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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备案场景及基本概览

备案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1 17:25:38

请参考 备案概述  的备案号部分。

网站是否取得备案号以工信部网站公共查询为准： 公共查询入口

根据工信部的备案号使用规范，您需要在网站首页下方中央悬挂网站备案号，备案号需要超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 

参考示例如下：

若您购买的域名在工信部已存在备案信息，且此备案信息不属于您，可能是此域名之前被其他用户注册并办理了备案，

域名过期后该用户未将该域名对应的备案信息注销所导致的。您可下载备案号对应的管局注销申请表，将域名的备案信

息进行注销。注销完成后您便可重新备案此域名。步骤如下：  

1. 登录 工信部公共查询网站  ，单击 ICP 备案查询中输入该域名，查询现存备案信息所属地区。如下图所示： 

2. 进入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通知公告页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主体所在省份、标题关键字。填写完成后单击搜索，根据

搜索结果获取对应省份的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不同省份可能有不同的命名）。例如搜索 “天津”，如下图所

示：

什么是 ICP 备案号？

备案号的使用有什么要求？

新购买的域名提示 “存在备案号” 该如何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7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recordQuery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recordQuery
https://beian.miit.gov.cn/?spm=a2c4g.11186623.2.10.5ec65becBadqnr#/Integrated/notice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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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查询到对应省份的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中，单击右侧详情，进入 “公告详情信息” 页面。

4. 在 “公告详情信息” 页面，单击文档名称即可下载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如下图所示： 

5. 表格下载完成之后，请按填表须知要求填写并打印，将表格和相关材料邮寄到指定地址。待地区管局处理完毕即注

销完成后，可重新为您的域名办理备案手续。

在工信部已经取得备案号但仍被注销了，主要是以下几类情况会导致：  

具体备案号注销原因，还需要您联系备案所在地通信管理局进行查询。

备案号一经注销，便不可恢复，且网站无法正常访问。若网站要重新开通，建议尽快重新提交网站备案。

目前管局暂时没有设定备案号的有效期限，如果您备案信息都是真实准确的，备案信息变化及时提交变更备案，更换接

入商及时进行接入备案，网站内容没涉及违法违规，您的备案号是长期有效的。

说明

部分省份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仍在陆续更新中，请耐心等待。

为什么备案号会被注销？

备案主体主动向管局提交的注销申请，或者向接入商提交的备案注销申请。可能原因：域名已经不属于备案主体

了，或备案主体不再从事网站业务，或主体机构有变更、吊销等情况。   

域名过期，新的域名持有者因域名冲突，向管局提交注销申请。可能原因：有备案号的域名过期了，新的域名所有

者无法提交备案（域名冲突），向管局提交域名证书及说明文件来向备案所在省管局提交注销申请；省管局会核查

真实情况，注销冲突域名的备案网站备案信息。若主体下只有一个网站，则主体将被注销，若多网站主体，则只会

注销主体下该域名的网站，保留其他网站备案信息。    

网站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备案中有信息缺失，如接入商取消接入，管局会进行注销。    

接入商取消接入，基本是该用户已经不在之前备案的平台从事网站内容服务，不再使用接入商的服务器，因此

接入商对该网站信息进行取消接入，网站没有接入信息后将会变成 “空壳网站”，同时会被管局进行注销。    

网站信息不真实准确，例如，您的电话已经变更、空号，管局或工信部抽测时发现后会以备案信息不准确进行

注销处理。

网站含有违法信息，管局会对违法信息的网站及主体进行注销，情节严重者主体信息会进入黑名单，证件号、网站

名称将不可再进行备案。

备案号被管局注销之后是否可以恢复？

取得备案后，备案号的有效期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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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多个域名同时指向同一网站，您需要根据指向的方式来判断，悬挂主体备号或网站备案号：

注意

管局发现您备案为空壳网站，备案信息虚假，网站内容涉及违法违规等情况，则会直接进行备案清理，您的域

名会变为未备案状态，网站访问将会受到影响。

多个域名指向同一网站时，如何在页面底部添加备案号？

直接指向：若您直接将多个域名，同时指向同一网站。则页面底部悬挂主体备案号。如下图所示：

间接指向：若您将域名 B 指向域名 A，然后由域名 A 指向网站，则页面底部悬挂域名 A的网站备案号。如下图所

示：

混合指向：若您的多个域名同时存在上述两种情况，则页面底部悬挂主体备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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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授权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0 09:56:08

个人账号无法生成备案授权码，需使用企业实名认证账号并已购买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才能进行生成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是由服务器生成的用于备案的授权凭证，实际指向该服务器的 IP。详情请参见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

您的账号为企业实名认证情况下：

不可以。企业实名认证账号购买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后，可以生成备案授权码，每台服务器最多生成5个，不能用

于售卖。

成功生成备案授权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云服务器计费模式必须为包年包月，且实际购买包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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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量计费模式的云服务器不支持生成备案授权码。

2. 购买云服务器时，必须勾选 “免费分配独立公网 IP” 。 

个人账号如何生成备案授权码？

1台服务器可以备案多少个域名？

个人备案：个人账号一台云服务器（CVM）可以备案5个域名。

企业备案：

企业账号的云服务器（CVM）资源可以生成5个授权码并加服务器本身可备案的5个域名，共可以备案10个域

名。

企业账号的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可以生成2个授权码并加服务器本身可备案的5个域名，共可以备

案7个域名。

说明

网站备案一个网站对应一个域名。

什么是备案授权码？

1台服务器最多可以生成多少个备案授权码？

1台云服务器（CVM）实例最多可生成5个备案授权码。

1台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实例则最多可生成2个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可以购买吗？

购买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之后，为什么无法申请备案授权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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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腾讯云账号的实名认证类型需为企业。

4. 每台云服务器（CVM）最多可生成5个备案授权码；每台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最多可生成2个备案授

权码。

5. 生成备案授权码的 IP 不能为负载均衡 IP。因为负载均衡为按量计费后付费产品，不支持备案授权码生成。

请参考以上生成条件，判断您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是否满足申请备案授权码的要求。若您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

用服务器满足条件1、条件2和条件3，且没有生成超过对应的授权码数，请联系客服4009100100进行沟通解决。

使用备案授权码进行办理备案时，分为两种情况讨论能否重复使用：

可以，若主账号有授权码，可以使用子账号登录 腾讯云网站备案控制台 ，并进行备案。

可以，账号类型为企业，子账号已购买满足备案条件的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可生成备案授权码。具体操作请参

见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

可以，若主账号有授权码，可以使用协作者账号登录 腾讯云网站备案控制台 ，并进行备案。

可以。如您是主账号生成备案授权码，备案授权码可以授予原账号，也可授予其他主账号。

备案授权码是否可以重复使用？

使用备案授权码办理备案，但中途放弃备案，即备案授权码没有被成功使用，如该备案授权码处于有效期内（云服

务器有效期小于30天备案授权码会过期），便可以再次用于备案。

已成功使用备案授权码完成备案订单，如该备案授权码处于有效期内（云服务器有效期小于30天备案授权码会过

期），则该备案授权码可用于该备案订单的变更备案类型，其他备案类型（首次备案、接入备案、新增网站）无法

再被使用。

说明

例如，已成功使用备案授权码完成 A 主体下 A 网站的备案，如该备案授权码处于有效期内（云服务器有效

期小于30天备案授权码会过期），则该备案授权码仅可用于 A 网站的变更备案。

子账号可以直接使用主账号的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吗？

子账号可以生成备案授权码吗？

协作者账号可以直接使用主账号的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吗？

备案授权码可以授予原账号使用吗？

备案授权码无效是什么原因？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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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备案授权码对应的云服务器有效期不足1个月即会提示 “您的云服务剩余有效期不足1个月”，请您确认生成备案

授权码对应的云服务器剩余有效期是否不足1个月，若有效期不足1个月，请将云服务器续费满足有效期大于（含）1个

月。

单击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了解详情。

出现上述情况，请先判断您的服务器类型，只有中国大陆地区包年包月且实际购买包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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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云服务器才能生成备案授权码。

假如您的服务器是中国香港服务器，中国香港服务器是不需要备案的，也无法生成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由实名认证为企业的账号才可生成，如果您是个人账号进行备案，建议您购买符合备案条件的云服务器。具

体要求请参见 备案云服务 。

一般情况下，建议您购买云服务器、轻量应用服务器、Serverless 服务、负载均衡实例进行备案，如果您可以获取备

案授权码，也可使用授权码进行备案。具体要求请参见 备案云服务 。

不一定，满足备案条件的云服务资源可以进行备案，备案前需准备符合备案条件的云服务资源，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

可。具体要求请参见 备案云服务 。

个人和单位备案中，1个授权码可以备案1个域名，授权码由账号实名认证为企业所购买的云服务器生成，1个授权码对

应1个网站的备案，1个网站仅包含1个域名。

不限制备案授权码用于备案的数量，如您已使用完备案授权码，可重新购买云服务器或轻量服务器并生成备案授权码。

服务器到期会导致授权码失效，请您确认服务器是否到期。

授权码使用后并且备案成功也会导致授权码失效，请您确认授权码是否已使用。

请登录 备案管理控制台  确认您的备案授权码授权使用的账号是否正确。

使用备案授权码备案时提示 “您的云服务剩余有效期不足1个月” 是什么原因？

备案授权码怎么申请？

账号下有服务器，申请备案授权码却提示没有关联云服务器，该怎么办？

个人如何获取备案授权码？

无云服务器如何备案？

是否一定要用备案授权码备案？

1个授权码可以备案多少个域名？

备案授权码限制使用数量吗？

1台云服务器（CVM）实例最多可生成5个备案授权码。

1台轻量应用服务器（ Lighthouse）实例则最多可生成2个备案授权码。

如何删除备案授权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auth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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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的备案授权码处于未使用的状态，您可以登录 网站备案控制台  进行删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auth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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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备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0

域名不是必须要备案，但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域名是否需要备案的场景如下：

根据域名进行判断是否备案。所有接入互联网但未备案的域名都会被阻断，不论设置哪个端口都能被监测到。

域名本身是无需备案的，但要实名认证，域名需要备案的场景如下：

不需要备案。在网站正式提供对外访问前才需要备案。由于备案需要一定的办理时间，建议您提前在腾讯云办理备案，

以便您的网页做好之后可以马上投入正常使用。 前往了解网站备案 >>

当您不使用域名解析指向服务器时，不需要进行备案。

目前一个网站只能提交一个域名，若有新的域名需要进行重新备案。

域名必须要备案吗？

需要备案：

域名指向托管于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的网站需要完成备案。

域名作邮箱使用，通过 “mail.域名” 访问企业邮箱需要完成备案。

不需要备案：

域名解析指向托管于非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的网站，例如中国香港服务器，则不需要备案。

域名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备案呢？

域名指向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的网站必须备案。

域名作邮箱使用，通过 “mail.域名” 访问企业邮箱也需要备案。

是否需要备案的判断条件是域名还是 80 端口？

注册的域名当前不使用，还需要备案吗？

域名指向托管于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的网站需要完成备案。

域名作邮箱使用，通过 “mail.域名” 访问企业邮箱需要完成备案。

网站没有做好，需要办理备案吗？

只购买云服务器不使用域名，需要备案吗？

只把三级域名指向腾讯云服务器，需要办理备案吗？

若二级域名在腾讯云已有备案，则对应的三级域名或四级域名等无需再备案。  

若三级域名对应的二级域名已有备案号，但原备案接入商非腾讯云，您需在腾讯云提交接入备案申请。

若三级域名对应的二级域名没有备案号，则需要提交备案申请，待备案成功后三级域名方可正常使用。

将两个不同的新域名指向已备案域名的网站需要再备案吗？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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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国香港的服务器开办网站不需要备案，如果使用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开办网站，则必须先办理网站备案。

IP 地址改动分为两种情况：

使用腾讯云 CDN 的域名需要进行备案，若您的域名未备案，请先完成备案后再接入腾讯云 CDN。若您的腾讯云账号

下无可备案资源，建议您先购买 可备案资源  或使用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

使用中国香港的服务器需要备案吗？

更换成腾讯云的其它 IP 是否需要重新备案或变更备案？

若是其他接入商 IP 地址，更换成腾讯云的 IP 地址：您需要在腾讯云做接入备案。

若是腾讯云 IP 地址，更换为另一个腾讯云 IP 地址：

若您的网站需要做经营性备案，则必须办理变更备案，更改备案登记的 IP 地址，确保经营性备案的 IP 地址与

工信部登记的 IP 地址一致。

若您的网站不需要做经营性备案，则可以不重新备案，因为同一接入商更换 IP 地址不强制要求重新备案。您可

在需要变更其他备案信息的时候同时进行变更，无需单独做变更处理。

使用腾讯云 CDN（内容分发网络），需要进行备案吗？

企业邮箱是否需要备案？

若通过客户端软件或者企业邮箱统一配置的访问地址访问是不需要进行备案的。 

若通过自己的域名，例如，使用 mail.abc.com  进行访问，则需要先对 abc.com  先完成网站备案，取得网站

备案号后，方可正常解析使用，否则会被限制使用。 具体操作查看 企业邮箱备案流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http://service.exmail.qq.com/cgi-bin/help?subtype=1&&no=1001509&&i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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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备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0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备案先决条件是拥有 支持备案的云服务资源 。若您要在腾讯云办理备案，您需要先注册域名，并

购买支持备案的云服务资源，且完成账号的实名认证。请根据具体的备案类型参考对应的官网文档：

异地办理个人备案有两种情况：   

网站内容是游戏类的，提交备案申请前，需要您到省新闻出版局办理游戏版号。在您提交备案申请时在备注中添加游戏

版号信息。

目前境外企业无法备案，需要在大陆设立分公司持有国家认可的单位证件才能进行备案。如您需要进行备案，建议购买

中国大陆包年包月服务器，且服务器购买时长不少于3个月。

根据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关于成人用品的涉性、情趣图片展示、文字描述等信息服务不适宜未成年人浏览，不得以互联

网公共信息服务形式提供服务。  

办理备案需要什么条件？

网页版： 首次备案 。

小程序： 首次备案 。

一次最多能备案几个网站或域名？

单位备案，一次性最多可提交10个网站，一个网站最多可填写1个域名。

个人备案，一次性最多可提交1个网站，一个网站最多可填写1个域名。

说明

部分管局对备案域名数有限制，详细请参考 各省管局规则 。 

异地如何进行个人备案？

符合当地管局要求，可以提供准确管局要求的资料，即可在居住地办理个人备案。     

因居住地管局要求，或无法提供管局要求资料时，用户需要在身份证所在地办理个人备案。

如何一次性备案多个网站？

若多个网站备案到同一主体下，可以直接在备案办理流程，填写网站信息页面添加相应的域名以及网站信息。

若多个网站备案到不同主体下，可通过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进行备案。

游戏类网站如何进行备案？

境外企业如何备案？

成人用品网站如何进行备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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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用品网站备案，必须获得工商、卫生等部门许可，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含有互联网成人用品信息服务或互联网

成人用户交易等。

备案是由接入商来统一进行核验后提交到管局的。

不能直接备案，需要您将域名转入到中国内地（大陆）有资质的服务商，例如腾讯云，才可以进行备案。

当您流程中有未完成的备案想继续申请新备案请注意以下几点： 

目前不允许个人开办论坛。论坛需由企业向省通信管理局申请 BBS 前置审批文件才允许开放。部分省市已经停止办理

论坛。具体情况建议您联系当地的省通信管理局进行咨询。

可以申请一个新的账号进行备案。 

个人只能做个人博客、空间类、个人性质的网站。

非腾讯云服务器如何进行备案？

若您未使用腾讯云的服务器，我们无法帮您提交备案，您可以向您的服务器提供商申请备案。

若想在腾讯云完成备案，您需要先购买腾讯云的云服务器。

域名在国外注册如何进行备案？

流程中有未完成的备案，如何进行下一次备案申请？

若订单未提交到管局前，同一类型备案，您可以自行放弃本次订单后重新一起提交。

若为不同类型，必须分次提交，同样订单提交管局前可以自行根据业务优先级选择是否放弃重新提交。

备案一旦提交即为锁定状态，管局审核通过后方可发起下一次备案申请。

新增备案的域名是否与流程中备案为同一主体。

若不是同一主体，需要重新注册新的账号去备案（一个账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

若是同一主体，由于备案过程中，一个账号只能有一个流程中的订单， 如需新增网站，则需等待此次备案完成，管

局审核通过后，再做新增网站；或者取消此次备案，两个域名一起新增备案。

个人主体开设论坛性质网站如何进行备案？

目前腾讯云账号下已经有一个备案中的域名为个人备案，现在想要添加新的域名用来做企业

备案，如何进行？

个人能开办什么性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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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进行备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0

一个腾讯云账号对应一个备案主体。

您可以使用购买云服务器的账号备案一个主体（企业备案），并重新注册另一个账号备案另一个主体（个人备案），个

人备案即可获取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备案授权码使用请参考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

不能，备案遵循 “谁接入谁备案” 的原则，您使用哪个接入商的服务器就需要在哪里备案。若您需要在腾讯云备案，

建议您购买符合备案条件的 腾讯云云服务资源 。

不能。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不同公司属于不同主体。如果您有两个不同的主体，请使用两个账号提交备

案，两个不同主体的备案是可以同时提交的。

能，但是有限制。目前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有一个主体的备案信息，如需使用同一服务器办理其他主体的备案，您可以

利用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使用方法参考 备案授权码操作指引 。

不能直接备案，需要您将域名转入到中国大陆地区有资质的服务商，才可以进行备案。

能，备案遵循 “谁接入谁备案” 的原则，您使用哪个接入商的服务器就需要在哪里备案，因此在腾讯云购买的域名可

以在其他服务商备案。

能，但是有前提。备案遵循 “谁接入谁备案” 的原则，您使用哪个接入商的服务器就需要在哪里备案，若您使用的是

腾讯云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可以在腾讯云进行 免费备案。

不同的省份对主体负责人年龄要求不同，针对各个地区的要求可以咨询腾讯云 在线客服  或查看 各省管局要求 。若您

已经按要求填写主体信息，腾讯云会在初审时根据您所在地区的通信管局的具体要求，通知您补交相关材料。

您也可以直接致电管局进行询问，全国的咨询电话：010-6641-1166。

请根据您的试用服务器的 计费模式  来判断能否备案。

同一腾讯云账号能否进行个人备案和企业备案？

不在腾讯云购买的服务器，能否在腾讯云进行备案？

一个腾讯云账号能否同时备案两个公司？

一台服务器能否进行多次备案？

国外注册的域名可以在腾讯云备案吗？

在腾讯云购买的域名能否在其他服务商备案？

不在腾讯云注册的域名，能否在腾讯云进行备案？

主体负责人未满十八周岁能否办理备案？

试用期的云服务器能否备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7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49306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doc_2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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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

目前限制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有一个主体的备案信息（主体即为个人或单位）。如需使用同一服务器办理其他主体的备

案，您可以利用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使用方法参考 备案授权码常见问题 。

一个账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的网站，如需新增其他主体的备案请注册新的账号、使用备案授权码提交备案。

可以，备案需要在您的网站正式提供对外访问前办理，若您的网站还没有建设完成，可以在备案时填写正在建设中。

按量计费的云服务器，不支持备案。

包年包月，购买包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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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云服务器才可以进行备

案。

服务器过期了能否备案？

同一台服务器能否进行多主体备案？

账号已有备案，能否备案其他主体的网站？

网站网页未做好可以办理备案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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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影响备案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0

更换服务器会影响备案，但主要取决于您更换的 IP 地址是否是同一个服务商。 

备案 IP 地址更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各省市管局对已备案成功网站信息核查规则不同，请参见 各省管局规则 。建议不使用的备案信息及时注销，以免涉及

违法信息导致您的主体信息被管局注销。

各省市管局对已备案成功网站内容核查规则不同，请参见 各省管局规则 。建议您在网站重建后再进行新增网站操作，

以免因备案成功网站内容不合要求导致新增网站备案审核不成功。

证件过期将会导致备案不成功。

个人备案与企业备案是不同的备案主体。若您已申请过个人备案，在申请企业备案依然可以做网站负责人，但不可以同

时为多家不同的公司做网站负责人。 

账号实名是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备案吗？

企业账号：企业账号实名后可进行备案。

个人账号：账号实名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进行备案。

账号实名变更后需要24小时才能备案吗？

变更为企业账号实名后可进行备案。

变更为个人账号实名后需要等待24小时才能进行备案。

更换服务器影响备案吗？

阿里云 IP，更换成腾讯云的 IP，您需要在腾讯云做接入备案，反之一样。

腾讯云 IP，更换为腾讯的 IP，取决于是否要进行经营性备案：

需要做经营性备案：要进行变更备案，更改备案登记的 IP 地址，确保经营性备案的 IP 与工信部登记 IP 一

致。

不需要经营性备案：可以不变更备案，因为同一接入商更换 IP 不强制重新备案，可在需要变更其他信息的时候

同时进行变更，无需单独变更。

已备案成功网站已不使用，新增网站时是否会有影响备案？

已备案网站正在重建中，网站无法访问是否会影响到新增网站备案审核？

证件快过期或已过期影响备案吗？

身份证号已申请过个人备案，在申请企业备案时是否可以作为网站负责人？

域名没有进行实名认证对备案会有什么影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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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没有进行实名认证的话，不影响您提交网站备案的，但是已实名的域名才能通过备案审核。

域名的实名认证信息和备案信息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会影响备案。

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和备案信息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会影响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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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名实名认证未满3个自然日是否会影响备案？

根据工信部2017年全面域名实名认证的要求，所有存量域名以及新注册域名均需进行实名认证，一般情况下1个工

作日内可完成审核，部分可能需要等待 3 - 7个 工作日。

域名实名认证完成时间满3个自然日（非腾讯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后才能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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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管局特殊要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51:59

具体各省市的管局备案要求，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全国管局咨询电话：010-66411166。

新疆党委网信办要求除注销备案、取消接入备案外均需提供党建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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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完成后，请直接联系腾讯云备案客服 4009100100，将此证明发送给客服。 

根据《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 ），互联网支付业务由人民银行负责监管。

网络借贷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股权众筹融资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基金销售业务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互联

网保险业务由保监会负责监管。互联网信托业务、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从2016年06月20日起，广东省管局要求，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主办单位进行网站备案时需确认取得相关资质后才

可进行备案，接入服务商需核实该网站主办单位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再提交备案。

政策依据地址：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北京用户可以备案什么域名？

2019年01月01日起北京可以备案的域名后缀：

特殊可备案域名：.wang / .ren / .citic / .xin / .shop / .ltd / .vip / .ink / .club / .site / .biz / .com / .cn / 

.net / .中文域名 / .fun / .online / .store / .tech / .work / .law / .beer / .design / .wiki / .art / .love / 

.xyz / .group / .center / .chat / .city / .company / .cool / .email / .fund / .gold / .guru / .pub / .run / 

.show / .social / .team / .today / .video / .world / .zone / .life / .live / .plus / .info / .中国 / .pro / 

.auto / .co / .cloud / .fashion / .fit / .host / .link / .luxe / .mobi / .press / .sohu / .space / .top / 

.website / .yoga / .cc / .tv / .icu / .tel / .studio。

不能备案的域名：.hk / .tw / .asia / .jp / .io / .me / .win / .org 等。

非国家单位，域名前缀不能带有 “中国”、“国家”。

凡是新疆的备案都必须取得党建的证明吗？

金融类网站在广东省备案有什么要求？

注意

名称必须为《承诺书》。

承诺内容必须包含 “在未取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和省通管局同意之前，不利用互联网从事金融服务”。

承诺书需要加盖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提供公司业务介绍、网站内容介绍、营业执照复印件。

提交时可拼图上传，不限制必须上传到什么位置，不要占用五图原本位置即可。

若对以上说明仍有不确定之处，或希望和管局再次确认之后再提交，请联系电话：020-87628386。

若使用快递请将快递公司及快递单号告知我们，审核员提交时需要备注说明提交。

快递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28号1栋616室

邮编： 5100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www.gov.cn/xinwen/2015-07/18/content_28993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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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两种方法供您参考，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1. 请先进行普通网站备案。

备案信息中网站名称、服务内容以及真实的网页都不能涉及网络文化专项内容。

2. 自行申请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3. 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后，进行变更备案： 

3.1 上传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3.2 修改备案信息中的网站名称和服务内容为与游戏相关。 

4. 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原因是游戏类网站一般都是有收入的。

5. 若工商局要求自行补录许可取得情况和经营范围，请登录工商系统自行补录，流程结束。

1. 请先进行普通网站备案。

备案信息中网站名称、服务内容以及真实的网页都不能涉及网络文化专项内容。

2. 办理不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3. 自行申请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4. 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后，进行变更备案： 

4.1 上传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4.2 修改备案信息中的网站名称和服务内容为与游戏相关。 

5. 变更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增加文化项目。 

6. 若工商局要求自行补录许可取得情况和经营范围，请登录工商系统自行补录，流程结束。

电话：020-87628386

收件人：备案管理员

游戏类网站在广东省备案有什么要求？

方法一

方法二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 共76页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51:59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简称 文网文，指经文化行政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批准，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的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互联网文化活动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经营性的即以营利为目的的才需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

涉及以下内容网站需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申请条件各地要求不尽相同，以本地管理部门最新要求为准，以下基础项仅供参考：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文网文）申请流程：

1. 文网文的初步申请先通报送省文化局。

2. 经过省文化局审批后，直接报送至文化部。

3. 经文化部复审后，提出审批建议，或直接审批。

4. 审批后返回省文化局，下发《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均必须申请办理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文网文），否则属于非法经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如果从事网络游戏等相关经营性文化活动时，随

什么是《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哪些内容网站需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音乐娱乐产品。  

游戏产品：游戏产品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

艺术品。

演出剧（节）目、表演。

动漫产品。

网吧内网络文化产品经营。

展览、比赛活动等。

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哪些申请条件？

纯内资公司（只有大陆股东）。

注册资金100万以上（其中游戏运营1000万以上）。

相关人员的资格证书。

有详细的业务发展报告规划。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如何申请？

不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会有什么影响？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 共76页

时都有可能被上级管理部门以非法经营为理由进行处罚甚至关停。其次，在申请和变更 ICP 备案时不符合要求会有被

退回的风险。

文化部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不

批准的，将说明理由。建议您尽可能提前准备，预留充足时间。

有效期三年。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应当在许可证期满前60个工作日内办理续延手续，建议您过期前做好续

期。

不是的。这个资质是针对 “经营性” 文化活动，即通过网络游戏向用户收费，包括免费游戏通过广告、赞助、电子商

务等方式，获取利益的才需要办理。例如，网络游戏公司的官网、游戏交流论坛等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虽然有产

品介绍和宣传内容，但并不通过这里提供有偿服务是不需要办理的。

是的。过期后就不再有效，和未申请是一样的。

不可以以个人为主体申请办理。国家规定个人需要注册企业后，经过工商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此类业务。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审批时限是多久？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使用年限是多久？

只要内容涉及到“游戏”就必须要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吗？

申请到《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后我需要怎么做才符合国家管理要求？

申请 ICP 备案或变更 ICP 备案，添加前置审批为 “文化” 类，并按引导上传《文网文》彩色扫描件。  

在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过了有效期是否需要变更？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是否可以以个人身份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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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流程

主体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1 17:23:38

以主办单位证件地址为准，即备案主体所在省份。

如您的证件是三证合一新证件需要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非三证合一证件则填写注册号码。 

主办单位信息

备案所属省份根据什么判断？

备案主体如为单位/企业，则不允许跨省备案。如果需要跨省备案，请以对应省份的分公司作为主体进行备案申请。

备案主体如为个人，部分管局要求备案地域必须为个人证件地址所在省份。

说明

详情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营业执照上有好几个号码，应该填写哪一个呢？

三证合一新证件 非三证合一证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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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省份管局的要求不一致，请您按照省管局要求进行填写，具体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每个省份管局要求不一致，您可以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根据 各省管局规则  要求，个别省份在填写备案信息中需填写应急联系方式，网站备案小程序在您操作过程中将检测您

的备案信息是否需要填写应急联系方式，如需填写联系方式，请按各省份要求填写。

请填写分公司营业执照一致的法定代表人。

备案时需参照现有管局规则进行提交备案，若已成功信息与当前规则冲突则需要将已备案信息变更为符合规则的信息后

才可进行新增网站流程。 

手机号码根据各省规则填写，有明确规定就需要填写本省，无规定可以填写其他省份的，但必须保证真实。

通信地址没有门牌号，要怎么填写？

如您备案的省份要求需要精确到具体门牌号，则需要填写具体门牌号。详情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如无具体要求，您可以在备注中备注通信地址已为最详细地址。

主体负责人信息

单位备案时主体负责人可以不填写法定代表人吗？

类型 地区

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需提

供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吉林、安徽、四川、甘肃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

夏、新疆

主体负责人可以不是法定代表人 北京、山西、辽宁、江苏、海南

负责人电话一定要是本省的么？

小程序界面提示 “应急联系方式为必填” 时如何处理？

分公司备案时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如何解决？

之前进行企业备案时，对主体负责人没有要求，现在要求主体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我的备

案成功信息不是法定代表人可否新增网站？

备案手机号码必须填写本省的吗？

备案主体负责人与域名所有者必须一致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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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主体负责人需要与域名所有者一致。个别省份域名所有者需与备案主体名称一致，或是法定代表人。详情可查看：

各省管局要求 。

如果您的主体已在腾讯云其他账号下备案，您登录已备案的账号即可查看到您的备案信息。

个人备案与企业备案是不同的备案主体，若您已申请过个人备案，在申请企业备案依然可以做网站负责人的。但不可以

同时作为多家不同公司的网站负责人。

请您检查手机短信是否被拦截。 

建议换一个可以支持的手机号段，或者可以填写朋友或亲人的可以正常接听的手机号。 

每个省份管局要求不一样，部分管局规定手机号码不可以为多个备案主体使用，具体您可以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主体在腾讯云其他账号备案过，怎么办？

如果您仍想保留原主体的备案信息，您可以申请 备案迁移 ，将原账号备案信息转移到新账号。

如果您不想使用原账号的备案信息，您可以进行 注销主体  操作。

是否可以同时作为个人备案的负责人和企业备案的网站负责人？

填写负责人信息时一直收不到验证码？

填写手机号码信息时，提示不支持该手机号段，怎么办？

一个手机号/固定电话能否备案多个主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97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6 共76页

网站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7:21:02

请参考 网站命名要求 。

一个腾讯云账号只能有1个正在流程中的备案订单。

可能该域名后缀未被工信部收录，域名后缀必须由工信部收录以后才允许开放备案。您可在 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行业

管理信息公示页面  查看核实指定域名后缀是否已收录。

域名实名认证通过之后，腾讯云会将您的域名实名认证数据上传到工信部，这个过程需要满3个自然日的时间（非腾讯

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在数据上传工信部的过程中，工信部还无法获取您的实名认证信息，则会出现这种

情况，请您耐心等待。

可以，但需要保证域名所有者与备案主体一致。个人备案时，域名所有者需为个人姓名。单位备案时，域名所有者最好

是您备案的单位名称。 

可以，但需要保证域名所有者与备案主体一致。个人备案时，域名所有者需为个人姓名。单位备案时，域名所有者最好

是您备案的单位名称。 

可以新增域名/网站备案，如何备案可分以下3种情况：

网站名称

网站名称有什么命名要求？

网站域名

一个腾讯云账号备案时一次性可以提交几个域名？

单位备案：每个订单最多可提交10个网站进行备案，每个网站只能提交1个域名。

个人备案：每个订单最多可提交1个网站进行备案，每个网站只能提交1个域名。

为什么会提示“该域名后缀不支持备案”？

域名实名认证已通过，但备案时显示该域名没有进行实名认证，如何解决？

注意

域名已实名认证的情况下，若您备案前需要调整域名实名认证信息，请在域名实名认证通过后并且满3个自然

日的时间（非腾讯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再进行备案。

单位注册的域名可以用于个人备案吗？

个人注册的域名可以用于单位备案吗？

之前备案的域名没有了，现在还能新增域名吗，怎么新增？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1740
https://domai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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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网站内容或网站名称与主体性质相符，备案号悬挂正确并链接 工信部官网 。  

根据通信管理局要求，备案网站应根据备案主体性质（ 如个人，企业，事业单位等 ）提供符合要求的内容信息。具体

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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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该主体为空壳主体，需先注销主体再在腾讯云备案控制台重新提交备案。具体可查看 空壳主体注销 。

非空壳主体，且在腾讯云已有备案成功的主体，可在腾讯云备案控制台进行 “有主体新增网站” 备案。具体可查

看 新增网站（原备案在腾讯云） 。

非空壳主体，且在腾讯云没有备案信息，可在腾讯云备案控制台进行 “无主体新增网站” 备案。具体可查看 新增

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 。

网站服务内容

网站服务内容该怎么选择？

个人备案一般选择其他。

单位备案可以根据您网站搭建内容进行选择，一般选择单位门户网站，如网站涉及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

电子公告服务、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内容，需要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文件。

网站内容设置有什么要求？

综合门户、单位门户网站和其他有何区别？

综合门户网站是指主要提供新闻、搜索引擎、聊天室、免费邮箱、影音资讯、电子商务、网络社区、网络游戏、免

费网页等服务的网站。

单位门户网站，规模小的单位门户网站通常只包含信息公开内容、新闻动态、联系方式等简单内容，规模大的单位

门户网站是一种平台的概念，这个平台会汇集内部办公系统及业务系统、外部信息发布系统等信息系统的内容或入

口，例如各县级、地级市政府网站。

说明

如果不是以上2种，建议填写其他，例如公司官网、商城等都可以填写其他。

什么是内容信息与主体性质相符？

非个人备案：主办单位网站内容需是本公司网站，网站内容需符合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需办理前置审批文件的内容

（包含但不限于经营性、教育类、医疗类、化工类等）需有相应前置审批。 

个人备案：网站内容需符合个人备案性质，不能涉及企业、团体、论坛和前置审批内容。

前置审批

什么样的网站需要办理前置审批？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9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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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审批资料的办理，需要各企事业单位主动找相关部门申请，个人无法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见 前置审批相

关 。

网站内容涉及新闻、出版、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网络游戏等，需要到当地省级的审批单位办理

对应的前置审批文件。

若您的网站未涉及，您在网站信息填写页面可以将网站服务内容勾选为其他，前置审批项勾选以上都不涉及即可。 

需要根据您备案所在省份规则进行填写，建议您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一个手机号码只能备案1个主体，不同账号手机号码不能重复。 

可以。网站负责人只对当前备案或已备案成功的网站信息负责，不同网站的负责人可以不同，主体负责人必须一致。 

新增网站的网站负责人可以和第一次备案的网站负责人不一样。 

如何办理前置审批？

总是提示我要前置审批，没有怎么办？

网站负责人

单位备案时网站负责人可以不填写法定代表人吗？

单位备案时网站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怎么办？

当您所属的备案地区是天津、上海、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或贵州时，若您单位的网站负责

人不是法定代表人，则需要提供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其他地区不要求网站负责人一定是法定代表人。

备案的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能重复使用吗？

新增网站的负责人可否与之前网站负责人不一致？

同个主体不同网站的网站负责人可以不一样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61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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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上传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0

上传备案证件材料时，请提供与备案信息相符的证件材料。具体上传规范如下：

1. 确保您提供的证件在有效期内。

2. 请提供原证件的正反面彩色扫描件或拍照件。

3. 为保证您的信息能正常通过审核，请上传清晰、完整的图片材料。

核实信息是否一致，图片是否清晰，如果没有问题，可忽略该提示。 

需要填写以前的证件号码，才能正确验证备案类型，上传新的营业执照。但是个别省份要求必须跟之前备案的信息保持

一致，不支持使用新的营业执照，需要提供老的营业执照，或者先去之前的接入商提交变更，变成最新的证件后再提交

备案。 

需要上传护照来备案。但有部分省份，例如河北，若法定代表人为外籍须授权中国公民为负责人。各省份要求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可以。建议保证五官可见，证件清晰无遮挡。

建议仔细检查一遍，若没有问题单击忽略后进行下一步操作即可。 

请参考 备案材料下载 。

证件材料上传有哪些规范？

三证合一上传资料有什么要求？

首次备案：一律使用最新证件进行申请。

有腾讯云主体的新增接入和新增网站： 必须使用最新证件，如办理人无法判断，可通过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  核实到最新证件号码。

无腾讯云主体的新增接入和新增网站： 无腾讯云主体的新增接入和新增网站情况较复杂，各管局审核规则不尽相

同，请联系客服咨询。

上传证件没有问题，一直提示与所填信息不一致如何处理？

营业执照换新后应该填写现在的还是以前的证件号码？

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外国人需要上传什么证件？

负责人手持营业执照，是否可以手持副本？

提交备案信息时，提示营业执照和信息比对不一致，怎么办？

授权书、网站建设书等在哪里下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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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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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进入上传证件页面，选择上传材料，重新上传相应的材料提交即可。如下图所示：

备案被驳回，需要重新上传材料，在哪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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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保证网站备案效率，您可以先下载 江苏省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责任告知书  与 江苏省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

书 ，并进行签署。

2. 签署完成后，您可以在备案过程中材料上传处上传上述两份材料，并手持已签署的江苏省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

书进行视频录制。如下图所示：

江苏省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如何操作？

小程序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notificati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4968#authenticitycommitment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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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端

如您在网站备案管理控制台进行备案，您可以自行录制网站负责人承诺视频后进行上传。如下图所示：

说明

录制过程中，须开启麦克风与摄像头权限。

承诺书内容须清晰可见。

录制过程中，须朗读对应承诺，建议您处于安静环境中进行视频录制。

说明

录制过程中，须开启麦克风与摄像头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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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内容须清晰可见。

录制过程中，须朗读对应承诺，建议您处于安静环境中进行视频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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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核验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1

进行视频核验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建议您重新上传清晰的实拍原件证件。 

因部分设备不兼容的问题，建议您更换手机再进行人脸检测核验。

请您尝试更新微信客户版本，再进行人脸检测核验。

建议您尝试更换手机再进行备案核验。

请您检查是否已为微信提供 GPS 定位服务使用权限，若未授权，请您授权后再重新登录小程序，即可正常进行视频核

验。

1. 请您确认是否开启定位权限。若未开启，请您开启后重新进行视频核验。如下图所示：

进行视频核验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站负责人视频核验着装要得体，符合当前季节的实际着装情况。

背靠纯白色背景拍摄，可为纯白色墙体，避免拍到墙角以及门缝，保证背景无杂物。

核验过程中应注意表情自然，避免闭眼、斜视、张大口。

切勿佩戴耳机、帽子，若戴眼镜不能有反光遮挡眼部信息，建议留意核验完成的照片保证头部及脸部信息完整。

核验过程中，网站负责人当前所处的位置须与当前备案主体的所属省份相符，否则无法进行视频核验。

小程序提示未能检测到完整人脸？

小程序提示调用活体引擎接口出错？

小程序提示未能通过人脸检测如何解决？

小程序提示验证失败，怎么办？

小程序备案过程中视频核验提示 “定位服务未开启” 如何解决？

IOS 系统定位服务开启方法：请根据手机系统的设置 > 隐私 > 定位服务开启定位服务，并允许微信使用定位服

务。

Android 系统定位服务开启方法：请根据手机系统的设置开启定位服务（如位置信息模式有高精确度，请您选择高

精确度），并允许微信使用定位服务以及关闭省电模式。

小程序备案时提示 “未开启权限，请允许备案小程序使用您的地理位置权限” 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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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开启权限后，请在微信中删除小程序，再重新打开 “腾讯云网站备案” 小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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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您确认是否已开启摄像头、麦克风及定位权限。若未开启，请您开启后重新进行视频核验。如下图所示：

进行视频核验时，一直黑屏或录制按钮无法单击，应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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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开启权限后，请在微信中删除小程序，再重新打开 “腾讯云网站备案” 小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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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核验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7 10:49:39

若您未在24小时内完成验证或验证失败，备案信息将自动退回至接入商。您需要：

如果您未收到短信，请您按如下操作进行排查：

1. 如您是接入备案，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不一致请先变更再进行接入。

2. 查看是否信息被手机管家识别为垃圾/骚扰短信导致被拦截。

3. 手机卡更换后，需重新进行 短信重发 。

4. 部分虚拟号段和新号段的手机号码不支持接收工信部系统短信。如果您的号段不支持，您需要重新办理/更换一个工

信部支持号段的手机号码。可支持接收的号段如下：

管局短信核验失败怎么办？

若您的备案信息未进行修改，且备案资料符合当前要求，我们会电话与您联系，并在24小时后为您重新提交管局审

核。您无需再操作订单，只需在收到验证码后及时完成短信核验即可。

若您的备案信息或备案资料不符合当前要求，需要进行修改，那么您的订单将会被驳回。您需要重新提交备案申

请，经过腾讯云审核后再次进入短信验证流程。

没有收到管局发送的核验短信怎么办？

现使用手机号码与备案成功信息不符，需到原服务商变更负责人手机号码，再进行接入备案。

现使用手机号码与备案成功信息不符，且无法联系原接入服务商进行变更，只能注销备案后重新提交新增网

站。

运营商 支持号段 是否有效

联通 130 有效

联通 131 有效

联通 132 有效

联通 133 有效

联通 134 有效

移动 135 有效

移动 136 有效

移动 137 有效

移动 138 有效

移动 139 有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re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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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 146 有效

移动 147 有效

移动 150 有效

移动 151 有效

移动 152 有效

联通 153 有效

联通 155 有效

联通 156 有效

移动 157 有效

移动 158 有效

移动 159 有效

电信 162 有效

移动 165 有效

联通 166 有效

联通 167 有效

联通 170 有效

联通 171 有效

移动 172 有效

电信 173 有效

联通 175 有效

联通 176 有效

电信 177 有效

移动 178 有效

电信 180 有效

电信 181 有效

移动 182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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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183 有效

移动 184 有效

联通 185 有效

联通 186 有效

移动 187 有效

移动 188 有效

电信 189 有效

电信 191 有效

电信 193 有效

移动 195 有效

联通 196 有效

移动 198 有效

电信 199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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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小程序操作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1

因近期监管政策从严，腾讯云应监管要求加强对备案信息和备案账号的检测和管理，系统会根据账号综合信息判断是否

存在风险，如果您的账号被检测到有风险，则会导致无法进行新增备案、变更备案等，并且您需要使用域名用于 web 

服务，可以参考以下方案： 

若您在腾讯云备案，您的账号刚完成实名认证或变更实名认证，腾讯云需要将您的实名认证信息同步至备案系统，请您

耐心等待24小时。

应监管要求，需加强对备案工作的监管，新增备案要求主体名称与账号实名认证信息一致，如账号实名不一致请您进行

变更实名认证的操作，具体操作请参考如下文档：

备案过程中出现 “工商信息不匹配” 的可能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可能是该域名后缀未被工信部收录，域名后缀必须由工信部收录以后才允许开放备案。您可在 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行

业管理信息公示  查看核实指定域名后缀是否已收录。

小程序备案提示 “异常账号备案” 如何处理？

您可以尝试注册新账号进行备案操作，但新账号依旧会收到风险检测，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备案。 

您可以使用境外云服务器，目前境外云服务器不需要进行备案。 

您可以使用 在线咨询 ，会有专门的工程师帮您查看。

小程序备案提示账号完成实名认证不足24小时怎么办？

小程序备案提示实名认证账号与备案主体不符？

变更个人实名信息 。

变更企业实名信息 。

小程序备案提示工商信息不匹配怎么办？

证件注册或更新不满3 - 7个工作日：证件注册或更新后需3 - 7个工作日同步信息，然后才可进行备案。

验证备案页面主办者性质选择有误：请返回验证备案页面，检查主办者性质是否选择有误。

证件信息填写有误：请您仔细检查信息填写是否正确。

小程序备案提示 “该域名后缀不支持备案”？

域名实名认证已通过，但小程序备案时显示该域名没有进行实名认证，如何解决？

注意

域名已实名认证的情况下，若您备案前需要调整域名实名认证信息，请您在域名实名认证通过后并且满3个自

然日的时间（非腾讯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再进行备案。

http://xn--eqrt2g.xn--vuq861b/#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4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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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实名认证通过之后，腾讯云会将您的域名实名认证数据上传至工信部，这个过程需要满3个自然日的时间（非腾讯

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在数据上传工信部的过程中，工信部还无法获取您的实名认证信息，则会出现这种

情况，请您耐心等待。

核实信息是否一致，图片是否清晰，如果没有问题，可忽略该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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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进入【上传证件】页面，选择【上传材料】，重新上传相应的材料提交即可。如下图所示：

小程序备案上传证件没有问题，一直提示与所填信息不一致如何处理？

小程序备案被驳回，需要重新上传材料，在哪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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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均已支持腾讯云网站备案小程序进行备案。

建议您多尝试几次提交，每次间隔半小时，如尝试2次依然报错，您可以使用 在线咨询 ，联系技术人员协助处理。

腾讯云备案小程序目前支持哪些省市？

小程序提示证件号码未能获取信息如何解决？

小程序提示主体证件号码已备案？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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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找回原备案的账号并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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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期间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16:51:49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网站在办理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过程中，不允许上线访问。可通过暂停域名解析、关闭访问权限或

将访问页面设置为 “网站正在建设中” 这三种方式关闭网站。

备案期间可以通过暂停部分解析关闭网站访问。暂停解析步骤如下：

1. 登录 DNS 解析 DNSPod 控制台 。

2. 在 “域名解析列表” 中，选择需要进行暂停解析记录的域名，单击操作栏的解析，进入该域名的记录管理页面。

3. 请选择域名指向对应网站 IP 的解析记录，并单击操作栏的暂停。如下图所示： 

4. 等待备案审核通过后，可重新开启解析。

备案期间无法给您提供临时域名使用，域名需要您自行注册。 

有效期45天指的是单个步骤停留时间不得超过45天，订单有效期的设置旨在保证您的备案信息能根据最新的管局规则

审核，保证您能顺利通过管局审核。 

办理备案期间需要关闭网站吗？

备案期间如何关闭网站？

备案期间云服务器是否有临时域名使用？

备案订单有效期45天，是否意味着我需要在45天内完成备案？

备案期间网站能正常访问吗？

首次备案、新增网站：网站在未取得备案号之前不允许被访问，即未成功办理备案的网站均不能上线访问。

变更备案：已获得备案号的网站在办理变更备案期间访问不受影响，可正常访问。

接入备案：办理接入备案的网站，接入备案需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后，才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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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审核要求

备案审核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1

在确保资料齐全，顺利提交备案资料至腾讯云备案系统后，您还需要等待备案审核通过，审核包括腾讯云审核和管局审

核，具体时长如下：

完成备案相关证件图片上传之后，腾讯云将对您提交的资料进行备案初审。腾讯云预计会在1 - 2个工作日左右反馈初

审结果。

对应省份的管局会对您的备案申请做最终审核。各省管局审核时长不同，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

法》，管局审核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工作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和周末。

下表为各个省份预计的管局审核时长，实际审核时长会根据备案场景有所不同，此表格仅作为参考：

备案审核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腾讯云审核时长

管局审核时长

说明

管局审核结果会以短信或邮件方式通知到您，此过程中是无法进行催审的，请耐心等待。

若为首次备案，您的网站在备案未成功之前不能做解析。

若为接入备案，您的网站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管局审核通过）后，即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

依照管局要求，未备案的域名需要备案成功后才可以开启访问。

省份 预估管局审核时长 省份 预估管局审核时长

安徽省 12 - 17天 辽宁省 9 - 10天

北京市 15 - 17天 内蒙古自治区 12 - 19天

福建省 6 - 9天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 6天

甘肃省 11 - 14天 青海省 5 - 6天

广东省 7 - 9天 山东省 10 - 13天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 6天 山西省 15 - 19天

贵州省 6 - 10天 陕西省 7 -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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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等待初审结果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

一般情况下，接入备案不需要；其他类型的备案需要删除域名解析。

可能原因：

可能原因：

不可以。一次只能有一个正在流程中的备案，需要完成流程中的备案后才能提交新的备案。 

海南省 5 - 9天 上海市 3 - 4天

河北省 8 - 11天 四川省 11 - 12天

河南省 7 - 11天 天津市 4 - 11天

黑龙江省 10 - 11天 西藏自治区 6 - 9天

湖北省 5 - 7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 4天

湖南省 13 - 16天 云南省 16 - 21天

吉林省 6 - 11天 浙江省 7 - 10天

江苏省 9 - 30天 重庆市 8 - 11天

江西省 5 - 6天

提交初审了还可以修改备案信息么？

若初审未通过，您可以在备案页面单击撤销备案后修改信息。

初审已通过，您只能通过在备案页面单击放弃备案之后重新填写备案信息。

域名备案提交初审后需要删除域名解析吗？

审核提示备案主办者冲突是什么原因？

主办者同时在两个接入商处提交备案。只有完成一个接入商的备案后才能在另一个接入商备案，一个主体只能有一

个在管局审核流程中的备案订单。

备案类型提交错误。

审核提示备案域名冲突是什么原因？

域名可能同时在两个接入商提交备案。只能在一个接入商完成备案后再提交另一个备案。

域名可能在其他主体名下正在备案中。

域名已经有备案号了，备案类型提交错误。

提交的备案审核流程未通过，可以再提交一个吗？

关闭解析后网站可以正常访问但审核还是失败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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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会影响，建议续费服务器，以免管局审核时查询到无效服务器。 

我们还会再适时拨打一次，如果第二次还是无法与您取得联系，您的备案审核信息可能会被退回。请留意电话信息，如

有疑问，请及时拨打备案客服电话4009100100转3。 

以下两种方法供您参考：

管局审核信息同步到接入商一般情况下需要6个小时内。 

可能由于 DNS 服务器缓存导致，请咨询域名注册商。 

检查之前接入的 CDN 是否有缓存，清除缓存。

备案审批中云服务器到期未续费，是否会影响备案审批？

错过备案审核确认电话怎么办？

已通过初审的备案，能否增加域名？

若初审已通过，备案还未提交到管局，可以放弃备案，新增域名之后重新提交。

或者待备案完成后进行变更备案操作，新增域名即可。

已收到来自管局的备案通过/驳回/成功注销的消息，为何在腾讯云控制台看不到同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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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驳回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14:44:40

1. 手机微信搜索腾讯云网站备案，进入小程序并登录您备案的腾讯云账号，单击备案进度页中的继续备案，即可查看

需要修改的内容项，单击去修改，查看并确认您需要备案的网站域名和网站负责人是否正确，单击下一步进入修改

页面。

2. 根据腾讯云给出的提示进行修改，其他项无需改动。修改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进入核对信息页，请检查您的备案信

息与备案内容是否正确，并勾选 “阅读并同意《相关条款》《腾讯云隐私声明》《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承诺

书》”。

3. 单击提交，再次提交备案信息交由腾讯云审核。

备案申请在终审环节被管局驳回，腾讯云会将管局驳回的原因和修改意见发送到您的邮箱中，请注意查收并按以下步骤

操作。

1. 请您在收到驳回邮件后，手机微信搜索腾讯云网站备案，进入小程序并登录您备案的腾讯云账号，根据修改建议，

选择对应的操作进行备案信息修改。

2. 修改信息完成之后，单击提交，再次提交备案信息，腾讯云会在1 - 2个工作日之内对您的信息进行再次审核，审核

通过之后交由管局进行终审。

在填写网站负责人信息时，若勾选同主体负责人，备案信息提交时会拉取之前填写的主体负责人信息。在修改网站负责

人信息（主体负责人信息）时，主体负责人（网站负责人）会随之变化。

因此若想单独修改网站负责人（主体负责人）信息，请在填写网站负责人信息时，取消勾选同主体负责人。

无法完成接入备案，可能存在以下原因：

1. 备案主体名称及证件号已变更，无法找回原备案资料及信息。

2. 用域名、证件号查询分别已取得备案号 A 、备案号 B，即其中一个备案号的备案信息有误。

3. 抢注的域名，即购买了已有备案号的域名，无法提供原备案的信息。

解决方案：

1. 先在原备案商修改备案信息后接入到腾讯云。

2. 先接入腾讯云后再变更备案信息。请查询各省管局备案要求，大部分省份不支持变更备案主体。

3. 注销原备案信息，再重新备案。

备案初审被腾讯云驳回如何解决？

备案终审被管局驳回如何解决？

企业备案初审驳回后，为什么修改网站负责人（主体负责人）信息，主体负责人（网站负责

人）信息也跟着变了？

无法完成接入备案，如何处理？

备案被驳回后的处理期限是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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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驳回后，在45天内操作都是可以的，建议尽快操作，缩短备案时长。 

若您的备案因为“网站未备案通过前已开通”的原因被驳回，建议您关闭域名解析后，再提交至管局审核。 

建议按照相关要求修改您的网站名称，文档参考 网站命名要求 。

请检查网站服务内容与主办者单位性质是否相符，请根据修改建议进行备案信息修改后重新提交备案审核。

网站内容需与主办单位性质一致，单位网站需符合主办单位性质，不能涉及其他单位，未办理前置审批文件不能涉

及前置审批内容，已备案成功网站下方需悬挂备案号并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未备案网站不能访问。 

网站内容需符合个人性质，不能出现单位、团体内容，不能涉及论坛、经营性等前置审批内容。已备案成功网站下

方需悬挂备案号并链接到 工信部网站 。

建议重新提交扫描件。因备案提交管局审核时，会压缩图片提交，会导致图片清晰度受影响。

因“网站未备案通过前已开通”被驳回如何解决？

因网站名称不符被驳回怎么办？

因网站内容不符被驳回怎么办？

单位备案：

个人备案：

因证件不清晰被驳回怎么办？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1740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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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核验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9 11:14:22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可能原因：

若您收到验证短信后，未在24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或验证失败，备案信息将自动退回至接入商。 

处理方法：

可能原因： 您的信息输入错误或输入的3条信息（短信验证码、手机号码、证件号码后6位）不匹配，系统找不到对应

的订单。

处理方法： 请根据下述要求仔细检查您本次备案的短信验证码、手机号码、证件号码后6位，核实信息后重新输入正确

的信息。

短信核验问题

收不到管局发送的核验短信

检查短信是否被手机管家识别为垃圾或骚扰短信而被拦截，确认您的手机能否正常接收其他短信。

检查您的手机号是否欠费停机。

将您的电话卡插入其他手机，进行短信重发，具体操作请参考 短信重发 。

检查手机号码是否正确。如果您更换了手机号码且无法找回，建议先在原服务商变更备案修改为新的手机号码，然

后再接入腾讯云。

短信验证未通过（验证超时或验证失败）

若您的备案信息未进行修改，且备案资料符合当前要求。 在 腾讯云备案系统  重新提交备案信息至管局审核，提交

后，备案负责人会再次收到工信部发送的短信通知。请按照短信提示，在24小时内登录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完成短

信核验。请参考 短信核验说明 。

若您的备案信息或备案资料不符合当前要求，需要进行修改。您的订单将会被驳回，您需要重新提交备案申请，通

过腾讯云审核后再次进入短信验证环节。

负责人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验证码任意信息共计输错5次后，第6次验证时工信部系统会将您的备案申请信息退

回。此时您需登录 腾讯云备案 ，重新提交备案信息至管局审核。

说明

 如您确认填写的信息正确无误，但系统还是提示您该条验证库里找不到记录，该问题可能是系统原因造

成，实际备案信息已进入管局进行审核中，请您耐心等待管局审核。

短信验证信息输入错误

手机号：您需根据自身角色填写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在备案信息中联系方式1的手机号码，不同备案场景下需要

验证的负责人不同，详情请参见 验证类型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E7.9F.AD.E4.BF.A1.E9.87.8D.E5.8F.91.3Ca-id.3D.22resend.22.3E.3C.2Fa.3E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E9.AA.8C.E8.AF.81.E7.B1.BB.E5.9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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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当前主体单位并未提交备案申请，系统无法匹配到需要进行短信核验的备案订单。 

处理方法： 如您需对网站进行备案，请登录 腾讯云备案系统 ，提交备案信息至管局审核。

可能原因： 填写的手机号码没有提交过备案申请，可能是手机号码变更或手机号码填写错误，系统无法匹配到需要进

行短信核验的备案订单。

处理方法： 请核对您的手机号码是否填写错误以及是否提交过备案申请，如未提交备案申请且需对网站进行备案，请

登录 腾讯云备案系统 ，提交备案信息至管局审核。如已提交备案申请，且手机号填写无误，请核对您的手机号码是否

已变更，如已变更请填写新的手机号码。

可能原因： 您的备案订单中还有待验证的手机号码。  

处理方法： 联系您备案负责人中未进行短信核验的联系人，尽快登录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进行短信核验。全部联系人

核验完成后，请耐心等待管局审核，管局审核完成后您会收到备案成功的短信和邮件提示。

如果您无法打开工信部向您发送的核验短信中的链接，可以直接访问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进行短信核验，具体操作请

参见 短信核验说明 。

如您的手机号码有变更：

进行变更备案与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或原备案在腾讯云）的短信核验时，如果备案成功的主体负

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无法正常使用，您可以验证主体负责或网站负责人新的手机号码。

进行其他备案类型的短信核验时，如备案成功的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无法正常使用，需先

进行变更备案后再填写变更备案成功后新的手机号码。请参考 变更备案 。

验证码：请查看工信部发送的短信验证码，填写其中6位数字验证码。 

说明

 如您未收到、遗忘或其他原因丢失了短信验证码，可登录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重发短信，短信重发操作

请参见 短信重发 。

短信核验提示“暂无待短信核验的备案申请，无需重发短信”。

重发短信提示“该条验证库里找不到记录”。

说明

 如您确认填写的信息正确无误，但系统还是提示您该条验证库里找不到记录，该问题可能是系统原因造成，实

际备案信息已进入管局进行审核中，请您耐心等待管局审核。

已经提交了短信核验，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显示“您的短信核验完成，请等待其他核验人进

行短信核验”。

短信核验校验链接打不开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4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E7.9F.AD.E4.BF.A1.E9.87.8D.E5.8F.91.3Ca-id.3D.22resend.22.3E.3C.2Fa.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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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驳回原因及其处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3 15:44:09

当您提交备案申请后，您的备案信息将先由腾讯云备案审核专员进行审核；腾讯云审核通过后，再将您的备案信息提交

至管局审核。若管局审核通过，则备案成功。

当您提交备案申请后，腾讯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在1 - 2个工作日内对您的订单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如果审核专员发

现您提交的信息不满足备案要求，会电话联系您沟通确认订单问题，请确保您填写的联系方式真实且可接通。

若您的订单需要修改，审核专员将会驳回您的备案订单。您可以通过您在备案订单中填写的联系邮箱或备案系统，查看

对应的修改项以及修改建议。如果备案申请被驳回，请根据驳回修改建议，修改正确后，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本文档中整理了腾讯云备案审核专员反馈的常见备案申请驳回原因，并提供了相应的处理办法供您参考。

概述

注意

 若审核专员首次拨打电话未联系到您，会在1个小时左右再次与您联系。若仍未能与您取得联系，您的备案申

请将被驳回。

驳回原因及处理办法

域名信息核验不符合要求

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域名所有人不正确，即域名所有人信息与

备案主体信息不一致。

登录您的域名注册商网站或联系您的域名注册商，变更域名实名

认证信息（域名所有者中文修改为您备案主办单位中文全称；域

名所有者英文修改为您备案主办单位拼音全称）；或修改备案主

体信息，使二者保持一致。

域名注册商非工信部批复的域名注册商。

更换其他可备案域名进行备案，或者将该域名转入至工信部已批

复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例如腾讯云。详情可参看 腾讯云域名迁

移相关操作指引 。

网站名称不合格

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网站名称不合格，即网站未按规范命名，或

违反规定，名称中包含禁止使用的词汇、敏

感词汇等。

建议您参考 网站命名要求 ，按照网站命名规范修改网站名称。

如网站名称为公司的项目或产品，建议在网站备注中备注 

“XXXX为本公司的项目/产品”。

跨省备案驳回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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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跨省备案，即您选择的备案地域省、自治

区、直辖市与您主办单位证件地址不符。

需要您放弃当前备案订单，重新创建备案订单，“备案地域” 

选择与您主办单位证件地址一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未备案网站开启访问

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未备案网站不得开启访问 请暂停您的域名解析或者关闭网站访问。

已备案网站未开站或网站内容不合格

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已备案网站未开站

请确保您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可访问，且网站内容和主体性质相

符。网站底部必须注明网站备案号并链接至 工业和信息化部首

页 。参考如下：

网站内容不合格，即网站内容可能涉及不

被允许的内容或需办理前置审批的内容。

需办理前置审批的行业类型：金融类、新闻类、出版类、药品和

医疗器械类、文化类、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类、医疗保健类、网络

预约车、电子公告类等。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进行网站内容调整或办理前置审批文件。

调整网站内容，使其合法合规。

 如果网站内容涉及行业或企业内容，请勿选择为个人性质备

案，请选择单位性质备案，即主办单位性质选择为企业等单位

性质，并需上传单位证件。

若网站内容涉及需前置审批行业的内容，请先到相关批复单位

办理前置审批，并在备案信息中输入审批号和上传审批文件。

证件不合格

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证件不合格，即证件图片不清晰或没有提交

管局要求的全部证件。
重新提交管局要求的所有证件，并且证件图片完整、清晰。

电话号码不符合

驳回原因 处理办法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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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备案驳回的 通用问题 。

联系电话不是备案地区号段的电话号码。 使用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号段的电话号码。

电话不通或无人接听。 保证电话畅通，并有人接听。

负责人手机号码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请联系您原来备案的单位变更您的手机号码，或更换本次备案的

手机号码。

其它驳回相关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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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域名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1

根据工信部2017年全面域名实名认证的要求，所有存量域名以及新注册域名均需完成域名实名认证。若域名注册成功

后未通过实名审核，会被注册局暂停解析（Serverhold），您的域名将无法正常访问，待实名认证通过后方可恢复正

常使用。如果您新注册了域名，建议您在域名注册成功后立即提交域名实名认证。

域名实名相关说明请参考 域名实名认证 。

根据工信部要求，域名实名认证成功后进行备案时，域名实名认证信息与域名备案主体负责人信息需一致，否则将被管

局驳回备案申请。

完成域名实名认证后，需等待3个自然日（非腾讯云注册的域名需要满3个工作日）后再提交备案申请。

若您购买的域名在工信部已存在备案信息，且此备案信息不属于您，可能是此域名之前被其他用户注册并办理了备案，

域名过期后该用户未将该域名对应的备案信息注销所导致的。您可下载备案号对应的管局注销申请表，将域名的备案信

息进行注销。注销完成后您便可重新备案此域名。步骤如下：  

1. 登录 工信部公共查询网站  ，单击 ICP 备案查询中输入该域名，查询现存备案信息所属地区。如下图所示： 

2. 进入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通知公告页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主体所在省份、标题关键字。填写完成后单击搜索，根据

搜索结果获取对应省份的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不同省份可能有不同的命名）。例如搜索 “天津”，如下图所

备案前域名必须实名认证吗？

域名实名认证需注意什么？

域名实名认证后多久可以备案？

域名如何进行实名认证？

如您是在腾讯云购买的域名

请登录 腾讯云域名注册管理控制台  进行实名认证操作，详情请参见 实名认证 。

如您是在其他服务商处购买的域名

域名实名认证需要在域名注册商系统提交申请，请联系您的域名注册商，咨询域名实名认证的操作流程。

新购买的域名提示 “存在备案号” 该如何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707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recordQuery
https://beian.miit.gov.cn/?spm=a2c4g.11186623.2.10.5ec65becBadqnr#/Integrated/notice_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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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3. 在查询到对应省份的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中，单击右侧详情，进入 “公告详情信息” 页面。

4. 在 “公告详情信息” 页面，单击文档名称即可下载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如下图所示： 

5. 表格下载完成之后，请按填表须知要求填写并打印，将表格和相关材料邮寄到指定地址。待地区管局处理完毕即注

销完成后，可重新为您的域名办理备案手续。

说明

部分省份 ICP 备案注销申请表仍在陆续更新中，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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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备案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4 10:24:02

不影响。

备案信息发生变更，请您办理变更备案，修改发生变化的项后提交变更即可。腾讯云会将您修改之后的备案信息提交至

管局审核，审核通过即变更生效。 

企业主体一般不支持变更为个人主体，但部分省份支持变更为个人主体，请您根据 各省管局要求  执行。 

个人主体可变更为企业主体，请您根据 各省管局要求  执行。

企业备案变更为个人备案步骤如下：

1. 将账号实名认证变更为个人，请参考 变更个人实名信息 。

2. 将域名实名认证变更为个人，请参考 域名信息修改 。

3. 将备案主体信息备案更为个人，请参考 变更备案 。

个人备案变更为企业备案步骤如下：

1. 将账号实名认证变更为企业，请参考 变更个人实名信息 。

2. 将域名实名认证变更为企业，请参考 域名信息修改 。

3. 将备案主体信息备案更为企业，请参考 变更备案 。

管局要求是不能跨地域更换备案信息的，您可以先注销备案，然后在其他省份申请备案。

您直接上传公司名称变更函即可，详情请参考 变更备案 。

变更备案时，部分省份原备案主体名称进行变更时，需在网站备案小程序材料上传 > 工商更名函处上传工商更名函。 

需要提交工商更名函的省份：广东、吉林、辽宁、北京、天津、内蒙古、陕西、湖北、河南、上海、浙江、江苏、福

建、江西、贵州、云南、四川、广西。

变更备案是否影响网站访问？

变更信息后是否需要重新备案？

如果您在腾讯云已备案的网站信息发生了变更，不需要重新备案，只需要对原有备案进行 备案信息变更  就可以。

如果您在其他接入商进行主体备案，您必须到之前接入商变更备案主体，变更主体信息也需要提交管局审核，审核

时长为20个工作日内，但是提交管局审核中，不会影响您网站正常使用。

已备案信息发生更改如何处理？

企业备案能否转为个人备案？个人备案能否转为企业备案？

网站备案后是否可以转换备案地点？

备案变更需要公司变更函，如何提交？

变更备案时什么情况需要提交工商更名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40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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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信息提交管局之后，所有的信息都是无法进行变更的。若有需要，建议等待管局审核驳回或审核通过之后，再进行

备案信息的变更。 

变更备案时不能做其他备案类型操作。

变更备案办理需要经过腾讯云初审后，提交管局终审。其中：

不需要。

需要变更主体信息和网站负责人信息。 

需要变更备案更换手机号，核查出电话无法联系会有被注销备案的风险，建议及时变更。

修改域名所有者请联系您的域名注册商。 

请确认已将域名解析到现在使用的服务器 IP 。 

具体备案变更流程请参考 变更备案 。

不能。接入备案只是为您的备案信息增加一个新服务商，所以在接入过程中您无法修改备案信息。

您可在原接入商处修改后进行接入备案，或在接入成功后在原接入商备案系统提交信息变更申请。

各省市管局对接入备案有不同规则，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备案已经提交管局是否可以变更信息？

进行网站备案变更时可以新增网站吗？

变更备案主体，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腾讯云初审时长：腾讯云预计会在1 - 2个工作日左右反馈初审结果。

管局终审时长：20个工作日内。

备案主体信息变更流程需要邮寄材料吗？

身份证过期需要去变更信息吗？

主体身份证信息需要更改，否则后续没办法进行其他新的备案。 

需要提交网站变更，更改网站负责人身份证信息。

手机号更换或不使用了需要去变更信息吗？

如何修改域名所有者？

更换服务器 IP 之后，域名无法访问如何解决？

主体变更备案流程是怎样的？

接入备案过程中能否变更主体、网站信息？

更换成腾讯云的其它 IP 是否需要重新备案或变更备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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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改动分为两种情况：

若是其他接入商 IP 地址，更换成腾讯云的 IP 地址：您需要在腾讯云做接入备案。

若是腾讯云 IP 地址，更换为另一个腾讯云 IP 地址：

若您的网站需要做经营性备案，则必须办理变更备案，更改备案登记的 IP 地址，确保经营性备案的 IP 地址与

工信部登记的 IP 地址一致。

若您的网站不需要做经营性备案，则可以不重新备案，因为同一接入商更换 IP 地址不强制要求重新备案。您可

在需要变更其他备案信息的时候同时进行变更，无需单独做变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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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备案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1

根据国务院令第292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规定，对非经营性

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  

备案信息需要与接入服务商进行关联。如果主体已经在其他接入商处完成备案取得备案号，表示您的网站可以在该接入

商提供的服务范围从事网站内容服务；若更换了接入服务商，如换成腾讯云，则需要在腾讯云做接入备案。在腾讯云接

入备案成功后，表示您可以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的服务。 

不能，需要先进行接入备案再进行新增网站备案。

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备案。

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接入备案？

若同时使用多家厂商的服务器，原备案信息无需注销或变更，多个接入商可同时存在。 

未在对应接入商处完成备案，会被识别为未备案域名，不可在该平台上开展业务。 

若网站域名已通过其他服务商取得备案号，现要将域名指向腾讯云服务器，由腾讯云服务器托管网站，则需要在腾

讯云进行接入备案。

接入网站与接入备案有什么区别？

接入网站（网站已备案但未在腾讯云接入）：主体已在腾讯云备案，同一主体的网站已备案但未在腾讯云接入，该

网站现需接入腾讯云，可使用 接入网站 。

接入备案：主体已在其他接入商处完成备案，网站已备案但未在腾讯云接入，该网站现需接入腾讯云，可使用 接入

备案 。

接入备案之后原来的备案如何处理？

若将部分域名备案业务接入，接入之后的备案和之前的备案都可以使用，并互不干扰。

若已将全部备案业务接入，那么之前的备案可能会变成空壳备案。如果不自行处理，原接入商将会注销该备案主

体。

接入备案能否和新增网站备案一起操作？

接入备案是否影响其他地方的备案？

购买腾讯云服务器以后能否不做接入备案就解析域名到服务器上？

若您购买的是非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则不需要进行备案可直接解析。

若您购买的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系统会自动进行检测，若域名未在腾讯云做备案会被封禁。为了不影响您的

网站正常使用，请尽快完成备案流程。

接入备案时，新身份证地址和旧身份证不一样怎么办？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41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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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到之前备案的接入商处变更备案信息后再进行接入备案。 

接入网站备案数不做限制。

不能。接入备案只是为您的备案信息增加一个新服务商，因此在接入过程中无法修改备案信息。

如需修改信息，您可在原接入商处修改备案信息后再进行接入备案，或在接入成功后在原接入商备案系统提交变更申

请。

各省管局对接入备案有不同规则，请参考 各省管局要求 。 

会影响网站访问，接入备案需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后，才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请尽快完成备案流程。

办理接入备案的网站，接入备案需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后，才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

接入备案管局审核通过后域名可以进行解析访问，审核通过后，请您耐心等待10 - 30分钟再进行访问。若无法访问，

请进行以下排查：

接入备案时发现网站有多个域名，怎么删除？

若不想使用这个域名，可以在接入备案完成后进行变更备案删除相关域名即可。

也可在原接入商先进行变更备案删除相关域名之后，再进行接入备案。

一次可以同时接入几个网站？

说明

部分省份对备案网站及域名数量有特殊要求，具体可查看 各省管局要求 。

接入备案过程中能否变更主体、网站信息？

接入备案申请不通过是否影响网站访问？

接入备案过程中网站能否访问？

接入备案管局审核已过，网站无法访问怎么办？

若执行命令 ping + IP 检查云服务器可以连通，可能是服务器上设置了权限，或者程序不规范导致，请联系您的网

络管理员，对网络权限和配置进行调整。

若执行命令 ping + IP 检查云服务器不可以连通 ，请联系腾讯云客服进行处理（客服联系方式：4009100100转

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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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接入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52:00

取消接入后网站能否能正常使用？

网站取消接入是将您的备案信息与腾讯云取消关联，域名指向腾讯云服务器将无法继续访问。

若该网站的工信部备案号仍然存在，请尽快联系正在使用的空间提供商，提交备案接入申请，以免影响您网站的正

常使用。

说明

网站办理取消接入后，若长时间未接入其他服务商，其备案信息会存在被管局注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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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阻断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6 14:32:33

有以下三个可能原因，请根据具体原因进行排查：

使用中国大陆境内的服务器开办网站必须先办理网站备案，备案成功取得通信管理局下发的 ICP 备案号后才能开通访

问。

需要备案的具体原因以及不备案的影响，请参考 备案概述 。办理备案可在服务器提供商处的备案系统提交备案申请。

腾讯云备案操作文档指引：

若您的网站已在其他服务商处进行备案，现要将您的接入服务商更换为腾讯云，则需要先在腾讯云办理接入备案，才可

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

需要办理接入备案的原因以及详细的备案流程，请参考 快速进行接入备案 。

已在工信部取得备案号但仍被注销的可能原因如下，具体的注销原因，请联系备案当地通信管理局进行查询：

1. 备案主体主动向管局提交的注销申请，或者向接入商提交的备案注销申请：

该域名可能已经不属于备案主体了，或者备案主体不再从事网站业务，或者主体机构有变更、吊销等情况。

2. 域名过期，被新的域名持有者以域名冲突为由，向管局提交注销申请：

拥有备案号的域名过期了，新的域名持有者由于域名冲突无法提交备案，因而向管局提交域名证书及说明文件来向

备案所在省管局提交注销申请；省管局会核查真实情况，受理用户申请，注销冲突域名的备案网站备案信息。

3. 网站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备案中有信息缺失：

3.1 接入商取消接入，用户已经不在之前备案的平台从事网站内容服务，不再使用该接入商的服务器，因此接入商

对该网站信息进行取消接入，网站没有接入信息后将会变成 “空壳网站”，会被管局注销。

为什么网站被阻断无法正常访问？

说明

常见的网站无法访问原因有以下几点，若未能及时解决您的问题，请您通过 在线咨询  联系我们。

原因一：网站尚未备案

网站备案文档 >>

首次进行备案 >>

原因二：网站未在腾讯云上办理接入备案

原因三：网站备案号被注销

说明

若主体下只有一个网站，则主体将被注销；若为多网站主体，则只注销主体下对应域名的网站，保留其他

网站的备案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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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站信息不真实准确，如备案信息中提供的用户电话已变更或为空号，被管局或工信部在抽测时发现，则会以

备案信息不准确进行注销处理。

4. 网站含有违法信息：管局会对含有违法信息的网站及其主体进行注销，情节严重者主体信息会进入黑名单，相关证

件号、网站名称将不可再进行备案。

请核实您的域名是否有备案号：

若您使用的是腾讯云服务器，请确认您的域名是否已在腾讯云完成接入备案。

管局要求，使用所在厂商的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需要在所在厂商备案才可以使用服务器访问网站。

如果您之前的备案是在其他接入商完成的，您需要将对应的二级域名办理接入备案到腾讯云，接入备案不影响您之前的

备案信息。请参考 接入备案 。

管局当天审核的信息同步到接入商系统需要一定时间，待系统数据同步完成后，您的网站便可正常访问，建议您在半个

小时后再访问。 若网站长时间无法访问，请联系腾讯云客服进行处理（客服联系方式：4009100100转3）。

若访问域名时报错，执行命令 ping + IP 检查服务器可以连通，则您的域名处于注册局设置暂停解析状态。后缀为 

.com / .net 的域名注册成功后5天内必须实名认证后才可以生效。若域名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则解析不能生效，您

需要先完成域名实名认证。

您需要将对应的二级域名办理接入备案到腾讯云，才能使用腾讯云的服务器访问网站。请参考 接入备案流程  进行办

理，在管局审核通过后即可恢复网站访问。

域名被阻断怎么办？

已有备案号：根据管局要求，若您需要解析到腾讯云大陆境内的云服务器，您的网站需在办理接入备案之后，才能

正常访问。

没有备案号：请先办理网站备案。成功备案以后，方可开启网站访问。

马上办理备案 >>

域名已备案却被拦截怎么办？

备案流程已经进行到管局审核，是否能解除拦截？

首次备案、新增网站：网站在未取得备案号之前不允许被访问，不能解除拦截。

变更备案：已获得备案号的网站在办理变更备案期间访问不受影响，无需拦截。

接入备案：办理接入备案的网站，接入备案需在腾讯云接入备案成功后，才可在腾讯云开展网站内容服务。

收到提示备案成功的信息当日，网站仍然无法访问怎么办？

管局审核已通过，网站解析失败怎么办？

域名之前在别的地方备案过，为什么使用腾讯云的服务器不能访问？

域名已不再指向腾讯云服务器，不备案是否会被封禁？

若您的域名指向非中国大陆地区的服务器，不会被封禁。

若您的域名指向中国大陆地区云服务器，会封禁域名，不会封禁主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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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备案的域名指向中国大陆地区云服务器会被阻断，指向非中国大陆地区服务器不会被阻断。

不支持备案的域名会被阻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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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网站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52:00

一个账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只能有一个流程中的备案订单。

新增网站备案和首次备案流程相同，时间上差异不大。

请您检查在工信部的备案信息中营业执照号是否为老资质证件号，若为老资质证件号，请您在备案系统变更备案，将营

业执照号变更为新的即可。若不是，请您联系腾讯云客服协助处理（客服联系方式：4009100100 转3）。 

备案时需参照现有管局规则进行提交备案，若已成功备案但与当前规则冲突，则需要将已备案信息变更为符合规则的信

息后才可进行新增网站流程。 

在提交新的网站的备案申请时，管局会审核之前已经备案完成的网站。请按照要求进行更改，否则管局会驳回您的备案

申请。

在原备案信息名下添加新网站注意事项：

11个网站需要新增，但是一个账号只能提交10个新增网站是否可以使用其他账号新增？

若您需要将11个网站新增到同一个主体下，请等待此次备案审核通过后再提交其他网站新增。

若您无需将网站新增到同一个主体下，可以使用其他账号进行备案。

新增网站是否比首次备案要快？

已经在腾讯云备案成功的公司新增网站时提示营业执照号不对如何解决？

之前进行企业备案时，对主体负责人没有要求，现在要求主体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我的备

案成功信息不是法定代表人是否可新增网站？

新增网站备案为什么要求修改主体备案下已备案的其他域名？

核查原备案主体信息是否真实。

 若原备案主体信息有误，请先办理变更主体信息，再添加网站。例如，原主体的地址、电话、证件号等不是最新

的，都属于主体信息不真实，都需要变更。

核查原备案网站名称是否符合备案要求。

 若办理新增网站，管局会重新审核原有的已备案网站。若信息不符合要求，管局会退回让您修改，不但无法顺利添

加网站，还会影响您原来已备案的网站。

核实原有已备案的网站内容是否与主体相符。

 个人不能办理公司性质的网站或经营性质的网站的备案。教育、医疗、论坛内容的网站需要做前置审批。 

 备案内容稍做变更，管局就会重新审核您原有已备案的网站内容。若您原有已备案的网站出现上述情况，都是不符

合要求的，请及时修改。

新增网站提交的信息与备案成功信息不一致能否新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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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备案成功信息、材料与现有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下，需要先进行变更备案，将备案信息变更正确才可提交新增网

站。

不能。网站在未取得备案号之前不允许被访问。  

新增网站过程中网站是否能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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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备案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2

注销备案申请提交后，工信部将发送核验短信，您需前往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进行短信核验并等待管局审核。短信核

验详情请查看 备案短信核验说明 。 

提交注销申请并完成管局短信核验后，该申请将直接提交至对应管局进行审核，因各省管局注销申请的审批通过时间不

同，具体以管局最终审核结果下发为准。注销申请提交成功后：

对已经备案成功的信息没有影响，放弃备案是放弃您提交的最新备案信息。 

主体注销后工信部也会同时注销，注销主体后工信部上就查询不到备案号。 

注销网站只会将您办理注销的网站进行备案删除，该主体下其他已备案网站不受影响，可继续正常使用。 

注销备案需要多长时间？

部分省份会立即注销成功，网站将不能访问。

部分省份会在1 - 20个工作日内注销成功。

注销主体和注销网站有什么不同？

注销主体  是将您的备案号等信息全部删除，该主体以及主体下的所有网站从管局备案中注销。注销后备案的主体和

域名将无法继续正常使用，已注销主体可重新进行备案申请。

注销网站  是将您的网站备案信息删除。注销后对应主体依然存在，主体下其他未注销网站可继续正常使用。

订单显示最新状态为放弃备案时对其他备案有什么影响吗？

注销主体后工信部那边也会注销吗？

提交注销备案申请后能撤销吗？

不能，提交注销备案后将直接提交至管局进行审核。如果您未进行短信核验操作，24小时后短信核验失败将会自动退

回注销备案申请。

注销网站是否会影响同一主体下其他网站的使用？

取消接入后网站能否正常使用？

网站取消接入是将您的备案信息与腾讯云取消关联，域名指向腾讯云将无法继续访问。

该网站的工信部备案号仍然存在，请尽快联系正在使用的空间提供商，提交备案接入申请，以免影响您网站的正常

使用。

说明

网站办理取消接入后，若长时间未接入其他服务商，其备案信息会有被管局注销的风险。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3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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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注销网站申请，等待管局审核通过后，网站便无法正常访问。若您仍需使用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托管您的网

站，请尽快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会回退，同一云服务器实例备案的网站不超过5个，如您达到上限后，注销其中一个网站，可重新使用该云服务器实例

进行备案。

进行提交注销备案时，腾讯云备案核查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验证负责人手机号码或邮箱（注销主体则验证主体负责人、注

销网站则验证网站负责人），如您因手机号更换原因导致无法进行验证，您可选择使用邮箱进行验证。如下图所示：

注销网站过程中还可以访问网站吗？

同一云服务器实例备案的网站达到上限后，注销其中一个网站后，实例备案网站次数会回退

吗？

手机号码已不使用，如何进行注销备案操作？

注意

注销主体不支持邮箱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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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手机号和邮箱均无法使用，请您根据对应的主体类型，准备以下材料后并 在线咨询  客服，由腾讯云备案核查相关

工作人员协助处理。工作人员将会电话联系您核实备案信息，请您保持电话畅通。

主体的备案号仍存在，且在工信部备案系统中可查询到该主体，但是该主体下没有任何网站信息和接入信息。

空壳主体无法新增网站，请至管局申请注销主体后再重新备案。

个人备案准备内容如下：

腾讯云账号 ID（原备案账号），账号 ID 获取可参考 账号基本信息 。

主体负责人姓名。

主体负责人证件。

申请人准备手持身份证证件正反面的照片。

已加按个人手印的注销声明函，具体请查看 个人备案注销声明函下载 。

企业备案准备内容如下：

腾讯云账号 ID (原备案账号) ，账号 ID 获取可参考 账号基本信息 。

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证件。

申请人证件。

说明

若申请人为中国大陆地区居民，请准备身份证证件。

非中国大陆地区居民或者无居民身份证的申请人，请根据地区准备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已加盖企业公章的注销声明函，具体请查看 企业备案注销声明函下载 。

什么是空壳主体？

为什么会成为空壳主体？

主体下的网站全部被注销后，ICP 备案信息中没有网站信息以及接入信息，导致该主体成为空壳主体。

主体下的所有网站在接入商处取消接入后，没有及时接入其他新的接入商，导致 ICP 备案信息中没有网站信息以及

接入信息。

说明

已经备案成功的网站有以下两种取消接入的情况：

由于您不再使用该接入商的服务而自行取消。

由于当地管局查到该网站处于违规状态，责令接入商取消该域名接入。

空壳主体可以新增网站吗？

https://cloud.tencent.com/online-service?from=connect-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1245
https://main.qcloudimg.com/raw/974d689cb79e95971d2d6e4069583f8e.pd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1245
https://main.qcloudimg.com/raw/1fba1f91965d326c4000bdf99f1477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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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壳主体如何注销？

空壳主体在腾讯云已无相关接入信息，因此无法通过腾讯云直接提交注销主体申请，需向备案所在地的通信管理局提交

书面申请。

相关操作请查看 注销空壳主体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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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后咨询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52

由于管局系统和腾讯云系统不是直接对接的，一般情况下，您会先收到管局的通知，然后腾讯云备案工作人员才会将备

案状态同步至您的控制台，备案状态一般情况下 6小时内 可同步完成，管局将数据同步给腾讯云后，腾讯云会尽快向

您同步。  

管局相关通知可查看 工信部备案通知说明 。

可以。

会，网站域名已经腾讯云备案成功，同时域名指向腾讯云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对备案不会有影响，否则会被取消

接入或者注销备案。

域名到期后，如果您没有提交注销备案的话，备案信息通常会保留一段时间。

建议域名过期后，及时提交注销备案申请，避免原来的备案信息被其他人违规使用，为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您可在移动端关注 “腾讯云助手”，实时接收备案通知提醒，随时查看备案进度。具体操作请参考 查看备案进度 。

备案成功后，您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查看您的备案信息。具体操作请参考 查看备案信息 。

已收到管局通知，但为什么腾讯云后台未同步进度？

备案后能否更换服务器的系统？

在腾讯云已备案，转入中国香港服务器，备案是否会被撤销？

已备案的域名到期后，被其他用户注册，其备案信息还存在吗？

备案进度如何查询？

备案成功后，备案信息如何查询？

通过备案小程序查询备案信息。

通过备案管理控制台查询备案信息。

通过工信部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查询备案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64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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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备案信息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1:37:50

网站备案成功后如果您的域名或者网站不再使用，则需要及时删除域名或注销网站的备案信息，若腾讯云备案信息专项

核查出备案信息不真实，将会要求您整改，若逾期未修改将会导致您的备案被取消接入或网站被注销，影响网站访问。

根据同一个备案主体下网站和域名的数量，以及不同的场景，您可通过以下方式删除域名或注销网站备案信息。如下所

示：

如何删除域名或网站的备案信息？

说明

如需查询备案主体下备案的所有网站和域名，可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备案信息，详情请参见 查看备

案信息 。

网站

数量

域名

数量
场景描述 处理方法

1个

1个

主体下只有1个网站，且网站

下只有1个域名，需要删除域

名或网站的备案信息。

在您的备案接入商操作注销备案，选择注销主体，删除

主体下所有网站和域名的备案信息，若您的备案在腾讯

云请参见 注销主体 。如果需要注销空壳主体的备案信

息，请参见 注销空壳主体 。

多个

主体下只有1个网站，网站下

有多个域名，需要删除其中一

个或几个域名的备案信息。

在您的备案接入商操作变更备案，选择变更网站，删除

网站下不再使用的域名，若您的备案在腾讯云请参见 变

更备案 。

多个

每个

网站

1个

域名

主体下有多个网站，每个网站

下只有1个域名，需要删除其

中一个或几个网站的备案信

息。

在您的备案接入商操作注销网站，删除主体下一个或几

个网站的备案信息，若您的备案在腾讯云请参见 注销网

站 。

每个

网站

多个

域名

主体下有多个网站，每个网站

下有多个域名，需要删除其中

一个或几个网站下的某个域名

的备案信息。

在您的备案接入商操作变更备案，选择变更网站，删除

网站下不再使用的域名，若您的备案在腾讯云请参见 变

更备案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34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9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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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1:37:50

迁移备案账号是实时的，迁移成功后，对应账号即可查看。具体操作请查看 迁移备案账号 。

请您确认是否刚购买了云服务资源，由于系统需要同步更新，建议您在30分钟 - 1小时后再次尝试。

迁移备案账号是实时吗？

备案验证过程提示“暂无可用资源”怎么办？

说明

如您使用小程序备案，还可将 “腾讯云备案” 小程序进行卸载，再重新添加。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9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