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乎机构号入驻指南



入驻流程与物料清单

选择机构类型

提交机构资质材料

完善帐号基本信息

填写运营人员信息

1. 机构资质：如工商营业执照/

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登记

证

2. 《机构号开通授权书》（请

点此链接下载，需盖公章）

3. 特殊行业资质：涉及特殊行

业需提供行业认证材料，特

殊行业列表请查看附录一

4. 运营人员信息：运营负责人

的手机号、身份证、身份证

照片和本人手持身份证照片

入驻流程 所需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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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static.zhihu.com/org/template-account-open-attorney-2017.09.docx


1. 如属「媒体、服务业、金融、教

育、健康消费品、公共服务」特殊

行业请提供额外的行业认证材料，

完全列表请查看附录一；

2. 证明材料需在有效期限内，否则

无法进行认证。

入驻帮助

1. 准备工商营业执照最新年检副

本，上传清晰彩色扫描件或照片；

2. 不能含有仅授权他用的字样。

1. 《机构号开通授权书》中的公

司全称（对应工商营业执照）、

运营负责人姓名及身份证填写完

整；

2. 需填写注册公司内部员工的信

息，代理公司人员信息不可用；

3. 加盖彩色公章，财务、合同、

人力章不符合要求。

1. 照片中身份证信息需清晰，能看

清名字、身份证号等信息；

2. 手指请勿遮挡身份证号。

机构资质材料

帐号基本信息

运营负责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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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特殊行业及其资质

若机构所属行业/子行业类别，或「帐号名称」涉及特殊行业，需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质文件。

以下为特殊行业及需提供的行业资质：

序号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行业资质

1 媒体 媒体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或《广播

电视频道许可证》

报纸：《中华人民共和国报纸出版许可证》

杂志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期刊出版许可证》

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电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网络媒体：《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规则说明：

a) 必须使用频道、节目、报纸、期刊的名称作为

名称，后面可以加修饰词。

b) 报纸期刊的发行公司需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提供出版单位出具的授权

书。

c) 网络媒体不可以单独使用其子栏目名作为认证

名称，前面要加上网站的全称。

d) 报纸期刊不能单独用某个板块、栏目、副刊名

作为认证名称，前面要加上报刊的全称。

e) 网络媒体提交的许可证必须为目标企业所有的，

不能授权使用。

2 文化娱乐 在线游戏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3 公共服务 公益慈善
民政部《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或《慈善组织公开

募捐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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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特殊行业及其资质

序号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行业资质

4

金融

银行 《金融许可证》或主管银行/上级银行批准文件

5 证券投资
《经营证券业务资格许可证》或《证券投资业务

许可证》（境内或境外）

6 期货外汇
《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或《经营外汇业务许可

证》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7 基金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且业务范围须包含

「基金」或《基金托管业务许可证》或《基金销

售从业资格证书》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股票信息

服务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且核准服务项目包

含「财经投资类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专有信息经营许可合

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所证券信息经营许

可合同》

8

9 投资咨询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需提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

格证书》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10 信托 《金融许可证》

11 P2P
银监会备案证明材料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金融办批准文件

12 典当
国家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公安机

关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13 担保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14 信贷 《金融许可证》

15 保险

《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和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或《经营保险代理业

务许可证》或《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说

明：四选一，如果选第一个，需要同时提供两个

资质）

16 其他 《金融许可证》

- 5 -



附录一 特殊行业及其资质

序号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行业资质

17

服务业

法律

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书》或经

司法厅批准成立法律服务机构的文件

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机构执业许可证》

公证：《公证机构执业证》

18 餐饮
《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或

《食品经营许可证》

19 移民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

20 留学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

21

教育

高等教育
公立机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教育机构

需提供《办学许可证》

22 基础教育
公立机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教育机构

需提供《办学许可证》

23 职业教育
公立机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教育机构

需提供《办学许可证》

24 幼儿教育
公立机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教育机构

需提供《办学许可证》

25 特殊教育
公立机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教育机构

需提供教育行政部门的批文

26 培训

普通培训机构需提供《办学许可证》或教育局批

文；驾校培训机构需提供《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且其中须有「驾驶员培训」项目

27 其他
公立机构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教育机构

需提供《办学许可证》

- 6 -



附录一 特殊行业及其资质

序号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需提供的行业资质

28

健康

医疗机构
仅接受公立医院入驻，需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29 就医服务 需提供市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文

30 药品

药品生产研发需提供《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

经营许可证》；药品交易需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

服务许可证》；药品信息需提供《互联网药品信息

服务许可证》

31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许可证》或备案文件

假肢生产装配：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

配企业资格认定书

32 养老服务
需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养老机构设立

许可证》或当地卫生部门批文

33 疗养服务 需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卫生部门批文

34 护理服务 需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卫生部门批文

35 化妆品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36

消费品

珠宝

金银饰品：《经营金银饰品业务许可证》；

珠宝玉石：国家珠宝玉石质检中心提供的质量保证

书（针对珠宝玉石的产品等级）；进口珠宝需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37 食品饮料

《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或《食

品流通许可证》；如涉及蔬果、生鲜商品需要提供

卫生检疫合格证；如涉及进口食品，需要补充提供

商品出入境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38 酒

酒类生产需提供《生产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

酒类零售需提供酒类零售许可证或酒类流通备案登

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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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帐号名称命名规范

帐号名称需保证在所在领域内具有唯一识别性和客观存在性，应与机构主

体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关性，禁止侵权，禁止具有夸大性、广告性和误导

性的名称。

如果知乎发现或收到他人投诉机构号违反本命名规范的，有权不经通知随

时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改、屏蔽或删除操作，并视行为情节对违规帐号处以

惩罚。

序号 类别 命名规范

1 通用词

帐号名称不可仅为通用词，若企业简称/商标名称是通用名词、

通用称谓或容易引起混淆误认的词汇等，知乎有权要求使用完

整企业/机构名称作为认证名称，例如：正能量、吃货、星座、

运势、爱情、健康、养生、百科等词汇

2 标语口号 帐号名称不可包含标语、口号（Slogan）等广告性质宣传语句

3 绝对化语言
帐号名称不可包含「最高级」、「最佳」、「第一」、「国家

级」等绝对化语言和极限性用语

4 国家名 帐号名称不可包含国家名（机构全称包含国家名的除外）

5 特殊符号 帐号名称不可包含特殊符号

6 名称超长 帐号名称长度限制为 3-26 个字符（1 个汉字为 2 个字符）

7 重复 机构号名称不可与其他已认证机构号名称重复

8 违法违规
帐号名称禁止使用违法、违规、带有歧视性的、有害于社会主

义道德风尚或有其他不良影响的词汇

9 歧义侵权 帐号名称不得与知名机构商标混淆，误导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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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问题请咨询机构号官方邮箱

org@zhihu.com

欢迎使用知乎机构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