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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认证服务商概

述 

建站平台方在完成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认证流程后，即可成为腾讯社交广告

落地页认证服务商，腾讯社交广告平台（以下简称“TSA”）希望携手 TSA 落地页认证服务

商，共同创建积极有序的广告生态环境。 

 

 

 

2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认证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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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腾讯社交广告落地页服务商认证流程图 

 

（1）建站平台方需自行评估是否满足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认证服务商标准。 

（2）建站平台方需评估是否同意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合作要求。 

（3）若建站平台方满足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认证服务商标准，且同意腾讯社交广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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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落地页服务商合作要求，可提交邮件认证申请至 tsa_partners@tencent.com，邮件模版与

需提交的申请材料见附录一。 

（4）TSA 收到申请邮件后，会对建站平台的企业资质、企业能力、产品形态、行业口碑与

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估，并会在 5-7 个工作日后回复评估结果。 

（5）若建站平台方通过了认证评估，TSA 会与建站平台线下接洽，进行法务合同签署。 

（6）签署合同后，双方的产品、运营与开发会针对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合作要

求进行资源域名白名单申报、产品方案对接、技术开发与联调。 

（7）建站平台方根据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合作要求完成产品方案修改后，TSA

会针对其产品方案进行核查，若核查通过，则正式成为 TSA 落地页认证服务商。 

（8）若核查未通过，则建站平台方需继续调整产品与技术方案，直至核查通过。 

（9）建站平台方在完成认证后，TSA 会对建站平台的产品与服务进行持续审查，一旦发现

产品与服务不符合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认证服务商标准和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

务商合作要求，TSA 会根据法律合同中相应条款对建站平台方进行处罚，且建站平台方需立

即整改产品方案与技术方案。 

3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认证标

准 

3.1 企业能力标准 

我平台希望 TSA 落地页认证服务商能给广告主提供优质的服务与产品能力。因此我平

台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建站平台方的企业能力，TSA 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服务商进行筛

选。 



腾讯社交广告落地页服务商认证标准   

                                                             腾讯公司版权所有 

（1） 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以上，公司成立时间超过 6 个月。 

（2） 企业需具有良好的用户口碑与行业口碑，且具有良好的形象与信誉。 

（3） 企业需具备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有标杆客户案例或平台合作案例的优先。 

（4） 企业需有明确的合作动力与诉求，愿意与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进行长期合作。 

建站平台方需在申请邮件中提交关于以上标准的说明，TSA 会根据您提交的材料进行

综合评估。申请邮件模版与需提交的内容见附录一。 

 

3.2 产品功能标准 

为保证建站平台方能满足 TSA 广告主的产品核心诉求，建站平台方必须免费提供以下产品

功能： 

 

产品功能 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指标 

落地页制作 表单控件 表单控件至少包含文本框，单选框，多选框，下拉菜单，

提交按钮; 

图片 支持本地图片上传展示; 

以及图片的长宽高及角度调整; 

模版 提供至少某一细分行业的落地页模版; 

咨询工具 提供客户与广告主之间可在线交流的咨询组件; 

文本编辑 支持页面添加文本; 

文本支持字体、字号调整; 

支持背景颜色、文字颜色调整; 

数据统计 落地页内表单数据统计 支持对已发布的落地页收集到的表单内容及数据量进

行统计和呈现; 

落地页运营数据统计 支持对已发布的落地页 PV、UV 进行数据统计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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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合作要

求 

4.1 落地页内容管理及技术规范 

 为了保证腾讯社交广告落地页的内容符合腾讯社交广告用户体验规范， 广告落地页的

内容必须在广告曝光阶段与广告审核阶段保持一致。因此建站平台方提供并用于投放腾讯社

交广告的落地页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建站平台方提供并用于投放腾讯社交广告的落地页（以下简称“投放落地页”）域

名，需区别于非用于投放腾讯社交广告的落地页（以下简称“非投放落地页”）域名，TSA

仅支持投放落地页域名下的 URL 作为广告落地页。例如投放落地页域名为：tsa.xxx.com 或

tsaxxx.com，非投放落地页域名为 xxx.com。 

（2）投放落地页在发布后需立即锁定，不可再被编辑，且页面交互与展示内容均不允

许变更。 

（3）建站平台方应保证投放落地页 URL 永久有效，当投放落地页在页面管理中被删除

后，建站平台方需保证该落地页仍可正常访问。  

（4）针对投放落地页，建站平台方不得提供可跳转至当前落地页 URL 以外的跳转能力。 

（5）建站平台方需向 TSA 申报投放落地页内使用的各个资源域名白名单，申报格式见

附录二。需申报的域名类型如下： 

类型 域名描述 

投放落地页域名 此域名仅用于落地页主文件 

服务商自有域名 1 服务商自有动态资源域名，如内部 iframe 域

名； 

2 服务商自有静态资源域名，如图片、样式、

javascript 等静态资源域名； 

http://e.qq.com/ads/specs/deman/03
http://xx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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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域名 1 服务商使用的第三方动态资源域名，如 iframe

域名； 

2 服务商使用的第三方 cdn 站点域名； 

  投放落地页中的域名必须包含在域名白名单内。 

（6）建站平台方需保证投放落地页只能与域名白名单内的第三方服务器、腾讯服务器、

服务商自有服务器发生通信，且服务器返回的信息不能改变页面交互和页面内容。 

（7）为保证 TSA 广告落地页的用户体验，投放落地页必须满足以下技术运维质量指标： 

模块 模块指标 

性能指标 落地页打开速度，在 2s 以下 

服务可用率在 99.9%以上 （按年计算，可用率=服务总时长-不可用服务时

间/服务总时长，不可用包括页面打不开，服务中断，耗时大于 2s 以上等） 

任一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一设备上访问落地页，该落地页内容应

保持一致 

安全指标 广告落地页服务商全域名下所有 URL 无 sql 注入漏洞，无 css，csrf 漏洞 

投放落地页需使用 HTTPS 协议 

 

 

4.2 数据合作要求（非必须） 

为了提高广告主在腾讯社交广告平台上广告投放效果，建议建站平台方向 TSA 回传落

地页内的用户行为数据。 

（1） 建站平台方接入行为数据回传接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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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建站平台方在腾讯社交广告官网（e.qq.com）注册广告账户，获取广告账

户 ID； 

第二步：建站平台方在腾讯社交广告开发者官网（developers.e.qq.com）注册成为

开发者，创建应用程序，并联系 TSA 运营获取数据上报接口的权限。 

第三步：首次调用 Marketing API 时，需要进行应用程序与广告帐号的授权，授权

指引：https://developers.e.qq.com/docs/start/authorization 

第四步：完成首次授权认证后，建站平台方可调用腾讯社交广告 Marketing API 上

传落地页内用户行为数据； 

（2） 用户行为数据接口 

建站平台方可使用 Marketing API 回传落地页内用户行为数据。具体接口如下：  

https://developers.e.qq.com/docs/user_data/apply/conversion_web 

https://developers.e.qq.com/docs/user_data/apply/conversion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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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字段中， action_type 为已支持行为类型，action_param 为自定义行为类型。 

建站平台方上报的行为数据类型（action_type）为： 

action_type 描述 是否必须 

RESERVATION 表单预约 所有服务商必须满足 

CONSULT 在线咨询 所有服务商必须满足 

建站平台方上报的自定义行为数据类型（action_param）为： 

action_param 描述 是否必须 

PHONE_CONSULT 电话拨打咨询 所有服务商必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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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申请认证邮件格式及认证材料提供 

邮件主题：【企业名称】腾讯社交广告落地页服务商认证申请 

邮件内容： 

 1 认证申请基本信息（正文填写） 

      企业名称：xxxxx 

   企业官网：xxxxx 

   企业简介：xxxxx 

是否满足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认证标准：满足 

是否同意腾讯社交广告平台落地页服务商合作要求：同意 

   联系方式：手机号或座机号 

2 企业资质证明材料（正文+附录） 

       （1）营业执照 

请在附件中上传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扫描件或含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扫描

图片，并在正文中注明上传的附录文件名。 

     （2）组织机构代码证 

        请在附件中上传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并在正文中注明上传的附录文件名。若上传的营业执照

扫描件为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则无需上传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 

（3）税务登记证 

请在附件中上传税务登记证扫描件，并在正文中注明上传的附录文件名。若上传的营业执照扫描

件为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则无需上传税务登记证扫描件； 

3 企业能力证明材料（正文填写） 

（1） 是否处于融资阶段：若有请说明处于哪个融资阶段，如种子期、天使期、A 轮、C 轮、C

轮、上市公司； 

（2） 是否与腾讯其他平台有合作关系（非必填）：若有清列出合作的具体项目； 

（3） 请列举成功标杆客户案例或者平台合作案例（非必填）：  

合作对象：xxxxxx 

合作时间：xxxxxx 

解决问题：帮助客户或平台解决了 xxx 问题 

达成目标：最终取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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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资源域名白名单申报格式 

邮件主题：【企业名称】落地页内资源域名白名单申报 

邮件内容： 

1 域名申报 

类型 域名 域名用途（必填） 

投放落地页域名 xxx.com  

服务商自有域名 xxx.com  

xxx.com  

第三方域名 xxx.com  

xx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