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于中国⼤陆的Apple⼴告指南
本指南旨在针对想要在中国⼤陆投放⼴告的客户介绍 Apple 的流程和要求。
遵守本指南并不⼀定⾜以满⾜中国⼤陆所有可适⽤的⼴告法律法规的要求，确保⼴告合规是您的责任，本指南并不作为法律建
议。在审核过程中，Apple 保留拒绝任何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告内容的权利，包括任何我们认为不适合于 Apple ⼴告服务或
Apple ⽤户的⼴告。

对单位实体的要求
1. 在中国⼤陆的客户必须下载和提交 《单位实体有效⽹络确认书》 。⽂件上传前请确保信息已填好并加盖单位公章。该⽂件应
作为“实体资质⽂件”上传。
2. 请提交待审的单位实体。
3. 同时，请提交待审的应⽤，并根据您的应⽤内容上传特定⾏业的许可证。请将相关⽂件作为“应⽤⾏业资质”上传。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的⼴告内容资质列表。
4. 创建您的⼴告系列。⼀旦您的应⽤和实体获得批准，您就可以按计划开始创建⼴告系列。

对⼴告代理商的要求
代表⼴告主（即开发者）的⼴告代理商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 ⼴告代理商拟推⼴第三⽅应⽤的⼴告，请务必 联系我们 ，以获得审批和获取代理商账号权限。请注意，⼴告代理商的设置过
程可能需要花费时间，⽽且不能得到保证。
2. 如果位于中国⼤陆境内，⼴告代理商必须下载和提交 《单位实体有效⽹络确认书》 。⽂件上传前请确保信息已填好并加盖单
位公章。该⽂件应作为“实体资质⽂件”上传。
3. ⼴告代理商应提供具有相应⼴告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该⽂件应作为“实体资质⽂件”上传。
4. ⼴告主（开发者）应提供 《⼴告代理商授权书》 以对授权⼴告代理商代表⼴告主使⽤Apple⼴告服务进⾏书⾯确认，每个⼴
告主⼀份，单独上传。如果⼴告主位于中国⼤陆境内，上传前请确保⼴告主已加盖单位公章或签名（如⽆公章）。该⽂件应作为
“应⽤⾏业资质”上传。
5. 请提交待审的单位实体。
6. 同时，请提交待审的应⽤，并根据您的应⽤内容上传特定⾏业的许可证。请将相关⽂件作为“应⽤⾏业资质”上传。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的⼴告内容资质列表。
7. 创建您的⼴告系列。⼀旦您的应⽤和实体获得批准，您就可以按计划开始创建⼴告系列。

对⾮单位实体的要求
1. 位于中国⼤陆的客户必须下载并提交 《个⼈实体有效⽹络协议确认书》 。⽂件上传前请确保信息已填好并加盖个体⼯商户
的公章。该⽂件应作为“实体资质⽂件”上传。
2. ⾮单位实体的个⼈⼴告主需提供有效的《个体⼯商户营业执照》。该⽂件应作为“实体资质⽂件”上传。
3. 请提交待审的⾮单位实体。
4. 同时，请提交待审的应⽤，并根据您的应⽤内容上传特定⾏业的许可证。请将相关⽂件作为“应⽤⾏业资质”上传。更多信息，
请参阅下⽂的⼴告内容资质列表。
5. 创建您的⼴告系列。⼀旦您的应⽤和实体获得批准，您就可以按计划开始创建⼴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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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实体可能在投放某些类别的⼴告时受到限制。 ⾮单位实体不得在中国⼤陆投放的⼴告类别，示例如下：
• 游戏

• 互联⽹新闻资讯服务

• 相亲约会

• 房地产

• 旅⾏

• 共享出⾏/出租⻋

• ⾳频/视频娱乐

• 化妆品

• ⾦融

• 图书/期刊

• 保险

• 就业服务

• 商业演出

• 邮件寄递

• 电⼦商务

年龄限制
以下类别的⼴告投放对象应限于 18 岁（含）以上的中国⼤陆⽤户：
• 游戏
• 美容美妆
• 保健⻝品
• 医疗保健
• 相亲约会
• 酒类
我们的系统可能会⾃动实施⼴告投放活动的年龄限制。

⼴告内容资质
以下是关于推⼴不同类别的⼴告内容所需要的资质⽂件的列举。相关⽂件应作为“应⽤⾏业资质”上传。Apple 可能会视情况更
新这些资质要求。Apple 可能会将您上传的信息和⽂件提交给第三⽅供应商和政府机构进⾏核实。
内容类别

次级类别

资质要求

声明与引⽤

若您的⼴告内容中包含有使⽤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引⽤语等引证内容。
• 请下载下⽅的《⼴告引证内容确认书》并加盖印章或签名，以确认您⼴告内容中的所有引证内容均为准
确的、真实的、经充分证实的、被恰当引述的，不具备欺骗性和误导性。并且您能够基于上述要求向
Apple 提供能⽀持您的印证内容的材料。并请将有盖印章或签名的⽂件作为“应⽤⾏业资质⽂件”上传。

第三⽅信息

若您的⼴告内容包含第三⽅的名称、图⽚、肖像、商标、著作权、专利或其他形式的第三⽅知识产权。请提
供相应权利⼈出具的书⾯授权证明。

游戏

电⼦商务

综合游戏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以及下列⾏业资格⽂件（任选其⼀）：
• 《⽹络⽂化经营许可证》或 《⽹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游戏

有效的游戏注册号 (GRN) 或等效⽂件

综合电商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若该 app 涵盖跨境电商业务，则还需要您提交下列⾏业资格⽂件（任选其⼀）：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
• 《出⼊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或
• 《中华⼈⺠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若该 app 涵盖线上出版服务，则还需要您提交以下⾏业资格⽂件（任选其⼀）：
• 《⽹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或
• 《⽹络⽂化经营许可证》 或
• 《互联⽹出版许可证》

电商导购/返利平台/⼆⼿电⼦
商务交易平台/线上商店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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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别

出租⻋/⽹约⻋

预订服务

次级类别

资质要求

⻝品线上商店

若该 app 只在线上销售⾃有品牌产品，则您需要提供：
• 《⻝品经营许可证》与
•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若该 app 为第三⽅⻝品交易平台，则还需要您提供：《⽹络⻝品交易第三⽅平台备案凭证》
若该 app 涵盖跨境电商业务，则还需要您提供下列⾏业资格⽂件（任选其⼀）：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 《出⼊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或 《中华⼈⺠共和国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证书》

宠物交易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若该 app 涵盖兽药销售业务，则还需要您提供《兽药⼴告审查表》以及下列⾏业资格⽂件（任选其⼀）：
《兽药⽣产/经营许可证》或 《批准⽂号⽂件》
若该 app 提供宠物诊疗服务，则还需要您提供《动物诊疗许可证》

⽹约⻋

《⽹络预约出租汽⻋经营许可证》

出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以及《出租汽⻋经营⾏政许可决定书》

共享出⾏

《⽹络预约出租汽⻋经营许可证》

预订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机票服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载明公司名称、主要经营基地机场及经营范围的许可证

酒店服务

《特种⾏业许可证》

餐厅服务

《⻝品经营许可证》

商业演出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注明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演出票务”

邮轮服务

《⽔路运输许可证》

旅⾏社

《旅⾏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酒类

与酒类销售有关的 app 应持有《⻝品经营许可证》 根据您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可能需要额外的资质。

约会交友

企业营业执照需包涵相关经营范围。

婚姻服务

婚姻介绍服务

企业营业执照需包涵相关经营范围。
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可能需提供《婚姻介绍服务许可证》
注意：跨国婚介服务 app，不与收录

婚礼服务

企业营业执照需包涵相关经营范围。

社交⽹络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以及下列⾏业资格⽂件（任选其⼀）：《⽹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或 《⽹络⽂化经营许可证》 或 《信息⽹络传
播视听节⽬许可证》。
根据 app 涵盖功能，可能还需要提供下列⾏业资格⽂件，例如：
• ⽹络资讯功能需提供《互联⽹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 ⼴播电视节⽬制作需提供《⼴播电视节⽬制作经营许可证》

视频流和⾳乐流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以及如下⾏业资格⽂件（任选其⼀）：
• 《⽹络出版服务许可证》（需涵盖⾳乐或⾳频产品出版业务范围）
• 或《⽹络⽂化经营许可证》（需涵盖⾳乐娱乐产品经营范围）
• 或《信息⽹络传播视听节⽬许可证》
根据 app 功能，还需提供如下⾏业资格⽂件：
• 若 app 包含互联⽹新闻内容：《互联⽹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 对于⼴播电台或电视台:《⼴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或《⼴播电视频道许可证》
• 对于⼴播和电视节⽬制作:《⼴播电视节⽬制作经营许可证》

即时通讯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 app 功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需包含下列经营范围：
• 即时通讯类：B25信息服务
• 多⽅通信（如Zoom、腾讯会议）：B22国内多⽅通信服务
• 若 app 包含新闻功能：《互联⽹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 若 app 提供线上电话功能：《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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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别

次级类别

资质要求

电话/视频通信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图书/期刊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以及以下⾏业资格⽂件（任选其⼀）：《⽹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或《⽹络⽂化经营许可证》或《出版物经营许
可证》
根据 app 功能，还需提供如下⾏业资格⽂件：
• 期刊内容：《期刊出版许可证》
• 进⼝出版物：《出版物进⼝经营许可证》
• 有声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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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

⾦融

⾦融-区域监管

保险

房地产线上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房地产开发商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以及以下⾏业资格⽂件（任选其⼀）：
• 预售房地产业务：《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 现房地产销售业务：《现房销售备案凭证》
根据 app 功能，还需提供如下⾏业资格⽂件：
• ⼆⼿房销售：《不动产登记证书》
• 展示房地产开发商的⼴告：《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

房地产中介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明》

银⾏

相应范围的《⾦融许可证》
对于有信⽤卡业务的银⾏：中国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件
⾦融类 app 的⼴告内容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险以及⻛险责任承担有声明

基⾦

《基⾦管理资格证书》或《基⾦代销业务资格证》或《基⾦销售业务资格证》或《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若 app 包含中外合资基⾦管理，需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期货/证券/股票

《经营股票承销业务资格证书》或《证券经营机构许可证》或《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或《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或《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许可证》
若 app 涉及港股、美股业务，还需提供《⾹港证监会⾦融牌照》

⾦融信息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付服务

《⽀付业务许可证》

货币兑换

《个⼈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许可证》

征信机构

经营个⼈业务的征信机构，需提供：《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经营企事业单位业务的征信机构，需提供：所在地的市级⼈⺠银⾏的备案

典当服务

《典当经营许可证》或《特种⾏业许可证》

⼩额贷款

《⾦融许可证》或《⼩额贷款许可证》或省级及以上⾦融办发放的批⽂
若 app 涉及⽹络信贷业务，还需提供经营范围涵盖“⽹络信贷”业务的营业执照

融资担保公司

《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牌照》

互联⽹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在当地⾦融监管部⻔注册的电信业务许可证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由当地相关政府部⻔批准的⽂件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法⼈许可证》与《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保险营销服务公司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保险代理机构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

保险经纪公司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法⼈许可证》与《经营保险资产管理业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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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别

次级类别

资质要求

医疗

体检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医疗⼴告审查证明》与《医疗⼴告成品样件表》

⼝腔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医疗⼴告审查证明》与《医疗⼴告成品样件表》

互联⽹医院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且需清除标注“互联⽹医院”

医疗健康信息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以及5名三甲医院医⽣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与相关机构的合作⽂件

智能设备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理咨询服务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涵盖“⼼理咨询”业务等相关业务，以及《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与3个《⼼理咨
询师证书》

⾼危体育

《⾼危体育项⽬经营许可证》
⾼危体育项⽬包含但不限于：⾼⼭滑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潜⽔和攀岩。

地图导航

《测绘资质证书》或《地图编制资质证件》

停⻋应⽤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违章查询

看查违章的接⼝的合作协议

互联⽹新闻

《互联⽹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化妆品线上商店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教育

学历教育

《办学许可证》或 《事业单位法⼈证书》或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 《⺠办职业培训办学许可证》或 营
业执照且经营范围需涵盖“教育”业务或“培训”业务等相关业务。

⾮学历机构

《办学许可证》或 《事业单位法⼈证书》或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 《⺠办职业培训办学许可证》或 营
业执照且经营范围需涵盖“教育”业务或“培训”业务等相关业务。
如果 app 包含线上教育功能，则还需要提交《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教学辅助⼯具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零售

超市/便利店

《⻝品经营许可证》

商务服务

咨询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涵盖“管理咨询”业务或“商务信息咨询”业务等

出国服务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涵盖“因私出⼊境中介服务”业务

招聘，猎头，⼈⼒资源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涵盖“招聘”业务
若 app 包含⼈才中⼼招聘业务，则还需要提供《⼈⼒资源服务许可证》

综合⽣活服务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房屋维修（电⼒、管线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及经营范围涵盖“房屋维修”业务的营业执照

家政服务（保姆、管家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及经营范围涵盖“家政服务”业务的营业执照

物流服务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或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搬家服务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收藏品（邮票/拍卖）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如果 app 的业务包含邮票交易服务，则还需提供：邮政管理机构办理备案⼿续
如果 app 的业务包含⼈⺠币服务，则还需提供：中国⼈⺠银⾏的批准⽂件
如果 app 的业务涉及⽂物交易，则还需提供《⽂物经营许可证》或 其他省级⽂物局的批准⽂件
如果 app 的业务包含拍卖服务，则还需提供《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活美容服务（美甲、⽔疗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安保服务

《保安培训许可证》或 《保安服务许可证》

⽣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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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别

次级类别

资质要求

法律服务

法律服务平台

以平台为实体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或与平台合作的律师事务所所持有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以及平台与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合作协议⽂件

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机构执业许可证》

公证服务

《公证机构执业证》

能源与环境

环境评测

《建设项⽬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或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或 《资质认定计
量认证证书》

通讯服务

通信运营商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增值服务与云服务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若 app 包含群发信息功能，则还需提供与电信供应商的合作⽂件

综合汽⻋线上平台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服务

⼆⼿⻋销售： 营业执照需包涵“⼆⼿⻋经销”业务范围
⼆⼿⻋经纪⼈：营业执照需包涵“⼆⼿⻋经纪”业务范围
⼆⼿⻋拍卖⾏：需提供《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驾考服务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 《机动⻋驾驶员培训业务许可证》或 《交通⾏政许可决定书》

汽⻋

Apple 保留随时修改以上资质要求的权利。Apple 还可视情况对您的⼴告进⾏限制。
如果您对我们的政策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适⽤于中国⼤陆的 Apple ⼴告指南 | 2021年6⽉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