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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帐号与实名认证

如果您已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华为云帐户，请跳到下一个任务，并使用购买了华为云备
案服务器的帐号进行备案。

如果您还没有华为云帐户，或暂未完成实名认证，请参考以下步骤创建。

1. 注册帐号。

一个华为云帐号只能备案一个主体（公司或个人）信息，但是一个主体下可以备
案多个网站。如需为多个主体备案，需要注册新的华为云帐号。

a. 打开华为云网站：https://www.huaweicloud.com/。
b. 单击右上角“控制台”，登录控制台。

c. 单击“免费注册”，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

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您的个人信息界面。

2. 帐号实名认证。

个人或企业帐号实名认证请参考：个人实名认证或企业实名认证。

华为云帐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与备案主体信息可以不一致。更多信息，请参见备案
帐号问题。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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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可备案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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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起，ICP备案域名按以下原则执行：

● 域名实名认证。

– 如您是在华为云购买的域名，请参见华为云域名实名认证。

– 如您是在其他服务商购买的域名，请咨询您的域名服务商，完成域名实名认
证。

说明

域名实名认证的持有者、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需要与备案主体单位名称、证件类型和
证件号码保持一致。

●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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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域名注册者应为互联网信息服务者本人。

– 单位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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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需提供真实完整的身份信息核验，否则，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华为云将不得为您提供接入服务。

● 当您的备案信息通过华为云提交后，工信部核验系统将首先进行网站备案域名核
验。如未能通过核验的，由系统自动退回。通过系统核验后才能提交至省通信管
理局审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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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将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停止提供接入服务。

表 2-1 不同备案类型核验范围

备案类
型

域名核验范围 备注

新增备
案

核验全部域名 无

新增网
站备案

核验新增的全部域名 无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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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类
型

域名核验范围 备注

变更备
案信息

1、变更2018年1月1日前备案成功的
网站域名备案，核验新增域名。

2、变更2018年1月1日后备案成功的
网站域名备案，均需通过网站域名核
验。

无

注销主
体

暂不进行网站域名核验 注销备案后，如果重新提交
网站域名备案，需通过备案
域名核验。

注销网
站

暂不进行网站域名核验 注销备案后，如果重新提交
网站域名备案，需通过备案
域名核验。

取消接
入

暂不进行网站域名核验 注销备案后，如果重新提交
网站域名备案，需通过备案
域名核验。

 

网站备案域名核验规则（以下 5 项需同时满足）

● 网站备案域名对应的顶级域已通过国家批复，详细请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域名行业
管理信息公示。

● 网站备案域名通过国家批复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进行注册管理，详细请见工业和
信息化部域名行业管理信息公示。

● 网站备案域名在域名注册有效期内（以从域名注册服务机构中查询结果显示的时
间为准）。

● 网站备案域名已通过实名认证，如您是在华为云购买的域名，请参见华为云域名
实名认证。如您是在其他服务商购买的域名，请咨询您的域名服务商，完成域名
实名认证。

● 申请备案时填报的备案主体信息应与域名注册人实名认证信息（含域名持有人名
称、证件类型、证件号等信息）相符。

– 个人备案：备案负责人信息与域名注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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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主体信息（主办单位名称或主体负责人）与域名注册人（域
名持有者）实名认证信息一致（比对信息：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
如果域名注册人（域名持有者）实名认证信息与备案主体信息（主办单位名
称或主体负责人）不一致时（即域名注册者为公司股东、单位主要负责人或
高级管理人员），可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上传至备案系统。

说明

针对企业、组织等单位性质的备案，建议域名注册为该单位名称；公司股东、单位主要负
责人或高级管理员注册的，还需其他证明材料，如：股权证明、公司章程、纳税证明、社
保缴存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

工信部相关通知链接：http://www.beian.miit.gov.cn/state/outPortal/
moreCodex.action?fileDownLoadInfo.fileType=0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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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 .xx域名可以用于备案吗？

● 国外注册的域名可以备案吗？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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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可备案服务器

通过华为云备案，需要先购买华为云中国大陆节点服务器，用于网站备案使用，后称
为“备案服务器”。目前可用于华为云备案的服务器，请参见备案服务器。

如果您的华为云帐号A中没有可备案的服务器，华为云帐号B中有满足条件的弹性云服
务器，您可以通过生成授权码操作，将B帐号下的云服务器生成备案授权码，供帐号A
备案使用，详情请参见备案授权码。

备案服务器

通过华为云备案，需要先购买华为云中国大陆节点服务器。目前可用于华为云备案的
服务器如表：

表 3-1 支持 ICP 备案的云服务器及 ICP 备案网站数量

云服务器类
型

购买要求 购买链接 是否可生
成备案授
权码

最多可
备案主
体数

ECS弹性云
服务器（含
云耀云服务
器）

● 需包月3个月及以上（包含
多次续费后累计时长）。

● 且有“包年/包月”计费模
式。

● 弹性公网IP需包月3个月及
以上。

说明

● 如何将“按需计费”的ECS切
换为“包年/包月”计费模式，
请参见按需转包周期。

● 如何将“按需计费”的弹性公
网IP切换为“包年/包月”计费
模式，请参见按需转包年包
月。

弹性云服务
器 ECS

是 5，每台
弹性云
服务器
可生成5
个备案
授权
码，为5
个不同
主体办
理备
案。详
情请参
见备案
授权
码。

建站市场
（云速建
站）

需包月3个月及以上（包含多次
续费后累计时长）。

云速建站 否 1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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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类
型

购买要求 购买链接 是否可生
成备案授
权码

最多可
备案主
体数

云容器实例 需包月3个月及以上（包含多次
续费后累计时长）。

云容器实例 是 30

专属云 需包年1年及以上。 专属云 是 100

NAT网关 公网NAT网关，需包月3个月及
以上（包含多次续费后累计时
长）。

NAT网关 - 10

 

说明

● 建议您使用购买了备案服务器的华为云帐号进行备案（云速建站只支持在购买的帐号下提交
备案申请）。

● 一个云速建站支持备案1个域名，域名备案成功后，不支持更换域名再次备案或相同域名重
复备案。

● 一个华为云帐号只能有一个备案主体，如需购买多个域名使用不同主体备案时，请根据您的
业务评估是否需要注册新的华为云帐号。

备案授权码

什么是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是由弹性云服务器（含云耀云服务器）生成的用于备案的授权凭证，实际
指向该服务器的IP地址。

备案授权码使用场景

对于跨帐号的云资源类型，您可以通过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

示例：

华为云帐号A内无满足备案条件的服务器，您可以使用其他华为云帐号（如帐号B）内
满足条件的弹性云服务器生成备案授权码进行备案。华为云帐号B需满足如下要求：

1. 用于生成备案授权码的弹性云服务器，需满足备案服务器的要求，即弹性云服务
器是“包年/包月”计费模式，且绑定了“包年/包月”的弹性公网IP。

2. 华为云帐号B需授权备案授权码给帐号A后，帐号A才能使用该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生成规则

● 弹性云服务器（含云耀云服务器）需包月3个月及以上（包含多次续费后累计时
长），且有“包年/包月”计费模式的弹性公网IP，可申请备案授权码。

弹性云服务器计费模式切换，请参见按需转包周期。

弹性公网IP计费模式切换，请参见按需转包年包月。

● 每台弹性云服务器可生成5个备案授权码。

● 每个备案授权码可以备案一个网站，不能重复使用。

获取备案授权码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3 准备可备案服务器

文档版本 17 (2023-05-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cci.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consultation/
https://www.huaweicloud.com/product/nat.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ecs/ecs_03_011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eip_faq/faq_common_0002.html


1. 使用华为云帐号登录备案系统 。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授权码管理”，进入“备案授权码”界面。

图 3-1 备案授权码界面

3. 单击右上角“生成授权码”，在“生成授权码”窗口中选择云服务和IP，用于生
成授权码。

选择云服务：请选择一台包月3个月及以上的云服务器资源。

选择IP：请选择一个包月3个月及以上的弹性公网IP资源。

说明

选择云服务和IP时，对于不满足要求的资源，系统将自动置灰，无法选择。如：

● 云服务器或弹性公网IP的计费模式为“按需计费”，如需使用，请变更为“包年/包
月”方式。

● 云服务器或弹性公网IP的包周期时长不足，需至少包月3个月及以上。

● 当前云服务器资源已用于生成授权码，不能重复使用。

图 3-2 生成授权码

4. 单击“确定”，生成备案授权码。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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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授权备案授权码给他人

备案授权码可以跨帐号使用，即弹性云服务器生成的5个备案授权码，不仅可以用于当
前华为云帐号，也可以供其他华为云帐号备案。如需提供给其他华为云帐号使用，请
先授权。

1. 打开“备案授权码”界面。

图 3-3 备案授权码

2. 选择供其他帐号使用的备案授权码，单击“操作”列的“授权其他帐号”。

系统弹窗“授权其他帐号”。

图 3-4 授权给他人

3. 输入授权给的华为云帐号名，并单击“验证目标帐号”。

验证输入的华为云帐号名存在后，系统将显示您当前华为云帐号绑定的手机号
码。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3 准备可备案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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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授权给他人-获取验证码

4. 单击“获取验证码”，并将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输入至“验证码”栏。

5. 单击“确认授权”。

（可选）添加备案授权码自动审批帐号

客户与客户之间可能为子公司等关系，若A用户拥有若干授权码，并想授权给B用户使
用，添加B客户为白名单帐号，当B客户备案时输入授权码，将自动审批，无需审核。

1. 使用中国大陆华为云帐号登录备案系统 。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授权码管理”，进入“备案授权码”界面。

3. 单击“自动审批设置”。

4. 输入“白名单帐号”。

5. 单击“添加”。

6. 勾选“使用通知”方式。

– 白名单帐号使用您的授权码时，会通过您勾选的方式通知您。

– 白名单帐号授权码自动审批情况可在 “备案管理-我的授权-我授权的” 页面
查看。

图 3-6 备案授权码自动审批帐号

（可选）使用备案授权码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3 准备可备案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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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备案系统。

2. 根据界面提示，填写“验证备案类型”信息。

详情请参见“验证备案类型注意事项”。

3. 依次单击“验证备案类型”、“确认风险并继续”。

4. 在“产品验证”页面，输入如下信息：

云服务类型：选择“备案授权码”。

备案授权码：输入具体的备案授权码。系统不会自动填充您的备案授权码，请复
制后粘贴，或手动输入。

说明

● 一个华为云帐号只能为一个主体办理备案，如需使用同一台服务器为多个主体办理备案，您
可以生成备案授权码，分别在不同华为云帐号为不同主体办理备案。如需要备案的主体数量
较多，请增加购买服务器。

● 同一台服务器如备案多个主体，若其中任何一个备案主体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对应的IP
被封禁、服务器关停而导致其他主体关联停用。因此，建议对服务器的网站分布做好合理规
划分配。

● 如果您使用中国大陆境内的服务器（ECS）和负载均衡服务，您可以使用其中一个服务器
（ECS）或服务器（ECS）生成的备案授权码，进行产品验证。备案成功后，配置您的域名解
析，指向您的负载均衡的IP地址。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3 准备可备案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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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33令第十一条规定：拟从事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等互联网服务，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履行备案手续时，还应
向其住所所在省通信管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文件。

本章节将为您介绍涉及前置审批的行业类别及批复单位信息。如果您的网站需要办理
前置审批，可参考本章节联系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办理。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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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审批类别及批复单位

下表对各个涉及前置审批的行业类别及批复单位做了详细介绍，您可根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在对应的批复单位办理前置审批文件。在上传前置审批文件前，您需正常填写
ICP备案信息至填写网站信息环节，在前置审批类型中选择对应的前置审批类型，填写
前置审批号并上传对应的前置审批文件。

表 4-1 前置审批批复单位

分类 批复单位 前置审批名称 备注

新闻类 各省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许可证》

无

出版类 各省份省委宣传
部、各省份新闻出
版广电局

《互联网出版许可
证》

无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4 前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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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和医疗器械类 各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开办农
药、化工生产企业
审批）

请根据审核结果，
提供以下其中一种
前置审批文件：

《互联网药品信息
服务资格证书》

化学类药品由工信
部颁发

《药品经营许可
证》（部分省市支
持）

《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许可证》（部分
省市支持）

说明
《药品经营许可
证》、 《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许可证》
仅部分省市支持作
为前置审批文件，
具体请以审核结果
为准。

无

文化类 各省文化和旅游厅 《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

无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类

各省份省委宣传
部、各省份新闻出
版广电局

《信息网络传播视
听节目许可证》

无

校外培训类 各省、市、区教育
行政管理部门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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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金融类 ● 人民银行

● 省金融办、银监
会

● 保监会

● 证监会

● 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

无 无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4 前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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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类 ● 全国（除四川、
湖北）：中共中
央宣传部、新闻
出版广电局

● 四川：新闻出版
广电局

● 湖北：新闻出版
局

有效期内的涉及游
戏《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或《游戏
版号》

无

宗教类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

《互联网宗教信息
服务许可证》

无

 

校外培训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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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培训暂不涉及该内容。

新闻类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时政类新闻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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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超出本单位刊登的播发新闻信息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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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闻单位登载本单位已刊登播发的新闻信息。

出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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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辑加工，登
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发送到用户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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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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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和医疗器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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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4 前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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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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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音乐、动漫等。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类

利用摄影机、录音机和其它视音频摄制设备拍摄、录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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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视频类，直播类网站。

教育类

教育类前置审批指与教育有关的网站和网校，如办理文凭、远程教育视频、考试培训
等。

医疗保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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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国务院决定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话的行政审批事项。其中第 8 项
取消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审核。

电子公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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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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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预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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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理解就是该公司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网络预约车服
务）。

金融类

根据所提交的I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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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各省规则不同，以上金融关键词仅供参考，具体以审核结果为准。

涉及金融类业务的相关前置审批文件的办理部门（仅供参考）：

● 互联网支付业务：人民银行。

● 网络借贷（P2P网络借贷、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省金融办、银监会（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4 前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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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保险业务：保监会。

● 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银监会。

● 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基金销售、融资、融资担保业务：证监会（江苏省
ICP备案网站涉及融资、融资担保字样可咨询经信委）。

● 私募基金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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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备案相关的审批文件）。

特殊情况（仅供参考）：

● 如基金会（慈善、公益），需提交民政部门IC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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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ICP备案。

● 若网站内容确实和金融活动无关的，需用户更改公司注册名称或经营范围，否则
不予备案。

警告

对于上述存量网站，华为云将会不定期进行核查，一旦发现违规从事金融活动，将直
接予以注销备案号处置。

游戏类

游戏产品正式上线以及收费之前需要先进行审批才可以上线运营，四川、湖北两省的
游戏行业由新闻出版局进行前置审批，其他省份的游戏行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
或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进行前置审批。

宗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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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办理《互联网宗教信
息服务许可证》，并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目前监管部门仍要求办
理，若不提供，ICP备案则无法通过。

常见问题

咨询相关审批部门后被告知无需办理前置审批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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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正
常填写ICP备案信息并将ICP备案信息提交初审，初审环节需根据审核人员的审核意见
提供备注信息或提交说明书作为证明材料，备注信息和说明书需包含的内容及提供方
式如图所示：

证明材料 说明信息 提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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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为云ICP备案管理系
统中正常填写备案信息至
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
网站）环节，在前置审批
类型下方的备注框中进行
备注。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4 前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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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 说明书无固定模板，需包
含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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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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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P备案初审时，如果审
核人员告知您需要提供说
明书，审核人员会在审核
意见中备注邮箱或给您发
送邮件通知，您可将说明
书发送至审核人员提供的
邮箱中。

 

说明

● 如果管局规定不能提供备注信息或提交说明书，则您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

● 如果您的网站名称、网站内容等涉及前置审批，则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或修改网站名称及
网站内容等信息。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4 前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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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地管局政策

5.1 各地区管局备案要求
管局备案要求规定了备案信息填写要求、所需提交的资料、备案信息变更规则和备案
转移规则。

以下为各省管局备案规则，您可根据自己备案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查看对应管局规
则。

● 华北各省管局规则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

● 华东各省管局规则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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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西南各省管局规则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 东北各省管局规则

黑龙江、吉林、辽宁

5.2 华北各省管局要求

5.2.1 北京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5 各地管局政策

文档版本 17 (2023-05-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7



1. 如负责人是中国香港居民，需提供港澳通行证，不认可香港永久居住身份证。

2. 主体负责人需要填写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人（可以不使用授权书）。主体负责人
不用是法人，若不是法人，年龄不能超过退休年龄60岁，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
人需要是同一人。

3. 主办单位通信地址需精确到具体门牌号，门牌号请勿用符号表示，如1-2-3，请用
文字叙述方式填写实际门牌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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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北京政府机关gov.cn域名，如果是一级域名比如xx.gov.cn，不需要域名审批表，
二级域名需要。

6. 北京开锁行业需要公安局出具备案证明资质等材料。

7. 手机，座机，应填写两个以上号码，没有归属地要求，可以是外省的。

8. 域名实名认证截图可以是法人进行实名认证。主体信息是法人就不管，如不是法
人，需上传法人身份证。

9. 情况说明书与承诺书类，法人要正楷签字，字迹潦草会被驳回。

10. 个体工商户需以企业备案；不支持个体工商户无公章，如无公章，需联系当地工
商局办理。

11.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备案域名前缀不能带有“中国”、“国家”。

2.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3.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4. 网站名称可以是全英文的，但是不能是域名。

5. 网站名称需要用公司名称或者简称。

6. 若IP作为域名备案，“网站IP”字段需填写一致的IP，不能填写其他IP。示例参
考：域名字段填写的IP为：1.1.1.1，网站IP字段只能填写：1.1.1.1-1.1.1.1，不可
以填写1.1.1.1-1.1.1.1；2.1.1.1-2.1.1.1或2.1.1.1-2.1.1.1。

7. 已备案成功网站无要求必须开放。打开的网站不符合内容要求，需关闭。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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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的营业执照竖版上必须含有右上边编号。

3.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变更时涉及到公司名称发生变化的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2. 不支持网站迁移（支持迁出）。

3. 企业不支持跨省备案。

4. 主办单位名称或证件号码变更其中一项，需提供主管部门（发证机关）开具的变
更证明可进行变更备案。

5. 除新增接入，变更主体，其余网站名称需要跟单位名称保持一致或简称，如客户
提交商标证书等资料可以提交。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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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中国公民必须使用身份证备案。

2. 负责人年满18周岁。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备案域名前缀不能带有“中国”、“国家”。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网站服务内容个人不能选“个人空间/博客”。

4. 已完成备案网站内容需与备案主体性质相符。

5. 个人支持跨省提交备案。网站服务内容选其他

6. 已备案成功网站无要求必须开放。打开的网站不符合内容要求，需关闭。

7. 个人备案不能勾选博客个人空间，只能勾选其他，备注个人网站内容。

8. 网站如果打开了就要符合通用规范，不能出现违规的情况，网站不使用或域名过
期请提醒尽快注销。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企业。

2. 以个人名义进行备案成功后，无法变更主体性质及名称（如必须变更，须注销后
重新备案）。

5.2.2 天津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时，需要上传法人授权书，法人签
字或盖姓名章。网站负责人年龄必须小于60岁。

2. 网站负责人和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及证件号码都不能是为其他主体备案过的。

3. 如通信地址为华苑地区，环内所属区域为南开区，环外所属区域为西青区。如通
信地址为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东盟试验区，所属区域需选择滨海新区。

4. 应急电话填写主体与网站负责人外第三联系人手机号，并在备注中标明应急联系
电话手机号使用人为XXX公司员工XXX。

5. 地址必须精确到门牌号码。

6. 通信地址不能带有 “市辖区”，需修改为实际城区。

7. 网站负责人和主体负责人不是同一人，应急号码必须是第三方的号码；新增接入
除外。

8.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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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页网址只能填写一个。

2. 网站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需要授权书（特例：如法定代表人是外国人，网站
负责人必须为中国人并提供授权书）。

3.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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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已完成备案网站内容需与备案信息相符。

6. 已备案成功网站必须正常开放，备案号需放在网页底部中间显眼的位置，且能链
接到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7.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并在备注中标明应急联系电
话手机号使用人为XXX公司员工XXX，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当面核验照片每次提交必须使用新的照片，不可重复使用上次的照片。

3.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网站迁移如迁出和迁入方无关联（比如不同法人、不同名称证件号码等），需提
供情况说明，双方公司都需要盖公章，上传至主体附件处。

新增接入

1. 主体可以进行新增网站备案。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未满十八周岁不能备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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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负责人手机号码需为本省号码。

4. 证件住址为“空港经济区”时，通讯地址与证件住址一致室，区域要选择“滨海
新区”。

5. 需备注应急号码使用人姓名及在单位所属的部门，个人备案应急号码只可填写自
己的亲人联系方式，如夫妻、父亲、母亲；不可以填写朋友、同学、同事（应急
电话填写网站主办者直系亲属手机号，并在备注中标明应急联系电话手机号使用
人为XXX，与网站主办者关系为XX。）。

6.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个人备案应急号码只可填写网站主办
者直系亲属手机号，在备注中标明应急联系电话手机号使用人为XXX，与网站主办
者关系为XX，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首页网址只能填写一个。

2. 个人网站须在备注中标明：“本网站是个人网站，不含有企业、单位等非个人网
站的信息，若在核实中发现网站中含有企业、单位等信息，本人愿接受以虚假信
息进行备案，注销网站，并将主体和域名加入黑名单的处罚。”。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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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站负责人和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及证件号码都不能是为其他主体备案过的，如
果备案过就会退回。

4.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5.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正常开放，且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底部需悬挂
备案号，且能链接到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当面核验照片每次提交必须使用新的照片，不可重复使用上次的照片。

3. 请将证件原件清晰拍照或彩色扫描后上传，核验单请上传原件彩色扫描件，图片
文件后缀支持jpg、png格式。

变更备案

1. 个人变更为企业，需要上传域名证书，证明这个域名目前归属企业所有可以接受
变更

2.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

3. 个人支持跨省提交备案。网站服务内容选其他。

4.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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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接入

1.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2.3 河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体工商户有字号的选择企业；没有字号的选择个人，并且备注里说明“个体工
商户无工商字号”。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如果法人为外籍须授权给中国公民为负责人并提供法人
授权书。

3. 管局会核查电话号码和邮箱是否和已备案信息重复。

4. 河北证件清晰度要求较高。

5. 河北省民办非企业如是学校类型，可只提供办学许可证，域名实名认证可用法人
认证信息。需在主体栏备注。

6. 河北的通讯地址与证件住址不能是跨市。（如证件住址在郑州市。通讯地址不能
填南阳市）

7.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归属地要求为河北省。

网站信息

1. 首页网址只能填写一个；所有网站备案类型：不可填写多个IP地址。

2. 域名所有人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

3. 网站负责人与主体负责人无需保持一致（无需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4.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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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完成备案网站内容需与备案主体性质相符。

6. 备案中的IP不能填写IP段。不可填写超过5个IP，一次性备案多个IP的，必须备注
实际使用用途。

7. 一次性最多只能提交3个网站备案，提交过多会被退回（同月个人不能超过2个域
名）。

8. 若IP作为域名备案，“网站IP”字段需填写一致的IP，不能填写其他IP。示例参
考：域名字段填写的IP为：1.1.1.1，网站IP字段只能填写：1.1.1.1-1.1.1.1，不可
以填写1.1.1.1-1.1.1.1；2.1.1.1-2.1.1.1或2.1.1.1-2.1.1.1。

9. 未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关闭状态。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变更备案：网站ip填写多个时，需备注每个ip地址的使用方式。（最多可填写5个
ip）

2. 允许自由变更，前提是所有备案信息必须逻辑一致，同时会检查网站内容与主办
单位名称是否相符，包括域名所有人等所有信息，如有不一致之处就会驳回。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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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外籍人士不予备案。

2. 个人备案不满18周岁不能备案。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已完成备案网站内容需与备案主体性质相符。

4. 未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关闭状态，如开放可能会被管局退回。

5. 一次性最多只能提交3个网站备案（同月个人不能超过2个域名）。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新增接入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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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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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3. 个人支持跨省提交备案。网站服务内容选其他。

5.2.4 山西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居民时，需授权给持有
中国内地身份证的人员进行备案，并且需要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3. 针对首次备案、有主体新增和无主体新增备案类型，单次备案订单中新增域名个
数需要小于等于3个。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性质备案可以变更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性质备案，无需提供变更证明。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非本省身份证不能进行个人备案。

2. 个人不可以跨省备案。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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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3个月。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2.5 内蒙古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须年满十八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时，需要上传法人授权书。

3. 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开办网站需得到当地编制管理部门批复的《网站开办资格申
请表》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开办审核/资格复核申请表》（编办证
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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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涉及旅游（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通信工程、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餐
饮等凭许可经营的行业需上传相关许可文件。

4. 经营范围涉及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网站涉及需要提供“增值电信业务许可
证”。

5.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法人的证件地址非内蒙古，需法人手持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原件照片。

6.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企业备案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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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变更时，营业执照有发生单位名称变更，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新增接入

1.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更。

2. 网站负责人需与原备案信息一致，不一致需先到原接入商进行变更备案。

3. 主办单位名称需与原ICP备案信息（工信部备案信息）一致，不一致需先到原接入
商变更备案或注销备案后重新进行ICP备案。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需年满十八周岁才能备案。

2. 临时身份证不可用于备案。

3. 个人证件必须为本省，非本省身份证需要提供居住证才可以备案。

4.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持有者必须与备案主体一致。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网站服务内容只能选择“其他”，并且需要备注，备注不少于30个字，个人网站
须在备注中标明：“本网站是个人网站，不含有企业、单位等非个人网站的信
息，若在核实中发现网站中含有企业、单位等信息，本人愿接受以虚假信息进行
备案，注销网站，并将主体和域名加入黑名单的处罚。”。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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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3 华东各省管局要求

5.3.1 上海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需年满十八周岁。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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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时，需要上传法人授权书。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不可填写座机号码，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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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

3.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4. 经营范围涉及“展览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咨询”算
涉及文化特许行业，需提供前置审批，若不涉及需提供不涉及文化情况说明书。

5.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需包含有统一信用代码及证照编号）。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身份证必须是拍照件，并且有效期要在三个月以上，三个月以内的请同时上传有
效期内的身份证和公安局受理的换证通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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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大陆通行
证）进行备案，或者中国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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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法人是外籍的提供护照。

8.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企业备案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新增接入

1. 证件号码、负责人信息、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
后再进行变更。

2. 主办单位名称需与原ICP备案信息（工信部备案信息）一致，若不一致需提供工商
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才可接入。如无法提供变更证明，需注销备案后重新提交ICP
备案申请。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证件地址非本市的，需同时提供本市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外国人同样需提供且
居住证有效期要在1个月以上。不支持学生证备案。

2. 香港居民提供港澳通行证，不接受香港身份证或护照。

3. 主体及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归属地必须为上海，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

网站信息

1.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2.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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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身份证必须是拍照件。

3. 证件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需与原ICP备案信息（工信部备案信息）一致，若不一致
需先到原接入商变更备案或注销备案后重新提交ICP备案申请。

2. 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更。

5.3.2 江苏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需年满十八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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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名下所有
网站负责人均需为同一人，并需提供法人授权书。

3.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进行备案：备案时填写台湾身份证号码。港澳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备案时填写证件号码。

4. 如主办单位名称、经营范围、网站名称及网站内容等，涉及相关前置审批，则需
要办理前置审批文件（新闻、出版、金融、宗教、教育、药品和医疗器械、文
化、音乐、影视、游戏、增值电信业务、医疗保健、电子公告类、网络预约车
等），提交备案时一并上传相关文件，如没有审批文件将退回。如网站实际不涉
及前置审批且用户已咨询对应的批复单位被告知不需要办理前置审批，需要提供
承诺书（带电话和咨询单位），备注无效。

5.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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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企业备案网站大于等于30个网站，需要提供网站建设方案书。

3. 网站内容涉及前置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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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5. 江苏已备案成功的网站管局会查看网站内容，江苏备案成功的网站需要放置“版
权所有 公司名称”，版权所有必须与主体单位信息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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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企业名称如有变更，您需提供工商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

2. 支持变更备案，不支持变更网站。

真实性核验

1. 签署《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责任告知书》及《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并
上传至备案系统。

2. 录制网站负责人诵读《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的视频，并上传至备案系
统。例如：我叫张三，我为域名XXX.XXX办理网站备案手续。我承诺提供的备案
信息真实有效，并愿意为备案信息真实性负责。承诺人张三，XXXX年XX月XX日。

3. 如果主体负责人、网站负责人不是单位法人代表，还需提供《主体负责人法人授
权书》、《网站负责人法人授权书》，并上传至备案系统。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非本省个人备案，需提供居住证或暂住证。

2. 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个人备案，需要提供劳动就业或收入证明，不满16周岁不
能申请备案。

3.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归属地要求江苏省内。

网站信息

1. 个人备案网站大于等于10个网站，需要提供网站建设方案书。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3个月。

3.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4. 网站服务内容只能选择博客、个人空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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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址符合。

真实性核验

1. 签署《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责任告知书》及《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并
上传至备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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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录制网站负责人诵读《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的视频，并上传至备案系
统。例如：我叫张三，我为域名XXX.XXX办理网站备案手续。我承诺提供的备案
信息真实有效，并愿意为备案信息真实性负责。承诺人张三，XXXX年XX月XX日。

5.3.3 浙江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须年满十八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不接受授权书，法人是外籍的提供护照。

3. 主体单位证件必须是最新的。

4. 个体工商户必须要有公章，按企业备案，无字号的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加注个体
工商户，如张三（个体工商户）。

5. 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主体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提供授权书。

6.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不可填写座机号码，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和主办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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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去除相关金融关键词。

3.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4.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名称变更必须提交变更备案，并需提供工商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

2. 单位性质不能变更个人性质。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需年满十八周岁才能备案。

2. 外国人可以使用护照备案。

3. 异地备案需要提供居住证。

4.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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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2.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所显示的网页标签、网站标题、网站LOGO等信息，需与备案时
填写的网站名称保持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3. 证件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需与原备案信息一致，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备案。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证件号码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3.4 安徽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体工商户一律以企业备案，无字号写法定代表人并备注“无字号无公章个体工
商户”。

2. 主体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提供主体授权书（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必须是同一
人）；主体负责人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归属地要求安徽省内，手机号是外地
的，要备注清楚原因，管局会电话核实情况。

网站信息

1.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

2. 域名注册有效期3个月以上。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新增接入

1. 新增网站和新增接入要求之前备案的网站必须正常开放，符合单位营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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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必须是本省的身份证。

2.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归属地要求安徽省内，手机号是外地
的，要备注清楚原因，管局会电话核实情况。

网站信息

1. 域名注册有效期3个月以上。

2. 网站服务内容要勾选其他，备注是个人网站，内容只能和个人相关。

3.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其它备案信息若与原备案信息不一致，可先接入备案，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备案
操作。

5.3.5 福建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

2. 企业负责人未满18岁不能备案。

3. 法定代表人为外籍时，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护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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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体工商户不涉及书必须加盖公章，手印不可取。

5.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不能是法人。

2. 网站负责人如不是法人需提供授权书，授权书上的日期可以与核验单上的日期不
一致，但不能在核验单之后，授权书是需留存的，日期只能与核验单上一致或之
前。）

3. 网站负责人必须是中国人（网站负责人年龄不能超55岁）

4. 域名实名认证必须与备案主体一致，营业执照可以提供正本，一次性备案不能超
过5个域名，ip可以备案。

5. 福建的个体工商户工作室新增网站需要提供建站依据，须提供首页截图、网站主
要内容等内容，并加盖公司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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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关闭无要求（在主体备注栏备注：此网站为内部使用，不对外
开放）；若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底部需悬挂备案号，且链接工信
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允许个人企业间自由变更，网站内容与变更后的主体一致即可。

新增接入

1. 空壳主体需注销完成后再提交新的备案。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必须是本省的身份证。

2. 个人证件地址非福建省的，需要提供居住证/暂住证/学生证或其他可证明实际居住
在福建省内的证件电子版均可。

3. 个人备案提交跨省备案；必须提供居住证。学生证不可以；网站服务内容选其他
或博客。

4. 不满16周岁不允许进行ICP备案，16~18周岁需提供监护人身份证或提供本人就业
证明。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2.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关闭无要求（在主体备注栏备注：此网站为内部使用，不对外
开放）；若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底部需悬挂备案号，且链接工信
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允许个人企业间自由变更，网站内容与变更后的主体一致即可。

2.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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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4. 空壳主体需注销完成后再提交新的备案。

5. 支持网站迁移。

5.3.6 山东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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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体负责人必须为法人，且证件须为大陆证件，如非大陆居民可授权大陆负责人
为主体负责人，并需要上传授权委托书。

2. 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有涉及到前置审批类的，即使网站内容跟这些信息没有关
系 ，也需办理前置审批。

3. 及宗教的，必须上传《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涉及宗教的，必须在系统
勾选“宗教”。

4. 手机号码不能是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和主办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一致。

2. 网站名称和内容，不能超出营业执照范围，要与公司名称，性质相符；网站名称
须填写公司全称或简称。

3. 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4.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上传的证件资料可以加盖公司公章与水印，但水印和公章不能遮挡证件上重要文
字和图像信息。

2. 域名证书。

3.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6.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2. 变更时涉及到公司名称发生变化时，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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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未满十八周岁不能备案。

2. 手机号码不能是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3. 非本省身份证需要有证明文件，证明常驻在山东上学或是工作。

4.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个人备案须在网站备注中写下面这段话，且备注网站内容；本网站是个人网站，
不含有企业、单位等非个人网站的信息，若在核实中发现网站中含有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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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本人愿接受以虚假信息进行备案，注销网站，并将主体和域名加入黑名
单的处罚。

2.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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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3.7 江西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体工商户有公章以单位性质备案，无公章以个人性质备案，备注说明为个体工
商户无公章。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3. 法人超过60岁需请上传手持身份证核验照上传在其他附件（所有备案类型）；不
支持原件扫描件；证件清晰度要求特别高，身份证边框需完整露出，身份证如是
彩色扫描件色彩需和身份证色彩保持一致。

4. 江西省内所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办网站需先到机构编制办公室办理前置审
批。

5. 企业个体工商户需加盖公章，不认可法人手印，个体工商户没有公章，不能以企
业备案。

6. 江西政府机关后缀没有必须是gov.cn；但必须有域名审核表。

7. 个体工商户写的《承诺书》和《真实性核验单》都必须加盖公章。真实性核验
单，网站域名请填写规范，字迹工整。

8. 不涉及书可以法人签字按手印；并在主体备注栏备注情况。

9.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首页URL地址必须写全，同一网站有几个域名就写几个。

2. 网站负责人只能唯一负责一个主体的网站（目前通过手机号进行重复性验证）。

3.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办网站需得到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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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未备案域名不可以访问。

5. 同主体下已备案网站必须开放访问，网站首页下方须添加网站备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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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西用户新增网站备案，要查看已备案网站数量。个人已备案超过7个，企业已备
案超过15个，则新增网站备案每次只能备案一个域名。

7. 根据管局要求，已备案成功的网站需能打开，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底
部需悬挂备案号，且链接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8. 二级域名除了政府机关，其他类型需要备案。

9. 网站负责人必须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10.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营业执照和身份证证件件图片信息必须是清晰扫描件或拍照件。

3. 备案材料（证件）必须使用原件上传。

4.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接入备案信息需和之前保持一致，如不一致可能会被退回。

2. 单位名称或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项，但实际业务不涉及的，同上需备注，且需
提供不涉及承诺书；单位名称或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项且不允许写承诺书的，
必须完成前置审批。

3. 江西接入备案网站负责人需要与原服务负责人保持一致，不一致会被驳回。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证件住所非江西不能提交江西备案。

2. 个人非本省户口目前只可以提供居住证才可以。

3. 个人备案、变更，真实性核验单必须签字并按手印。

4. 负责人必须年满16周岁才可以备案。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首页URL地址必须写全，同一网站有几个域名就写几个。

2.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单位名称。

3. 真实性核验单，网站域名请填写规范，字迹工整。

4. 不可以选择博客，可以选择“其他”+备注内容。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身份证证件件图片信息必须是清晰扫描件或拍照件。

3. 备案材料（证件）必须使用原件上传。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性质备案，当已备案的个人是单位法
人时，可以个人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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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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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4. 网站需要正常开放。

5.4 华南各省管局要求

5.4.1 广东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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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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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外省须上传居住证+（有效期大于两个月）。

5.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不需要上传授权书。如法人是外国
人时，可以上传授权书，法人授权书可以盖法人签名章。

6. 政府机关备案，域名后缀必须是gov.cn。

7. 营业执照是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也可以。

8. 主体负责人身份证件可以是香港居民，只要有港澳通行证就可以，如果没有港澳
通行证，可以用回乡证。事业单位目前暂时是能使用法人证件黑白件需要加盖公
章。

9. 网站负责人为香港居民不能用护照，只能提供港澳通行证，核验单日期60天有效
期。

10.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网站名称：使用符合中文命名习惯的纯中文或者中英文进行命名，能反映网站基
本内容或基本物证，不侵权、不违反九不准信息、不超过须特许范围的特有字眼
范围的即可。跟自己的网站身份、资质相匹配。

2. 个人不同前缀域名超过5个（含5个）、单位不同前缀域名超过31个时（不含31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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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广东宗教备案：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应当经省宗教民族委员
会审核同意后，并向我局提交该批准文件（与主办单位证件一并上传）。

4. 一个网站只能填写一个首页url。
5. 广东省《互联网备案承诺书》需要法人手写签字，盖公司公章，填写日期。

6. 同一家公司备案多个网站，网站名称可以完全相同；网站名称需要用公司名称或
者简称。

7. 域名所有者可以是企业法人，对所有者名称是公司名称的中英文没有要求，域名
证书不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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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备案网站禁止访问；已备案网站必须正常访问，需要在主页底部的中央位置标
明备案号，并在备案编号下方按照要求链接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网址，供公众查
询核对。备案号必须要有；备案号标号规范：“粤ICP备xxxxxx号”，链接到
http://beian.miit.gov.cn。注意：备案号不要带-1、-2这些网站序号，也不要少
了“省ICP备”“号”这些字符。

9.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证件加水印只能限制用于备案用途。

3. 香港居民作为负责人证件必须提供《港澳通行证》。

4. 《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承诺书》，具体要求请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承诺
书》。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证件有变更允许先接入后变更。

2. 允许个人企业间自由变更，网站内容与变更后的主体一致即可。

3. 可以更换主体、支持网站迁移。

新增接入

1. 新增网站：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正常开放，首页底部悬挂主体备案号，链接工
信部官网。

2. 新增接入：接入的网站可以不开放，如已经开放，需要按照要求开放；没有接入
的网站必须按照要求正常开放；底部需悬挂备案号。

3. 不同备案号下的域名可以指向同一网站内容。

4. 企业可以备案论坛的网站，正常备案即可。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未满18周岁不予以备案。

2. 外省身份证需提供有效的广东省居住证和权威网站有效期限查询结果页面。

3. 个人备案，是港澳居民的，必须提供港澳居民居住证备案，不能提供港澳来往大
陆通行证"。

4. 个人备案未满十八岁只要出示工作证明盖上公章，跟身份证一起上传就可以进行
备案。

5. 联系电话不能与手机号码相同。

6.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使用符合中文命名习惯的纯中文或者中英文进行命名，能反映网站基本内容或基
本物证，不侵权、不违反九不准信息、不超过须特许范围的特有字眼范围的即
可。跟自己的网站身份、资质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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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备案前缀不相同的域名数超5个时须提供每个域名的域名注册证书和网站建设
方案书，连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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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件提供我局核验。

3. 已备案成功的域名必须能够访问，并在网站首页底部中间位置放置备案号，且链
接至工信部网站。

4. 一个网站只能填写一个首页url；个人必须备注清楚网站内容。

5. 个人博客/论坛/空间，不得涉及交易、广告，视频需原创拍摄，如果转载的，只能
提供链接，不能直接在个人博客/论坛/空间播放。

6. 除所需提供材料外，需额外提供《备案承诺书》。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2. 新增接入：接入的网站可以不开放，如已经开放，需要按照要求开放；没有接入
的网站必须按照要求正常开放；底部需悬挂备案号。

3. 个人备案名称不能涉及乡村，拼音，地区等信息。

5.4.2 广西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

2. 归属地严格要求本地。

3. 广西政府机关备案要求域名后缀非必要为.gov.cn。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广西企业备案 要在网站信息栏备注网站的用途。

2. 不同前缀的域名一起备案，需要按不同网站提交。

3. 网站负责人只能唯一负责一个主体的网站（目前通过手机号进行重复性验证）。

4.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能够正常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个人性质，网站底部
需悬挂备案号，且链接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5. 若IP作为域名备案，“网站IP”字段需填写一致的IP，不能填写其他IP。示例参
考：域名字段填写的IP为：1.1.1.1，网站IP字段只能填写：1.1.1.1-1.1.1.1，不可
以填写1.1.1.1-1.1.1.1；2.1.1.1-2.1.1.1或2.1.1.1-2.1.1.1。

6. 后缀为.gov.cn的三级域名不用备案。

7. 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8.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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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手机号码需为本省号码。

2. 个人备案主体信息备注栏和网站信息备注栏都需备注系统承诺的话术。

3. 个人备案可以异地备案。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手机号码最好是省内的，不是本省的
要备注原因。

网站信息

1. 个人网站提交时需在主体备注和网站备注中写：“本网站是个人网站，不含企
业、单位等非个人网站的信息，若在核实中发现网站中含有企业、单位等信息，
本人愿接受以虚假信息进行备案，注销网站，并将主体和域名加入黑名单的处
罚。”

2. 个人网站上报时须备注说明网站所涉及的内容（内容必须符合个人网站性质）。

3. 个人网站名称建议和备注的网站内容有一定关联。

4.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能够正常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个人性质，网站底部
需悬挂备案号，且链接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5. 若IP作为域名备案，“网站IP”字段需填写一致的IP，不能填写其他IP。示例参
考：域名字段填写的IP为：1.1.1.1，网站IP字段只能填写：1.1.1.1-1.1.1.1，不可
以填写1.1.1.1-1.1.1.1；2.1.1.1-2.1.1.1或2.1.1.1-2.1.1.1。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性质备案，当已备案的个人是单位法
人时，可以个人变单位。

2.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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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4.3 海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不是法人时，需要上传法人授权书，且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必须
为同一人。

2. 营业执照，公章必须为“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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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

2.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变更时涉及到公司名称发生变化时，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新增接入

1. 证件号码、负责人信息、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
后再进行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中国公民必须使用身份证备案，临时身份证不可用于备案。

2.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个人首次备案只允许备案一个域名。

2.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5 华中各省管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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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河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企业需使用最新证件（即三证合一证件）备案。

2. 主体负责人证件号码不能是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3.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4. 河南通讯地址与证件住址必须是同省同市，不可跨市。

5. 会核查电话号码和邮箱是否和已备案信息重复。

6. 主体与网站负责证件有效期不得少于三个月，提交审核时少于一个月会退回。

7. 证件有效期都需大于3个月以上。

8.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网站负责人证件号码不能是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2. 证件有效期都需大于3个月以上。

3. 单位名称涉及商贸、百货字眼需提供“不涉及商贸及百货承诺书”。

4. 企业备案一次性提交不能超过5个域名。（单位名称带“商贸”、“百货类”字眼
一次性只能提交一个域名备案）。

5.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能够正常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个人范围，网站
底部需悬挂备案号，且链接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已备案成功的
网站内容涉及交易性质需提供增值电信业务增值许可证或是整改网站内容）

6. 单位名称必须是全称或简称；网站名称不可以含有前置审批字眼。

7. 多个网站，网站名称一样可以的；网站名称需要用公司名称或者简称。

8. 企业网站服务内容选择“其他”要备注。

9. 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10.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个人变更为企业的，个人主体是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允许变更，其他情况不允许。

2. 单位变更，证件号码不变的，可以做变更。联系已备案接入商直接变更为新主办
单位名称，同时需要上传工商出具的更名函。

3. 不接受先接入后变更。如确需变更请联系原接入商变更后再接入，如原接入商无
法联系到请注销后重新备案。

4. 河南支持网站迁移。

5. 空壳主体须注销后才能备案。

6. 只有一项变更，可以先接入后变更或者直接变更，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只能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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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证件号码是旧号码，可以先接入再变更；网站负责人变更可先接入再变更；接入
成功后需在7个工作日内提交变更备案。

8. 正在接入的网站也必须正常开放。只要是取得了备案号的网站都必须正常对外开
放"并且添加超链接。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必须是本地身份证。

2. 个人联系方式必须归属地为河南。

3. 证件有效期都需大于3个月以上。

4. 河南省个人备案未满18周岁需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单位名称。

2. 网站服务内容选其他。

3. 域名数量最多只允许提交一个网站且需备注介绍网站放置内容，企业性质不允许
以个人名义提交备案。

4. 已备案的网站名称在黑名单会影响此次新增网站的审核结果。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性质备案。

2.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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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4. 网站必须正常开放，正在接入的网站也必须正常开放。只要是取得了备案号的网
站都必须正常对外开放。

5.5.2 湖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执照无字号的，写法定代表人名称。

2. 主体负责人必须为法人。

3. 个人工商户，没有公章，可以使用法人签名。

4. 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必须与主办单位一致。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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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次只能备案1个网站域名。

3. 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时，需上传法人授权书。

4.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如果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必须提供授权书（签字+盖章）。

3.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性质不能变更个人性质，单位名称发生变更时，需提供发证机关提供的变更
证明。

2. 需先在原接入商变更后在提交新增接入。

3. 允许个人企业间自由变更，网站内容与变更后的主体一致即可。

4. 其他的备案类型需到之前的接入商变更后才能做新的备案。

5. 支持网站迁移。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身份证地址非本省的，需要提供暂住证（或居住证）。

2.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2. 每次只能备案1个网站域名。

3. 关于律师的个人备案，需提供律师执业许可证。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2. 需先在原接入商变更后在提交新增接入。

3. 网站如果打开了就要符合通用规范，不能出现违规的情况，网站不使用或域名过
期请提醒尽快注销。

5.5.3 湖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为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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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别要求联系方式必须为本人真实号码 ，座机可以找到本人接听 ，手机可以拨通
且是本人接听电话 ，接通后配合备案真实性核验。

3. 企业备案个人成立的工作室有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公章的不可以进行备案，必须要
有和营业执照对应的公章盖章才可以。个体工商户都是要有公章的。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同一网站备案号下多个网站，访问各域名打开首页时，必须与备案系统中域名对
应的网址首页保持一致。

2. 首页网址只能填写一个。

3. 域名所有者必须要和备案主体一致。

4. 网站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须提供授权书（授权委托书中必须包含授权人姓
名、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5.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6.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正常开放，网站内容必须符合单位性质，备案号须悬挂在
网站底部中央位置并正确链接至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beian.miit.gov.c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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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网站建设方案书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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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组网方案（包含设备配置、组网结构、使用技术及部署情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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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承诺如发现主体信息有误、网站实际开办内容与备案信息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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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新增接入

1. 不接受先通过再变更，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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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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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满十八周岁不能备案。

2. 负责人手机号码需为本省号码。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其中有一个手机归属地是外地的也可
以但手机号一定要是本人的管局会核验。

网站信息

1. 首页网址只能填写一个。

2. 个人不能选空间/博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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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网站建设方案书的内容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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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组网方案（包含设备配置、组网结构、使用技术及部署情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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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承诺如发现主体信息有误、网站实际开办内容与备案信息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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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已取得备案号的域名必须可以访问，网站标签页及内容与已备案网站名称、
性质一致，且网站下方须有主体备案号标识，主体备案号单击后需跳转工信
部，且必须与实际主体备案号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不接受先通过再变更，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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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西北各省管局要求

5.6.1 陕西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体工商户以企业备案，无字号须将营业执照到当地工商局变更为有字号之后再
备案。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如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法人签字加盖公章）。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大陆居民但前提必须是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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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联系电话必须本地号码，需人工核实电话真实性。

4. 政府可以三级域名备案，也需要提供审批表，没有审批表自己出情况说明及承诺
书加盖公章。

5. 个体工商户字号是*号或是空白的，以企业进行备案。主办单位名称填写法人姓
名，并在网站备注中说明：是个体工商户无工商字号，以及证件号码。

6. 法人是香港居民，可以提供港澳往来通行证。

7.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8. 加强电话真实核验，所有电话均需核验到本人且知晓备案信息。

9.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和主办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拼音或者英文能对应。

2. 已备案网站内容严格与备案提交内容一致。

3. 做新增网站时，如主体名下有网站名称一样的多个网站，网站的内容不能重复。

4. 域名列表中有几个域名首页地址需要写几个。

5. 一个主体下，个人网站数量不得超过5个，企业网站数量不得超过30个。

6. 陕西政府机关可以用IP备案。

7. 如涉及金融前置审批项网站内容不涉及需提供不涉及说明书，说明书营业执照复
印件邮寄到管局。

8. 营业执照清晰度要求较高。

9.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如关闭无要求，如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底部需
在底部中央悬挂备案号，备案号需链接至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内容涉及交易性质需提供增值电信业务增值许可证或是整改
网站内容）

10. 说明书、授权书等有效期必须为当月。

11. 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时，需上传法人授权书。

12.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必须上传原件彩色电子版。

2. 主体负责人身份证件，上传的电子件按1:1比例，正方向上传，要求必须字迹清
晰。

3.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4.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不能变更主体，如营业执照变更请提供变更证明。

2. 需先在原接入商变更后在提交新增接入。

3. 在网站信息处备注首次在华为云接入商做备案，营业执照号码会在备案成功后马
上做变更.

4. 网站名称一致的需将域名放在一个网站下，或者改为不一样的网站名称。（备案
信息中，网站名称新增网站的网站名称不能与同主体下之前备案通过的网站名称
一致，如果是一致的需要提交变更备案，在之前的网站下添加需新备案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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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公司名变更了，可以先以最新的备案，上传变更通知书在营业执照处，变更
通知书可以是复印件加盖公章。

6. 支持网站迁移，不支持变更主体。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异地备案需要提供居住证，如无法提供居住证，可以提供学生证。

2. 电话号码归属地必须为本地，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

网站信息

1. 需提供备案中全部域名的域名证书。

2. 域名列表中有几个域名首页地址需要写几个。

3.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4.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如关闭无要求，如开放网站内容需符合单位性质，网站底部需
在底部中央悬挂备案号，备案号需链接至工信部官网https://beian.miit.gov.cn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内容涉及交易性质需提供增值电信业务增值许可证或是整改
网站内容）

5. 一个主体下，个人网站数量不得超过5个。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2. 需先在原接入商变更后在提交新增接入。

新增网站

1. 在网站信息处备注首次在华为云接入商做备案，营业执照号码会在备案成功后马
上做变更。

2. 新增网站名称与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名称不能一样。

3. 网站如果打开了就要符合通用规范，不能出现违规的情况，网站不使用或域名过
期请提醒尽快注销。

5.6.2 甘肃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需为法定代表人，如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法人授权书，并在备案信息
中备注说明。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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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证件号码、负责人信息、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
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更。

2. 网站负责人需与原备案信息一致，不一致需先到原接入商进行变更备案。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更。

4.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需与原备案信息（工信部备案信息）一致，不一致需先
到原接入商变更备案，或提供工商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待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
更。如无法提供变更证明，需注销备案后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证件地址必须是甘肃。

2. 个人备案不支持跨省备案。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人。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网站名称不可以 字母＋文字 ； 必须全中文。

4. 网站服务内容必须选个人/博客，选择“博客”加备注，不可以选“其他”。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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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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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6.3 青海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需填写法定代表人。

2. 手机号码只要是本人使用就可以，可以是外省的。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和主办单位名称或者法人一致。

2. 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需要法人授权书。

3.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允许自由变更，前提是所有备案信息必须逻辑一致，同时会检查网站内容与主办
单位名称是否相符，包括域名所有人等所有信息，如有不一致之处就会驳回。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3.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网站负责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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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青海管局要求必须上传完整五图信息（主体单位证件、主体负责人证件、真实性
核验单、网站负责人证件、网站负责人真实性核验照片），因此只能提交“变更
备案”。

5. 要求信息一致，不一致的必须先变更后接入。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必须是本地身份证。

2. 空壳主体须注销后才能备案。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单位名称。

2. 没有域名，可以只备案IP。

3. 可以勾选博客，不需要前置审批，但不管勾选哪个，都需要备注详细的网站内
容。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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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备案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新增接入

1. 接入的网站如无法访问，需在原接入商取消接入后，才可进行接入备案；若本次
接入的网站可访问，可直接新增接入操作。

2. 要求信息一致，不一致的必须先变更后接入。

5.6.4 宁夏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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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备案超过5个（包含）已备案网站，需要提供网站情况说明书，不支持.org接入备
案。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不能是法定代表人。

2.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不能变更为个人备案。

新增接入

1. 证件号码、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
更。

2. 主办单位名称需与原备案信息（工信部备案信息）一致，不一致需先到原接入商
变更备案，或提供工商部门开具的变更证明才可接入。如无法提供变更证明，需
注销备案后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须是本自治区证件，非本区用户需提供常驻证明。

2.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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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2. “服务内容”选项如果选择“其他”，必须在“备注”处说明网站用途和大概内
容。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主体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企业。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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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6.5 新疆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需要上传授权书。

2. 负责人证件号码、联系方式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手机号可以不用是
当地的，但是要是本人使用，并且是公司员工，网信办要可以找到这个人（最好
备注一下原因）。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单位名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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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交新域名备案，需提供《网站党建备案信息确认函》，办理方式请咨询自治区
网信办。

4.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手机号可
以不用是当地的，但是要是本人使用，并且是公司员工，网信办要可以找到这个
人（最好备注一下原因）。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需要提供党建证明，拨打网信办咨询办理，电话，0991-2384749（新疆党建证明
有有效期要求）。

变更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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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位性质备案可以变更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性质备案，无需提供变更证明。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负责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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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证件号码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可接入成功后再进行变
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必须是本地身份证。

2. 手机号码归属地必须为新疆本地。

3. 首次备案及新增网站备案，需提供《网站党建备案信息确认函》。

4. 负责人证件号码、联系方式不能为其他主体备案过。

5.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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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主体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企业。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2. 接入的网站如无法访问，需在原接入商取消接入后，才可进行接入备案；若本次
接入的网站可访问，可直接新增接入操作。

5.7 西南各省管局要求

5.7.1 重庆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不同主体，手机号码不能重复提交。

3. 政府.gov.cn的三级域名不用备案。

4. 重庆异常名录，必须变为正常状态再提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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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问题，若之前是属于渝北区，可选择渝北区，在备注栏备注
一下就行。

6. 网站负责人非法定代表人需上传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7.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需备注紧急联系人姓名、电话，主体、网站负责人不是同一人需两个不同的紧急
联系人姓名以及电话（不能与主体、网站负责人信息相同）。

2. 网站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 网站名称不能含有英文或者使用英文。

4. 域名所有者必须与备案主体一致。

5. 域名有效期一定要在三个月以上。

6. 多个域名即使指向同一个网站也要分开网站备案（一个域名对应一个网站）。

7. 如果公司超出35个网站以上需要提供网站建设书，如是个人超出5个或5个以上需
要提供保证书和网站建设书。

8. 域名证书，要上传，域名证书有效期一定要在三个月以上。

9.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转入和新增网站，需要提交和工信部原备案信息一致的证件。不接受先通过后变
更。

2. 允许自由变更，前提是所有备案信息必须逻辑一致，同时会检查网站内容与主办
单位名称是否相符，包括域名所有人等所有信息，如有不一致之处就会驳回。

3. 支持网站迁移。

新增接入

1. 重庆新增接入订单中网站负责人需与您之前在原接入商备案的网站负责人信息一
致，若不一致管局会驳回订单，需要客户提供原备案信息进行核对。

2. 重庆新增接入备案接入的网站必须正常按照要求开放网站。

3. 新增网站会查看之前的网站内容，如果之前的网站内容与单位名称，或者与经营
范围不相符，会影响到新增网站的审核。

4. 如果网站能打开的情况下，必须在网站首页底部加备案号及链接工信部备案管理
系统网址。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必须是本地身份证。

2. 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个人申请网站备案，需要提供上传本人劳动就业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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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个人不能备案 .org域名。

2. 主体下网站数量超过5个网站，需提供每个网站的网站建设方案书及承诺书。

3. 网站名称不能含有英文。

4. 个人备案的网站名称不能是个人网站或者个人空间。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2. 转入和新增网站，需要提交和工信部原备案信息一致的证件。不接受先通过后变
更。

3. 支持网站迁移。

新增接入

1. 重庆新增接入订单中网站负责人需与您之前在原接入商备案的网站负责人信息一
致，若不一致管局会驳回订单，需要客户提供原备案信息进行核对。

2. 重庆新增接入备案接入的网站必须正常按照要求开放网站。

3. 如果网站能打开的情况下，必须在网站首页底部加备案号及链接工信部备案管理
系统网址

5.7.2 四川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如不是法定代表人需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
人必须是同一人）；主体负责人是法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上传网站负责人授
权书。

2. 对于个体工商户、商贸公司等企业类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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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六个月的社保证明等材料补充佐
证。

3.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需要提交《政府网站域名业务审核表》。

4. 对于前置审批许可、批文、牌照等资料均需通过前置审批项上传。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网站名称应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或有关联，否则需提供加盖鲜章的情况说明。

2. 只要一个主体下备案超过5个域名，都要提供“备案说明”。

3. 域名所有人必须和主办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一致。

4.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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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只允许变更，不允许更换主体。变更时涉及到公司名称时，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新增接入

1. 接入的信息需要与原接入的信息保持一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必须年满十八周岁。

2. 个人备案如证件地址非本省，需提供在四川学习、生活、工作的相关证明，如：
学生证、社保、聘用合同、居住证等。

3.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3个月。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不接受先通过后变更。对于无主体的新增网站和新增接入用户，必须和客户初审
时就确认是否新信息和之前的信息一致，否则管局会驳回。

5.7.3 贵州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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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授权书。

3. 工商户有字号的以企业备案，无字号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备案并备注“个体工商
户无字号无公章”。

4. 政府单位需上传《标识证书》和《域名业务审核表》，事业单位上传《标识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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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名称涉及“投资”，网站不涉及，仍需提供“金融许可证”，经营范围涉及
“投资”，网站内容不涉及，提供情况说明书。

6. 涉及宗教的，必须上传《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

7.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3个月。

2.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3. 新增备案和新增网站审核期间域名一定不能开放解析。

4.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变更时涉及到公司单位名称发生变化的同时需上传工商更名函。

新增接入

1. 新增接入订单中网站负责人需与您之前在原接入商备案的网站负责人信息一致，
若不一致管局会驳回订单，需要提供原备案信息截图进行核对。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证件住所需为本省，如非本省，需上传本省“暂住证”或“居住证”。

3.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归属地要求贵州省内。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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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入的网站如无法访问，需在原接入商取消接入后，才可进行接入备案；若本次
接入的网站可访问，可直接新增接入操作。

5.7.4 云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不同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能重复使用。

2. 负责人未满18周岁需提供劳动就业或收入证明（法定代表人除外）。

3.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4.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办网站需得到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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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事业单位不需要编办证明；党政机关网站的域名不得使用gov.cn以外的顶级域
名。

6. 政党机关必须到当地编制办公室办理前置审批文件，并将盖章的《政党机关网站
开办审核/资格复核表申请表》一并提交给IDC企业扫描上传，相关信息资料请到
“中国机构编制网政党机关网站审核管理平台”下载使用并学习有关文件，网
址：http://wzsh.scopsr.gov.cn/,接入商可以在主办单位区域多个附件上传，或者
使用拼接的形式。

7.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姓名一致。

2. 事业单不可以使用含有“中国”字眼作为网站名称，除非是单位名称或者经营范
围有包含这类，如果确定使用“中国”两个字，需到当地人民政府拿批复。

3. 党政机关网站的域名不得使用gov.cn以外的顶级域名；云南政府机构IP备案不需要
审批表和编办审批表。

4. 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5.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允许法人变更成企业，前提是所有备案信息必须逻辑一致，同时会检查网站内容
与主办单位名称是否相符，包括域名所有人等所有信息。

2. 云南的新增网站，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可开可不开。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身份证所在地须为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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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人未满18周岁需提供劳动就业或收入证明（法定代表人除外）。

3. 中国公民必须使用身份证备案。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需提供本次备案的域名证书。

2.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单位名称。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备案。

新增接入

1. 接入备案信息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2. 接入的网站如无法访问，需在原接入商取消接入后，才可进行接入备案；若本次
接入的网站可访问，可直接新增接入操作。

3. 没有严格要求，但是网站如果打开了就要符合通用规范，不能出现违规的情况，
网站不使用或域名过期请提醒尽快注销。

5.7.5 西藏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2.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3. 经营范围涉及宗教的，必须上传《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且必须在系统
勾选“宗教”。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2. 网站名称必须与主办单位名称性质相符。

3.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3个月。

4. 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5.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5 各地管局政策

文档版本 17 (2023-05-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8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单位性质备案可以变更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性质备案，无需提供变更证明。

新增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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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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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成功
后进行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必须使用身份证备案，非本省身份证不能进行个人备案。

2. 个人备案不可跨省提交备案。

3. 联系方式必须真实准确，管局需电话核实是否本人。

4.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或等于3个月。

2.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主体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企业。

新增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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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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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成功
后进行变更。

5.8 东北各省管局要求

5.8.1 黑龙江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负责人需年满18周岁。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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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体工商户（无字号的）以企业备案，无法提供公章的可以法定代表人按手印。
有字号的按企业备案，加盖公章。个体工商户必须以法定代表人做负责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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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的《网站开办资
格申请表》。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持有者需与主办单位名称一致。

2. 域名有效期需大于3个月。

3. 网站名称需与单位名称保持一致，或含有关键字的简称。

4. 手机号码邮箱不能重复使用。

5. 营业执照里面没有涉及到旅游不可以开旅游平台网。

6. “宗教团体”申请ICP备案，除提供《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还要提供《互联网
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并在备案系统--勾选前置审批项“宗教“。

7.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8. 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电子材料

1. 域名证书。

2. 主办单位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3. 主体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4. 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彩色电子版。

5.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只能提交变更备案。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需与原备案信息一致，若不一致需提供变更证明。

2. 证件号码、负责人信息、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
后进行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中国公民必须使用身份证备案，非本省身份证不能进行个人备案。

2. 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为主办人。

2. 网站服务内容不能勾选其他，可勾选“博客/个人空间”在下面备注网站内容。

3. 网站名称命名要规范，应以中文为基本语言，能简单反映网站实际情况，网站开
通后网页标题要与备案网站名称一致。网站名称必须要体现网站内容。

电子材料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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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证书。

2. 个人有效证件原件彩色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当已备案成功的个人是单位法定代表人
时，可以从个人性质备案变更为单位性质。

新增接入

1.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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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8.2 吉林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不同主体，手机号码不能重复提交。

2. 主体负责人必须是法定代表人，网站负责人不是法人需要上传网站负责任人授权
书。

3. 吉林政府机构网站需要提供《政府网站域名业务审核表》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居民时，需授权给中国
内地身份证的人员进行备案，且需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5.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和主办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一致。

2.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企业变更为企业有工商出具的证明可以，其他情况不允许。

2. 法人可以变更为企业，非法人不允许。

新增接入

1. 接入网站中有两个域名已过期，原接入商不给删除，可以先接入，接入成功后5个
工作日内必须变更。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证件地址非本省需要上传居住证明。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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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主体，手机号码不能重复提交；手机号码与应急号码不得重复，归属地要求
吉林省内。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需与主办人名称一致。

2. 网站服务内容，只可选其他，不能选博客/个人空间。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性质备案，当已备案的个人是单位法
人时，可以个人变单位。

2.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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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5.8.3 辽宁管局要求

企业用户

主体信息

1. 手机号码必须本地号码。

2. 单位名称若包含投资管理、担保、典当、贷款、理财，则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
人必须为法定代表人。

3. 主体负责人不是法定代表人时需提供主体负责人授权书，金融行业必须是法人。

4. 负责人不一致时；手机号码不能与应急号码互换位置，应急号码填写第三人。

5. 联系电话无归属地要求。

6. 如果法人是香港人，必须提供护照，护照要是原件拍照或者原件彩色扫描件，不
可以是彩色复印件。

7. 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不得与应急号码重复，暂无归属地要求。

网站信息

1. 域名所有人必须和主办单位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一致。

2. 未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关闭状态。

3. 企业备案，域名所有者只能是公司或者法人的名称，其他都不可以。

4. 证件号码有变化时需要先变更再接入，主体或网站负责人有变化，可以先接入再
变更。

5. 辽宁已备案网站如打开需要跟备案主体性质保持一致，个人不可以涉及企业。

6. 主体负责人是法人，网站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无授权书要求。

7. 网站负责人非主体负责人的情况下，手机号码不得与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重复，
应急号码也不得与主体负责人的所有联系方式重复，无归属地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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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详情请参见前置审批。

变更备案

1. 个人变企业：个人如果是法人可以变更为企业。

2. 企业变企业：企业不能直接变企业，除非有变更函。

3. 辽宁空壳可以新增网站。

个人用户

主体信息

1. 个人备案需填写两个联系方式，归属地必须是同省的。

2. 个人备案对于是否是本省的身份证没有要求。

网站信息

1. 个人支持跨省提交备案。网站服务内容选其他。

2.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没有要求必须开放，如开放网站内容不能超出范围。

3. 个人备案对备案IP地址无要求。

电子材料

1. 有效证件原件电子版。

变更备案

1. 个人性质备案不可以变更为其他个人或单位性质备案，当已备案的个人是单位法
人时，可以个人变单位。

2. 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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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证件住所、通信地址符合当前管局规则即可，接入成功后进行变更。

4. 辽宁空壳可以新增网站。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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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准备备案材料

备案申请时，需在APP端上传相关资料，如主体负责人证件、网站负责人证件、主办单
位证件等。为顺利完成网站备案，请提前做好准备。

个人备案材料

表 6-1 个人身份证件（必须）

身份 证件

中国大陆居民 居民身份证。

中国港澳居民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
住证。

中国台湾居民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
住证。

其他国际和地区居民 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其他资料 /

 

根据各管局要求，不同备案场景可能需要准备以下部分资料用于备案申请：

表 6-2 其它材料

材料名称 使用场景

域名证书 云南、陕西管局、广东管局：个人备案前缀不相
同的域名数超5个时须提供每个域名的域名注册
证书和网站建设方案书，连同主办单位有效证件
复印件、接入商与网站主办者签订的接入合同复
印件提供我局核验。天津管局：个人变更为企
业；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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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证/居住证 可以异地备案的省份，证件地址非内蒙古、上海
（不支持学生证备案）、浙江、广东（以及权威
网站有效期限查询结果页面）、江苏、陕西（优
先居住证，可学生证）、四川（需提供在四川学
习、生活、工作的相关证明）、贵州、湖北、江
西、福建等本地的，都需要居住证或暂住证。

网站建设方案书 江苏管局：个人网站大于等于10个网站，需要提
供网站建设方案书；上海管局超过5个及以上，
需要提供网站建设方案书；湖南管局备案主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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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管局：主体下网站数量超过
5个网站，需提供每个网站的网站建设方案书及
承诺书；广东管局：个人备案前缀不相同的域名
数超5个时须提供每个域名的域名注册证书和网
站建设方案书，连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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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我局核验。

劳动就业或收入证明 江苏管局：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云南管局：
非法人负责人未满18周岁；重庆管局：满16周岁
不满18周岁的个人申请网站备案；福建管局：满
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个人备案（或者监护人身份
证）

常驻证明 宁夏、山东、（可用居住证或暂住证？）、吉林
（居住证明）

《网站党建备案信息确认函》 新疆

工作证明盖上公章 广东管局

 

企业或组织备案材料

表 6-3 主办单位证件

单位类型 证件

政府机关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

事业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事业法人证书。

企业 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登记证

社会团体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社团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社会服务机构登记证书、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6 准备备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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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基金会法人登记证
书。

律师执业机构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

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公证机构 公证机构执业证。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境外机构 境外机构证。

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许可证。

群众性团体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 外国在华文化中心登记证、外国政府旅
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批准登记证、北京
市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子女学校办学许可
证。

国防机构 部队代号、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
证。

仲裁机构 仲裁委员会登记证

 

表 6-4 负责人身份证件

身份 证件

中国大陆居民 居民身份证。

中国港澳居民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
住证。

中国台湾居民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
住证。

其他国际和地区居民 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根据各管局要求，不同备案场景可能需要准备以下部分资料用于备案申请：

表 6-5 其它材料

材料名称 使用场景

域名证书 部分省份管局要求提供；河南（提交4个或以上的域名）；江苏、
陕西（提交5个或以上的域名）、四川（提交10个或以上的域
名）；湖南需提供域名证书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6 准备备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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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或专项审
批文件

拟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等互联网服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
有关规定，应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履行备案手续时，
还应向其住所所在省通信管局提交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文
件。

主体负责人法
人授权书

主体负责人填写的不是法定代表人

网站负责人法
人授权书

网站负责人填写的不是法定代表人

网站建设方案
书

备案域名超过一定数量时（通常不能超过4个），需提供《网站建
设方案书》。

网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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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载备案材料模板

前提条件

已登录中国大陆华为云。

如果未登录状态下直接单击下载地址，可能会出现页面跳转异常，如图7-1所示。此
时，请根据界面提示登录中国大陆华为云，并重新单击下载地址。

图 7-1 跳转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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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材料模板下载地址

表 7-1 备案材料下载模板

类别 模板下载地址

各省份通用 ● 主体负责人授权书

● 网站负责人授权书

● 不涉及直播情况说明（除特殊省份通
用）

● 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明
（除特殊省份通用）

● 情况说明不涉及（除特殊省份通用
版）

● 不涉及新闻情况说明书（除特殊省份
通用）

● 不涉及教育情况说明书（除特殊省份
通用）

● 不涉及互联网直播情况说明书（除特
殊省份通用）

● 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承诺书（除特殊
省份通用）

● 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书
（除特殊省份通用）

● 不涉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情况说明
（除特殊省份通用）

● 不涉及承诺书无需咨询电话（除特殊
省份通用）

● 不涉及出版物情况说明书（除特殊省
份通用）

● 不涉及保险说明书（除特殊省份通
用）

北京 ● 北京不涉及互联网金融情况说明书

● 北京不涉及新闻说明书

● 北京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北京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
明

● 北京不涉及教育承诺函

● 北京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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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266328446.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454238983.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37096451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37096451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39440424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39440424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39877317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39877317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72944954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72944954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81626312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81626312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99914690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0999914690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1003598198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1003598198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1011631976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71011631976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12140850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12140850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33138542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33138542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34138918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34138918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35658292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common/168230985735658292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87278277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84641310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845430273.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82497816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82497816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81766644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53789570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569537895702.docx


类别 模板下载地址

天津 ● 天津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天津网站迁移情况说明

● 天津不涉及新闻说明书

● 天津网站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承诺书

● 天津不涉及医疗器械说明书

● 天津不涉及教育情况说明书

● 天津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
书

● 天津不涉及广播电视节目情况说明书

河北 ● 河北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
明

● 河北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河北网站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承诺书

● 河北不涉及教育情况说明书

● 河北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
书.

● 河北不涉及广播说明书

● 河北不涉及出版说明书

山西 ● 山西不涉及出版情况说明书

● 山西不涉及文化情况说明书

● 山西不涉及教育承诺书

● 山西不涉及医疗器械说明书

● 山西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承诺书

内蒙 ● 内蒙古不涉及教育情况说明书

上海 ● 上海域名授权书

● 上海市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
承诺书（2023年版）

● 上海省企业网站建设方案书

● 上海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网
站APP负责人授权书模板（2023年
版）

● 上海不涉及文化情况说明书

江苏 ● 江苏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江苏省注销网站授权书

浙江 ● 浙江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浙江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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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637614385.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45237868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32772506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30669417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28561052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25177124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09056821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709056821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702685717697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67127732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67127732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62488143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60459156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59887347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59542264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59542264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70444499084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63646875040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85502179442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85501481146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85500659997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85500130926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85498686636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bei/168231685479949874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207437999.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14718659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14718659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13246485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11365491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11365491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11365491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392657203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8206636922.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789121825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378369787.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144285250138.docx


类别 模板下载地址

安徽 ● 安徽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福建 ● 福建企业网站建设方案书

● 福建不涉及情况说明书

● 福建不涉及教育说明书

山东 ● 山东省网站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保证
书

江西 ● 江西省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江西不涉及互联网销售审批承诺函

● 江西不涉及教育承诺书

广东 ● 广东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广东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承诺书（企
业）广东省线下培训承诺书

● 广东省线上培训承诺书

● 广东省不涉及校外培训承诺书

● 广东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承诺书（个
人）

广西 ● 广西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承诺书

● 广西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
明

● 广西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
书

● 广西不涉及广播说明书

● 广西不涉及出版情况说明书广西注销
网站备案申请表

● 广西不涉及新闻说明书

海南 ● 海南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河南 ● 河南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河南涉及”商贸与百货”的承诺书

● 河南承诺书

湖北 ● 湖北不涉及销售备案情况说明.
● 湖北不开展教育培训承诺书（单位）

● 湖北涉及销售备案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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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7700747149.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794047288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793434847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782426199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858863098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858863098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8592187103.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8288171695.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dong/168231806828017915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813535810.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76673333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76673333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76229307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74951819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73610288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56396034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16756396034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12325738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11646372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11646372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10994183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10994183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09479318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593130698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40569513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40569513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26613589644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nan/1682317314459124849.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497438459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4966689528.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4796835479.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02574371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019185955.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4995962657.docx


类别 模板下载地址

湖南 ● 湖南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湖南网站不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承诺书

● 湖南个人备案网站建设方案书

● 湖南企业网站建设方案书

● 湖南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
明

● 湖南不涉及教育情况说明书

● 湖南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
书

● 湖南不涉及广播电视节目情况说明书

● 湖南不涉及出版情况说明书

陕西 ● 陕西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 陕西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
明

● 陕西不涉及规定文化类目经营的承诺
书

● 陕西不涉及新闻情况说明书

● 陕西不涉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情况说
明书

● 陕西不涉及教育情况说明书

● 陕西不涉及金融情况说明书

● 陕西不涉及出版情况说明书

甘肃 ● 甘肃不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情况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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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个人备案承诺书

重庆 ● 重庆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四川 ● 四川不涉及前置审批的承诺书

网站备案
备案前准备 7 下载备案材料模板

文档版本 17 (2023-05-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2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8121845630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8120235759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8101651449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8097765283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8098899567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8098899567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67274241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63825380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638253808.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36678986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huazhong/168231741528278215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688649955.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47580736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475807363.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24058768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24058768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22143363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19484459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19484459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18836006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319184465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962986948564.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61877027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618770279.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386741550.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36884852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36161560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36030015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360300152.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357336417.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11454214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91250050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912500501.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86855648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868556486.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bei/1682317851786538045.docx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nan/1682317571057625100.doc
https://res-static.hc-cdn.cn/cloudbu-site/china/zh-cn/beian/20230424/xinan/1682317571016468182.docx


类别 模板下载地址

贵州 ● 贵州注销网站备案申请表

黑龙江 ● 黑龙江不涉及前置审批项承诺书

● 黑龙江网站不涉及金融专项内容承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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