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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ICP网站备案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欢迎体验。

2021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备案服务器新增
“NAT网关”

支持使用公网NAT网关作为
备案服务器。

公网NAT网关要求：需包月3
个月及以上（包含多次续费
后累计时长）

商用 准备可备案服务
器

怎样选择“云服
务类型”

 

2021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华为云初审结果
新增“待完善资
料”状态

备案申请提交至华为云初审
后，初审结果在通过、驳回
的基础上，新增待完善资料
状态。此时，用户查看备案
订单状态变化为“接入商审
核为待修改”。

商用 备案状态

备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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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icp/icp_02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icp/icp_02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6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6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rb-icp/icp_01_001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rb-icp/icp_01_0007.html


2021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广东管局ICP备案
新要求

2021年6月21日起，所有提
交至广东省管局的ICP备案申
请（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
务备案）均需要提供《互联
网信息服务备案承诺书》。

商用 互联网信息服务
备案承诺书

2 江苏省ICP备案真
实性核验工作新
要求

2021年6月1日起，在江苏省
进行ICP网站备案（非经营性
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的用
户，网站负责人需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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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录制诵读
《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
书》的视频。

商用 江苏省ICP备案真
实性核验工作新
要求

 

2021 年 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备案热线电话修
改

华为云热线去掉2线英文服
务，备案热线由
“4000-955-988按1转5”更
改为“4000-955-988转
5”。

商用 如何联系华为云
备案团队

2 备案服务器购买
时长更改为大于3
个月

为了进一步加强ICP备案信息
真实性核验要求，自
2021/02/01起，华为云用户
购买中国大陆节点可备案服
务器时长需达到3个月及以上
（包含多次续费后累计时
长），方可用于申请ICP网站
备案。

商用 准备可备案服务
器

3 APP端备案入口
位置调整

华为云APP端，网站备案入
口由“常用工具”栏迁移至
“我的云产品”栏。

商用 使用APP备案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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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9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9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8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8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8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5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5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icp/icp_02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epare-icp/icp_02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cp/icp_08_000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cp/icp_08_0002.html


2020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视频专
区”

新增网站备案相关视频，包
括：

《华为云网站备案简介》、
《一分钟鉴别：我需要在华
为云备案吗》、《注册域名
后，离成功访问网站还有多
久》

商用 视频帮助

 

2020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认领备
案”

通过认领方式，将2018年9
月前在华为云备案的历史备
案信息迁移至新系统。

商用 认领备案（使用
PC备案）

认领备案（使用
APP备案）

认领备案FAQ

2 下线“导入原备
案信息”功能

华为云备案系统不再支持
“导入原备案信息”功能，
请使用“认领备案”。

商用 N/A

 

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备案流程更新：
管局审核前，需
先完成备案短信
核验

为了提高网站联系方式准确
率，2020年8月17日起，所
有省份的用户在提交备案申
请后（“取消接入”备案类
型除外），还需完成工信部
短信核验，备案申请才能进
入管局审核。

商用 备案短信核验

备案短信核验
FAQ
短信验证不通过

2 工信部备案管理
系统官网迁移

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官网更
新为：https://
beian.miit.gov.cn/

商用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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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video/index.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i-icp/icp_03_001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i-icp/icp_03_001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cp/icp_08_001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cp/icp_08_001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6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i-icp/icp_03_001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3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3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cp_faq/icp_05_0061.html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beian.miit.gov.cn/


2020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转移备
案”

对于同时拥有多个华为云帐
号的用户，系统支持将帐号A
下已备案完成的主体、网站
转移到帐号B下。

商用 转移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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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i-icp/icp_03_00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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