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公众账号名单（共292个）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
“人民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10120170001

2
“人民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10120170001

3
“新华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10120170002

4
“新华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10120170002

5
“央视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6
“网络新闻联播”，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7
“LiveChina-直播中国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8
“iPanda熊猫频道”，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9
“央视影音”，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0
“央视体育”，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1
“央视网智囊团”，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2
“央视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3
“网络新闻联播”，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4
“iPanda熊猫频道”，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5
“央视网蒙古语频道”，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6
“央视网哈萨克语频道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7
“央视网维吾尔语频道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8
“央视影音”，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19
“央视网体育”，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10120170003

20
“中国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10120170004

21
“中国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10120170004

22
“国际在线”，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国广国际在线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5

23
“国际在线新闻”，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国广国际在线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5

24
“国际在线娱乐”，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国广国际在线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5

25
“国际在线”，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国广国际在线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5

26
“国际在线娱乐”，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国广国际在线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5

27
“中国日报”，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28
“中国日报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29
“中国日报-英语点津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30
“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31
“CHINADAILY”，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32
“中国日报”，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33
“中国日报中文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34
“国传梦工厂”，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报国际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6

35
“中国青年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36
“中国共青团网”，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37
“大学生村官之家网”，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38
“青年之声”，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39
“中青网新闻中心”，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0
“青年电视”，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1
“中青网校园通讯社”，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2
“中青网教育”，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3
“中青网娱乐”，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4
“中国青年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45
“学习者”，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6
“强国策”，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7
“青桐声”，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8
“青年之声”，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49
“中青网教育”，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50
“大学生村官官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51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52
“纽扣经济学”，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青网新媒体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07

53
“中国经济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经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08

54
“中国经济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经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08

55
“你不知道的台湾”，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北京海峡文化交流有限公
司

10120170009

56
“今日台湾”，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北京海峡文化交流有限公
司

10120170009

57
“中国台湾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北京海峡文化交流有限公
司

10120170009

58
“中国西藏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西藏杂志社 10120170010

59
“中国西藏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西藏杂志社 10120170010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60
“时代西藏”，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西藏杂志社 10120170010

61
“光明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2
“光明网评论员文章”，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3
“学习时刻”，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4
“网信党建”，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5
“光明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6
“光明论”，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7
“学习时刻”，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8
“网信党建”，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69
“军事科技前沿微平台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11

7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央广新媒体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12

71
“央广新闻”，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央广新媒体文化传媒（北
京）有限公司

10120170012

72
“军报记者”，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73
“军报记者”，人民微博
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74
“军报记者”，新华微博
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75
“军报记者”，腾讯微博
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76
“军报记者”，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77
“中国军网”，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78
“国防部发布”，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79
“国防部发布”，人民微
博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80
“国防部发布”，腾讯微
博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81
“国防部发布”，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解放军报社 10120170013

82
“中国新闻社”，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3
“中国新闻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4
“中新经纬”，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5
“华舆News”，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6
“中国新闻社”，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7
“华舆”，腾讯微信公众
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8
“中新经纬”，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89
“百万庄的小星星”，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90
“中新社图片网”，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社 10120170014

91
“青年观察家”，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北京中青在线网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120170015

92
“青团子”，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北京中青在线网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120170015

93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北京中青在线网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120170015

94
“中国青年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北京中青在线网络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10120170015

95
“正义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检察日报社 10120170017

96
“正义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检察日报社 10120170017

97
“中国石化新闻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石化报社 10120170018

98
“中国石化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石化报社 10120170018

99
“中国水利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水利报社 10120170019

100
“中国水利杂志”，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水利报社 10120170019

101
“中国河长制”，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水利报社 10120170019

102
“筑梦中国水利”，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水利报社 10120170019

103
“水利扶贫开发”，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水利报社 10120170019

104
“法制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05
“法制网舆情中心”，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106
“法制网法律咨询”，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107
“法制日报”，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108
“法治小号”，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109
“法制网新浪微博”，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110
“法制日报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法制日报社 10120170020

111
“中国电力新闻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10120170021

112
“中国电力新闻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10120170021

113
“中国电力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10120170021

114
“电力大数据”，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电力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10120170021

115
“中国消费者报”，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消费者报社 10120170022

116
“中国消费者报”，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消费者报社 10120170022

117
“中国工商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工商报社 10120170023

118
“中国工商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工商报社 10120170023

119
“OFFICIAL神州学人”，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10120170024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20
“神州学人”，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10120170024

121
“中国教育新闻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10120170024

122
“中国教育新闻网”，腾
讯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10120170024

123
“中国教育新闻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10120170024

124
“中国汽车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
司

10120170025

125
“中国汽车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
司

10120170025

126
“汽车早餐”，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
司

10120170025

127
“中国民航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民航报社 10120170026

128
“中国民航网-新闻中心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民航报社 10120170026

129
“健康报”，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0
“健康报•新闻频道”，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1
“健康报•医生频道”，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2
“健康报•护士频道”，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3
“健康报•村医导刊”，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4
“文化与健康”，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35
“药点”，腾讯微信公众
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6
“中国卫生杂志”，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7
“大众健康”，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8
“健康文摘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39
“健康报官方微博”，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健康报》社 10120170027

140
“中体在线”，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 10120170028

141
“中体在线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 10120170028

142
“中国法治_人民法院报
APP”，新浪微博公众账
号。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0120170029

143
“人民法院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0120170029

144
“人民法院报”，腾讯微
博公众账号。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0120170029

145
“人民法院报”，人民微
博公众账号。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0120170029

146
“法治快车”，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0120170029

147
“人民法院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10120170029

148
“中国交通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交通报社 10120170030

149
“中国交通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交通报社 10120170030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50
“消费日报官方平台”，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消费日报社 10120170031

151
“中国质量新闻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质检报刊社 10120170032

152
“中国质量新闻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质检报刊社 10120170032

153
“中国医药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医药报》社 10120170033

154
“双安双创进行时”，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医药报》社 10120170033

155
“食药舆情”，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医药报》社 10120170033

156
“中国税务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税务报社 10120170034

157
“中国税务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税务报社 10120170034

158
“绿色中国”，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绿色中国杂志社 10120170035

159
“绿色中国”，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绿色中国杂志社 10120170035

160
“中国记协”，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10120170036

161
“中国记协”，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10120170036

162
“中国小康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小康》杂志社 10120170037

163
“中国小康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小康》杂志社 10120170037

164
“小康杂志社”，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小康》杂志社 10120170037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65
“中工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中国工会网络中心 10120170038

166
“中工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国工会网络中心 10120170038

167
“环球网　”，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环球时报在线（北京）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0120170039

168
“环球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环球时报在线（北京）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0120170039

169
“中国新闻周刊”，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 10120170040

170
“中国新闻周刊”，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 10120170040

171
“文明微博”，腾讯微博
公众账号。

中国精神文明网网站 10120170041

172
“中国文明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精神文明网网站 10120170041

173
“中国文化传媒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10120170042

174
“人民公安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人民公安报社 10120170043

175
“人民公安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人民公安报社 10120170043

176
“中国警察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人民公安报社 10120170043

177
“中国警察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人民公安报社 10120170043

178
“理论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10120170044

179
“中国商网-中国商报
”，新浪博客公众账号。

中国商报社 10120170045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80
“中国商网-中国商报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商报社 10120170045

181
“中商视点”，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商报社 10120170045

182
“中商产经”，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商报社 10120170045

183
“人民论坛”，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人民论坛》杂志社 10120170047

184
“人民论坛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人民论坛》杂志社 10120170047

185
“未来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86
“未来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87
“红领巾集结号”，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88
“中国少年国学院”，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89
“少年之声”，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0
“活力未来”，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1
“未来少年”，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2
“游学少年”，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3
“最未来”，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4
“未来护航”，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195
“未视界”，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6
“未来网亲子团”，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7
“麻辣未闻”，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8
“未来通讯社”，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199
“未来燃视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青未来（北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10120170048

200
“中国海洋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海洋报社 10120170049

201
“观沧海”，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国海洋报社 10120170049

202
“亲海”，腾讯微信公众
账号。

中国海洋报社 10120170049

203
“主流媒体看海洋”，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海洋报社 10120170049

204
“海洋生态文明”，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海洋报社 10120170049

205
“法治海洋”，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海洋报社 10120170049

206
“中国经济周刊”，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 10120170050

207
“民主与法制网”，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民主与法制》社 10120170052

208
“民主与法制网”，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民主与法制》社 10120170052

209
“中国搜索”，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120170054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210
“中国搜索”，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0120170054

211
“半月谈杂志社”，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半月谈杂志社 10120170055

212
“半月谈”，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半月谈杂志社 10120170055

213
“环球人物杂志”，新浪
微博公众账号。

《环球人物》杂志社 10120170056

214
“环球人物”，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环球人物》杂志社 10120170056

215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
网”，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

海外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57

216
“海外网”，人民微博公
众账号。

海外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57

217
“海外网”，腾讯微博公
众账号。

海外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57

218
“海外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海外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57

219
“港台腔”，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海外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57

220
“金台2号”，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海外网传媒有限公司 10120170057

221
“中国军视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
中心

10120170058

222
“中国军视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视宣传
中心

10120170058

223
“求是”，新浪微博公众
账号。

求是杂志社 10120170059

224
“旗帜”，新浪微博公众
账号。

求是杂志社 10120170059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225
“求是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求是杂志社 10120170059

226
“求是漫评”，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求是杂志社 10120170059

227
“学而时习”，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求是杂志社 10120170059

228
“五当山”，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求是杂志社 10120170059

229
“中国金融信息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 10120170060

230
“中国金融信息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 10120170060

231
“中国组织人事报”，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人事报刊社 10120170061

232
“大国人才”，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人事报刊社 10120170061

233
“中国退役军人”，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人事报刊社 10120170061

234
“微观三农”，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农村杂志社 10120170062

235
“中国改革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改革报社 10120170063

236
“中国信用”，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改革报社 10120170063

237
“紫光阁微平台”，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紫光阁》杂志社 10120170065

238
“紫光阁”，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紫光阁》杂志社 10120170065

239
“证券时报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深圳证券时报社有限公司 10120170066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240
“证券时报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深圳证券时报社有限公司 10120170066

241
“中宏网”，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
观经济管理编辑部

10120170067

242
“中宏网”，新浪微博公
众账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
观经济管理编辑部

10120170067

243
“中国劳动保障报”，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劳动保障报社 10120170068

244
“中国劳动保障报”，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劳动保障报社 10120170068

245
“中国信息产业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人民邮电报社 10120170069

246
“中国信息产业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人民邮电报社 10120170069

247
“中国侨网”，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华声报（电子版）社 10120170070

248
“中国侨网”，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华声报（电子版）社 10120170070

249
“华夏经纬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华夏经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10120170072

250
“华夏经纬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华夏经纬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10120170072

251
“中国金融新闻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金融时报社 10120170073

252
“中国金融新闻网”，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金融时报社 10120170073

253
“中国旅游报”，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旅游报社 10120170075

254
“中国旅游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旅游报社 10120170075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255
“国际商报”，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国际商报社 10120170076

256
“国际商报e商讯”，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国际商报社 10120170076

257
“中国有色金属报”，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10120170077

258
“中国有色金属报”，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有色金属报社 10120170077

259
“农民日报”，新浪微博
公众账号。

农民日报社 10120170078

260
“中国农业新闻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农民日报社 10120170078

261
“农民日报”，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农民日报社 10120170078

262
“中国农业新闻”，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农民日报社 10120170078

263
“人民政协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人民政协报社 10120170079

264
“人民铁道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人民铁道》报社 10120170080

265
“人民铁道网”，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人民铁道》报社 10120170080

266
“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
”，新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67
“中国教育手机报”，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68
“CETV中国艺考”，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69
“CETV少年工匠”，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270
“点赞青春向前向前”，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71
“早教频道”，腾讯微信
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72
“教育传媒研究”，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73
“长安街”，腾讯微信公
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74
“CMAIT-cmait”，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 10120170081

275
“中国科技网微博”，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北京国科传媒文化有限公
司

10120170082

276
“中国科技网微信”，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北京国科传媒文化有限公
司

10120170082

277
“党建网微平台”，腾讯
微信公众账号。

《党建》杂志社 10120170083

278
“中国税务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税务杂志社 10120170084

279
“中国税务杂志社”，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税务杂志社 10120170084

280
“中国安全生产报”，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281
“中国安全生产报”，腾
讯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282
“中国安全生产网”，新
浪微博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283
“中国安全生产报”，腾
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284
“中国煤炭网”，新浪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序号 服务名称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285
“中国煤炭报”，腾讯微
博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286
“中国煤炭报”，腾讯微
信公众账号。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中国
煤炭报社）

10120170087

287
“中国民族广播CNR”，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120170088

288
“中国蒙古语广播
CNR”，腾讯微信公众账
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120170088

289
“中国藏语广播CNR”，
腾讯微信公众账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120170088

290
“中国维吾尔语广播
CNR”，腾讯微信公众账
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120170088

291
“中国哈萨克语广播
CNR”，腾讯微信公众账
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120170088

292
“中国朝鲜语广播
CNR”，腾讯微信公众账
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120170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