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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API 级别

新政策

所有新应用和应用更新的目标 API 级别必须在最新的主要 Android 操作系统版本的一年内。

从 2022 年 11 月 1 日开始，如果应用未更新并且其目标 API 级别不是最新主要 Android 操作系统版本发布后两年内推出
的 API 级别，则无法展示设备运行较新版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新用户。

请求安装软件包

隐私权、欺骗行为和设备滥用

若应用取得请求安装软件包权限，即可要求安装应用软件包。如要使用这项权限，应用的核心功能必须包括：

a. 发送或接收应用软件包；以及

b. 可启动由用户发起的应用软件包的安装流程

例如，允许提供下面列出的功能 : 

● 浏览或搜索网页

● 支持附件的通信服务

● 共享、传输或管理文件

● 管理企业设备



● “新闻”政策的适用范围现在涵盖列在“新闻与杂志”类别下且在应用详情中说明自身属于新

闻类的应用

● 允许新闻应用列出联系信息的方式从两种改为一种

● 原始发布商可以不用列出每篇报道的作者 

用户生成的内容

● 包含用户生成的内容 (UGC) 的应用必须提供应用内系统，让用户可屏蔽和举报令人反感的 
UGC 与用户

● 允许发布随附色情内容的开发者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这类内容必须默认处于隐藏状态

○ 必须禁止儿童访问此类应用

○ 在内容分级调查问卷中提供准确的回答

商品详情和宣传

受限内容

无障碍

无障碍功能 API 不应用于远程通话录音，应用也不得向该 API 发出此类请求

隐私权、欺骗行为和设备滥用

新闻

政策更新



● 印度的个人贷款应用: 如果您不直接参与借贷活动，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方便已注册的非银

行金融公司 (NBFC) 或银行向用户放款，您需要在声明中准确说明这一点。务必在应用的描

述声明中醒目地披露所有注册 NBFC 和银行的名称

● 菲律宾的个人贷款应用必须按照下方的资格要求提供额外的证明:

○ 完成菲律宾个人贷款应用声明，并提供必要证明文件来佐证相关声明

○ 凡是通过在线借贷平台 (OLP) 提供贷款的金融和放款公司，都必须从菲律宾证券交

易委员会 (PSEC) 取得 SEC 注册号码和授权证书 (CA) 号码

i. 务必在应用说明中披露您的公司名称、商家名称、PSEC 注册号码、以及

金融/放款公司的经营授权证书 (CA)

○ 应用涉及以借贷为基础的众筹活动必须通过经 PSEC 注册的 CF 中介机构处理交易

受限内容

金融服务

政策更新



● 儿童和家庭

● Android 表情符号

● 仇恨言论

● 欺骗性行为 - 误导性声明

扫描下方二维码
访问官方网站了解更多:

政策更新

其他更新

政策执行时间表

goo.gle/playupdates



2022 年 4 月下旬: 
用户将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

看到此功能  

提醒事项:

● 所有应用都必须提供隐私权政策

● 您应检查 SDK 和第三方库，确认其是否收集或处理

数据

● 您可以使用  CSV 功能

扫描下方微信二维码
阅读更多详情:

2022 年 7 月 20 日: 
必须在此日期之前

让表单和隐私权政策获得批准

关键时间点

“数据安全”部分

重要提醒事项

goo.gle/datasafety



如果需要，请提供审核您的应用所需的有效演示帐号或登录信息，并在 Play 管理中心 > 政策 > 
应用内容页面上传这些内容。

如果您的应用使用:

● 二维码、条形码或字母数字凭据: 请生成静态网址

● 两步验证码或动态密码: 请向我们提供可重复使用的登录凭据

● 受地理位置限制的密码: 请提供无论用户位于哪个位置都有效的登录凭据

● 非英语型登录凭据: 请提供英文版 

重要提醒事项

登录凭据

目标运行环境为 Android 11 (API 级别 30) 的应用:

● 使用 QUERY_ALL_PACKAGES 权限才能允许查询

指定设备上已安装应用的目录

● 从 4 月 5 日开始，可使用 Play 管理中心的声明表

单声明使用此权限

● 从 7 月 1 日起，不符合政策要求的应用可能会从 
Google Play 下架

● 如果您的应用不需要该权限，请将其从您的应用清

单中删除 

软件包 (应用) 可见性
观看 YouTbue 视频，

了解技术细节和要求的更多信息:

https://youtu.be/vaD-DP
I6sgU



重要提醒事项

警惕钓鱼邮件，保护您的 Google Play 账号信息

我们只会通过以 "@google.com" 结尾的电子

邮件向您发送账户支持和政策更新邮件。

保持警惕!

钓鱼信息或内容可能以如下方式欺骗您: 

● 冒充某个可信的单位，例如银行、您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或您的工作 单位

● 冒充您认识的人，例如家人、朋友或同事

● 看起来像您信任的单位或个人发来的邮件

● 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或财务信息

● 让您点击链接或下载软件



对政策的进一步深度解读 说明示例等内容

实用资源

关注 Android 开发者视频号

观看我们的视频：

订阅 #Google Play 政策更新

了解更多详情：



Google Play Academy

实用资源

延展阅读: Google Play 开发者政策中心

g.co/play/policy

开始培训: Google Play Academy
g.cn/playacademy

最新动态: Android 和 Google Play 最新动态

developer.android.google.cn/distribute/pla
y-policies

获取帮助: Google Play 管理中心帮助

play.google.com/developerhelp  

其他实用资源

知识产权简介Google Play 
政策与应用的

生命周期

遵守 Google 
Play 商品详情

政策

遵守家庭政策

和计划要求

Google Play 
政策入门

政策基础知识 政策深度解读

获取免费培训资源

https://email-playacademy.exceedlms.com//student/collection/264831

更多资讯，敬请关注

Android 开发者

https://playacademy.exceedlms.com/student/path/7239-comply-with-google-play-store-listing-policies
https://playacademy.exceedlms.com/student/path/7239-comply-with-google-play-store-listing-policies
https://playacademy.exceedlms.com/student/path/7239-comply-with-google-play-store-listing-poli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