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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网董事长毛伟先生在2013中国互联网大会上致辞

构建可信网络：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互联网进入呼吁信任的时代

网民全面实名——企业实名待何时？



内容大纲

3 可信网站查询方式

1

2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

可信网站产品功能



“可信网站”验证是权威的网站可信安全解决方案，全面集成了

网站身份验证、网站运行监护、网页篡改监护等网站可信安全标准功

能。

经过“可信网站”验证的网站将纳入中网可信网站权威数据库中，

并会在浏览器、搜索引擎、移动应用等多种互联网应用中向上亿网民

提示其身份可信的信息。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定义



可信网站 行业首创者领军者

2011年6月9日，我国首个

《第三方网站可信服务行

业规范》正式公布，行业

规范的发布可以填补我国

第三方网站可信服务领域

行业规范缺失的空白，将

有力推动我国第三方网站

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信网站产品实力



在线一键获取企业真实身份

企业网站信息

企业工商、组织机构信息

域名注册信息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多重交互验证

消费者可以核对企业域名注册信息、网站信

息和企业工商或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信息，用

以验证企业网站真实身份；

有中英文对照版本，方便查询。



确保信息真实可靠

中网全面打通五大数据库：

1、工商数据库

2、组织机构代码证数据库

3、ICP备案数据库

4、公安部身份证数据库

5、域名数据库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五大数据库全面打通



可信档案 国家网络目录数据库权威收录

注册可信网站的网站，网站信息将被国家最高层次的可信网站权威数据库收录，
以供全球查询，提高网站可信度。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获得可信验证 全国网络目录数据库收录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
信息中心收录可信网站

权威信息



运行宝：网站运行监护专家

运行宝网站运行监护系统

运行宝是网站运行监护系统，产品包含网站运行状态监控、网页防篡改监护
功能。
“运行宝“系统借助分布在国内外的众多检测点，使用分布式的站点状态
“云检测”技术，可以为互联网网站运行提供功能强大、高性能、方便实用
的运行监护解决方案。



网站可用性 网站运行情况随时掌控

实时对网站运行情况进行监护

对运行故障及时报警，并提供网站可用性、

访问速度的报告提醒，及时消除网站各类

安全隐患。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网站运行稳定检测

网站安全扫描



获得可信验证 广泛分享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获得可信验证 企业地址导航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可信网站 企业特色资质认证

行业特色资质

全面体现企业资质认证，综合展示

企业实力，轻松建立客户信任，创

建可信品牌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可信电子标签 国际领先的防伪技术

独具防盗链专利
防范恶意盗链行为

时间戳防伪技术
提高可信标识仿冒门槛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获得可信验证 验证报告一键获取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功能介绍



可信网站增值服务

产品 增值说明

软文推广服务

购买/续费规定年限的可信认证服务，客户可获得由中网提供的
软文发布服务，软文内容撰写由客户自行提供，中网仅提供媒
体范围和软文发布服务；如果在赠送发布服务外，客户还需其
他软文推广发布或者媒体范围外的指定媒体发布，则需要再次
购买或续费可信网站认证服务，或者额外单独计费。（详见可
信网站软文推广方案）

.网址域名
注册/续费可信网站任意版本任意年限，免费赠送“企业全称.
网址”域名1年，企业全称须与营业执照名称相同。

企业地图标注
注册/续费可信网站任意版本任意年限，免费赠送企业百度地图
标注服务。



国际顶级中文域名“.网址”

验证页面显示域名

全球顶级域名资源，在国际顶级网址资源库展示企业专属品牌，具有唯一性和

稀缺性。



利用电子地图宣传企业

位置信息,增强企业服务

优势,在同行业中显出您

的独道之处,提升的企业

形象显而易见。中网通

过与百度地图合作，为

可信网站用户推出地图

标注服务, 最大限度提升

企业形象。

1 2 3
提升企业形象

目标客户或合作伙伴找

到您的企业并不容易,守

在电话机旁为了给客户

或合作伙伴指路而反复

沟通,低效而原始。地图

标注省去了企业人员费

时费力的与来访者沟通,

附带的企业价值和商业

成交率值得期待。

提高商业成交率

企业地图标注使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降低了客

户服务成本,却能使客户

获得最灵活的交通及周

边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降低服务成本

企业地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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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网站 可信LOGO展现形式

图标式 顶栏式 侧栏式

Flash banner Flash

固定式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LOGO）

年限提醒

到期提醒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阿里旺旺）

及时通讯连接认证 阿里旺旺

[阿里旺旺介绍]

阿里旺旺是淘宝和阿里巴巴为商人量身定做的免费网上商务沟通软件/聊天工具，可以帮助用户轻松找客户，发

布、管理商业信息，及时把握商机，随时洽谈做生意，简洁方便。



浏览器地址栏嵌入 114啦浏览器

[浏览器介绍]

雨林木风自主研发的一款优秀的完全免费的多功能网页浏览器， 最大的特点就是安装文件很小，只有不到1MB，

而且浏览速度快。目前有1000万台电脑的安装量。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浏览器）



浏览器地址栏嵌入 搜狗浏览器

[浏览器介绍]

搜狗高速浏览器是目前互联网上最快速最流畅的新型浏览器，与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法等产品一同成为您高速

上网的必备工具。搜狗浏览器能大幅提高您的上网速度，目前用户超过1.1亿用户。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浏览器）



浏览器地址栏嵌入 遨游浏览器

[浏览器介绍]

遨游浏览器是一款多功能、个性化多标签浏览器，它能有效减少浏览器对系统资源的占用率，提高网上冲浪的效

率。目前遨游浏览器用户超过2000万。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浏览器）



浏览器地址栏嵌入 UC浏览器

[浏览器介绍]

UC浏览器全球用户超过5亿，日活跃用户超过1亿，是阿里巴巴移动事业部旗下核心产品。目前UC浏览器已占据

全球市场份额的17.42%(移动浏览器月度PV份额)，全面超越苹果safari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浏览器。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浏览器）



合作浏览器总览

通过和众多浏览器的合作，可信网站致力于为网民打造安全可信上网环境。

遨游浏览器



北龙中网

以搜索“北龙中网”为例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搜索引擎）



对于搜索结果中，凡是属于已通过中网“可信网站”验证的正规网站，微

软必应搜索都给予了专门的“认证”标识标注。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搜索引擎）



将鼠标放置在信息的提示上方，页面上将自动出

现一个新的小窗口，上面将提示该网站已经通过

中网“可信网站”验证。当网民点击“中网可信

网站”字样时，会进入到相应验证信息页面。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搜索引擎）



打开神马搜索

sm.cn

sm.cn

扫描二维码进入手机浏览器进入
（UC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搜索引擎）



北龙中网

输入“北龙中网” 点击网址后盾牌标识 进入验证页面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搜索引擎）



可信网站展现形式（搜索引擎）



合作搜索引擎总览

众所周知，当前虚假网站、诈骗网站或钓鱼网站，其最大的传播平台就是搜索引擎，

目前很多搜索引擎服务商，开始积极引入权威第三方验证机构验证信息予以解决和应对

此类问题，这样的搜索引擎有：



BD全面助力企业推广

神马搜索
18.5%市场占有率

简搜搜索
超5000万用户

必应搜索
21%全球份额

搜狗搜索
20%市场占有率

UC浏览器
16.82%市场占有率

搜狗浏览器
超过1.1亿用户

遨游浏览器
2.09%市场占有

率

114啦浏览器
超过1000万用户

阿里旺旺
29%市场占有率

验证覆盖

8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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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网站数据库微信查询平台

找官微

可信网站数据库微信查询平台

点关注 可查询

服务平台



网站身份信息查询示例

输入网站名称、域名或者单位名称进行可信网站查询，比如输入“中网”或

“knet.cn”，就能得到中网官方网站的网站身份信息。



可信网站APP

可信网站

Android 、ios版



可信网站查询

打开可信网站APP
输入完整域名

点击搜索
显示验证结果

点击“验证深度”
显示验证页面



可信网站查询方式总览

多渠道、多方式的可信网站查询，便于企业展现可信形象，利于网民便捷查询。

微信查询
可信网站数据库查询

验证页面查询

APP查询



一次验证全网通用构建可信互联网

可信网站
权威数据库

收录

浏览器
访问提醒

官网提示
可信标识

搜索引擎/及时
通讯提示

可信网站
微信公众号

可信网站
APP



……

可信网站案例展示

➢“可信网站”验证已经成为当前网民认可度高、使用范围广、社会评价较

高的网站可信身份验证服务。



人无信不立 网无信不诚

可信网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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