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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安备案定义  

公安备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

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33号）》和《公安部关于对与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进行备案工作的通知》，所有的公开网站应在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备案。详细要求请联系您的当

地公安部门。  

 

二、公安备案操作要求 

客户需要自行登录www.beian.gov.cn进行公安备案申请，并与办公地所在分局网安部门联

络，原已获得公安部网站备案号的网站单位，需再通过网上备案平台重新提交备案信息 

 

三、公安备案网上平台操作流程 

 

2、客户登陆
自助公安备案
平台：http://
www.beian.g
ov.cn进行注

册，并且登陆

3、登陆后，
在“个人中

心”进行信用
认证

4、根据系统
提示，填写公

安备案信息

6、获取公安
备案号

  5、客户提交给
公安部门进行审

核

不通过

7、将公安备
案号添加到网
站页面的下端

1、查询网站是否
曾在公安机关有

备案记录
未有记录

已有记录

通过

 

四、公安备案流程说明 

 

步骤 1：公共查询 

用户可以通过公安备案平台：http://www.beian.gov.cn/portal/index 所提供的公共查询功

能，查询网站是否曾经办理过公安机关联网备案手续。 

查询方式：在未登录网站情况下点击页面上方的【公共查询】，如下图所示 

http://www.beian.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index


                                                                                 

 

可分别根据网站名称、网站域名、公安机关备案号来查询是否已经存在备案信息，查到存在备

案信息，显示如下页面： 

 

如没有查询到则为未通过本平台办理过备案手续，请按照以下操作进行公安备案。 

步骤 2：用户注册、登录 

1、 打开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服务平台 http://www.beian.gov.cn 

示例 

http://www.beian.gov.cn/


                                                                                 

2 、如果用户没有用户名，请在首页点击【注册】，注册账户 

 

3 填写注册信息（注：所有项是必填，手机号及邮箱涉及到信用认证问题请谨慎填写） 

 

4 注册成功会自动转向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及验证码，点击【登录】即可登录 

 

 

 

 

 

 

 



                                                                                 

 

步骤 3：信用认证 

登陆后，在首页点击【个人中心】进入个人中心，点击 左侧菜单【信用认证】 

 

 

1 手机验证：点击【立即验证】弹出窗口 如此图所示 

 

点击【获取短信验证码】将手机收到的验证码输入，点击【验证】即完成手机验证。 

2 邮箱验证：点击【立即验证】，您注册时填写的邮箱会收到验证邮件，点击邮件中的链接完

成验证。 

3 身份验证：开办主体完成审核通过后身份验证会自动通过。 



                                                                                 

步骤 4：公安备案类别与信息填写操作界面 

1、开办主体：对于首次进行公安备案的用户，必须首先填写主办单位及负责人的真实有效信

息，只有提交了主体信息后，才能在该主体下进行网站备案。 

如下图，点击左侧菜单【开办主体管理】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开办主体性质并正确

填写各项信息（注：录入主体信息时所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合法，才能审核通过，顺利完成

备案），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即可。 

 

填写注意事项： 

① 上传的证件图片需要清晰 大小在512K以内; 

② 单位名称：形式上应完整填写网站主办者全称，如个人应填写个人姓名，企业应填写工商

示例 



                                                                                 

营业执照注册公司名称。内容应真实准确，不得以域名或数字等符号或以网站名称信息代

替网站主办者信息; 

③ 单位性质 ：应与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应一致，如主办单位名称为某某公司，则单位性质

应为企业;如主办单位为张三，则单位性质应为个人; 

④ 证件号码：应符合相应的格式要求，且与主办单位性质等信息（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

关、军队、社会团体、个人等）对应一致。如主办单位性质为企业，不应填写军队代号或

个人身份证等号码等非工商营业执照号码或非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⑤ 投资或主管单位：网站所属者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府机关、军队填写法人姓

名或单位最高负责人姓名; 

⑥ 负责人常住地：内容真实准确，格式标准完整。例如，农村单位应详细填写到村，城镇单

位应填写到街道门牌号或信箱号; 

⑦ 办公电话：务必填写。号码应格式标准、内容真实准确，不得出现“010-00000000”等

明显不真实的联系方式。 

2、新办网站备案申请：对于已经填写过开办主体中主办单位及负责人真实有效信息的客户，

现在需要在该主体下进行网站备案。 

点击左侧菜单【新办网站申请】，根据要求填写真实合法的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

（注务必按照要求填写，否则将被退回） 

第一步：网站开办主体，已经提交申请或审核已经通过，直接点击【下一步】即可； 



                                                                                 

 

第二步：网站基本信息填写 

 

示例 



                                                                                 

  

示例 



                                                                                 

 

填写注意事项：（务必按照要求填写，否则将被退回） 

注: 您的网站在不涉及前置审批，请不要在选项内容中打勾；如果没有您的网站服务内容，就

无需选择。 

① 网站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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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其主命名；不得以域名作为网站名称。主办单位性质为非政府机构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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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维权”等字头命

名。无新闻（省委宣传部获得前置审批）、出版（省出版局获得前置审批）、教育（省教

育厅获得前置审批）、卫生（省卫生厅获得前置审批）、药监（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获得前

置审批）、文化（省文化厅获得前置审批）、广电（省广电厅获得前置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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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 bbs 的

域名视为论坛，需到省通信管理局办理电子公告专项备案。 

② 网站服务类型：单位可选择单位门户网站，个人可选择博客/个人空间，如有其他类型内容

可如实勾选。 

③ 如果您的虚拟主机只对应一个 IP，可以填写同一个 IP 地址；如果对应多个如实填写起止 IP

即可。 

第三步：网站负责人信息填写 

如果网站负责人信息/信息安全负责人信息/舆情引导员信息与开办人主体负责人信息相同直接

打钩即可自动填充，如果不同则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 



                                                                                 

 

 

填写注意事项： 

负责人姓名：应填写真实姓名全称，不得填报“王先生”、“李小姐”、“个人”或者加带数

字或字母的姓名等明显不真实的姓名。 

第四步：提示说明 

请认真阅读，如果没有异议，勾选“我已阅读信息网络安全保护方案”点击【提交】，  

示例 



                                                                                 

 

特别注意： 

非交互式网站初步审核完成后即完成备案。 

交互式网站需要进行面审或实地检查，具体时间将以短信告知。 

如收到公安机关面审通知，请按照短信通知的时间携带所需证件到公安机关进行材料完整性检

验； 

如收到公安机关实地审核通知：请按照通知的时间做好准备，配合公安民警进行安全检查。 

第五步：在完成以上审核以后，公安机关将会发放公安部备案号，您需要将备案号放置网站首

页下端 ；您可以将网站备案代码放置在网站上，获取代码方法：在已备案网站中查看网站详

情，点击【点击复制备案号】即可获得备案代码。 



                                                                                 

 

 

 

3、系统推送的未备案网站申请：系统自动推送的未备案和暂存的网站信息，如果您收到公安

部发送的备案通知，请在限定时间内到公安部备案网站注册并完善您的备案信息，备案流程同

新办网站申请。 

  

4、网站认领：是您之前在其他的公安机关备过案，但是还没有在“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

全服务平台”备过案的，如果您收到公安机关发送的备案认领通知，请您注册账户认领您的网

站。 

认领过程 

第一步：登录网站注册账户， 

第二步：正确填写开办主体信息，系统会自动推送您的网站到网站认领菜单下。 



                                                                                 

 

第三步：点击 按钮，对网站信息备案信息进行修改完善，提交后，等待民警审核结果。 

注意：如果收到公安机关通知，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认领的网站将会有被关停的危险。 

5、网站信息变更申请：指已完成备案的网站如果有信息需要变更，点击主页左侧菜单【网站

信息变更】选择要变更的网站，点击编辑小图标对网站信息进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提

交】。 

 

（注：务必按照要求填写，否则将被退回） 

6、网站注销申请：指已经完成公安备案的网站需要注销。 

示例 



                                                                                 

特别注意：网站注销必须保证网站已经处于关闭状态，否则无法完成注销。 

登录网站，点击首页左侧菜单【网站注销申请】选择要注销的网站 点击注销小图标 

点击页面最下方的【发送验证码】，将手机收到的验证码正确填写，点击【网站注销】。 

 

 

步骤 5-6：提交及获取公安备案号时间 

公安民警会在 3-5 个工作日处理您的申请，如果需要进行材料完整性检验或实地检查则根据收

到的短信，在约定时间内配合公安民进进行审查。申请通过则完成相应的操作，申请不通过，

会收到短信说明不通过的原因，更改后重新发起申请即可，也可登录网站在系统消息中查看申

请结果。 

步骤 7：将公安备案号放置页面的下端 

获取备案号后，您需要将备案号放置网站首页下端 ；您可以将网站备案代码放置在网站上，

获取代码方法：在已备案网站中查看网站详情，点击【点击复制备案号】即可获得备案代码。 



                                                                                 

 

 

五、公安备案常见问题 

   

公安备案常见问题 

1 

网站性质如何选择 

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种 

经营性信息服务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

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

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如网店、线上交易等有偿服

务类网站等) 

非经营性信息服务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

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国家对非经

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如个人网站、企

业类宣传网站等) 

2 
网站级别如何选择 

网站级别：有论坛、微博、博客填选二级；其他类型网

站全部选填三级 

3 

服务类型如何选择 

根据网站实际所提供的服务类型选择，01 支付类网

站、02 综合类网站、03 论坛类网站、04 个人主页（包

含社交、微博、博客）类网站、05 搜索类网站、06 视

频类网站、07 通讯（包含即时通讯、电子邮箱）类网

站、08 游戏类网站、09 交易类网站，请站主们根据自

己网站实际开展的业务项真实选择填写 

4 

网络接入服务商如何填写 请填写“宁夏西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 

网络接入服务商电话是多少 请创建案例查询 

6 
接入网络服务商编码 请根据提示查询 

7 

技术支持服务商应如何填写 

如您的网站制作、网站内容更新、技术支持是第三方公

司提供，需要填写第三方公司名称 

如您的网站制作、网站内容更新、技术支持是为您公司

（或个人）完成，请您填写您公司（或个人）联系电

话。 

8 

技术支持服务商电话应如何填写 

如您的网站制作、网站内容更新、技术支持是第三方公

司提供需要填写第三方公司电话， 

如您的网站制作、网站内容更新、技术支持是为您公司

（或个人）完成，请您填写您公司（或个人）联系电

话。 

9 

网站服务器存放物理地址及台数 
请创建案例查询 

服务器台数根据您实际服务器台数进行填写 

10 
服务器所在地网安部门代码 根据您服务器所在地区填写服务器所在地区的网安代码 

11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单位备案表

（样例） 
请查看 

12 公安网站备案 33 项填写样例表请查看 请查看 

13 网络拓扑图 请创建案例查询 

14 

如果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

不一致，公安备案应向哪个地址的公安

局申请？ 

以实际办公地址为准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upport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upport
https://s3.cn-north-1.amazonaws.com.cn/sinnetcloud/%E5%85%AC%E5%AE%89%E5%A4%87%E6%A1%88/%E5%9B%BD%E9%99%85%E8%81%94%E7%BD%91%E5%8D%95%E4%BD%8D%E5%A4%87%E6%A1%88%E8%A1%A8%EF%BC%88%E6%A0%B7%E4%BE%8B%EF%BC%89.xlsx
https://s3.cn-north-1.amazonaws.com.cn/sinnetcloud/%E5%85%AC%E5%AE%89%E5%A4%87%E6%A1%88/%E5%85%AC%E5%AE%89%E7%BD%91%E7%AB%99%E5%A4%87%E6%A1%8833%E9%A1%B9%E5%A1%AB%E5%86%99%E6%A0%B7%E4%BE%8B%E8%A1%A8.xls
https://console.amazonaws.cn/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