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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简介 

1.1 定位 

网站台账功能是为各级编办提供的集网站标识管理、网站开办管理、网站规

范管理于一体的互联网网站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此系统，各级编办在全面掌握辖

区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挂标、网站开办、网站详情、网站规范等情况的同

时，并可对不规范网站进行规范化督导。网站台账功能是落实网上名称管理，尤

其是网站标识管理的有效工具。 

1.2 意义 

 台账功能是为地方编办提供的网上名称管理的工具，通过“互联网+台账”

的理念，使网站管理更加信息化、现代化。增加编办对其下级编办，对辖区内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的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网上名称管理体系，协助各

地方编办完成挂标全覆盖的工作任务；通过对网站规范性的辨析，促使各单位规

范其网站标识的内容，强化网站标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稳固提升编办及

CONAC 在网上身份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形成持续固化的影响力。 

1.3 使用主体与职责 

本系统功能使用说明书适用于各级编办用户。 

（1）掌握同级单位及辖区内网站的整体情况。 

（2）对没有进行网站开办审核、资格复核及加挂网站标识的网站进行补录。 

（3）对于信息不完善、不规范的网站，通知其开办单位，并跟进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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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使用说明 

2.1 登录页面使用说明 

台账功能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审核管理平台的新增功能。编办用户通过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审核管理平台（gl.conac.cn）访问系统，登录页面如下图

所示。 

 

 

  

2.2 首页使用说明 

首页导航位于页面左侧，共分为快捷审核、待办工作、审核记录、标识列表、

网站台账、定期报告六个模块。 

 

http://gl.con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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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标识统计 

 

 

1. 待审核申请——需要编办审核的网站标识申请数量。 

操作：点击跳转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审核管理平台“待办工作”中

的网站审核页面。 

2. 发放标识数量——审核管理平台已发放的标识总数，包括自建网站、网

络红页。 

3. 挂标覆盖率——网站挂标的覆盖率。挂标覆盖率=发放标识数量/辖区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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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点击跳转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审核管理平台“标识列表”页

面。 

2.2.2 网站统计 

 
 

1. 已开办网站机构数量——网站台帐中的机构总数。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开办单位列表页面。 

2. 网站数量——网站台帐中的自建网站和网络红页数量之和。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页面。 

3. 自建网站数量——网站台账中的自建网站总数。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页面，筛选条件“建站类

型”默认自建网站。 

4. 网络红页数量——网站台账中的网络红页总数。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页面，筛选条件“建站类

型”默认网络红页。 

饼状图为自建网站和网络红页在网站数量中的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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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规范网站统计 

 

 

1. 已规范网站数量——网站台帐中的规范网站的数量。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页面，筛选条件“建站类

型”默认自建网站，“规范情况”默认规范。 

2. 标识不规范数——网站台帐中的不规范标识的数量。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页面，筛选条件“建站类

型”默认自建网站，“规范情况”默认不规范。 

3. 域名不规范数——网站台账中的不规范域名的数量。 

操作：点击跳转至“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页面，筛选条件“建站类

型”默认自建网站，“规范情况”默认不规范。 

饼状图为规范网站、标识不规范的网站、域名不规范的网站三者在网站数量

中的占比示意图。 

 

 关于网站规范的说明： 

判断网站规范情况时，首先判断网站信息的完善情况。如果一个网站包含中、

英文域名，视为信息完善；如果一个网站缺少中文或者英文域名，视为信息不完

善。（可参考附件中 4.2 的流程图） 

针对信息完善的网站，进行网站规范情况分析。网站规范包含标识规范和域

名规范。 

标识规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网站使用由机构编制部门核准发放的统一网

站标识。 

域名规范：党政机关网站使用专属域名“.gov.cn”、“.政务.cn”、“.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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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网站使用专属域名“.cn” “.公益.cn”、“.公益”。（可参考附件中 4.3

的流程图） 

文件依据：《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网上名称管理暂行办法》、《关

于加强党政机关网站安全管理的通知》（中网办发文【2014】1 号）、《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互联网网站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公信安【2015】

2562 号）。 

2.2.4 不规范网站 

 

 

按照进入台帐系统的时间顺序显示不规范网站的情况，包含网站名称、开办

单位名称及不规范原因三个部分。点击“更多”按钮进入网站信息列表，筛选条

件“规范情况”默认不规范。在网站信息列表中，点击“详细”按钮可查看开办

单位的联系方式。 

2.3 网站确认页面使用说明 

首页左侧的导航中，点击“待办工作”中的“网站确认”即可进入网站确认

列表。网站列表包括待确认网站和确认中网站。编办用户可对网站信息进行查询、

查看详情、查看处理进度、删除和处理。 

 



7 

 

 

 

2.3.1 查询 

 

 

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按照填写或选择的条件进行查询，

查询结果显示于下方列表中。 

查询条件包括网站名称、单位名称、用户账号、中文域名、英文域名、电子

标识、电子标识情况（有电子标识/没有电子标识）、单位类型（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状态（待办/代用户处理/通知/未确认）、隶属关系（行政区划）。 

2.3.2 查看详情 

 

 

点击列表中“详细”按钮即可显示网站信息、单位信息和联系人信息，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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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打印整改通知内容，并可向用户发送整改通知邮件（详见 2.3.5）。如下图所

示。 

 

 

2.3.3 查看处理进度 

 

 

点击列表中“处理进度”按钮即可查看该网站信息的处理记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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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删除 

 

 

编办用户可删除管辖区域之外或已经撤销的网站信息，请谨慎删除。 

2.3.5 处理 

 

 

点击列表中“处理”按钮后，将进行单位信息和网站信息确认，以及诊断/

选择操作。在诊断/选择操作页面，编办用户可根据页面的提示信息进行相应处

理，包括“通知该单位”、“暂存待办”和“代该单位办理”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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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知该单位 

向该单位发送整改通知邮件。点击“通知该单位”按钮，页面显示网站联系

人信息，并可查看整改通知内容。编办用户可选择系统默认的联系人邮箱或自填

邮箱，点击“发送整改通知”按钮。如已通过其他方式通知了该单位不需再发送

邮件，点击“已线下通知”关闭页面。 

 

  

点击“发送整改通知”按钮后，网站信息由“待确认网站”列表进入“确认

中网站”列表，状态由“未确认”变更为“已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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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暂存待办 

点击“暂存待办”按钮后，状态由“未确认”变更为“待办”。 

 

（3）代该单位办理 

点击“代该单位办理”按钮，新窗口开启 SI 系统登录页面，编办可代用户

进行域名、网站标识申请、网站挂标。网站信息由“待确认网站”列表进入“确

认中网站”列表，状态由“未确认”变更为“代用户处理”。 

2.4 网站列表功能使用说明 

 

 

点击首页左侧的导航“网站台账”中的“网站列表”即可进入网站列表。网

站列表用于维护各地编办所管辖的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主办的网站情况。编办

用户可对其辖区内单位的网站台帐信息进行查询、查看、新增、编辑、补充、删

除等操作，可查看网站不规范、信息不完善的原因。 

2.4.1 查询 

 

 

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按照填写或选择的条件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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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结果显示于下方列表中。 

查询条件包括网站名称、英文域名、用户账户、电子标识情况（有电子标识

/没有电子标识）、规范情况（规范/不规范/信息不完善）、建站类型（自建网站/

网络红页）、单位名称、单位类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隶属关系（行政区划）。 

2.4.2 查看详情 

 

 

点击列表中“详细”按钮即可显示网站信息、单位信息和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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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新增  

 

 

如辖区内有网站未收录到台账系统，编办用户可在系统中点击“新增”按钮

录入网站信息。 

 

 

 

注意事项： 

1.网站名称、单位名称、所属区划（隶属关系）、英文域名、网站联系人、

手机号码、座机号码、电子邮箱、网站描述标签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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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网站信息的录入后，点击“提交”按钮，所填写的内容才能保存成功。 

2.4.4 编辑  

 

 

编办用户可点击“编辑”按钮，编辑尚未发放网站标识的网站信息。 

 

 

 

注意事项： 

1. 只能编辑表格中样式为白色文本框以及选择框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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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站名称、单位名称、所属区划（隶属关系）、英文域名、网站联系人、

手机号码、座机号码、电子邮箱、网站描述标签为必填项。 

 3.在完成网站信息的编辑后，必须点击“提交”按钮，所填写的内容才能保

存成功。 

2.4.5 补充 

 

 

已发放网站标识的网站信息，编办用户可点击“补充”按钮，补充英文域名、

IP 地址、ICP 备案号等信息。完成网站信息的补充后，必须点击“提交”按钮，

所填写的内容才能保存成功。 

2.4.6 删除  

 

 

编办用户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列表中错误的网站信息。 

2.4.7 查看网站不规范原因 

列表中规范情况一项显示“不规范”的网站，点击“不规范”按钮，即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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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中显示不规范的原因。 

 

 

2.4.8 查看信息不完善原因 

列表中规范情况一项显示为“信息不完善”的网站，点击“信息不完善”按

钮，即可在弹窗中查看到不完善的原因。对于不完善的网站，编办应通知开办单

位补充和完善网站信息。 

 

 

2.5 开办单位列表功能使用说明 

点击首页左侧的导航“网站台账”中的“开办单位列表”，编办用户可对辖

区内单位的网站信息进行查询、查看详情、编辑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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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查询  

 

 

输入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按照填写或选择的条件进行查询，

查询结果显示于下方列表中。 

查询条件包括网站名称、单位名称、单位类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文

域名、英文域名、用户账户、隶属关系。 

2.5.2 查看详情 

 

 

点击列表中“详细”按钮即可显示网站信息、单位信息和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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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兼容性说明 

 分辨率：推荐使用 1366*768 像素。 

 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Microsoft window XP、Microsoft window 7、

Microsoft window 8 或更高版本。 

 浏览器：本系统兼容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建议 IE9 及以上）、

Firefox、Chrome 等主流浏览器，但低版本的浏览器或者非主流浏览器

有可能无法正常使用本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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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件 

4.1 台账功能导航 

功能模块 主要功能点 功能描述 

首页 

(对应说明书 2.2

章节内容) 

查看 查看相关统计数据 

网站确认 

(对应说明书 2.3

章节内容) 

查询 通过单位名称、网站名称等条件查询相关网站 

查看详情 查看网站信息详情 

查看处理进度 查看网站信息处理过程和进度 

删除 
对管辖区域之外以及已经撤销的网站信息进行删

除 

处理 
确认网站信息后进行处理，包括通知该单位、暂存

待办和代该单位办理 

网站列表 

(对应说明书 2.4

章节内容) 

查询 通过单位名称、网站名称等条件查询相关网站 

查看详情 查看网站信息详情 

新增 手动录入网站信息 

编辑 对网站信息进行编辑 

补充 对已发放标识的网站补充信息 

删除 对系统中不正确的网站信息进行删除 

不规范原因 可以查看不规范网站的原因 

信息不完善 查看信息不完善网站的原因 

开办单位列表 

(对应说明书 2.5

章节的内容) 

查询 通过单位名称、网站名称等条件查询相关网站 

查看详情 查看网站信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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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不完善判定流程图 

 

流程说明： 

识别网站信息是否同时存在中文域名和英文域名。同时存在，则判断网站信

息完善；任意一个或者两个都不存在，则判断网站信息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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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规范判定流程图 

 

流程说明： 

（1）识别网站是否挂标，未挂标则为不规范。 

（2）识别已挂标网站英文域名是否规范。党政机关网站英文域名是否为

“.gov.cn”，为“.gov.cn”则规范，否则不规范；事业单位网站英文域名是否为

“.cn”，为“.cn”则规范，否则不规范。 

（3）已挂标党政机关网站包含多个英文域名的，有任意一个域名为“.gov.cn”

则判定为规范。 

（4）已挂标事业单位网站包含多个英文域名的，有任意一个域名为“.cn”

则判定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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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标识管理工作官网 

标识管理工作官网为：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互联网站标识管理服务平台

（biaozhi.conac.cn） 

 

 

file:///C:/Users/wangxu/Desktop/biaozhi.con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