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 共80页

网站备案

备案准备

产品文档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 共80页

【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

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构成

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的

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复

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

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

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 共80页

文档目录

备案准备

学习管局规则

各省管局要求

东北各省管局要求

黑龙江管局备案要求

吉林管局备案要求

辽宁管局备案要求

华北各省管局要求

北京管局备案要求

河北管局备案要求

内蒙古管局备案要求

山西管局备案要求

天津管局备案要求

华东各省管局要求

安徽管局备案要求

福建管局备案要求

江苏管局备案要求

山东管局备案要求

上海管局备案要求

浙江管局备案要求

江西管局备案要求

华南各省管局要求

广东管局备案要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管局备案要求

海南管局备案要求

华中各省管局要求

河南管局备案要求

湖北管局备案要求

湖南管局备案要求

西北各省管局要求

甘肃管局备案要求

宁夏回族自治区管局备案要求

青海管局备案要求

陕西管局备案要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局备案要求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 共80页

西南各省管局要求

重庆管局备案要求

贵州管局备案要求

四川管局备案要求

西藏管局备案要求

云南管局备案要求

备案域名

备案云服务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前置审批相关

备案消息通知设置

备案准备相关问题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 共80页

备案准备

学习管局规则

各省管局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0:46:25

各地区通信管理局的备案规则中，罗列了 ICP 备案的信息填写要求、所需提交的资料、备案信息变更规则以及备案

转移规则。

您可根据所在备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查看对应规则。

地区 省份

东北各省管局规则 黑龙江 、 吉林 、 辽宁

华北各省管局规则 北京 、 河北 、 内蒙古 、 山西 、 天津

华东各省管局规则 安徽 、 福建 、 江苏 、 山东 、 上海 、 浙江 、 江西

华南各省管局规则 广东 、 广西 、 海南

华中各省管局规则 河南 、 湖北 、 湖南

西北各省管局规则 甘肃 、 宁夏 、 青海 、 陕西 、 新疆

西南各省管局规则 重庆 、 贵州 、 四川 、 西藏 、 云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6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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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各省管局要求

黑龙江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0:53

本文将为您介绍黑龙江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个体工商户一律以企业备案；个体工商户必须以法定代表人做负责人。

3. 主体负责人须为法定代表人；如主体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担任时，需要出具《委托书》委托给单

位的其他股东或高级管理人员作为主体负责人，并出据被委托人在单位的职务证明文件。

1. 网站服务内容不允许选 “其他”。

2. 事业单位或者党政机关特殊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办网站需得到同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复批的《网站

开办资格申请表》，并将此 “申请表 ”同其他备案材料一并提供给接入服务企业申请网站备案。省编办咨

询电话：88628427。

3. 网站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5岁。

个体工商户可以变更为法定代表人个人。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注意

被委托人需要在工商营业执照中股东信息及主要人员信息中。

网站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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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5:04:12

本文将为您介绍吉林省管局备案要求。

主体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需要主体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

1. 域名所有者需为单位全称。

2. 域名是中国xxx.中国的必须是国家级单位才能备案。

企业变更为企业需要出具工商证明；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域名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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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0:53

本文将为您介绍辽宁省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年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收入证明或工作证明备案。

2. 个体工商户以企业备案。

须使用最新的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证件进行备案。

1. 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相同，必须提供两个不同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1和应急联系电话必填。

2. 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不同，需要填写3个不同的联系方式，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的联系方式1需要

是不同的，第三个不同的联系方式填写在应急联系方式处。

3. 手机号码归属地建议是辽宁本地。

经营范围如涉及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需提供对应审批文件，如不涉及，请删除经营范围内容后，再进行提

交备案，不支持承诺书。

1.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

2. 不接受先接入后变更，先新增后变更。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前置审批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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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各省管局要求

北京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0:53

本文将为您介绍北京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是中国香港居民，须提供港澳通行证作为负责人证件。

2. 企业负责人未满18岁不能进行备案。

1. 个体工商户一律以企业备案；个体工商户有营业执照的都需要盖章，不支持个体工商户无公章。

2. 需上传最新营业执照彩色扫描件（正副本均可）或者彩色拍照件。

3. 营业执照须有编码，请确保上传营业执照完整，边角齐全。

4. 外资企业需有北京营业执照（证件号为：统一信用代码）。

1.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且为中文或拼音全称，不能是英文或英文缩写。

2. 非国家单位，域名前缀不能带有 “中国”、“国家”。

3. 域名所有者（中文）： 需要与营业执照上的公司名称全角括号一致。

4. .org 域名在2018年1月1日前完成备案的，可以正常操作接入备案。

境外域名需要转入国内注册商后再进行接入备案。

1. 支持先接入后变更。要求：须主办单位信息（主办单位证件类型、上级主管单位名称、主办单位通信地址、

主办单位性质、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号码、证件住所）一致，及主体负责人信息（联系方式1、联系方式2、

证件号码）一致。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接入备案相关

无主体新增接入、无主体新增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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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接入后变更，涉及新老证件或者主体更名需提供更名函。（管局审核通过10个工作日内须及时进行变更

备案）

未备案网站必须关站。

企业备案网站名称建议与主体名称一致。

1. 主办单位名称中如带有括号，必须与工商营业执照上的全角、半角完全一致。

2. 公章须包含主办单位名称里的所有字或者所有单位，或者公章上含有全部主办单位名称。

3. 律师事务所需提供字迹清晰、页面完整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进行备案。上传附件需包含许可证副本首

页、登记事项首页、最新年审页与变更登记名称、住所页。

1. 主办单位通信地址需精确到具体门牌号。

2. 北京所有区必须按照新划分地区提交备案。例如，宣武区已并入西城区，崇文区已并入东城区，密云县为密

云区。

3. 通信地址不能带有 “市辖区”，需为实际城区。

1. 主体和网站负责人为同一人，联系方式1与应急联系电话需填写两个不同的联系电话。

2. 主体和网站负责人不是同一人，确保备案信息中有四处（主体联系方式1、应急联系电话；网站联系方式1、

应急联系电话）联系方式中要有3个或者以上不同的手机号码，主体联系方式1、网站联系方式1、应急联系

电话（主体和网站可以填写一样的应急联系电话）。

1. 允许变更，但不接受更换主体。

2. 变更时营业执照的单位名称发生变化的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3. 同一个主体下只能有一个备案号，存在多个备案号的，必须要先去注销其中一个，再提交接入、新增网站备

案。

网站开关站相关

网站名称相关

主体特殊要求

通信地址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 共80页

河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1:01:39

本文将为您介绍河北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须授权给中国公民为负责人。

个体工商户有字号的请选择企业，无字号选择个人。备注里说明 “个体工商户无工商字号”。

1. 2018年之前备案成功的境外域名变更备案，需转入国内已批复域名注册商，备案信息需与域名实名认证一

致，才可以进行备案。

2.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论坛/社区类请先办理专项审批，无审批文件不能使用电子公告类关键词。

1. 未完成备案域名须关站。

2. 已备案网站，要求网站内容符合主体性质，同时网站首页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到 工信部 。

1. 非注销、取消接入备案类型，每个网站备案订单关联 备案云服务资源  大于1的，需在网站备注处填写使用

说明，最多关联5个云服务资源。

2. 接入备案每个网站备案订单关联备案云服务资源大于1的，需提供纸质版使用说明，并加盖公章。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备案云服务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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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支持企业变更为个人，其他情况允许变更主体。

2. 接入备案或无主体新增备案时，如果原备案使用旧证件备案，现已更换为最新三证合一证件，需注销原备案

号再提交备案，或去原接入商变更主体证件信息为最新证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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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28 17:37:22

本文将为您介绍内蒙古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1. 企业备案法定代表人身份证非本自治区，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手持身份证以及营业执照。

2. 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申请网站备案，均需向当地编制审核机构（编制机构办公室）申请《网站名称审核表》

后，提供原件彩色扫描件和组织机构代码等证件。

3. 涉及医院需上传营业执照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医疗广告审查证》。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域名相关

证件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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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1:01:08

本文将为您介绍山西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个体工商户有字号的请选择企业，无字号选择个人。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1. 允许自由变更。

2. 接入备案或无主体新增备案时，如果原备案使用旧证件备案，现已更换为最新三证合一证件，可提交原证件

号，上传最新证件扫描件，接入成功后再去原接入商提交变更备案。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域名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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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1:13:44

本文将为您介绍天津管局备案要求。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网站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需要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3. 网站负责人和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及证件号码都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4. 网站负责人可以有自己个人的备案，但不可以出现手机号码跟自己以外的任意一个人重复。

5. 法人年龄不满18周岁的，可以作为网站负责人正常备案；网站负责人非法人的不能使用未成年人。

6. 网站负责人已过退休年龄不支持备案，建议更换网站负责人（男60岁，女55岁）。

证件必须是原件彩色扫描件，不支持复印件。

1. 地址必须精确到门牌号码。

2. 自贸区、空港经济区需修改为滨海新区。

3. 若通信地址为 “华苑” 地区，请根据所处环线位置选择所属区域：环内为南开区，环外为西青区。

4. 在校学生备案，通信地址中应写明所在院系、班级信息。

5. 通信地址不能带有 “市辖区”，需修改为实际城区。

1. 未备案域名须关站。

2. 已完成备案网站内容需与备案信息相符。

网站名称须使用3个以上汉字命名（包含3个）。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通信地址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网站名称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 共80页

同一个主体下只能有一个备案，存在多个备案号的，必须要先去注销其中一个，再提交接入、新增网站备案。

一个网站有多个 IP 地址且地址是不同省份需要备注说明。

1. 应急联系电话需填写不同于主体负责人联系方式1和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1的号码。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

的应急联系电话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如相同需在主体备注处备注说明应急电话使用人及关系；如不同，需

分别在主体备注处和网站备注处备注说明对应的应急联系电话使用人及关系。备注示例：应急联系电话手机

号使用人为XXX公司员工XXX。

2. 单位备案应填写单位员工的号码。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主体特殊要求相关

网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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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各省管局要求

安徽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10 17:58:11

本文将为您介绍安徽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主体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

3. 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个体工商户一律以企业备案；无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主办单位名称填写法定代表人并在主体备注中备注 “无字号

无公章个体工商户”。

1. 域名有效期须大于3个月。

2. 政府门户网站备案域名必须是 gov.cn 后缀域名。

根据网站内容选定（需自行联系相关部门审批）企业备案如果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涉及前置审批的

关键字的需要与对应主管部门电话咨询，如咨询相关部门后，相关部门认为网站无需办理前置审批，需要在网

站备注好，咨询电话XX，咨询部门XX，咨询结果。同时需要上传一份不涉及的前置审批承诺书。内容包含：

企业不允许变更为其他企业。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前置审批相关

需要介绍公司的主营业务如果公司经营范围较多需要罗列出主要的几项以及此次备案的网站实际开办的内

容。

承诺网站开办后不涉及不展示前置审批项目。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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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0 11:13:37

本文将为您介绍福建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未满18岁需持有本人身份证才可进行备案。

2. 法定代表人为外籍时，网站负责人需授权给持有居民身份证的境内人员进行备案。

3.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

人授权书 。

企业必须写企业全称，其他单位写上级主管单位全称。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营业执照必须有字号，有公章，如无需到工商局更换成最新版的三证合一的执照。

未备案域名严格要求不允许访问。

1. 变更备案信息时，不允许更换为其他主体。

2. 变更备案信息时，如营业执照名称发生变化，需同时上传工商更名函。

3. 接入备案或无主体新增备案时，如果原备案使用旧证件备案，现已更换为最新三证合一证件，可提交原证件

号，上传最新证件扫描件，接入成功后再去原接入商提交变更备案。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网站相关

域名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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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0:54

本文将为您介绍江苏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时，网站负责人必须和主体负责人一致。

3. 同一个人不能作为多家企业的网站负责人，一个人只能作为一家公司的网站负责人。

4. 主体负责人及网站负责人非单位法定代表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5. 须提供网站负责人本人签署的《 江苏省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责任告知书 》、《 江苏省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

承诺书 》。

6. 承诺视频需要网站负责人手持填写完毕的《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原件进行录制视频，承诺书内容须

清晰可见。具体要求请查看 材料上传 。

1. 台胞证进行备案，证件号码需填写台胞证下方带有英文字母的证件号码。

2. 个体工商户可在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查到信息，以企业网站进行备案。其中，只能以法定代表人

备案，不能委托其他人，需要将身份证和个体工商户证件合并上传。如查不到信息，请以个人网站备案。

1. 网站开站需写明备案号并链接到 工信部首页 。

2. 网站内容不能涉及前置审批、论坛或经营性等内容，如有涉及需办理相关审批后才可进行备案。

3. 网页中建议添加版权所有，版权所有必须与主体单位信息一致。

1. 已备案+新增企业网站≥30个网站（包含30个）新增网站需要提供 网站建设方案书 。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中国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进行备案：备案时填写证件号码。

港澳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备案时填写证件号码。

网站开关站相关

网站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notificati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authenticitycommitmentLet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48#step
http://js.gsxt.gov.cn/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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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位名称涉及教育咨询类关键字，实际网站不涉及教育培训、线上培训、校外培训等相关业务，经营范围不

涉及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也需提供 不涉及 “校外培训” 承诺书 。

网站名称及网站内容（接入、变更）要与主体性质相符。

内容应真实准确，格式标准完整。例如，农村单位应详细填写到村，城镇单位应填写到街道门牌号或信箱号。

1. 企业变更为企业需要出具工商证明。

2. 支持变更备案，不支持变更网站。

网站名称相关

通信地址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0498#.E9.99.95.E8.A5.BF.E7.9C.81.E3.80.81.E5.AE.81.E5.A4.8F.E5.9B.9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E3.80.81.E6.B1.9F.E8.8B.8F.E7.9C.81.E3.80.81.E5.B1.B1.E4.B8.9C.E7.9C.81.E3.80.81.E5.B9.BF.E8.A5.BF.E5.A3.AE.E6.97.8F.E8.87.AA.E6.B2.BB.E5.8C.BA.E3.80.81.E6.B2.B3.E5.8C.97.E7.9C.81.E3.80.81.E4.BA.91.E5.8D.97.E7.9C.81.E3.80.81.E5.90.89.E6.9E.97.E7.9C.81.E3.80.81.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C.BA.E3.80.81.E8.BE.BD.E5.AE.81.E7.9C.81.E3.80.81.E6.B1.9F.E8.A5.BF.E7.9C.81.E3.80.81.E6.B5.B7.E5.8D.97.E7.9C.81.E3.80.81.E7.94.98.E8.82.83.E7.9C.81.E4.B8.8D.E6.B6.89.E5.8F.8A-.E2.80.9C.E6.A0.A1.E5.A4.96.E5.9F.B9.E8.AE.AD.E2.80.9D-.E6.89.BF.E8.AF.BA.E4.B9.A6.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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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7 14:36:01

本文将为您介绍山东管局备案要求。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须授权给中国公民为负责人，具体可查看 主体负责

人授权书 。

2. 主体负责人、网站负责人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3. 网站负责人可以有自己个人的备案，但不可以出现手机号码跟自己以外的任意一个人重复。

1. 企业用户必须使用企业营业执照备案。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等无营业执照的单位，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备

案。

2. 律师事务所使用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最新三证合一证件。

3.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必须有字号，有公章，如无需要到工商局更换成最新版的三证合一的执照。

1. 网站名称无法体现网站内容的，必须要加备注。

2. 一个网站包含多个域名的，需备注：所有域名均指向同一网站。

3. 网站主办者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则单位名称应填写上一级主管单位全称。

1. 经营范围含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涉及金融相关内容，需提供承诺书。承诺书内容需包含：

2. 网站内容、经营范围、公司名称，涉及 “制作” 影视节目类，建议修改经营范围。涉及 “发行”、“推

广” 须办理《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许可证》进行备案。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前置或专项审批内容类型相关

网站内容。

承诺网站不涉及互联网金融，并保证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均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业务。

加盖单位公章。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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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经营范围涉及图书、期刊、音像制品销售，请到省新闻出版局办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后进行备案。

4. 网站内容涉及期刊、杂志，请到省新闻出版局办理《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后进行备案。

5. 主体经营范围凡涉及药品（含中草药）或医疗器械（含租赁）等，请到省药监办理前置《互联网药品信息服

务资格证书》后进行备案。

6. 主体经营范围涉及 “互联网游戏服务”，需提供游戏版号证明文件进行备案，如实际网站内容不涉及，建

议您变更经营范围后再进行备案。

1. 未备案域名不能打开网站。

2. 同主体下已备案网站，内容要和主体性质相符。

手机归属地无要求。

同一网站中只能填写域名列表中的一个。

网站名称必须与主体性质相符。

如 A 公司和 B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可以进行变更，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

网站开关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首页 URL 相关

网站名称

变更相关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3 共80页

上海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10:25:53

本文将为您介绍上海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上海网站

负责人授权书 。

3. 法定代表人为外国人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姓名为中文，负责人证件护照姓名为英文，需满足以下要求：

1. 港澳台居民可优先使用有效期大于三个月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进行备案；如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居民可

提供港澳通行证备案，中国台湾居民可提供台胞证备案。不接受中国香港身份证或护照。

2. 营业执照必须提供原件彩色扫描件或清晰的彩色拍照件。

3. 营业执照上必须有统一信用代码及证照编号。

4. 身份证必须为清晰的彩色拍照件或彩色扫描件，身份证有效期必须3个月以上。

5. 工商官网上具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的必须提供新的营业执照备案；如无，可使用旧版营业执照。

6. 外国企业驻上海代表处的，需使用组织机构代码证备案，单位性质选择企业。

7. 存在企业名录异常的企业需先通过工商部门解除异常后再提交备案。

8. 营业执照已吊销的企业禁止备案。

9. 主办单位名称为旅行社的，需提交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发证单位：上海市旅游局）。

10. 不支持个体工商户无公章备案。

11. 外资企业需持有上海本地营业执照。

12. 企业营业执照有效期需大于1年以上。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在主体负责人证件上贴一张便签纸，写上营业执照上的中文名。

提供一个情况说明，表明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盖上公司公章落款日期。

主体负责人姓名需与营业执照上的法定负责人姓名保持一致。

证件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3Ca-id.3D.22book4.22.3E.E4.B8.8A.E6.B5.B7.E7.BD.91.E7.AB.99.E8.B4.9F.E8.B4.A3.E4.BA.BA.E6.8E.88.E6.9D.83.E4.B9.A6.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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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所有者须为公司中文全称或拼音全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

2. 域名所有者为外国母公司时，需提供母公司的公司证照，域名使用授权书，域名证书。

3. 域名有效期需3个月以上。

4. 域名前缀是带有 “game” 等涉及前置审批的字样，需上传对应的前置审批。域名首次备案或网站内容实

际不涉及游戏类的内容需备注，备注开站内容或不涉及游戏类的网站内容。

1. 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 “交易所”、“交易中心”、“金融”、“资产管理”、“理财”、“基

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网贷”、“网络借

贷”、“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支付”、“信托” 等字样的企业，在做新增备案

时，需提供金融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文件，无金融许可的不允许接入。

2. 网站名称或主办单位名称含有 “金融” 关键字或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网站，提供金融办的审批文件。

3. 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只包含投资的，若网站确实和金融活动无关的，建议更改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

通信地址带有 “市辖区” 的，需修改为实际城区。

1. 如以前备案的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的，需要上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彩色扫描件，通过备案后需变

更主体负责人信息为法定代表人。

2. 如果是有腾讯云主体的新增或接入备案，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需要先变更后操作新增或接入。

3. 必须使用最新的三证合一证件，通过备案后再进行变更。

1. 不支持企业变更个人。

2. 变更时营业执照的单位名称发生变化的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域名相关

前置审批相关

游戏类网站（App）需要提供新闻出版局下发的游戏版号。

若公司名称或经营范围涉及 “互联网新闻” 相关的前置审批关键字，必须提供前置审批文件或删减经营范

围后才可进行备案。

金融相关

通信地址相关

无主体新增接入、无主体新增网站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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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0:48:53

本文将为您介绍浙江管局备案要求。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主体负责人必须年满18周岁，不接受授权书。

1. 必须为原件彩色扫描件。

2. 无腾讯云主体的新增网站和新增接入，需上传最新证件，通过后再变更。

3.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需有（1/1），如无需提交相关工商证明。

4. 浙江企业备案可以提交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备案。

5. 单位备案必须使用最新证件。

6. 个体工商户按企业备案，营业执照必须有字号，有公章，如不满足，则需要到工商局更换成最新版的三证合

一的执照。

7. 主办单位证件及负责人证件有效期均需大于3个月。

8. 证件住所为网店地址，需在营业执照上填写网店平台地址。

1. 未备案网站须关站。

2. 备案用途为小程序或公众号且网站无实际内容，可以进行备案。

备案提交所填的网站名称需与实际开办的网站名称一致。

1. 所属区域和通信地址不能带有 “市辖区”，需修改为实际城区。如没有所需区域，可勾选填写临近的城

区。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网站相关

通信地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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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属区域与通信地址需保持一致，如与实际不符，需要先变更为最新的所属区域及通信地址。

1. 如单位名称、网站名称、经营范围、涉及金融关键词，需提供金融监管部门开具的金融许可证明。

2. 实际网站内容不涉及需提供承诺书。（主办单位承诺书）（接入企业承诺书）。模板将于填写备案信息时提

供。

3. 私募基金协会成员可在 中国基金协会网站  和 “私募汇” App 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截图加盖公章

进行备案。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金融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www.a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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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18 17:21:25

本文将为您介绍江西管局备案要求。

1. 网站负责人只能唯一负责一个单位的网站。

2. 网站负责人可以有自己个人的备案，但不可以出现手机号码跟自己以外的任意一个人重复。

3.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4. 主体负责人年龄大于65周岁，需上传手持身份证照片。

营业执照和身份证证件图片信息必须是清晰扫描件或拍照件。

1. 域名备案用途（小程序、公众号、企业邮箱）没有实际网站内容，可不开站，需备注说明网站用途。

2. 首次备案和新增网站，每次备案网站最多2个（包含2个）。

企业备案网站服务内容，选择单位门户网站。

1. 未备案域名不可以访问。

2. 同主体下已备案网站必须开站访问，网站首页下方须添加网站备案号。

文化类前置审批：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命中 “文化” 两字关键词及 “个人互联网直播” 的，但

是实际内容不涉及的，可提供文化承诺书；涉及其他关键词（例如音乐、动漫等），不支持承诺书备案。具体

可查看 文化承诺书 。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服务内容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前置审批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culturecommitment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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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经营范围涉及 “教育”、“教育咨询”、“教育服务”、“教育科技” 等相关关键字或经营范围涉

及 “体育”、“艺术” 的，但是网站实际不从事教育培训、校外培训，需提供 不涉及校外培训承诺书  进行备

案。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提供工商局开具的变更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校外培训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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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各省管局要求

广东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6 14:30:35

本文将为您介绍广东管局备案要求。

1. 企业备案负责人，需年满16周岁，需提供就业证明需要涉及入职时间、职务，且加盖单位公章。

2. 新增备案（首次备案、新增网站）主体负责人必须为法定代表人。

3. 变更备案、接入备案、特殊单位；必须使用法定代表人证件。

4. 法人为外国人时，营业执照法人姓名若为中文，主体负责人证件护照姓名为英文：需提供翻译证明（不能为

本单位提供）； 如有翻译证明，主体负责人姓名、承诺书负责人签字按照提交的主体负责人证件信息填写

（即填写英文）。

1. 企业备案可以接受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2. 证件加水印只能限制用于备案用途。

3. 中国香港居民作为负责人证件可提供《港澳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备案。

4. 个体工商户无字号，请使用个人备案，并将营业执照上传至其他材料进行上传，并在备注中说明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无公司名称。

5.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能作为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备案，医疗机构只能用营业执照或者事业单位法定代表

人证书备案。

6. 企业备案需提供 广东省单位网站备案承诺书 ，主体负责人本人需手写日期 + 签名（接受签名章，不接受连

笔签）+ 盖公章。

1. 备案主体与网站实际开办主体须一致。

2. 接入备案订单填写信息中的网站名称需与工信部查询已备案成功网站名称一致。

3. 网站用途为小程序/公众号，无实际网站内容的备案，需在网站信息备注说明为什么没有网站以及备案的域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3Ca-href.3D.22https.3A.2F.2Fda.do.2Fm5hw.22.3E.E5.B9.BF.E4.B8.9C.E7.9C.81.E5.8D.95.E4.BD.8D.E7.BD.91.E7.AB.99.E5.A4.87.E6.A1.88.E6.89.BF.E8.AF.BA.E4.B9.A6.EF.BC.88.E6.A8.A1.E6.9D.BF.EF.BC.89.3C.2Fa.3E.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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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用途（适用于新增备案、新增网站、变更备案）。

1. 前缀不一致的域名按不同网站提交备案；如指向同一网站，需在网站备注中说明 “域名指向同一网站”。

2. 不同前缀域名超过31个时（不含31个，包括工信部查到的已备案通过的前缀不同的域名），需提供每个域

名的域名证书、网站建设方案书原件（可自行撰写，无格式要求）、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复印件、接入商与网

站主办者签订的接入合同复印件等材料至管局。邮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28号1栋616室，备

案管理员收，电话：020-87628386，邮编：510030。 

网站建设方案书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一个网站只能有一个首页 URL。

1. 医院类单位备案，需在主体备注中注明（无主体新增或转入可以在网站备注中注明），本单位医疗执业许可

证为年月颁发，有效期至年月，颁发部门为，许可证号码为*；此处医疗执业许可证也需要一起上传。

2. 其他中医诊所单位需要在主体附件处上传（中医诊所备案证）证件，并备注说明，本单位中医诊所备案证为

年月颁发，有效期至年月，颁发部门为，许可证号码为*；此处中医诊所备案证也需要一起上传。

3. 实际网站内容涉及网上诊疗需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诊疗科目中需

包含《互联网诊疗》科目。第三方平台，须与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合作，需提供合作合同，以及有资质的医疗

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中需包含《互联网诊疗》科目。

网站内容涉及游戏的，需要备注游戏版号。

格式：网络游戏出版物号：ISBN 978-7-7979-xxxx-x。

如经营范围仅涉及技能培训、业务培训，实际单位名称、网站名称不涉及教育关键词且网站内容不涉及校外培

训，可以不提供承诺书正常提交备案。

域名相关

网站内容及栏目介绍（配上设计图）；

人员及资金安排；

内容管理制度；

网络部署方案（使用什么技术，分别在哪里部署）；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措施；

应急处置方案。

网站首页 URL

医院类相关

游戏类相关

校外培训相关

网站名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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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符合中文命名习惯的纯中文或者中英文进行命名，跟自己的网站身份、资质相匹配。

2. 学院类的网站名称，未经民政部门登记独立法人机构，请在网站名称加上 “（内部学院）” 或 “（非独立

机构）”。

3. 单位申请备案的网站使用 “中国”、“中央”、“国家” 等 “国” 字头网站名称的信息，须提供国家主

管部门有关书面批准文件。

1. 证件住所为网店地址的，填写通信地址+住所地址。通信地址与住所地址用 “：” 隔开。

2. 主办单位通信地址、证件住所地址，必须在同一地区内（同一省会城市、或同一副省级城市、或同一地级

市）。

1. 企业备案的主体跟网站负责人不是同一个人，联系方式不能相同。

2. 企业备案的主体跟网站负责人是同一人，需要有两个不同的手机号（可以在应急联系方式处填写不同于联系

方式1的手机号码）。

3. 确保备案信息中有四处（主体信息联系1、应急电话；网站信息联系1、应急电话）联系方式中要有2个或者

以上不同的手机号码。

4. 变更网站：主体与网站负责人不同时，网站负责人需填写与主体手机号码不同的两个联系方式；主体与网站

为同一人时需填写两个不同手机号码。

允许变更主体。

单位名称更名的需提供更名函（核准变更通知书）

通信地址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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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0:54

本文将为您介绍广西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1. 一个网站只能备案一个域名。

2.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已备案网站必须开启访问，网站首页底部悬挂备案号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

1. 备案需求为小程序或公众号，且无实际网站内容，需要在网站备注中说明情况。备案成功后，需要网站正常

开启访问，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到工信部，网站内容需体现是用作公众号或小程序备案。

2. 主办单位为公司：一次性备案不能超过5个域名，（域名个数包括工信部查到的已备案通过的域名）且已备

案的网站与网站实际内容一致；若超过5个（不包括5个）域名，需提交加盖公司鲜章的情况说明：保证报

备的所有域名都是主办单位所有且域名证书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备案后，网站内容和备案信息一致。

3. 已备案企业网站内容需符合公司经营范围，二级链接点击必须要有实际内容，不能只是个静态页面；若作为

单位门户网站，已备案网站内容必须要有公司 logo，公司简介、公司业务案例展示、若是公司项目需有实

际产品展示。

4. 网站主办者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则单位名称应填写上一级主管单位全称，不能填写个人或主办者名字。

通信地址不能带有 “市辖区”，需修改为实际的区和县。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网站相关

通信地址相关

证件相关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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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用营业执照备案，不接受组织机构代码证备案。

网站名称如无法体现与主办单位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关联性，需在网站备注中写明开办后的具体内容。

联系方式1及应急联系方式必须填写，且必须填写不同的号码。

企业变更为企业需要出具工商证明，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网站名称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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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1:00:33

本文将为您介绍海南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6周岁。

2. 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时，网站负责人必须和主体负责人一致。

1. 网站主办者为单位时，开办 “国字号” 和 “行政区域规划地理名称” 命名的网站应与其相应资质和授权

一致。

2. 已备案通过网站实际使用网站名称必须与备案上报网站名称一致。

已取得备案号的网站如需打开，网站底部需要悬挂备案号，并且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

订单中至少需要有两个联系方式，应急电话需要不同于联系方式1。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内容，实际网站后期不涉及审批内容，需在网站备注中说明网站具体开办用

途，不涉及前置审批内容。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网站名称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前置审批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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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各省管局要求

河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7 14:36:11

本文将为您介绍河南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3. 主体、网站负责人证件号码、手机号码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1. 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等无营业执照的单位，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进行备案。

2. 主体负责人及网站负责人的身份证件有效期不得少于3个月。

1. 域名所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2. 域名到期时间需要大于3个月。

3. 单位备案一次不得超过5个域名。

4. 一个网站下仅能备案一个域名，多个域名需要分多个网站提交。

1. 未备案必须关闭网站。

2. 已备案网站必须打开，正常浏览，网站首页底部必须悬挂正确的备案号，并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

3. 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涉及前置审批，但实际内容不涉及，需要提供不涉及前置审批承诺书进行备

案（不包含金融类）。不涉及前置审批承诺书请参见 备案材料模板下载 。

1. 非政府机构不能办理地方门户类网站。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开闭相关

网站相关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check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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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站用途小程序或公众号的备案，需在订单中备注清楚用途；开站后网站内容上体现出用作小程序备案的相

应内容，底部添加备案号。

仅支持变更备案，不支持变更网站。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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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7 17:54:03

本文将为您介绍湖北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3. 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1. 个体工商户一律以企业备案，无字号须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并备注原因。

2. 营业执照必须有字号，有公章。如无则需到工商局更换成最新版的三证合一的执照。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未备案域名须关站。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1. 单位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涉及到前置审批内容，但是实际不涉及前置审批内容，不支持情况说明，需

客户去工商核减经营范围。

2. 单位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网站备注、网站服务内容涉及电子商务、商城、网上销售/零售/贸易等，

需要上传电子商务情况说明书。内容必须包含：网站内容为单位门户网站/仅销售营业范围内产品/不销售任

何产品，不涉及第三方商家入驻，无第三方付款。如有涉及，一切责任自行承担。书写完成后加盖公章上传

即可。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变更相关

前置审批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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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服务内容除 “单位门户网站”，其余需备注网站内容。

1. 企业备案的主体跟网站负责人为同一个人，需要有两个不同的联系方式（可以在应急联系电话处填写不同于

联系方式1的手机号码，主体和网站联系方式1填写一致号码，应急电话填写一致号码）。

2. 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不是同一人，需填写2个不同手机号码（主体负责人联系方式1及应急联系电话，

需填写两个不同的联系方式，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1及应急电话，需填写两个不同的联系方式。可以重复填

写，例如，主体联系方式1为 A 电话和应急联系方式为 B 电话，网站联系方式1为 B 电话和应急联系方式

为 A 电话）。

网站服务内容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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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0 10:22:55

本文将为您介绍湖南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

人授权书 。

联系方式1必须为本人真实号码，可以找到本人接听。

1.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2. 不接受境外注册的域名备案。

3. 每个域名都必须提供域名证书。

1. 每次只能备案1个网站/域名，如备案主体之前备案成功的网站个数超过1个，则需要提供网站建设方案书，

单位备案需盖公章后扫描为 PDF 文档。网站建设方案书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2. 腾讯云已备案成功网站解析 IP 必须与备案信息中保持一致，不一致需更改或进行变更备案。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服务内容介绍（包含网站内容截图或设计图、网站栏目及内容介绍、多网站/域名用途和域名扩展使用

情况）；

组网方案（包含设备配置、组网结构、使用技术及部署情况）；

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包含网络安全防御措施、信息安全管控制度和应急处理方案）；

承诺如发现主体信息有误、网站实际开办内容与备案信息不一致、域名有交易行为、网站内容涉及九不准等

违法违规问题，接受接入服务商关闭网站、主管部门注销备案并列入黑名单的处罚。

变更备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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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允许自由变更备案主体。

2. 无腾讯云主体的新增接入和新增网站，备案的信息一定要跟原备案信息一致，如不一致需找原接入商变更后

再提交，或者注销后重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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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各省管局要求

甘肃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30 10:29:01

本文将为您介绍甘肃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须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 

并在备注中备注。格式为：XXX是XXX部门的领导，负责XXX。

企业必须选择工商营业执照，其他单位必须选择组织机构代码证。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如网站主办者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应填写上一级主管单位全称，不能填写个人或主办者名字。

未备案域名必须关站。已备案网站，网站内容需与备案主体一致。

应急电话须填写除主体负责人手机号和网站负责人手机号之外的第三个工作人员的手机号，并在备注中说明第

三个工作人员在公司的姓名和职务。

主体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须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 

并在备注中备注。格式为：XXX是XXX部门的领导，负责XXX。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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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16:15:13

本文将为您介绍宁夏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3. 网站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时，需要提供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1.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2. 新增网站时已备案的网站必须能够打开访问且与备案主体性质保持一致。

3. 企业必须写法定代表人；其他单位写上级主管单位全称。

1. 应急联系方式需与联系方式1不同，应急联系方式必须为可联系到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可以是本人、家

人、同事的联系方式。

2. 如果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不同，需提供不同的联系方式1，应急联系方式可以填写同一个，但是需与主

体及网站负责人的联系方式1不同。

1. 进行备案主体信息变更，域名所有者须属于备案单位。

2. 接入备案或无主体新增备案时，如果原备案使用旧证件备案，现已更换为最新三证合一证件，需注销原备案

号再提交备案，或去原接入商变更主体证件为最新。

若网站从事宗教等相关内容，须获得自治区宗教事务局审批同意。宗教事务局咨询： 0951-5065691。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网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宗教类备案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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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1:00:04

本文将为您介绍青海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非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3. 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主体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可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主体负责人

授权书 。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网站名称如果与已备案网站名称一致，需详细填写网站用途。

未备案网站必须关站。

手机号码不能是建站公司的电话，必须是实际网站内容负责人的手机号。

允许变更主体。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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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1:36:24

本文将为您介绍陕西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3.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须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具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

人授权书 。

个体工商户一律以企业备案；无字号须将到工商局变更为有字号之后再备案。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1. 新增网站与已备案网站个数不能超过30个。

2. 新增网站时，如主体名下有网站名称一样的多个网站，网站内容须不一样。

3. 域名备案用途（小程序、公众号）没有实际网站内容的，需要在备注中说明网站用途。

4. 已备案网站内容须与备案提交内容一致，网站主页底部的中央位置须标明其备案编号，并在备案编号下方按

要求链接信息产业部备案系统网址。网站未搭建完成可进行关站处理。

1.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2. 如已备案的主体信息发生了变化，提交新增接入备案可以先接入后变更，提交新增网站需要先找原接入商变

更正确主体信息后再提交新增。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相关

变更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3Ca-id.3D.22book3.22.3E.E7.BD.91.E7.AB.99.E8.B4.9F.E8.B4.A3.E4.BA.BA.E6.8E.88.E6.9D.83.E4.B9.A6.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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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0 16:15:13

本文将为您介绍新疆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负责人证件号码、联系方式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3.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不接受授权书。

1. 个人备案必须使用本自治区身份证进行备案。

2. 除注销主体、注销网站、取消接入备案、不涉及域名变动的变更类备案外均需提供党建确认函，不区分备案

时间。办理方式请拨打自治区网信办咨询电话详细咨询：0991-2384749。

一个网站只能对应一个域名，如一个网站存在多域名需拆成多个网站进行备案。

允许自由变更。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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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各省管局要求

重庆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0:55

本文将为您介绍重庆管局备案要求。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3. 企业备案主体接入网站累计35个（含35个）需提供每个域名的建设方案书。具体模板请查看 网站建设方

案书 。

1. 一个网站只能备案一个域名。

2.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如果域名所有者为法定代表人，需提供单位授权书。

如网站服务内容选 “其他”，需备注网站内容。

网站名称不能涉及英文。

1. 未备案网站不允许访问。

2. 同主体下已备案网站必须能够打开，其网站内容须主体性质相符，并且网站首页底部须正确悬挂备案号，并

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

1. 不同主体，手机号码不能重复提交。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服务相关

网站名称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5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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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系方式1和应急联系方式填写不同的号码。

允许变更主体。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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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5 10:59:59

本文将为您介绍贵州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

人授权书 。

营业执照必须有字号，有公章。如无，需到工商局更换成最新版的三证合一的执照再进行备案。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一次性不能超过5个网站（最多一次性提5个）。

主体下已备案成功的域名如果开启访问，网站内容需与主体性质保持一致，网站首页下方须添加正确网站备案

号，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否则需关闭网站。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个体工商户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变更相关

企业变更为企业只接受更名，需要同时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变更主体。

仅支持变更备案，不支持变更网站。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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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1:12:59

本文将为您介绍四川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负责人证件号码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3. 主体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主体负责人授权书；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具

体请查看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4. 个体工商户、商贸公司备案，主体负责人、网站负责人身份证地址非四川的，需要提供有效期内的居住证或

3 - 6个月的社保证明等材料补充佐证。

证件需上传原件进行备案，特殊情况可使用单位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进行备案。

1.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一致。

2. 超过5个域名，主办单位需要提交加盖鲜章的情况说明：保证所有域名都是主办单位所有，备案后，网站内

容和备案信息一致。（主办单位若为公司，需加盖公司鲜章，主办单位若为个人，需加盖个人手指印）。

网站名称涉及新闻、广播电影电视、游戏、药品器械、网约车、动漫动画、教育培训、金融等和前置审批相关

的关键字，需要去对应主管部门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 前置审批相关 。

1.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有最新的三证合一的证件，必须使用最新证件备案。

2. 无主体新增网站和新增接入，在原接入商备案使用的是老证件，可先使用老证件进行备案，完成备案后，需

将证件变更成最新的三证合一证件。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域名相关

网站名称相关

主办单位证件、新增接入、新增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book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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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更、新增备案，已备案成功网站必须能够访问。

2. 已备案网站内容、网站名称须与备案信息一致，且需写明网站备案号。

电商营业执照备案，证件地址填写经营地址（平台+网址）；通信地址按照实际填写，必须在四川，主体非法

定代表人可以提供证明材料，例如经营者的身份证、居住证、房产证、户口本等，证明该网店或平台在四川；

如主体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需备注说明；报备的域名应与证件的经营地址完全一致（申请备案的域名必须是

营业执照证件住所处的域名）。

1. 无腾讯云主体的新增网站和新增接入，新信息和之前的信息必须一致，如不一致，需先去原接入商变更为新

信息。

2. 如企业名称发生变更，需要同时提供工商出具的更名函，其他情况不允许更换主体。

3. 变更备案（增加、变更），一次性不能变更超过5个域名，且已备案的网站需与网站实际内容要一致；若超

过5个（不包括5个）域名，主办单位需要提交加盖鲜章的情况说明：保证所有域名都是主办单位所有，备

案后，网站内容和备案信息一致。（主办单位若为公司，需加盖公司鲜章，主办单位若为个人，需加盖个人

手指印）。

通讯地址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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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1:11:34

本文将为您介绍西藏管局备案要求。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1. 主办单位名称需与原备案信息一致，若不一致需先到原接入商进行变更备案或注销后重新备案；证件住所、

通信地址、证件号码、负责人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更。

2. 接入备案或无主体新增备案时，如果原备案使用旧证件备案，现已更换为最新三证合一证件，可用原备案证

件号提交备案，再去原接入商变更主体证件为最新。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域名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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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管局备案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08 14:29:26

本文将为您介绍云南管局备案要求。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负责人未满16周岁不得备案。负责人未满18周岁需提供就业证明或收入证明。

3. 负责人证件要求：大陆使用身份证，外籍人士使用护照，港澳台使用港澳通行证、台胞证。

必须是本省证件地址。

1. 企业（除有关单位许可）不可开办具有行政意义范畴的网站，如主办单位名称 “怒江野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怒江网”。

2. 如网站主办者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应填写单位全称或上一级主管单位全称。

未备案域名必须关站。

主体、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企业变更时涉及到营业执照名称变化的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企业备案与个人备案对应规则。

企业备案 个人备案

主体相关

证件相关

网站相关

网站开关站相关

联系方式相关

变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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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3 16:33:44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

《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域名使用。自2018年01月01日

起，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的域名应为其依法依规注册所有，个人性质备案域名注册者应为本人，单位性质备案域

名注册者应为单位（含公司股东）、单位主要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要求，当腾讯云将您的备案信息提至管局审核时，所在省通信管理局将对域名注册信息进行核验，如核验未通

过，腾讯云将不得为您提供接入服务。

腾讯云将会定期查验域名的状态，对于域名不存在、域名过期且未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等情形的，根据通知要求，腾讯

云将停止提供接入服务。

备案域名需满足表格里的条件，才能通过备案域名核验：

申请备案时填报的备案主体信息应与域名所有者实名认证信息相符。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域名的通知

待备案的域名要求

需 “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相关参考

备案的域名要求在域名注册有效期内
域名有效期查询请参考 WHOIS  信息中的

过期时间。

备案的域名要求为已通过实名认证的域名，且认证完成时间满

3个自然日（非腾讯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
域名实名认证请参考 实名认证  进行操作。

备案的域名要求为国家批复的域名 域名后缀可参考 可备案的域名后缀 。

境外注册商所注册的域名不能直接备案
请转入境内有资质的服务商，例如腾讯云。

具体操作可参考 域名转入腾讯云 。

备案主体与域名所有者的关系

个人备案：备案负责人信息与域名所有者实名认证信息需保持一致（比对信息为：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

码）。

单位备案：备案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需要与域名所有者实名认证信息保持一致（比对信息为：姓名、证件

类型、证件号码）。

一般情况下，企业备案域名所有者需要与企业备案主体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一致。

存在部分特殊情况，例如，国家机密单位、大型公司进行备案，域名所有者可以是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但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仅部分省份，具体可参考 各省管局规则 ），示例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https://whois.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7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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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站备案时，只需要对二级域名进行备案，二级域名备案后对应的三级域名、四级域名可以正常使用。

以腾讯为例，二级域名为： tencent.com ，备案完成后对应的三级域名： cloud.tencent.com 、四级域名

market.cloud.tencent.com 、 buy.cloud.tencent.com 均可正常使用。

说明

该证明材料为工信部系统统一模板，请您单击 有关网站备案域名注册人的证明  下载证明材料。

备案只针对二级域名

说明

域名级别说明：备案域名级别以国际叫法为例。例如 www.tencent.com ，顶级域名为 .com ，备案时

需要具体的域名，即需要备案的是二级域名 tencent.com ，也是俗称的主域名。

小程序备案入口

https://upload-dianshi-1255598498.file.myqcloud.com/%E6%9C%89%E5%85%B3%E7%BD%91%E7%AB%99%E5%A4%87%E6%A1%88%E5%9F%9F%E5%90%8D%E6%B3%A8%E5%86%8C%E4%BA%BA%E7%9A%84%E8%AF%81%E6%98%8E-f29116ceb18fb8a55cd768caabc6b6f5861d35e7.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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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微信扫一扫小程序码进入备案小程序，并登录您的腾讯云账号。备案流程请参考 首次备案 。 

更新于2022年8月30日，具体信息可查看 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行业管理信息公示 。

可备案的域名后缀

后缀 备注

.中国 -

.cn -

.政务.cn 中国党政群机关等各级政务部门

.公益.cn 非营利性机构

.gov.cn 中国政府机构

.org.cn 非营利性组织

.ac.cn 科研机构

.mil.cn 中国国防机构

.net.cn 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机构

.edu.cn 教育机构

.com.cn 工、商、金融等企业

.bj.cn 北京市

.tj.cn 天津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domai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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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cn 上海市

.cq.cn 重庆市

.he.cn 河北省

.sx.cn 山西省

.nm.cn 内蒙古自治区

.ln.cn 辽宁省

.jl.cn 吉林省

.hl.cn 黑龙江省

.js.cn 江苏省

.zj.cn 浙江省

.ah.cn 安徽省

.fj.cn 福建省

.jx.cn 江西省

.sd.cn 山东省

.ha.cn 河南省

.hb.cn 湖北省

.hn.cn 湖南省

.gd.cn 广东省

.gx.cn 广西壮族自治区

.hi.cn 海南省

.sc.cn 四川省

.gz.cn 贵州省

.yn.cn 云南省

.xz.cn 西藏自治区

.sn.cn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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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cn 青海省

.nx.cn 宁夏回族自治区

.xj.cn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tw.cn 中国台湾

.hk.cn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mo.cn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务 中国党政群机关等各级政务部门

.公益 非营利性机构

.公司 -

.网络 -

.网址 -

.商城 -

.网店 -

.中信 -

.商标 -

.广东 -

.佛山 -

.信息 -

.手机 -

.在线 -

.中文网 -

.集团 -

.我爱你 -

.商店 -

.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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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

.游戏 -

.购物 -

.餐厅 -

.招聘 -

.时尚 -

.移动 -

.网站 -

.联通 -

.世界 -

.健康 -

.ren -

.wang -

.citic -

.top -

.sohu -

.xin -

.com -

.net -

.club -

.xyz -

.vip -

.site -

.shop -

.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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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

.mobi -

.red -

.pro -

.kim -

.ltd -

.group -

.biz -

.auto -

.link -

.work -

.law -

.beer -

.store -

.tech -

.fun -

.online -

.art -

.design -

.wiki -

.love -

.center -

.video -

.social -

.te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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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

.cool -

.zone -

.world -

.today -

.city -

.chat -

.company -

.live -

.fund -

.gold -

.plus -

.guru -

.run -

.pub -

.email -

.life -

.co -

.fashion -

.fit -

.luxe -

.yoga -

.baidu -

.cloud -

.h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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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

.press -

.website -

.archi -

.asia -

.bio -

.black -

.blue -

.green -

.lotto -

.organic -

.pet -

.pink -

.poker -

.promo -

.ski -

.vote -

.voto -

.icu -

.fans -

.tv -

.cc -

.unicom -

.jpmorgan -

.ch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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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

.cab -

.cafe -

.cash -

.fan -

.fyi -

.games -

.market -

.mba -

.news -

.media -

.sale -

.shopping -

.studio -

.tax -

.technology -

.vin -

.baby -

.college -

.monster -

.protection -

.rent -

.security -

.storage -

.theat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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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 -

.cyou -

.uno -

.school -

.global -

.me -

.hk -

.pw -

.archi -

.asia .ARCHI

.bio -

.black -

.blue -

.green -

.info -

.k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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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云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8 15:19:34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备案云服务的相关操作：

通过腾讯云进行备案，需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之一：

具体要求可以参考如下详细内容。

购买满足备案条件的云服务器 。

购买满足备案条件的轻量应用服务器 。

购买 Serverless 资源包 。

使用负载均衡实例 。

获取备案授权码 。

说明

当您使用中国内地（大陆）地域的云资源对外提供网站服务前，需要先在腾讯云申请 ICP 备案成功并取

得 ICP 备案号后，才可以对外提供网站服务。

自2021年8月5日起，云托管不再支持新增域名备案功能。存量已备案成功的用户可继续使用，不受影

响。

购买满足备案条件的云服务器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6 共80页

通过腾讯云备案，购买云服务器请参见 云服务器购买指导 ，并且云服务器需满足以下要求：

通过腾讯云备案，购买轻量应用服务器请参见 轻量应用服务器购买指导 ，并且轻量应用服务器需满足以下要求：

服务器要求 描述

地区
请购买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中国香港地区及境外地区的云服务器无需进行备案，也不能

用于备案。

计费模式 仅支持包年包月购买方式。

购买时长
包月3个月及以上（包含续费）且备案期间剩余有效期需大于（含）1个月，如购买时长不足

3个月，需进行续费，使购买时长不少于3个月。

其他 有公网 IP，购买云服务器时，带宽不能为0。

注意

个人账号：同一云服务器实例备案的网站至多支持5个。

企业账号：同一云服务器实例备案的网站至多支持10个。（服务器实例可备案5个网站 + 备案授权码可

生成5个（可备案5个网站））

购买满足备案条件的轻量应用服务器

服务器要求 描述

地区
请购买中国大陆地区的轻量应用服务器，中国香港地区及境外地区的轻量应用服务器无需进

行备案，也不能用于备案。

计费模式 仅支持包年包月购买方式。

购买时长
包月3个月及以上（包含续费）且备案期间剩余有效期需大于（含）1个月，如购买时长不足

3个月，需进行续费，使购买时长不少于3个月。

注意

个人账号：同一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备案的网站至多支持5个。

企业账号：同一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备案的网站至多支持7个。（服务器实例可备案5个网站 + 备案授权

码可生成2个（可备案2个网站））

购买 Serverless 资源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4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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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腾讯云 Serverless 服务进行备案，您需要购买 Serverless 服务资源包，购买 Serverless 服务请参见 云

函数（SCF）资源包 。

通过负载均衡备案，需要您先绑定云服务器（CVM），绑定的云服务器（CVM）需要满足备案条件。 

备案授权码的相关操作请参考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

注意

每个账号支持购买1个云函数资源包，支持备案2个网站，且不支持生成备案授权码。关于 Serverless 

备案的更多帮助，请参见 云函数 ICP 备案 。

Serverless 备案要求：备案本身不收取任何费用，但通过 Serverless 方式备案需购买云函数5000万次调用

次数包与40万GBs资源用量包。请前往 资源包购买页面  完成购买。

使用云托管资源包

注意

自2021年8月5日起，云托管不再支持新增域名备案功能。存量已备案成功的用户可继续使用，不受影

响。

云托管资源包服务剩余有效期需大于等于3个月，否则无法使用该服务进行备案。

云托管服务会为您分配备案 IP。一个备案 IP 仅支持备案2个网站，该 IP 成功备案2次后，则无法再使

用该 IP 进行备案。

关于云托管备案的更多帮助，请参见 云托管域名备案 。

使用负载均衡实例

绑定云服务器请参见 负载均衡快速入门 。

需要使用满足条件的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云服务器要求 。

获取备案授权码

注意

个人账号不支持生成备案授权码，若您只有实名认证为个人的账号，即个人备案的情况下，建议您 购买符

合条件的云服务  进行备案。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c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45477
https://buy.cloud.tencent.com/sc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43/493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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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0:59:54

备案授权码是由腾讯云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生成并用于备案的授权凭证，实际指向该服务器的 IP 地址。 

如果您的腾讯云账号内无满足备案条件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您可以使用其他腾讯云账号内满足备案条件的

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生成的授权码进行备案，同一个备案授权码只能备案一个网站。

生成备案授权码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 登录已购买符合条件备案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的 A 账号并且该账号实名认证为企业，进入 网站备案控

制台  > 备案授权码页面。

2. 单击生成授权码。

注意

若您只有实名认证为个人的账号，即个人备案的情况下，建议您购买 符合条件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

务器  进行备案。

子账号和协作者账号均可使用主账号的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

使用场景

购买满足备案条件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相关条件请 单击此处  查看。

账号的实名认证类型为企业。

说明

若您的账号满足生成备案授权码的条件，生成的授权码也可用于您当前的账号。 

账号 B 可为企业账号或个人账号，皆可使用备案授权码。

创建备案授权码

方式1：通过 PC 端生成备案授权码

注意

账号实名认证为个人的情况下，无法生成备案授权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recor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recor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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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生成授权码窗口中，填写需使用授权码的 B 账号相关信息，单击确定，进入生成流程。如下图所示： 

4. 备案授权码生成成功后，可在该页面上查看具体授权码、更改云服务或删除操作，也可复制该授权码，登录 B 账

号进行使用。

1.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小程序码进入备案小程序，并登录已购买符合条件备案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的 A 账号

并且该账号实名认证为企业。

2. 单击账号详情，进入个人中心页面。如下图所示：

说明

仅有被授权账号（即 B 账号）可以使用该授权码进行备案。

关联的云服务：请选择 A 账号购买的云服务器的公网 IP。

授权使用账户：请输入 B 账号的账号 ID，即授权账号 ID。账号 ID 获取可参考 账号基本信息 。

备注：请填写需要备注的内容。

方式2：通过小程序生成备案授权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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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备案授权码，进入备案授权码详情页面。

4. 单击生成备案授权码，进入生成备案授权码信息页面。

5. 填写需使用授权码的 B 账号相关信息，并单击生成，复制该授权码，即可登录 B 账号进行使用。

说明

仅有被授权账号（即 B 账号）可以使用该授权码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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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云网站备案控制台 ，进入我的备案管理页面。

2. 单击立即体验 > 已了解，下一步，进入验证备案类型页面。如下图所示： 

3. 验证成功后，即可使用备案授权码继续办理备案，备案 IP 地址为提供备案授权码的云服务器对应的 IP 地址。

1.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小程序码进入备案小程序，并登录无可用云服务器的 B 账号。 

关联的云服务：请选择 A 账号购买的云服务器的公网 IP。

授权使用账号：请输入 B 账号的账号 ID，即授权账号 ID。账号 ID 获取可参考 账号基本信息 。

备注：请填写需要备注的内容。

使用备案授权码

PC 端

小程序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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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开始备案，进入验证备案类型流程。

3. 填写备案云服务信息时，选择备案授权码，并粘贴 A 账号生成的备案授权码。

4. 验证成功后，即可使用 B 账号继续办理备案，备案 IP 地址为提供备案授权码的云服务器对应的 IP 地址。

备案授权码使用状态说明

登录 网站备案控制台 ，进入备案授权码页面，即可看到备案授权码的三种使用状态，分别是未使用、使用中、

已使用，备案授权码的详细状态说明见下表。

备案授权码使用

状态
说明

未使用
表示该备案授权码已创建成功，还未用于备案，您可以使用该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申

请。

使用中 表示该备案授权码已经用于备案，当前正在备案中。

已使用

表示该备案授权码已被使用且备案成功，若有新的网站需要备案，需使用其他未使用

过的备案授权码提交备案申请。

已备案成功的授权码不支持释放和删除。

登录 网站备案控制台 ，进入备案授权码管理页面，即可看到备案授权码的详细状态说明见下表。

备案授权码有效期

状态
说明

正常 表示该备案授权码关联的云资源在有效期内

失效 表示该备案授权码关联的云资源已经过期，授权码无法使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authcod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auth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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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审批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3 10:36:44

根据《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五条规定和原《信息产业部第33号令》规定，拟从事新闻、出版、药品和医疗

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网络游戏等互联网信息服务，需要进行前置审批，才能通过备案。

概述

说明

如果您的备案涉及到前置审批的办理，请根据涉及的前置审批类别参考审批部门以及相应的审批文件。

注意事项

如您的主办单位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及网站内容等，涉及相关行业的前置审批，则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

件，否则会导致无法通过备案审核。

如果您已咨询对应的审批部门且被告知不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网站备案过程中您需在备注填写处填写说明或提交

相关说明书作为证明材料，详情请参见 被告知不需要办理前置审批怎么办？

前置审批类别及审批部门

行业分类 审批部门 前置审批文件

校外培训类 各省、市、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

新闻类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出版类 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教育类 各省教育厅 -

医疗保健类 各省卫生厅 -

药品和医疗器

械类

当地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

部门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

书》

文化类 当地文化行政部门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广播电影电视

节目类

当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可

直接向广电总局提出申请）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

证》

电子公告服务 各省通信管理局 -

网络预约车 公司注册所在地的交通管理委员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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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

凡营业内容涉及校外培训（包含线上培训、线下培训、远程培训及其他培训形式）类的企业在办理 ICP 备案前均需

提供备案所在地省、市、区教育部门提供的前置审批文件。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刊登新闻信息，例如时政类新闻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

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同时也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

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以下分为三类进行描述：

互联网出版是指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及编辑加工后，刊登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

送至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其作品主要包括：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内容；在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经过编辑加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作品。

凡是在互联网和移动网上上线运营电子阅读、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互联网图书、互联网报纸、互联网杂志、手机

出版物、学术出版物、艺术出版物、教育出版物、地图等都需要到相关单位申请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金融类 人民银行

省金融办

银保监会

证监会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游戏类 省新闻出版局 -

宗教类 各省宗教事务管理部门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

校外培训类

说明

职业类培训暂不涉及该内容。

若您的备案所在地为上海，实际不涉及校外培训机构，可在备案时，在网站备注中备注不涉及校外培

训，并写清楚网站具体用途或在附件上传处上传情况说明（需加盖公章）。

新闻类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刊登超出本单位已登载播发的新闻信息类型，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向公众发送时

政类通讯信息。

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设立转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 、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

新闻单位刊登本单位已登载播发的新闻信息。

出版类

教育类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107/t20210724_546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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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前置审批是指与教育有关的网站和网校。例如办理文凭、远程教育视频、考试培训等。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开办医疗卫生机构网站、预防保健知识网站或者在综合网站设立预防保健类频道向

上网用户提供医疗保健信息的服务活动。根据2015年《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 》的政策，其中第八项说明取消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审核。

根据《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药品（含医疗器械）信

息的服务活动。

根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文化产品是指通过互联网生产、传播和流通的文化产品。例如音乐、动漫

等。

利用摄影机、录音机和其它视音频录制并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 。例如视频

类、直播类网站。

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以下简称 “电子公告服务”）是指在互联网上以电子布告牌、电子白板、电子论坛 、网络聊

天室、留言板等交互形式为上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条件的行为。

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及其他相关活动的，应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

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即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网络预约车服务）。

注意

目前全国已取消教育类前置审批，具体建议您以备案所在地通信管理局审核要求为准。

医疗保健类

注意

目前全国已取消医疗保健类前置审批，具体建议您以备案所在地通信管理局审核要求为准。

药品和医疗器械类

文化类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类

电子公告服务

说明

国务院下发《 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第七条，即为取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

务专项审批（备案）的通知，但具体请以备案所在地通信管理局审核要求为准。

网络预约车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0/14/content_10222.htm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1008/20100807074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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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提交的备案单位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网站内容等，涉及交易所、交易中心、金融、资产管理、理财、基

金、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网贷、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支付等金

融类字样的企业，在办理网站备案时，需提供金融管理部门的专项审批文件。由于各省规则不同，以上金融关键词仅

供参考，具体以审核结果为准。

审批部门说明如下（仅供参考）：

游戏产品在正式上线以及收费之前需要先进行审批才可以上线运营，游戏行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进行前置审

批。

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个部门印发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互联网上发布、宣传

或开展各类与宗教相关的信息及活动等，必须提供《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且网站服务内容处勾选宗教，否则

不予备案。

金融类

互联网支付可咨询人民银行。

网络借贷（P2P 网络借贷、网络小额贷款）可咨询省金融办、银监会。

互联网保险可咨询保监会。

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可咨询银监会。

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基金销售、融资、融资担保可咨询证监会（江苏省备案网站涉及融资、融资担保字

样可咨询经信委）。

私募基金可咨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江苏省需提供金融监管部门允许提交金融备案相关的审批文件）。

注意

例如基金会（慈善、公益），需提交民政部门备案登记等准入证明材料和企业不从事金融业务的盖章保

证书，浙江省用户还需提供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认定说明，无相关金融许可的不允许备案。

若网站内容确实与金融活动无关的，需您更改公司注册名称或经营范围，否则不予备案。

以上仅供参考。

游戏类

宗教类

常见问题

咨询相关审批部门后被告知不需要办理前置审批怎么办？

涉及前置审批的行业在办理前置审批时，如对应的审批部门反馈您无需办理，您可在备注填写处填写相关说明或上传

说明书作为证明材料提交初审。初审环节若需调整，则请根据审核人员的审核意见再进行修正调整，备注信息和说明

书需包含的内容及提供方式以下：

证明 说明信息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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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备注

备注中需包含所联系的批复单位名称、联

系电话（需填写座机号码，含区号+号码）

及确认结果。

在网站备案管理系统中填写备案信息至填写网站信

息（备案单个网站）环节，在网站服务内容下方的

备注框中进行备注。

说明

书

说明书无固定模板，需包含以下内容：

所联系的审批部门名称、联系电话（需

填写座机号码，含区号+号码）。

网站开办详情介绍。

承诺本公司不需要办理前置审批，网站

不涉及前置审批里的内容，如果有违规

情况，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签字，日期可填写当天的日

期并加盖您的单位公章。

说明书上传到补充材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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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消息通知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45

备案过程中以及备案成功后，备案进度、备案状态变更结果以及备案信息专项核查的通知，将会通过多种渠道发送给

提交备案时填写的网站备案负责人联系方式和腾讯云账号下所设置的联系方式。在备案操作前建议您参考本文档规划

好联系信息并提前完成配置，避免因未及时收到备案信息而影响备案。

已 注册腾讯云  账号。

备案消息将通过以下渠道发送消息至您对应留存的联系方式：

1. 登录腾讯云 账号信息 ，进入 “账号信息” 管理页面。

2. 在 “基本信息” 模块中，您可以单击 编辑联系手机与联系邮箱，确保您能够接收短信和邮件。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发送规则

消息渠道 联系方式

短信 网站备案负责人

邮件 网站备案负责人

站内信 腾讯云账号

微信（腾讯云助手） 腾讯云账号

企业微信 腾讯云账号

说明

备案专项核查电话将会通过备案订单中留存的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操作指南

说明

以下操作仅为设置腾讯云账号联系方式，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在进行网站备案时将会要求您进行填写，无需

单独设置。

步骤1：设置联系手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63/4619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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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腾讯云 访问管理控制台 ，进入 “用户列表” 管理页面。

2. 在 “用户列表” 管理页面，单击用户类型为 “主账号” 的用户名称，为您的 "主账号" 设置微信接收通知。如

下图所示：

3. 进入 “用户详情”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编辑信息。

4. 在弹出的 “编辑信息” 窗口中，单击 ，即可开启微信接收通知。如下图所示： 

5. 单击确定。您的联系邮箱将会收到一封包含二维码的邮件，二维码有效期为3天。

微信扫描邮件里的二维码，并关注 “腾讯云助手” 公众号。

步骤2：设置微信提醒

步骤3：验证微信

注意

未扫码或扫码但未关注公众号都会导致微信验证不成功，若未关注公众号，则无法通过微信接收消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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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准备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45

在您进行备案之前，您需要准备域名、满足条件的云服务资源以及备案材料，准备过程中若您遇到问题，您可以参考

以下常见问题进行解决。

若您在备案准备过程中遇到更多问题，您可以参考文档 备案前咨询  进行处理，若仍无法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以 在

线咨询  寻求帮助。

备案域名常见问题

在腾讯云购买的域名能否在其他服务商备案？

域名的实名认证信息和备案信息不同是否会影响备案？

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和备案信息不同是否会影响备案？

账号实名是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备案吗？

云服务资源常见问题

已备案的网站，IP 地址改动是否需要办理变更备案？

不在腾讯云购买的服务器，能否在腾讯云进行备案？

使用中国香港的服务器需要备案吗？

备案授权码常见问题

1台服务器最多可以生成多少个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是否可以重复使用？

1个授权码可以备案多少个域名？

各省管局要求常见问题

金融类网站在广东省备案有什么要求？

游戏类网站在广东省备案有什么要求？

单位备案时主体负责人可以不填写法定代表人吗？

更多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30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31#.E5.9C.A8.E8.85.BE.E8.AE.AF.E4.BA.91.E8.B4.AD.E4.B9.B0.E7.9A.84.E5.9F.9F.E5.90.8D.E8.83.BD.E5.90.A6.E5.9C.A8.E5.85.B6.E4.BB.96.E6.9C.8D.E5.8A.A1.E5.95.86.E5.A4.87.E6.A1.8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9#.E5.9F.9F.E5.90.8D.E7.9A.84.E5.AE.9E.E5.90.8D.E8.AE.A4.E8.AF.81.E4.BF.A1.E6.81.AF.E5.92.8C.E5.A4.87.E6.A1.88.E4.BF.A1.E6.81.AF.E4.B8.8D.E5.90.8C.E6.98.AF.E5.90.A6.E4.BC.9A.E5.BD.B1.E5.93.8D.E5.A4.87.E6.A1.8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9#.E8.B4.A6.E5.8F.B7.E7.9A.84.E5.AE.9E.E5.90.8D.E8.AE.A4.E8.AF.81.E4.BF.A1.E6.81.AF.E5.92.8C.E5.A4.87.E6.A1.88.E4.BF.A1.E6.81.AF.E4.B8.8D.E5.90.8C.E6.98.AF.E5.90.A6.E4.BC.9A.E5.BD.B1.E5.93.8D.E5.A4.87.E6.A1.8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9#.E8.B4.A6.E5.8F.B7.E5.AE.9E.E5.90.8D.E6.98.AF.E9.9C.80.E8.A6.81.E7.AD.89.E5.BE.8548.E5.B0.8F.E6.97.B6.E6.89.8D.E8.83.BD.E5.A4.87.E6.A1.88.E5.90.97.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17#.E6.9B.B4.E6.8D.A2.E6.88.90.E8.85.BE.E8.AE.AF.E4.BA.91.E7.9A.84.E5.85.B6.E5.AE.83-ip-.E6.98.AF.E5.90.A6.E9.9C.80.E8.A6.81.E9.87.8D.E6.96.B0.E5.A4.87.E6.A1.88.E6.88.96.E5.8F.98.E6.9B.B4.E5.A4.87.E6.A1.8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31#.E4.B8.8D.E5.9C.A8.E8.85.BE.E8.AE.AF.E4.BA.91.E8.B4.AD.E4.B9.B0.E7.9A.84.E6.9C.8D.E5.8A.A1.E5.99.A8.EF.BC.8C.E8.83.BD.E5.90.A6.E5.9C.A8.E8.85.BE.E8.AE.AF.E4.BA.91.E8.BF.9B.E8.A1.8C.E5.A4.87.E6.A1.8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30#.E4.BD.BF.E7.94.A8.E4.B8.AD.E5.9B.BD.E9.A6.99.E6.B8.AF.E7.9A.84.E6.9C.8D.E5.8A.A1.E5.99.A8.E9.9C.80.E8.A6.81.E5.A4.87.E6.A1.88.E5.90.97.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1#1.E5.8F.B0.E6.9C.8D.E5.8A.A1.E5.99.A8.E6.9C.80.E5.A4.9A.E5.8F.AF.E4.BB.A5.E7.94.9F.E6.88.90.E5.A4.9A.E5.B0.91.E4.B8.AA.E5.A4.87.E6.A1.88.E6.8E.88.E6.9D.83.E7.A0.81.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1#.E5.A4.87.E6.A1.88.E6.8E.88.E6.9D.83.E7.A0.81.E6.98.AF.E5.90.A6.E5.8F.AF.E4.BB.A5.E9.87.8D.E5.A4.8D.E4.BD.BF.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1#1.E4.B8.AA.E6.8E.88.E6.9D.83.E7.A0.81.E5.8F.AF.E4.BB.A5.E5.A4.87.E6.A1.88.E5.A4.9A.E5.B0.91.E4.B8.AA.E5.9F.9F.E5.90.8D.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3#.E9.87.91.E8.9E.8D.E7.B1.BB.E7.BD.91.E7.AB.99.E5.9C.A8.E5.B9.BF.E4.B8.9C.E7.9C.81.E5.A4.87.E6.A1.88.E6.9C.89.E4.BB.80.E4.B9.88.E8.A6.81.E6.B1.82.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3#.E6.B8.B8.E6.88.8F.E7.B1.BB.E7.BD.91.E7.AB.99.E5.9C.A8.E5.B9.BF.E4.B8.9C.E7.9C.81.E5.A4.87.E6.A1.88.E6.9C.89.E4.BB.80.E4.B9.88.E8.A6.81.E6.B1.82.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40#.E5.8D.95.E4.BD.8D.E5.A4.87.E6.A1.88.E6.97.B6.E4.B8.BB.E4.BD.93.E8.B4.9F.E8.B4.A3.E4.BA.BA.E5.8F.AF.E4.BB.A5.E4.B8.8D.E5.A1.AB.E5.86.99.E6.B3.95.E5.AE.9A.E4.BB.A3.E8.A1.A8.E4.BA.BA.E5.90.97.EF.BC.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