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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3-2018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著作权归腾讯云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抄袭、传播全

部或部分本文档内容。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客户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整体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有所调整。您

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

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模式的承诺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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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费用账户可用金额显示为负值有什么影响？

账户显示为负值后，用户不能申请云服务，只有为账户充值补缴欠费，并且需留有一定的可操作余额，方可申请新

的资源。 

充值说明详见线上充值或线下汇款充值(对公转账)。

2. 欠费是否会影响现网业务的机器使用？

会影响，如果账户为欠费状态，用户将无法购买新的云服务资源，平台将会发送催缴通知，并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措施以维护平台权益，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或损失由用户自行承担：

下线用户名下的所有应用；

回收用户名下所有申请的云服务资源，不保留数据；

要求用户依法承担违约金；

从其它腾讯应支付给用户的费用中直接抵扣；

其它平台依法可能采取的措施。

3. 云费用冻结后，这部分费用是否已经被平台收取？

冻结的费用并没有实际消耗，会在次月结算日（3号）前解冻上月已冻结的云费用，扣除上月实际使用的云费用。

4. 退还机器后，冻结的费用可以马上返还吗？

不能马上返还，冻结的费用要到次月结算日（3号）前解冻。

5. 可用余额中，现金充值金额、平台赠送金额、收益转入金额的扣款顺序是怎样的？

优先扣除平台赠送账户的金额，再扣除现金充值账户的金额。腾讯云平台不存在收益转入，收益转入账户的金额固

定为0。

6. 谁可以查看云费用账户（余额、账户记录、消费记录及充值等）明细？

由于涉及到充值等敏感操作，只有创建者和管理财务的协作者可以查看余额、账户记录、消费记录及充值等操作。

7. 费用冻结和扣除的明细是否可以查看？

可以。登录腾讯云官网，在费用中心>账单管理>收支明细页面可查看账户收入和支出的明细。

8. 云服务的费用标准如何？

各产品收费标准详情，请参见 定价中心。

常见问题
云费用账户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8-02-24 11:40: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fee
https://buy.cloud.tencent.com/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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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腾讯云和腾讯开放平台是使用同一个云费用账户吗？

如果用户使用同一个QQ号同时注册了腾讯开放平台用户和腾讯云用户，则腾讯云和腾讯开放平台将共用一个云费用

账户，即资金收入和支出会同步变化。 

例如在腾讯开放平台购买了云资源，进行了消费，在腾讯云查看云费用账户金额时，也会有相应的减少。



常见问题 产品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 共26页

线上充值常见问题

1. 已充值成功，但账户余额仍未更新是怎么回事？

充值时会出现未及时到账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系统会自动进行核查，并在充值当天入账，请及时关注。

2. 充值是否有时间限制？

没有，可随时充值，到账时间依赖于用户选择的付款方式。

3. 用微信支付、QQ钱包、网银支付给腾讯云账户充值需要交手续费吗？

不需要交手续费。

4. 用微信支付、QQ钱包、网银支付给腾讯云账户充值时有限额吗？

腾讯云平台交易限额：单次充值金额限定范围是0.01-9999999元。

支付平台交易限额： 

1）微信支付的交易限额请参考 微信支付。 

2）QQ钱包的限额请参考 财付通快捷支付。 

温馨提示：微信支付/QQ钱包/网银支付会依据银行要求进行交易额度的限制，以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不同支付平

台、不同银行、不同卡类型对应限额额度不同，具体额度请以您实际支付中的提示为准。

大额支付建议您使用线下汇款充值，可参考线下汇款充值。

线下汇款(对公转账)常见问题

1. 之前签订的合同里面写的老线下汇款账号跟新的专属账号不一样怎么办？

如有需要可联系您的商务经理或提工单处理，我们将为您提供《腾讯云线下汇款账号变更说明》。

2. 因付款户名校验不通过导致充值失败时，应怎么处理？

付款户名校验不通过导致充值失败，系统会自动发送邮件、短信和站内信的通知，通知您现有一笔待确认的线下

汇款。

您可以前往费用中心-资金管理-线下汇款查询页面，进行以下操作： 

1）补录付款户名； 

2）提交相关汇款信息以确认该笔汇款。

充值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8-05-11 09:46:08

http://kf.qq.com/touch/faq/151210NZzmuY151210ZRj2y2.html
http://kf.qq.com/faq/170117vuABVb170117j2uqMR.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990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harge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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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信息后，系统将自动与银行侧信息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该笔线下汇款将重新充值到您的腾讯云账户内。如

您提交的信息无误，充值到账时间为1天以内。



常见问题 产品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 共26页

3. 因付款户名校验不通过导致充值失败，已在线下汇款查询页面提交汇款信息后仍被驳回，应怎么处
理？

如果您在线下汇款查询页面提交了汇款信息后被驳回（驳回会以短信、站内信和邮件通知您），则表示您提交的

汇款信息与银行侧信息不一致因此被驳回。

您可以前往费用中心-资金管理-线下汇款查询页面，进行以下操作： 

1）查看驳回原因； 

2）补录付款户名； 

3）提交正确的汇款信息以确认该笔汇款（建议以银行侧的汇款底单为准）。

提交信息后，系统将自动与银行侧信息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该笔线下汇款将重新充值到您的腾讯云账户内。如

您提交的信息无误，充值到账时间为1天以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harge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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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新线下汇款(对公转账)流程时不小心填错了专属收款账号，将钱打给了别的腾讯云用户怎么
办？

此类场景请联系您的商务经理或提工单处理。

5. 同时有多个腾讯云账号，怎么分别给每个账号线下汇款(对公转账)充值？

若使用新的线下汇款流程给不同的腾讯云账号充值，则需分别打款至每个腾讯云账号对应的专属汇款账号，系统将

自动进行充值。 

若仍使用老的线下汇款流程，则可统一打款至原腾讯云线下汇款账号，并在打款后您需分账号分别提交线下汇款信

息，再联系商务经理或提工单人工充值（到账时间会比较久）。

6. 若您有垫付未还清，线下汇款(对公转账)会用来抵扣垫付未回款吗？

会，线下汇款(对公转账)的钱先充再扣， 优先 用于抵扣欠费，再抵扣垫付未回款。

例1：垫付未回款5w，账户未欠费。通过线下汇款汇了8w，则先充8w，自动扣5w用于垫付回款，余额最终

剩余3w。 

例2：垫付未回款5w，余额-1w。通过线下汇款汇了8w，则先充8w，抵扣欠费后余额7w，自动扣5w用于垫

付回款，余额最终剩余2w。

7. 新线下汇款(对公转账)流程专属账号支持外汇吗？

新线下汇款流程专属账号暂不支持外汇。需要外汇可参考下述外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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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港澳台或海外用户使用国内版云产品的外汇流程

外汇单笔打款需小于5万美金，若您需汇款的款项大于5万美金，可分为几笔小于5万美金的金额来汇款。

打款后的处理方式与普通对公转账充值一致，请您务必前往老线下汇款查询页面提交线下汇款信息，到账次日会

给您充入腾讯云账号内。

打款时，收款方名称一定要填写详细的名称，不能简写。若简写，您有可能会被银行要求去提供变更收款方名

称。

外汇收款信息 

银行账号：110907316810601 

Swift code：CMBCCNBS 

收款方英文名称：Tencent cloud computing (Beijing) Co., Ltd. 

收款方中文名称：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方英文地址：20/F,YINKE Building,No.38 Haidian Street,Beijing,P.R China 

银行英文名称：China Merchants Bank, H.O. 

银行英文地址：CMB TOWER,7088 SHENNAN BOULEVARD, Shenzhen, China

9. 线下汇款(对公转账)充值多久可以到账？

若使用的新线下汇款流程（专属汇款账号）进行线下汇款，一般到账时间为当天内，具体到账时间依赖于银行系

统。 

若仍使用老的线下汇款流程，在您提交线下汇款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可以到账。建议您更换使用新的线下汇款流

程。

10. 如何查询线下汇款后一直未充值到账的原因？

请先确认您使用的新线下汇款流程还是老线下汇款，新流程的专属收款账号为25位，老流程的收款账号为15位。

新线下汇款到账时间为1天以内，超过1天可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您处理。

老线下汇款流程，在您打款后还必须需要前往老线下汇款查询页面提交汇款单后，若汇款信息无误，我们的工作

人员将在3个工作日内为您完成充值。

所以建议您使用新线下汇款流程（专属账号）。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rechargeOffline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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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哪些资金可以支持自助提现，哪些不可以？

线上自助提现仅支持现金账户线上充值的提现，线下汇款（对公转账）和收益转入提现请您按照后文邮件方式申

请。

申请的提现金额不能大于可提现金额，如下原因可能导致您的现金账户余额不能提现：

您有后付费产品冻结了余额（冻结资金将于下月结算前返还）

您的部分现金余额已在提现流程中

您有云费用通过线下打款进账

您的充值时间在1年以前

您的可开票金额为负数

2. 提现的到账账户按照什么原则进行确定？

自助提现按照后进先出的原则退回至您的线上充值账户，即后充值的现金金额在未使用的情况下优先提现。

3. 提现后多久到账呢？

线上提现：申请提现后，您的款项将在5个工作日内按照后进先出的原则退回至您的线上充值账户。

线下提现：收到申请后，若信息核实无误，邮件回复确认后7-15个工作日到账，具体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4. 当您有可提现金额，但可开票余额为负数，如何进行提现？

需要您将发票寄回，我们确认收到发票5个工作日内会释放您的可开票余额：

增值税普通发票可直接回寄我司。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我司上报税局后，需请您至税局开具红字通知单和提供发票复印件并邮寄给我司。建议您先

联系一线客服后，再进行回寄。腾讯云咨询热线4009-100-100。

回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8号 银科大厦20层 v_lanwwang(王兰) 收

联系方式：010-62671188-39840（该联系方式仅供寄件使用，如需业务咨询，请拨打4009-100-100）

同时请附纸写明 

【充值账号ID】： 

【退还发票原因】：提现 

【提现金额】：

5. 提现的到账账户如果注销了怎么办？

提现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8-09-20 17:39: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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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于您充值账户冻结、注销等原因无法提现，需要您在控制台录入提现账户信息并发送邮件申请提现，请使用QQ

号对应的QQ邮箱或用邮箱注册时用的邮箱，发送邮件到 cloud_feiyong@tencent.com 申请云费用提现，邮件内容

如下：

【用户账号ID】：（注：请填写注册账号ID）

【用户名称】：（注：请填写注册时的用户姓名或公司全称）

【银行帐号】：（注：腾讯云系统中提交的银行账号）

【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XX银行XX支行

【开户地】：（注：xx省xx市）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注：个人用户需填写，企业用户请忽略该项)

【提现原因】：（请注明为何无法通过线上途径提现）

【提现金额】：总计XX元（现金帐户XX元，收益帐户XX元）

【是否涉及发票】：是（金额：XX元）/ 否

【充值账户注销证明】：（需附上相关注销证明）

6. 线下汇款(对公转账)的款项怎么提现？

通过线下汇款进账的现金充值金额可线下提现至原汇款银行账户，需要您在控制台录入原汇款账户信息并发送邮件

申请提现，请使用QQ号对应的QQ邮箱或用邮箱注册时用的邮箱，发送邮件到 cloud_feiyong@tencent.com 申请

云费用提现，邮件内容如下：

【账号ID】：（注：请填写注册账号ID）

【用户名称】：（注：请填写注册时的用户姓名或公司全称）

【银行帐号】：（注：腾讯云系统中提交的银行账号）

【户名】：（注：请填写完整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注：XX银行XX支行）

【开户地】：（注：xx省xx市）

【联系地址】：（注：请填写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注：个人用户需填写，企业用户请忽略该项)

【提现原因】：线下汇款

【提现金额】：现金帐户XX元

【是否涉及发票】：是（金额：XX元）/ 否

7. 代客账户如何提现？

代理商给代客的转账（转入金额），不可提现；

如果账户还有客户自己的现金充值余额（非转账入账金额），可开票金额为正时，客户可直接线上自助提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offlineAccountInf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870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offlineAccountInf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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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申请提现后2周后都没有到账，或页面提示提现失败，该如何处理？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100-100，提供您的账号ID、提现申请时间、提现金额，由腾讯云专员帮您进行后续处

理。

9. 收益转入账户如何提现？

1）需用户开具和退款金额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寄回腾讯云

发票抬头：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发票回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8号银科大厦12层

联系人：王兰

联系电话：010-62671188-39840（该联系方式仅供寄件使用，如需业务咨询，请拨打4009-100-100）

2）需使用QQ号对应的QQ邮箱或用邮箱注册时用的邮箱发送邮件到 cloud_feiyong@tencent.com 申请云费用提

现，邮件内容如下：

【账号ID】：（注：请填写注册账号ID）

【用户名称】：（注：请填写注册时的用户姓名或公司全称）

【银行帐号】：（注：腾讯云系统中提交的银行账号）

【户名】：（注：请填写完整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注：XX银行XX支行）

【开户地】：（注：xx省xx市）

【联系地址】：（注：请填写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注：个人用户需填写，企业用户请忽略该项)

【提现原因】：收益转入金额提现

【提现金额】：收益帐户XX元

【是否涉及发票】：是（金额：XX元）/ 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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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票税点及类目是什么？

税点为6%，类目为信息技术服务云服务费（目前不支持更改其他发票类目）。

2. 可以开美元发票吗？

不可以，只能开人民币发票。

3. 发票邮寄方式及运费？

10元以下的发票运费自付，即邮寄运费需要您承担，将采用顺丰到付的方式寄送给您。 

10元及10元以上的发票包邮，即由腾讯云为您承担运费，采用顺丰快递寄送给您。

4. 我的可开票金额是如何计算的？

您的可开票金额是根据您的 现金消耗金额 - 已开具发票金额 计算得到，已充值未消费的金额无法开票，在您消费后

方可开票。 

现金消耗金额包含以下条目：

后付费资源结算消费（不包含冻结金额）；

预付费资源购买消费（不包含已退款部分）；

其他资源使用导致的扣费。

5. 不可开发票的费用有哪些？

暂不支持开具发票的有：

充值未消费部分；

冻结金额部分（冻结资金将于下月结算前返还）；

已退款部分（预付费退费、手工退款）；

代金券抵扣部分；

平台赠送金额抵扣部分。

6. 税号、开户行账号填写错误，支持退掉重开吗？

支持。若由于税号、开户行账号填写错误，导致不可使用，可将完整发票以及加盖公章的拒收证明（单击下载证明

模板）一同寄给我们，我们收到后会在2个工作日内为您释放开票金额，您在管理开票信息中修正发票信息后，重新

申请即可。

发票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8-08-16 15:56:14

https://mc.qcloudimg.com/static/archive/e71821c1c64458bb22edf1ce476c3e4f/archive.zi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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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38号银科大厦5层 

收件人：王兰 

联系方式：010-62671188-39840（该联系方式仅供寄件使用，如需业务咨询，请拨打4009-100-100）

7. 需要更换发票抬头，支持退掉重开吗？

不支持。请您申请开具发票时仔细确认发票抬头！

8. 发票抬头等开票信息填写后是否还可以修改？如何修改？

发票抬头等信息填写后可以修改，根据不同的发票类型，修改方式如下：

增值税普通发票：直接在管理开票信息修改即可。

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明文规定专用发票开具要与实际交易相符（《规定》第十一

条），发票抬头为系统自动获取的实名认证名称，若您要修改发票抬头需先修改实名认证信息。实名认证重新认

证通过后，请在管理开票信息修改您的专票信息并重新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开票。

9. 一般纳税人证明扫描件是什么？我该上传什么证件？

您可以上传下列证件中的任何一种：

税局开具的一般纳税人通知书（加盖公章）。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加盖公章）。

加盖一般增值税纳税人章的税务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的扫描件。

在当地国家税务局网上查询自己公司的一般纳税人信息，截图上传。

10. 我们是政府组织，选择了“组织增值税普通发票”，没有填写纳税人识别号的地方？

若您开具的发票需要打印一般纳税人识别号，选择企业增值税普通发票，填写相应的抬头与一般纳税人识别号即

可。

11. 我的发票丢了，如何处理？

发票丢失后无法重新开具，可以按照以下流程为您处理：

1、若您发票抬头公司的所属税局是北京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发票底联复印

件（加盖发票章）或扫描件。您可在控制台 提交工单 申请，工单中请写明原因及发票号码和金额。税务确认信息

后，将于3-5个工作日内回复。

2、若您发票抬头公司的所属税局非北京市的，根据不同发票类型可以按照以下流程为您处理： 

1）增值税普通发票：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发票底联复印件（加盖发票章）或扫描件，您可在控制台 提交工单 申请，

工单中请写明原因及发票号码和金额。税务确认信息后，将于3-5个工作日内回复。 

2）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您提供加盖公章的发票遗失证明与刊登了挂失声明的报纸寄给我们，我司收到后会为您向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Inf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Inf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create?level1_id=1&level2_id=2&level1_name=%E5%85%AC%E5%85%B1%E5%9F%BA%E7%A1%80%E7%B1%BB%E9%97%AE%E9%A2%98&level2_name=%E8%B4%A2%E5%8A%A1%E7%B1%B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create?level1_id=1&level2_id=2&level1_name=%E5%85%AC%E5%85%B1%E5%9F%BA%E7%A1%80%E7%B1%BB%E9%97%AE%E9%A2%98&level2_name=%E8%B4%A2%E5%8A%A1%E7%B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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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局申请开具已抄报税证明单，然后连同发票底联复印件一起回邮给您，您可凭借已抄报税证明单和底联正常入账

和抵扣进项税。

12. 中国港澳台或海外用户可以开具 invoice 吗？

如果您是中国港澳台或海外用户，需要开具 invoice，请 提交工单 联系客服处理。

13. 开具发票需要多少时间？

您提交开票申请后，如信息无误，我们会在5个工作日内为您开具发票与开始邮寄。邮寄运输时间依赖于快递运输公

司，请您耐心等待。 

您可以在 发票管理 页面查看当前开票进度。

14. 如何选择发票类型？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有什么区别？

企业增值税普通发票：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发票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于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发票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需进行资质审核）

个人增值税普通发票：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发票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组织增值税普通发票：适用于除个人和企业外需要申请发票的组织，如政府、公共事业、非盈利机构等，开具的

发票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15. 专票资质审核被驳回是什么原因？

您可在 开票信息 页面查看驳回的具体原因，请修改后重新提交专票资质审核。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create?level1_id=1&level2_id=2&level1_name=%E5%85%AC%E5%85%B1%E5%9F%BA%E7%A1%80%E7%B1%BB%E9%97%AE%E9%A2%98&level2_name=%E8%B4%A2%E5%8A%A1%E7%B1%B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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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能否支持开电子发票？

目前只支持纸质发票，暂不支持电子发票。在您提交开票申请后，我们将在5个工作日内为您开票并用顺丰快递邮寄

给您（不包括快递运输时间），请您耐心等待。

17. 开票时间是否有限制？

开票时间没有限制，已充值未消费的金额无法开票，在您消费后方可开票。

18. 个人是否可以开企业发票？

可以。根据您需要的企业发票类型不同，处理方式如下：

增值税普通发票：直接在管理开票信息填写企业信息后即可开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明文规定专用发票开具要与实际交易相符（《规定》第十一

条），发票抬头为系统自动获取的实名认证名称，若您要修改发票抬头需先修改实名认证信息。实名认证重新认

证通过后，请在管理开票信息修改您的专票信息并重新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开票。

19. 如何辨别发票的真伪？

查询网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根据发票代码和发票号码即可查询发票真伪。

20. 每次可以开多少金额的发票？

每次的开票金额可以由您自定义，只要金额大于0、小于或等于您的可开票金额即可。10元以下的发票运费自付，10

元及10元以上的发票包邮。

21. 如何查询开票进度？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Inf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Info
http://www.bjtax.gov.cn/ptfp/fp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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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申请开票后，可以在 发票管理 页面的历史申请记录列表，自助查询每条开票申请当前的开票进度。开票进度查询

入口如下图所示。 

22. 代理商代客如何开票？

代理商为代客订单代付，则该笔款项会算入代理商的消耗金额中，可以由代理商为对应代客申请代付金额的发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in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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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耗明细和资源账单/收支明细费用为什么不一致？

IDC、CDN等不支持分项目计费的资源，在资源账单的展示中是放在默认项目中的。这一类的资源目前主要为：IDC

带宽、CDN带宽、COS、点播、直播。这些资源在消耗明细中会按照使用比例，估算后分摊到各个项目中，因此消

耗明细只能用于估算各个项目的成本。 

消耗明细目前接入的产品不全，因此不能用来对账，对账请使用收支明细+资源账单。

2. 资源账单和收支明细有什么区别？

资源账单 

支持按月，按平台，按支付模式，按用户项目分别查询月度账单 

账单中资源列示了资源ID，便于定位对应资源 

账单每条数据的详情可以查看扣费时间，到期时间等详细信息 

收支明细 

支持按照交易类型查询用户的账户收支明细 

支持对每一笔扣费明细查看详情

3. 如何获得一个月内使用的资源对应账单？

假设要获得10月内使用的资源对应账单，请使用10月内的资源账单里的预付费+日结+小时结+11月的资源账单的月

结。

4. 资源账单包含自动垫付费用吗？

包含，只是不展示详情。

5. 为什么资源账单中，充值项没有APPID号？

appid主要用于记录资源在哪个应用/项目下面，只有明确区分了资源归属的才会记录appid。 

充值是属于公共资源，不属于具体资源归属，所以不会记录appid号。

6. 为什么账号会欠费？是什么产品导致的欠费？

您可以前往 收支明细 页面，查询您的账户支出情况。

账单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7-10-27 11:36:4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ccount/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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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金券不支持使用常见情况

1）只有账户创建者和具有管理财务权限的协作者可以进入费用中心，进行代金券的使用操作； 

2）订单不满足代金券限制条件，如适用产品、限购时长、满额使用等； 

3）代金券被冻结或已过期，无法使用代金券； 

4）代付订单； 

5）账号已欠费； 

6）按量计费产品的冻结费用； 

7）部分促销活动不支持使用代金券，请以活动规则为准。

2. 代金券常用限制条件

代金券有相应的限制条件，若发现代金券不可用，可检查对应代金券是否符合条件。 

适用产品 

全部产品：支持大部分已有线上支付产品（除点播套餐、直播套餐、视频处理、短信、云市场产品、培训认证） 

预付费产品通用：支持大部分已有线上支付的预付费产品 

后付费产品通用：支持大部分已有线上支付的后付费产品 

指定某一款产品（如云服务器）：仅支持支付指定产品（如云服务器） 

适用付费类型 

预付费：支持预付费（包年包月）的订单 

后付费：支持后付费（按量计费）的订单 

使用场景 

全部付费场景：包括新购、续费、升级 

备注 

使用次数：限一次使用、可多次使用 

限购时长：在有效期内，限制每次购买或续费的时长。如：代金券限购时长为0-3个月，则每次购买/续费时，订单

购买时长需在0-3个月的时间范围内。 

满额使用：满XX元可用（针对单笔订单计算满额）

3. 代金券冻结和解冻

您的账户中可能存在未支付或者支付中的订单使用了代金券，为了保障您该订单成功用代金券支付，此时该张代金

券就会被暂时冻结。 

您可以在 我的订单 付款或取消相关订单，即可解冻相应代金券。

4. 限购时长指的是什么？

代金券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8-07-23 17:30:0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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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金券有效期内，限制每次购买或续费的时长。如：代金券限购时长为 0-3 个月，则每次购买/续费时，订单购买

时长需在 0-3 个月的范围内。 

限购时长仅针对预付费订单，后付费没有限购时长。

5. 促销活动能否使用代金券？

若遇促销活动时，代金券使用规则请以活动规则为准。

6. 使用代金券支付的订单，申请退款时会退还代金券吗？

申请退款时，购买时使用的代金券不支持退还，具体规则可参考云服务退货说明。

7. 代金券能否支持延长有效期、转移至其他账号、提现？

不支持。

8. 代金券使用后能否申请开具发票？

不支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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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纸质合同申请线下盖章，合同甲方盖章处需要加盖公章还是合同章？

加盖甲方公章、合同章均可。

2. 个人纸质合同申请线下盖章，合同甲方盖章处该如何填写？

在甲方盖章处签署与主体一致的个人姓名即可。

3. 以个人名义代替公司申请的合同，申请纸质合同线下盖章时是否可以在合同甲方盖章处加盖我公司
公章？

若您以个人名义代替公司申请合同，首先需要您在甲方盖章处签署与主体一致的个人姓名，再在合同盖章处加盖公

司公章。

4. 合同里乙方信息是空的，盖章的时候是否会补全？

乙方信息默认为空，如甲方需要，请您在邮寄纸质合同时附纸备注需要补全乙方信息，合同专员会根据您方需求补

全。

5. 合同是否支持电子章？

我司目前无电子章，仅接受纸质盖章合同原件。

6. 合同使用什么快递回寄？回寄时是否会有通知？

我司使用顺丰快递，并会按照您在腾讯云【费用中心】->【合同管理】提交的回寄地址信息回寄。回寄时系统会以

站内信、邮件、短信形式通知您顺丰单号。

7. 邮寄带“订单、备案信息”合同是否需要签字盖章？

需要。个人合同在甲方盖章处签署个人姓名，公司合同需要在甲方盖章处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章。

8. 因公司名称做了更名，所以修改了实名认证，但是现在不能申请合同了，提示我合同主体与实名认
证不一致，该怎么办？

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甲方之前申请的合同还未进行线下盖章，并确定不再使用之前的主体申请合同，可以提交工单申请作废之前的

合同。 

·如果甲方之前的合同已进行线下盖章，可以提交工单申请签订“合同主体变更补充协议”。

9. 申请带“订单信息”合同为何没有“后付费订单”？

目前腾讯云仅支持“预付费订单”合同申请。

合同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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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申请合同时发现甲方信息中体现的有效证件号码与我公司营业执照号码不符，是否会影响合同的
使用，是否需要修改？

合同中不会体现此项内容，不会影响您合同使用，无需修改。

11. 合同何时生效？何时到期？

合同自您在腾讯云平台申请合同“确认”后生效，有效期自您“确认生效”当天起至“确认生效”当年最后一日止，比如

2016 年6 月1 日至2016 年12 月31 日。 有效期限届满前，任何一方均未书面提出到期不续约要求的，双方合作期

限将自动顺延1年，顺延次数不限。

12. 办理ICP经营性备案所需网站接入单位许可证、副页及年检页、接入服务商企业侧查询完整页，在
哪里找到？

在收到您的纸质合同盖章完毕后，会将办理ICP经营性备案所需的网站接入单位许可证、副页及年检页、接入服务商

企业侧查询完整页一并回寄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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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自动续费项？

如果您打算长期使用资源，您可以为资源设置自动续费。设置了自动续费的资源，可以在自动续费项里管理。

设置了自动续费的资源，我们会在到期当日为您进行续费（可能会超过您的资源到期时刻，但保证在到期当

日）。请尽量不在资源邻近到期/回收时调整自动续费标识。

如果到期当日，您的账户可用余额不足以进行资源的自动续费，我们会在到期后的6天内，每天进行一次扫描，只

要您的账户可用余额充足，我们会马上为您标记了自动续费的资源进行续费操作。

在到期前7天至到期后6日，如果您的账户可用余额足够进行自动续费，我们会自动为您续费，而不对您进行提

醒；如果您的账户可用余额不足以进行资源的自动续费，我们会提醒您及时对账户充值。

设置了自动续费的资源也可以取消自动续费。取消了自动续费的资源，我们将恢复对其正常的到期检查与提醒。

2. 如何统一到期日？

可参考续费管理文档中的 统一到期日指引 。

3. 如何修改统一到期日？

可参考续费管理文档中的 修改统一到期日指引 。

4. 为什么有的产品在续费管理页没有？这类产品该如何续费？

续费管理页面仅包括部分预付费资源，后付费资源不展示在续费管理页面。 

若续费管理页面没有需要续费的预付费资源，可登录 控制台，前往相应资源控制台进行续费。 

相应资源控制台入口如下： 

续费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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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7454#.E7.BB.9F.E4.B8.80.E5.88.B0.E6.9C.9F.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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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域名服务控制台续费为例： 

5. 过期已停服的资源为什么在续费管理页看不到？应该去哪里恢复资源？

过期已停服的云资源找回，不会展示在续费管理页中。如需操作恢复，可参考文档 过期已停服资源的恢复指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55/14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