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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城管〔2021〕23 号

关于印发《枣庄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标准》的

通 知

各区（市）城市管理局、枣庄高新区综合执法局：

现将《枣庄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标准》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枣庄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认真贯彻落实。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2021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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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标准

第一章 管理依据

第一条 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CJJ 149

《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山东省城市管理导则》

《山东省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户外广告管理》

《枣庄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第二章 总体标准

第二条 总体标准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编制符合城市

风貌的户外广告设施专项规划，应与城市规划功能分区相适

应。户外广告设施应适量、安全、规范、美观，与城市容貌

和环境相协调，不影响公共安全，符合节能与生态环保的要

求。

http://www.so.com/link?m=a9w/DdC8TGtQ9qmASTbpdSNTrAHk4SLc9hy8sqqyWclZKIlswmds2IZcuQ6szZJehwSB/s9JFugdNCUdYM729HLSi/z4S7rIc7yhnJmGUkJCsjxZv/OgpJA31Ko3HDOq2tFdOsMSIzj+dt/MOq9XfgNYlyeKE2jLqWLILvyAqJoCMnGaKeJVHX0p6Ha8/7rid6eYDPtPsVIVitj6/gCxW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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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标准

第三条 一般规定

（一）主要商业街两侧的广告和招牌标识，以动感变化

的画面为主。

（二）在残旧建筑立面设置广告的，应进行建筑立面装

修。外打灯广告的射灯支架不得与广告幅面分离设置，且颜

色应与周边环境、色彩协调。

（三） 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禁止使用霓虹灯、闪烁光源

和红色光形式的户外广告。

（四） 应在户外广告右下角标注广告发布单位、联系

方式和设置许可文号(霓虹灯式广告除外)。

（五）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制作户外广告、

招牌标识，严禁使用劣质材料和气体毒性超标的材料。

（六）城市建成区内禁设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已

设立的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设立单位每年进行安全检

测并向城市管理部门提交检测报告，超过使用年限、不能正

常使用和违法设立的应予以拆除。

（七）店招、标牌的设置不应破坏建筑物外立面形象，

禁止“一店多招”“多层多招”设置；单位和个人设置店招、

标牌，不得遮挡建筑物玻璃幕墙和窗户，不得影响建筑物的

采光通风、造成光污染以及影响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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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城市建成区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不得借用路灯

杆设置广告设施（经批准，可设置临时性公益广告）；不得

利用城市家具设置商业广告。

（九）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严格控制充气式拱门、气模

等形式的户外商业广告设置。需临时设置充气式拱门、气模

等形式的广告，经批准后在规定的地段设置，不得占压人行

道等公共空间。

（十） 严格控制户外广告在主要街道、大型广场、商

业集中地段等公共场所的设置密度。

（十一） 户外广告设置不得损害建筑物、街景和城市

轮廓线的重要特征，不得破坏载体的整体效果，其位置、形

式、大小、色彩、图案必须与载体相协调。

（十二）户外广告设置不得影响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

影响建筑物安全，不得占用或影响消防通道。

（十三） 户外广告设施的材质及设计、施工、安装、

验收、维护保养、安全检测等应符合《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

术规范》CJJ149 的相关要求。

（十四）设置户外广告应征得载体单位同意，并符合相

关安全要求。

（十五）制定应急预案，遇特殊天气应对户外广告设施

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户外广告设施坚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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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户外广告设置应严格按照审批内容执行，确需

变更的，应按程序办理变更手续。户外广告设置期满后，设

立单位应自行拆除。

第四条 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和载体

（一）国家机关、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居住等特定功

能区范围内和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建筑上；

（二）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和历史建筑

上；

（三）道路规划红线内，但道路规划红线内的公交候车

亭除外；

（四）护城河沿岸管理区域，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所

属范围内，但公益广告除外；

（五）观光电梯、危房和雕塑、纪念碑、景观构筑物、

地下出入口等各类建(构)筑物上；

（六）阅报栏、路名牌、公共座椅等城市公共设施上；

（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区域或者载体。

第五条 设置要求

（一）建筑物顶部禁止设置户外广告。

（二）在建（构）筑物立面设置户外广告的要求。

平行于建筑物外墙面设置广告的，广告结构与广告牌面

设置高度不得超过建筑物“女儿墙”，不得超出该建筑物两

侧墙面，底部净空高度须大于 3m，广告结构与牌面突出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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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不得大于 0.5m；广告牌规格应相互协调，且广告牌面

积不得超过外墙面积的 30%。

不宜利用沿路实体围墙设置户外广告。

（三）在地面上设置广告的要求

1.广告设施设置位置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宽度小于 3m

的人行道不得设置立杆式户外广告设施；宽度小于 5m 的人

行道或面积小于 50m
2
的广场（空地）不得设置底座式户外广

告设施；

2.在人行道上设置广告的纵向间距（步行街除外），主

要商业街广告间距不得小于 25m，其它道路广告间距不得小

于 50m；

3.立杆式广告的幅面不应大于 2m
2
，任一边长度不得大

于 2 米，厚度不得大于 0.3m，下部净空不得低于 2.8m；

4.立牌式落地广告灯箱的幅面一般不得大于高 1.8m、宽

1.2m，厚度不得大于 0.2m，支撑高度不得大于高 0.6m，厚

度不得大于 0.15m；

5.底座式广告设施总高度不能超过 2.4m，宽度不得大于

1.5 米，且不得超出最近的建筑物的高度；其外缘离人行道

沿石不得小于 0.4m；其底座横向尺寸不得大于人行道宽度的

四分之一，纵向尺寸最长不得大于 1.5m；

6.每个电杆只能设置一个灯箱广告，且应具备亮化效

果；其长度不得大于 2.4m，宽度不得大于 0.8m，牌面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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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人行道地面高度不得小于 2.5m，牌面底部距离车行道地

面高度不得小于 4m；同一路段上的电杆广告应统一方向设

置，高度、规模、形状应协调统一；

7.利用候车亭、出租车招停点（班车停车点）、公用电

话亭、售货亭等形式设置户外广告的，应与该构筑物本身设

计风格协调。候车亭顶部不得设置广告牌面，其亭身立面可

以设置户外广告画面，单幅规格控制在高 1.9m、宽 3.5m、

厚 0.18m 以内。公用电话亭、售货亭原则上只能设置 1 块户

外广告画面，单幅规格控制在高 1.6m、宽 0.9m 以内；

8.在人行道、广场设置地面广告的，其平面要与人行道、

广场一致，其耐压强度要与人行道、广场耐压强度一致；

9.需设置实物造型广告设施的人行道宽度不得小于 8m，

实物造型广告设施的宽度不得大于人行道宽度的四分之一；

10.城市交叉路口、公路交叉路口（在机动车停车线 40m

范围内）不得设置占路式户外广告；在公路纵坡、弯道、平

交道口、立交桥匝道、跨线桥、城市出入口、穿村镇路段及

收费站等位置设置大型立柱式广告设施，不得影响行车视线

和整体观赏效果；

11.在建筑工地设置的工地围挡式广告设施不得占用绿

地设置，且不得侵入道路红线范围，不得低于 2.5m 且不高

于 3m；建设项目通过验收后立即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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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批准，在建筑物顶部设置户外招牌标识的，应

设置镂空形式的本单位名称的字牌广告。

（五）在建筑物立面设置户外招牌标识的要求

1.平行外墙式招牌设施下沿距地面小于 3m 的，突出墙

面的距离不应大于 0.1m；设施下沿距地面大于等于 3m 的，

突出墙面的距离不应大于 0.5m。户外招牌标识在形式、高度

及外挑距离应当与附近保持相互协调，统一有序。单层平屋

顶建筑设置的户外招牌标识，其户外招牌标识的上部不得超

出女儿墙顶部，总高度不超过 1.2m；

2.垂直于建筑物外墙面设置户外招牌标识的，顶部不

得超出该建筑物女儿墙，底部离地面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3m，

且其招牌标识的底部不得低于门头牌的下沿。每幢建筑物的

每一立面上垂直灯箱的数量不宜超过两块；垂直于建筑物的

户外招牌标识，形式、高度应当统一，四层以下建筑物上的

灯箱高度不得超过 6m，四层（含四层）以上建筑物上的灯箱

高度不得超过 9m；市区商业街沿线的餐饮、休闲娱乐等场所

允许设置的垂直灯箱，形式以霓虹灯为主，不得设置喷绘式

灯箱；高层建筑消防登高面上不得设置悬挑式墙面广告；

3.不宜利用本单位控制范围内的沿路实体墙设置户外

招牌标识。

（六）在地面上设置独立式的户外招牌标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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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式户外招牌设施的数量不宜超过所属建筑物主

要出入口的个数；

2.作为写字楼使用的建筑物，实行一楼一牌，多个单

位一并考虑，统一设置；驻楼单位指示牌，可统一在楼栋入

口处规范设置；

3.人行通道小于 5m的区域不得设置独立式户外招牌设

施；

4.竖向独立式户外招牌设施最大宽度不应大于 1.5m；

5.横向独立式户外招牌设施的总高度不宜超过 1.5m，

厚度不宜大于 1.5m，长度不宜大于 4.0m，设置后单侧行人

通行宽度不得小于 3m。

（七）户外广告、招牌标识制作和安装应当符合国家的

有关技术、质量、安全标准，并定期保养和维修，做到整洁、

安全和美观。

户外广告、招牌标识与原有建筑物的连接应确保连接可

靠，牢固安全。设置的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设施，其荷载应

执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基本风压应

按 0.55kN/m
2
，并考虑高度系数。户外广告、招牌标识采用

钢结构的，应执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J 17。

在屋顶和墙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除考虑广告设施自

身强度外，并应考虑广告设施的载荷对原有建筑物的影响，

报批时应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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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设置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设施应执行《建筑物防

雷设计规范》GB 50057，应根据其所处环境采取措施，防止

雷击和电磁波侵入。

（九）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设施应以低压配电，一般采

用三相五线制供电，并确保接地和安全，按照《民用建筑电

器设计规范》JGJ/T16 执行。

（十）户外广告、招牌标识设施设置应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安全检测报告和安全隐患消除

措施提交城市管理部门。

（十一）户外广告、招牌标识标志用字，应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应当以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禁止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外

文文字使用要符合规范，字体的高度及宽度不得超过底牌高

度及宽度的 2/3，中文在上，外文在下，中文字体大，外文

字体小；国际、国内统一品牌的连锁店、专卖店和名家题词

除外。

（十二）非公共载体户外广告设置要求

1.利用非公共载体设置户外广告的，应依法取得非公

共载体的使用权；

2.设置户外电子显示屏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得影

响居住环境和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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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新建商场建筑立面上设置户外广告的，应符合城

市规划有关设置区、限设区的相关要求；

4.在既有商场建筑物立面上设置户外广告的，应符合

有关设置区、限设区的相关要求，设置方必须严格按照方案

进行施工，完工后由主管部门进行验收；

5.户外广告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形式、规格、效果

图进行设置，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按照设置审批程

序办理；

6.户外广告拆除后，审批部门应当依法注销户外广告

设置许可。

（十三）房地产等临时户外广告设置期限，参照户外广

告设置的期限，延期设置期限最长不得超过本项目建设期。

第四章 管理要求

第六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标识设置审批应按照法律、法

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理。

第七条 公共载体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期满需继续设置

的，设置人应当在期满前 30 日内向原审批部门提出延期申

请。期满后不再设置或未取得延期许可的，设置人应当在期

满之日起 20日内自行拆除户外广告及其设施,并将载体恢复

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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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制定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制

度及规程，建立长效机制，依法依规设置，确保市容市貌整

洁、清爽、有序。

第九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制定户外广告和招牌应急预

案，出现安全事故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配合应急部门做

好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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