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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信息核查

专项核查内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2 16: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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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

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落实网站备案信息真

实性核验工作方案（试行）》的开展，腾讯云将进一步规范落实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工作要求，开展备案信息专项核查工

作，以保证备案信息真实有效。

本文将为您介绍常见的备案信息不准确原因以及备案信息专项核查相关问题。

1. 主体信息是否准确

备案主体名称、证件号码、主体负责人信息须与实际主体有效证件保持一致。

2. 域名信息是否准确

已备案域名须在有效期内，域名实名认证信息须与备案主体信息保持一致。

3. 接入信息是否准确

已备案网站实际解析IP地址归属须与备案接入的接入服务商一致。

4. 网站内容是否符合

已备案网站内容须与备案主体性质相符，不得涉及色情、赌博、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

5. 联系方式是否准确

备案信息中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1、应急联系方式等）须真实有效，保持畅通。

6. 网站备案号添加是否准确

网站备案号是否添加且正确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https://beian.miit.gov.cn/ ）。

背景信息

专项核查内容

备案信息核查结果不通过邮件及控制台展示

如您收到整改邮件通知，您可单击前往 备案控制台  查看。邮件通知如下图所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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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收到备案核查通知，您可登录备案控制台 > 我的备案 ，单击查看详情。如下图所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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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 常见备案核查问题及处理方式 ，对应实际结果选择处理方式。 

若您对备案信息核查有其他疑问，请参见 常见问题  获取更多信息。

进入“核查详情”页面，查看具体问题及整改建议。整改建议如下图所示：

如何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767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7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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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核查问题及处理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5 10:32:07

常见备案信息核查不通过主要分为“主体备案信息未通过”及“网站备案信息未通过”，请您参见本文选择对应处理方

式。

主体备案信息未通过

企业经营状态为已注销、吊销未注销、作废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主体在工商经营状态是已注销、吊销未注销、作废等原因。

如何修改：请您确认企业是否还正常经营，如正常经营，请到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更新经营状态。若不再经营，请

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主体 。

主体证件不一致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主体名称已变更、证件号码已变更、证件地址、证件已过期等。

如何修改：请您提交 变更备案 ，将主体信息变更为最新证件信息。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主体  

或 注销网站 。

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不一致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已发生变更

如何修改：请您提交 变更备案 ，将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为最新负责人信息。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

交 注销主体  或 注销网站 。

负责人证件已过期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信息中的负责人证件已过期。

如何修改：请您提交 变更备案 ，将负责人证件信息更新为最新证件。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主

体  或 注销网站 。

主体负责人证件查询不一致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信息中的负责人证件信息发生变更（例如：姓名变更/户籍地变更）。

如何修改：请您提交 变更备案 ，将负责人证件信息更新为最新证件。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主

体  或 注销网站 。

域名所有者不一致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实名认证信息与备案主体信息不一致。

如何修改：请您确认域名是否继续使用。若继续使用，请您联系域名注册商修改域名实名认证信息确保与备案主体信

息保持一致。若域名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站  或 变更网站  删除不使用域名。 

如果您的域名是在腾讯云注册，您可以登录 域名注册控制台  ，在“我的域名”页面，修改域名实名信息。具体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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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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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请参见 各省管局规则 ）。

请参见 域名信息修改 。如下图所示： 

联系方式无效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负责人电话号码是空号、暂停服务、非本人在使用，或当前备案负责人已离职、非本单

位等。

如何修改：请您提交 变更备案  将负责人信息修改为正确有效的联系方式。若域名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

销网站 。

网站备案信息未通过

域名已过期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域名已过期。

如何修改：请您确认域名是否继续使用，若继续使用，请您联系域名注册商续费。若域名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

提交 注销网站  或 变更网站  删除不使用域名。 

如果您的域名是在腾讯云注册，您可以登录 域名注册控制台 ，在“我的域名”页面，选中需要续费的域名，完成续

费。具体操作请参见 单个域名续费 。如下图所示： 

网站解析 IP 与备案 IP 不一致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已备案网站实际解析 IP 地址与备案 IP 地址不一致、未解析等。

如何修改：请您将网站解析 IP 地址修改为与备案 IP 地址保持一致。若域名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

站  或 变更网站  删除不使用域名。 

 如何添加域名解析，请参见 修改解析记录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96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4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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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添加网站备案号，请参见 网站添加网站备案号 。

通用代码示例如下：

若您不知道如何悬挂网站备案号，可在 腾讯云市场  搜索相关代办服务，由专业人员为您悬挂网站网站备案号。添加示例

图如下：

网站内容与备案主体信息不符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网站内容超范围经营，与主体性质不符，如个人备案涉及企业内容、网站涉及前置审批内

容、A企业涉及其他企业内容等。

如何修改：请您将网站内容修改为与备案主体性质相符内容，并在网站首页底部添加备案号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

页。（工信部链接： https://beian.miit.gov.cn/ ）若域名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站  或 变更网站  

删除不使用域名。

实际网站标题与备案网站名称不一致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网站标题与备案网站名称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名称命名与备案主体无关联

等。

如何修改：请您修改当前网站标题，确保实际的网站标题与备案网站名称完全一致，或者完全包含备案网站名称。详

情请参见 实际网站标题与备案网站名称不一致相关问题 。

网站首页底部备案号未添加等

若您收到备案信息核查不通过提示为网站首页底部备案号未添加、网站首页底部备案号添加错误、备案号未链接至工信部

备案官网首页、备案号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错误。原因及处理方式如下：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网站首页底部备案号未添加、添加错误、未链接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链接工信部备案官网

首页错误。

如何修改：请您将网站首页底部添加正确备案号且链接至正确的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工信部备案官网链接：

https://beian.miit.gov.cn/ ）若域名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站  或 变更网站  删除不使用域名。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您的备案号</a>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粤B2-20****59-1</a>

说明

如何添加网站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请您联系您的网站建设人员进行添加。 

网站底部备案号需要同时添加 ICP 备案号，以及公安备案号。 

已完成备案的域名，主域名和 www.  域名，都需要可以打开并且底部有备案号并链接工信部备案官网首

页。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1412#.E7.BD.91.E7.AB.99.E6.B7.BB.E5.8A.A0.E7.BD.91.E7.AB.99.E5.A4.87.E6.A1.88.E5.8F.B7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search/%E6%B7%BB%E5%8A%A0%E7%BD%91%E7%AB%99%E5%A4%87%E6%A1%88%E5%8F%B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796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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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违规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网站部分内容存在涉赌、涉黄、涉诈等违规信息。

如何修改：请您确认网站是否继续使用，若继续使用，请删除违规信息。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

网站 。

网站内容涉及前置审批项

不通过原因：可能是您的网站内容涉及游戏、药品和医疗器械、新闻等前置审批相关信息，但备案信息中未上传对应

资质证明。

如何修改：请您提交 变更备案 ，上传网站内容对应的前置审批文件，如没有资质证明，请删除网站内容中涉及前置审

批相关内容。

前置审批相关，请参见 前置审批相关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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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核验专项核查操作步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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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已备案的网站，在需要进行视频核验的网站中单击【更多操作】。如下图所示：

收到视频核验的核查短信通知或电话后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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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视频核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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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入【视频核身】页面，请您按照提示完成核验。如下图所示：



网站备案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29页

注意

若中途异常退出、小程序崩溃、手机重启等，请您重新进入视频核验。

视频核验完成后，无需重复提交，请您耐心等待审核结果。

为了让您备案的网站处于健康状态，在完成核验后，腾讯云备案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可能会联系您确认相关

信息，请您保持手机联系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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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7:58:37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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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落实网站备案信

息真实性核验工作方案（试行）》的开展，腾讯云将进一步规范落实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工作要求，开展备案信息专项核

查工作，以保证备案信息真实有效。

更多详情请参见 专项核查内容 。 

备案信息专项核查相关

为什么会收到备案信息核查通知？

腾讯云核查通知相关

错过备案核查电话怎么办？核查联系的电话一般是多少？

如您收到腾讯云网站备案信息核查通知，您可登录 备案控制台  查看具体问题及整改建议。如下图所示： 

首次核查我们会连续两次电话联系您，同时会通过邮件、短信、站内信通知您未核查不通过的原因及整改意见，您可

以通过邮件、站内信查看。并修改您不通过的核查问题（若只是号码未接通的问题，且号码在正常使用中，则无需对

备案信息进行整改，我们会有二次核查再联系您，请您保持电话畅通留意接听）。 

备案信息专项核查外呼号码为：010-8090-8300、010-8090-8301、010-8090-8303、0755-3655-

4829、0755-3655-4862，请注意接听。  

备案通过后，会不定期核查您的备案网站，如有上述电话致电建议您接听或者查看邮件进行整改。

注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3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7676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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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收到腾讯云网站备案信息整改通知，提示您备案核查信息结果不通过时，您需根据提示在整改期内对备案信息进行整

改，如果未及时整改备案信息会带来如下影响：

如果您收到腾讯云网站备案信息核查通知，确认网站备案信息不再使用，您可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站 。 

同时提醒，已备案网站注销后，该域名无法解析至中国大陆境内服务器，网站备案号工信部同步删除。并且部分域名注销

备案后，无法再次申请备案，可备案的域名后缀请参考 可备案的域名后缀 。

若您资料准备时间较长等合理原因无法在通知整改期限内完成修改，可按照以下流程申请延期。

1. 登录 网站备案控制台 。

2. 在“我的备案”页面，单击查看详情。如下图所示：

以上联系方式是外呼电话，您不能拨打。若未能接听到，建议您保持电话畅通等待二次联系。更多详情请参见 专

项核查内容 。 

收到腾讯云备案核查信息通知，不修改备案信息有什么影响？

在整改期内

处于整改期内，您的网站业务可正常运行不受影响。建议您在整改期内及时整改备案信息，整改过程中您的操作也不

会影响您的网站业务。

超出整改期

如果超出整改期还未将您的备案信息整改合格，您的备案可能会被腾讯云取消接入或被管局注销，从而导致您的网站

业务受影响。

建议您尽快根据核查意见修改备案信息，避免因虚假备案或备案信息不真实、不准确而触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导致

网站无法正常访问。备案被取消接入或注销后，请分别参见：

接入备案

首次备案

收到腾讯云网站备案信息核查通知，备案信息不再使用怎么办？

备案专项核查如何申请整改延期或整改完成申请提前复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05#.3Ca-id.3D.22beian.22.3E.E5.8F.AF.E5.A4.87.E6.A1.88.E7.9A.84.E5.9F.9F.E5.90.8D.E5.90.8E.E7.BC.80.3C.2Fa.3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767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0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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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核查详情”页面，在整改问题详情左下方，单击申请延期/复查。如下图所示： 

4. 在申请原因框中填写具体原因，单击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成功后，请耐心等待专员审批。如下图所示：

注意

每次备案专项核查整改期间，仅可申请一次延期，且最多可延期7个自然日。

备案核查信息不一致，如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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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因备案信息核查不准确，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网站被取消接入，请先查询该网站的备案信息在工信部是否还存

在，专项核查超期未整改，导致备案被取消接入有“工信部仍有该网站的备案信息”和“工信部无备案信息”两种情况，

操作详情如下：

如您收到腾讯云网站备案信息核查通知，您可登录 备案控制台  查看具体问题及整改建议。如下图所示： 

针对核查到的问题我们会以邮件、电话和 站内信  的形式进行告知，同时告知修改意见，请您参照正规通知进行修

改。  

核查不通过问题整改完成后，请耐心等待核查专员的复查：

如果修改后符合备案相关的管理办法，不会对您的备案信息进行处置。

如果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修改，您的备案可能会被腾讯云取消接入或被管局注销，从而导致您的网站业务受影响。

超期未整改相关

整改中，整改时间已到未及时修改完成，导致整改过程中备案信息被取消接入了怎么办？

工信部仍有该网站的备案信息  

您可以在腾讯云重新备案或接入备案。 

如果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更换或无法正常使用，但该备案信息在其他接入商处也有备案，可在其他接入商进行

变更备案，修改您的手机号。如果该备案信息下无其他接入商，您需 注销空壳主体 ，再提交 首次备案  申请。 

如果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还在正常使用，请查看备案所在省份的 各省管局要求 。

如果备案所在省份不允许先接入后变更，您需 注销空壳主体 ，再提交 首次备案  申请。

如果备案所在省份允许先接入后变更，通过腾讯云提交 接入备案 ，备案审核通过后，网站即可恢复访问。在完成

接入备案之后，再提交 变更备案  申请。

工信部无备案信息

如果您未在整改期限前操作变更备案，备案被取消接入后长期未操作接入备案。请登录 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使

用您的主办单位名称，查询是否存在无网站信息的主体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man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essa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9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9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https://beian.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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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前往 网站备案控制台  创建变更备案订单。如下图所示： 

不同备案类型的备案流程略有区别，详情请参考：

根据 各省管局要求 ，主体负责人必须为法定代表人的省份有：宁夏、西藏、山东、广东、云南、浙江、贵州、黑龙江、

陕西、内蒙古、上海、江西、湖南、天津、湖北、河南、福建、重庆，其余省份可授权他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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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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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查询存在无网站信息的主体信息，您需 注销空壳主体 ，再提交 首次备案  申请。

如果查询无备案信息，您可通过腾讯云提交 首次备案  申请，备案审核通过后，网站即可恢复访问。

如果查询存在备案主体信息，且有其他网站备案信息，您可通过腾讯云提交 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腾讯云）  申

请。

主体相关

收到核查通知，备案证件以及负责人信息更改了，怎么提交变更备案？

PC 变更备案

小程序变更备案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吗？

域名认证信息可以与备案主体信息不一致吗？

网站相关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509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191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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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您的网站存在如下情况： 

根据《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规定，备案完成后，请联系您的网站建设人员，尽快在已备案成功网站首

页底部的中央位置展示您域名对应的网站备案号，且备案号需要超链接到 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具体操作请参见 备案成

功后处理说明 。

通用代码示例如下：

若您不知道如何悬挂网站备案号，可在 腾讯云市场  搜索相关代办服务，由专业人员为您悬挂网站网站备案号。添加示例

图如下：

不可以。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互联网站备案管理工作方案》规定，网站名称应与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取得情况对应一致，无新

闻、出版、教育、卫生、药监、文化、广电等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网站，不得以相关领域关键词命名。如未经新闻管理

部门前置审核同意的，不得以“新闻网”命名；未取得电子公告专项审批的，不得以“论坛”命名。

    应与其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对应一致。如主办单位性质为个人的网站，不得以“某某有限公司”等为其网站主办者命

名；主办单位性质为非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授权机构的网站，不得以“某某市人民政府”、“某某监察”等公共事务关键字

命名；主办单位性质为非国家级单位的网站，不得以“中国”等字头命名。

收到备案核查不通过提示网站内容与备案主体性质不符，不清楚哪里不符/如何整改？

个人性质的备案开办企业网站。 

企业性质备案网站内容与备案主体企业不一致。 

网站内容涉及各项前置审批内容但并未办理 前置审批相关 。  

备案信息专项核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关于开展核实清理备案专项工作的通知 。

如何排查网站首页底部没有添加备案号，如何进行添加备案号且链接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示例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您的备案号</a>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粤B2-20****59-1</a>

网站名称、网站标题可以使用中华、中国、中共、国家、反腐等关键词吗？为什么不能使用？

域名相关

域名过期如何续费？

如果您的域名是在腾讯云注册，您可以登录 域名注册控制台  ，在“我的域名”页面，选中需要续费的域名，完成续

费。具体操作请参见 单个域名续费 。如下图所示： 

https://beian.miit.gov.cn/#/Integrated/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1412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search/%E6%B7%BB%E5%8A%A0%E7%BD%91%E7%AB%99%E5%A4%87%E6%A1%88%E5%8F%B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6185
https://cloud.tencent.com/announce/detail/83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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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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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请参考  如何检查解析是否生效？  进行检测

2. 请参考以下文档，添加域名解析

如果您的域名非腾讯云注册，请您联系实际域名注册商咨询续费问题。

注意

根据注册局的规定，域名有效期年限不可超过十年（ .co  域名有效期年限不可超过五年）。 

域名赎回操作时，只能选择续费一年，如需续费多年，请在赎回后进行续费操作。 

在域名到期日的第二天，原域名解析即会暂时失效，解析失效后您的网站将无法正常访问，如果您在“域名

宽限期”内对您的域名进行续费，正在使用腾讯云解析的域名将于续费成功后的72小时内恢复解析，对于使

用非腾讯云解析的域名，将于续费成功后的48 - 72小时内恢复解析。

域名实名认证不一致如何更改？

如果您的域名是在腾讯云注册，您可以登录 域名注册控制台  ，在“我的域名”页面，修改域名实名信息。具体操作

请参见 域名信息修改 。如下图所示： 

如果您的域名非腾讯云注册，请您联系实际域名注册商咨询域名实名修改问题。

如何检测域名解析是否生效，且怎么添加解析记录？

快速添加域名解析 ：可以快速将域名解析到对应的主机 IP

快速添加网站或企业邮箱解析 ：可以快速添加 MX 邮箱解析

域名解析托管在 DNSPod ：在 DNSPOD 解析其他服务商的域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4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5397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oma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2/36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46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start/
https://docs.dnspod.cn/dns/tuo-guan-dns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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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解析记录设置方法如下：

各记录类型说明及规则

解析如何添加 A 记录  

解析如何添加 CNAME 记录  

解析如何添加 TXT 记录  

解析如何添加 CAA 记录  

注意

修改 DNS 服务器需要0 - 72小时的全球生效时间，如果发现某些地方记录没有生效，并且修改 DNS 的时

间还不到72小时，请耐心等待。 

添加域名解析记录无法指定端口。 

实名认证完成后才可以正常添加解析。 

若添加域名解析时无可操作域名，请确认是否进行了域名账号间转移。转移后域名解析权仍在原账号下，新

账号如需进行解析请参考 域名取回  操作。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type/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a/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cname/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txt/
https://docs.dnspod.cn/dns/help-ca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02/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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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管局备案年审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4:39:48

为了规范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及备案的管理，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湖北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开展

2019年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年度审核工作。  

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年度审核工作通知： 单击此处获取 。

在年度审核时，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若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湖北管局将责令限期改正；若您在限期内未改

正，湖北管局将依法关闭网站并注销备案：

不可以。您需要按照网站备案号发送短信，多个网站备案号则需发送多条短信。

例如：备案网站信息为 “鄂ICP备2019XXXX号-1”、“鄂ICP备2019XXXX号-2”，需按管局要求分别发送两条短

信至湖北管局短信平台。

请将 “备案状态” 编辑为 “无变化”。

根据湖北管局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短信发送，并保证备案信息无异常。

不需要。若您的网站同时存在多个接入商，请选择其中一个接入商编号发送短信即可。

什么是湖北省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年度审核？

如果未在7月31日内完成年度审核会有什么后果？

情况一：未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备案网站提交年度审核信息。

情况二：新闻、教育、公安、安全、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出版、保密等国家部门依法对各自主管的专项内容提出年

度审核否决意见。

一个主体多个网站发送一次短信可以吗？

备案状态里面的“无变化”、“已更新”、“已注销”三种状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无变化：收到通知后，若您的网站备案信息无变化，则不需要变更，请发送短信，备案状态为 “无变化”。

已更新：收到通知后，若您的网站备案信息有变化，则需要变更，请您提交变更备案，在腾讯云审核通过后，并已提

交至管局，即可发送短信，备案状态为 “已更新”。

已注销：收到通知后，若您的网站不再使用，请您注销网站，在腾讯云审核通过后，并已提交至管局，即可发送短

信，备案状态为 “已注销”。

如果更换了接入商，备案信息无变化，如何编辑？

备案年度审核除发送短信以外还需要做其他的吗？

我在其他服务商也备案了，需要发送两次吗？

本次湖北省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年度审核工作能不能申请延期？

http://hubca.miit.gov.cn/zwgk/wlaqgl/art/2020/art_7b6a8c0561b142de8c7fca0f1c08b1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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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延期。

本次年审时间：2020年1月15日 - 2020年7月31日。

短信格式：**#接入商编号#网站备案号#备案状态#**

以腾讯云为例：#002#鄂ICP备2019XXXX号-1#已更新#

请在备案信息所在的接入服务商（如腾讯云）提交变更备案，变更负责人手机号码。

是的，所有的湖北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均需完成此次年审。

根据湖北管局要求，重新编辑正确后发送即可。

短信平台号码是什么？

106509719767（移动）

10690333740694920（联通）

10690738140694920（电信）

短信格式是什么？

如果主体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与备案信息中不一致怎么办？

所有的湖北备案均需要完成年度审核吗？

正在新增备案或变更备案也需要做年度审核吗？

若是正在新增备案，待备案成功之后再发送短信年审。

若是变更备案，并且备案信息为湖北省非经营性备案，则需要年审，备案状态为 “已更新”。

如果信息编辑错误却发送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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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备案号悬挂及链接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1 09:55:37

ICP 备案成功后，您需在网站底部悬挂正确网站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https://beian.miit.gov.cn/

），以便网站访问者查询确认备案信息。本文列出了网站添加备案号相关的常见问题。

按照《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原信息产业部第33号令）规定，要求“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当在其网站开通时在主页底部的中央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并在备案编号下方按要求链接信息产业部备案管理系统网

址，供公众查询核对。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未在其备案编号下方链接信息产业部备案管理系统网址的，由住所所在地省通

信管理局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腾讯云通过动态核查备案信息，发现您的网站存在未悬挂正确网站备案号，或未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https://beian.miit.gov.cn/ ）的情况，请您按照整改建议尽快悬挂正确网站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若仍收到通知，您需仔细检查已通知的网站是否添加备案号格式规范，并链接至正确的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https://beian.miit.gov.cn/ ）。如果已经添加正确并链接正确，请忽略此通知。

您可以通过工信部备案官网，查询您的备案主体下已备案成功的所有网站。根据查询结果，自行检查名下所有网站是否都

添加了备案号，如果网站对应的域名已备案成功，但未添加备案号，您需及时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

案官网首页。具体操作请参见 备案成功后处理说明 。

您可以通过工信部网站，查询您的备案主体下已备案成功的所有网站。根据查询结果，自行检查名下所有网站是否都添加

了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若网站对应的域名已备案成功，但未添加备案号，您需及时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具体操

作请参见 备案成功后处理说明 。

您需要将通知反馈给原公司的网站技术负责人，并告知原公司的网站技术负责人及时更新备案信息中的负责人信息及联系

方式。修改备案信息的具体操作请参见 变更备案 。

通知相关

为什么会收到整改网站备案号的通知？

网站已成功添加备案号，为什么仍收到邮件通知？

收到网站添加备案号的邮件通知，怎么判断是哪个网站被核查到了？

说明

如果您的网站已成功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可忽略此通知。

已经从原公司离职，收到腾讯云发送的网站添加备案号通知怎么办？

操作相关

如何添加网站备案号并链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14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14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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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将网站首页底部添加正确网站备案号，并链接至正确的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https://beian.miit.gov.cn/ ）。具

体操作请参见 备案成功后处理说明 。 

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前往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站 。

通用代码示例如下：

若您不知道如何悬挂网站备案号，可在 腾讯云市场  搜索相关代办服务，由专业人员为您悬挂网站备案号。添加示例图如

下：

备案成功后，通信管理局会分配主体备案号给备案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称为主体），同时也会给此次备案的网站分配网

站备案号。登录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在首页 ICP 备案查询搜索框中输入备案号，查询已备案成功的信息。推荐使用备

案/许可证号进行查询，可查询到对应主体下所有网站的备案信息。

示例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您的备案号</a>

<a href="https://beian.miit.gov.cn/" target="_blank">粤B2-20****59-1</a>

如何获取 ICP 备案号？

主体备案号格式为：省简称 ICP 备 主体序列号。如下图所示： 

网站备案号格式为：省简称 ICP 备 主体序列号-网站序列号。如下图所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14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market.cloud.tencent.com/search/%E6%B7%BB%E5%8A%A0%E7%BD%91%E7%AB%99%E5%A4%87%E6%A1%88%E5%8F%B7
https://beian.miit.gov.cn/?spm=a2c4g.11186623.0.0.47bb3367VeA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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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及时整改，根据相关规定将面临省通信管理局责令整改，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或应相关监管部门

要求，您的网站将被关闭、备案取消接入、注销网站备案等处置。

如备案成功的域名 A 跳转至 B 域名页面，网页最下方需添加 B 域名备案成功的备案编号。

不需要。目前主要要求在 PC 端的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添加工信部的链接，手机 App 端的网站暂不要求添加备案

号。

已经备案成功的网站域名如果不再使用，需自行注销网站备案，注销成功后不需要再添加网站备案号。注销操作请参见 

注销网站 。

其他问题

不整改、未及时整改网站备案号问题，有什么影响？

如 A 网站跳转 B 网站，需要添加哪个备案号？

PC 端的网站已经添加备案号，App 端的网站还需要添加备案号吗？

说明

手机 App 端的网站特指手机版网站，并非在手机上打开的某个网站。

网站没有开通使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吗？

网站域名已备案且网站正常运营中：若网站对应的域名已经备案成功，则根据相关规定，网站必须处于可访问的状

态。同时，在网站开通时您需编辑网页源代码，将工信部下发的主体备案号或网站备案号悬挂在网页底部，并要求主

体或网站备案号能够链接至工信部备案官网首页（ https://beian.miit.gov.cn/ ）。详情请参见 备案成功后处理说

明 。

网站域名已备案且网站正在建设中：网站域名已备案但网站还在建设中，暂时无法访问，需要在网站上线时完成备案

号的添加，确保网站上线并可以访问时已按要求添加备案号。

若网站不再使用，请在备案控制台提交 注销网站 。

网站域名已经备案成功，如果网站不使用了还需要添加备案号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614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3/3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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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网站标题与备案网站名称不一致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9 19:48:18

近期，监管部门下发“网站名称不一致”数据，即网站实际的标题与备案信息中填写的网站名称不一致，要求腾讯云通知

网站主办者核查整改。

您可参考本文，核查网站实际的标题与备案信息中填写的网站名称是否一致。若不一致，请参考文档进行修改。

背景信息

法律法规依据参考

《互联网站管理工作细则》

第八条　网站主办者应依法开展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一）应当保证备案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互联网站备案管理工作方案》

（二） 各项备案信息形式完整、填写规范、内容真实准确； 

（三） 备案信息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合理； 

（四）网站名称：应与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取得情况对应一致，无新闻、出版、教育、卫生、药监、文化、广电等

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网站，不得以相关领域关键词命名。如未经新闻管理部门前置审核同意的，不得以“新闻

网”命名；未取得电子公告专项审批的，不得以“论坛”命名。

应与其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对应一致。如主办单位性质为个人的网站，不得以“某某有限公司”等为其网站主办者命

名；主办单位性质为非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授权机构的网站，不得以“某某市人民政府”、“某某监察”等公共事务关

键字命名；主办单位性质为非国家级单位的网站，不得以“中国”等字头命名。

常见问题

如何查看网站实际的标题与备案信息中填写的网站名称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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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别检查网站实际的标题与备案信息的网站名称（需完全一致，或前者完全包含后者）。下图所示为一致：

如需查看备案信息的网站名称，请登录 备案控制台 。

您可通过以下2种方法进行更改：

若您经过整改后，确认实际的网站标题已经与备案网站名称完全一致，或者完全包含备案网站名称。您无需进一步操作，

整改到期后经核查专员核实一致后将通过本次核查，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本次为监管部门通报并下发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改。若无特殊情况，请尽快完成整改，不能延期，请您理解。

若您经过整改后，确认实际的网站标题已经与备案网站名称完全一致，或者完全包含备案网站名称。请您忽略备案控制

台“主体存在风险”的提示，整改到期后，将提示恢复正常，同时您的网站不会有任何影响。

收到此通知后，您可通过工信部备案官网，查询您的备案主体下已备案成功的所有网站。根据查询结果，自行检查名下所

有的网站标题是否与对应备案网站名称一致。

若不一致，如何整改？

方法1：您需要将实际的网站标题修改为与备案网站名称一致，或网站标题需完整包含备案登记的网站名称。例如，备

案网站名称+描述，描述+备案网站名称。

方法2：通过变更备案网站信息（需要提交备案订单，并通过腾讯云审核和管局审核，时间周期较长），更新备案网站

名称成您的实际网站标题。您可前往 备案控制台  查看备案网站信息和变更操作。

收到通知，并已修改网站名称后还需进行哪些操作？

怎么申请延期？

整改完成并复查通过后，备案控制台仍显示“主体存在风险”提示，会有影响吗？

经过自查，我的网站实际标题和备案网站名称一致，为什么还会收到通知？

若核实一致，则请忽略此通知，整改到期后经核查专员核实一致后将通过本次核查，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若核实网站标题与网站名称不一致，请您及时修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mana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beian/man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