户

只允许申请一个用户账号，个人账户不得转让给他人使用。 

第十条 账号分类： 

(一) 所有全职职员（包含教学和非教学人员）和在校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都

可注册 CUHK(SZ)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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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校时间达三个月或以上的访客、兼职员工、交流学生等，可由相关部门提

出申请，经 ITSO 审核后，可开通 CUHK(SZ)账号； 

(三) 临时访客，由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只可获开通 Wi-Fi 服务。 

第四章 用户责任 

第十一条 用户应合理使用计算机等 IT 设备，并注意自身及设备安全。 

第十二条 用户不得私自在计算机等 IT 设备上安装或卸载软件或硬件。如必须

进行安装或卸载，经 ITSO 审核后交由 ITSO 处理。 

第十三条 用户不得在连接台式电脑的电路上插接大功率电器；茶杯或其他盛

载有液体的器具的摆放应远离电源、电脑键盘；主机散热区不能被其它物品遮挡，

以保持良好的散热通风。 

第十四条 用户不得私自改变计算机等 IT 设备的系统和网络配置，包括计算机

名、IP 地址、网关、DNS、隶属域等。如对学校网络产生重大影响，将移交学校

处理。 

第十五条 用户如接触到学校敏感信息，有义务有责任保密。 

第十六条 用户首次登录 CUHK(SZ)账号前，务必先修改初始密码。用户必须

对自己的用户名、密码安全负责。如因密码泄露造成损失，由用户承担。密码遗

忘或发现密码被人盗用者，须立即持本人有效证件至 ITSO 申请更改密码。 

第十七条 禁止将计算机等 IT 资源用于与工作或学习无关的应用，使用计算机

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第十八条 用户应自觉接受并配合 ITSO 合理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用户设备管理 

第十九条 用户负责管理个人使用的办公设备。各部门需指定一名资产管理员

负责本部门的资产清查、登记、统计报告等基础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配备基本原则 

(一) 台式机和电话机配备基本原则： 每个全职职员原则上可获提供一台台式电

脑和一台电话机。特殊岗位除外。具体配置如下： 

IT 设备配置 全职职员 兼职职员 其他访客 

台式电脑 提供 可申请 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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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机 提供 可申请 不提供 

(二) 笔记本电脑配备基本原则：少于五人的部门可获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用于

部门内会议，出差等公用；五人以上的部门按人数比例配备，每五人一台，

数量最多不超过四台。 

(三) 打印机配备基本原则：学校采用统一的文印系统租赁方案。每层楼一般会设

置一个公共打印中心。原则上学校不再为部门或个人配备独立打印机。 

第二十一条 设备更新及报废 

（一） 设备更新必须以满足工作需要为目的，各部门及申请人应严格规范计算

机设备的使用。 

（二） 计算机等 IT 设备使用达三年以上未满五年，由使用人提出申请，提交本

部门主管审批，经 ITSO 检测后确因硬件限制无法满足工作，可通过硬件升

级以满足工作需要。 

（三） 计算机等 IT 设备使用达五年以上，由使用人提出申请，提交本部门主管

审批，经 ITSO 技术鉴定后决定是否报废。若未达到设备报废要求，则由 ITSO
提供设备更新方案。 

（四） 更新或报废后的设备，使用人需要在 ITSO 的协助下进行数据备份并删

除原设备中的所有数据，确保学校信息数据安全。 

第二十二条 设备丢失、赔偿及归还 

（一） 设备在使用期间，由个人原因造成的损坏或丢失，将由学校视具体情况

处理。 

（二） 辞职、解聘等，使用者必须将所使用的 IT 设备含所载资讯交回 ITSO，

确保学校信息数据安全。 

第六章 版权和许可 

第二十三条 用户在使用学校信息服务时应了解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四条 因教学、科研或学习需要而引用版权作品，无论是通过互联网、学校

网络或是其他方式，用户都应避免侵权。 

第二十五条 任何利用学校网络上传或下载到服务器，个人电脑，笔记本或手持电

子设备都应在法律权限之内。上传版权著作的数量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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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用户不得利用学校网络下载未经授权的作品。但凡利用学校网络大

量下载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侵权者自身会遭到著作权人的起诉和索赔，同时也可

能使学校卷入控诉和索赔的法律纠纷。 

第七章 信息安全 

第二十七条  用户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严格执行

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并对所提供和发布的信息负责。学校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利

用学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有碍社会治安以及危害网络安全

等活动。  

第二十八条 学校内从事的施工、建设等工作，不得危害学校网络系统的安全。未

经 ITSO 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关闭学校公共 IT 设备电源。 

第二十九条 任何连入学校网络的计算机均须安装防病毒软件，并开启防火墙。 

第三十条 ITSO 有权停止未经注册的设备接入校园网络。针对私自接入因特网

服务以及搭建网络代理服务的部门和个人，ITSO 也有权取消该部门或个人接入

学校网络的权限。 

第三十一条 ITSO 有权将影响学校网络正常运行的计算机隔离待进一步处理，如

感染病毒、非法扫描或发出大量攻击数据报文、采用 P2P 软件大量下载、以及

由于误操作引起网络资源冲突的计算机等。 

第八章 免责声明 

第三十二条 ITSO 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或间接因软硬件故障或人为错误造成数据

丢失的责任。用户应定期备份工作相关的数据，以防意外丢失。 

第三十三条 ITSO 已经尽可能地维护信息系统安全，但不保证能够防止因系统安

全保护机制的缺乏和失败而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隐私泄露、信息盗窃、数据损坏

或丢失。 

第三十四条 若用户因接入、依靠、使用或无法使用学校信息资源而造成的任何直

接的、偶发的、附带的或间接的损失，ITSO 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是基于保

证、契约、侵权、疏忽还是其他任何法律条款，以及无论 ITSO 是否知悉这些损

失的可能性。 

第三十五条 ITSO 已尽可能地尝试提供相应的信息资源来满足用户更广泛的用

户需求，但对于其提供信息服务或其特别用途的适用性不作任何保证、明示或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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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由 ITSO 制定、修改，由相关委员会审批通过。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则最终解释权归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则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正式执行。 

 

资讯科技服务处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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