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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制定背景

为加强厦门市户外招牌的设置和管理，规范户外招牌设置，维护市容环境的整洁美观，塑造良好的

城市形象，结合十三五环境整治要求，制定本导则。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厦门市户外招牌的设置和管理活动。

1.3 规划原则

1.3.1 安全性原则

确保户外招牌的安全性，并确保其设施不对交通、绿地、电力、通讯、避灾、建筑物、行人等造成

妨害。

1.3.2 协调性原则

设置户外招牌设施应当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与所处区域的区位、环境、文化氛围相适应，与所在地

段的功能要求相适应，合理布局、规范设置。

1.3.3 可操作性原则

（1）户外招牌的制定应切合实际，与厦门市现有的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办法和管理方法相适应；

（2）在内容编排和条款的制定上易于理解，便于贯彻执行。

1.4 规划目的

户外招牌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导则通过规范户外招牌的设置，对市容建设和经济发展起到积

极作用，为政府部门提供管理操作的技术依据，使户外招牌与厦门市城市性质及城市风貌相适应,逐步

实现户外招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

1.5 规划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2015年4月24日）

⑶《特殊标志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02号，1996年7月20日）

⑷《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⑸《厦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07年）

⑹《厦门经济特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2016年11月）

⑺《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CJJ 1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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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厦门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年版）

2 ⑼其他有关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

3 户外招牌定义和分类

3.1 户外招牌定义

本导则所称的户外招牌，是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或其他组织在其办公或经营场所

建（构）筑物外墙或建筑用地红线范围内设置的，用于表明单位名称、字号、标识或者建筑物名称的牌、

匾等相关设施。

招牌内容超出上述内容或者设置地点不在其办公或经营场所的按《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导则》

相关规定管理。

3.2 户外招牌分类

户外招牌按功能分为店面招牌、建筑标识招牌、单位名称招牌；按照设置形式分为附着式招牌、落

地式招牌。

2.2.1 店面招牌

用于表明个体工商户经营店铺名称、字号的户外招牌称为店面招牌。（图 3-1）

2.2.2 单位名称招牌

用于表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名称、标识和字号等的户外招牌称为单位名称招牌。

（图 3-2）

2.2.3 建筑标识招牌

用于表明各类建（构）筑物名称（含广场）的户外招牌称为建筑标识招牌。（图 3-3）

图 3-1 店面招牌 图 3-2单位名称招牌 图 3-3建筑标识招牌

2.2.4附着式招牌

依附于建（构）筑物外墙、围墙等建构筑物表面设置的户外招牌称为附着式招牌。附着式招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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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外墙式、垂直外墙式、遮篷式等形式（图 3-4）。

图 3-4附着式招牌形式

2.2.4.1 平行外墙式招牌

依附于建（构）筑物外墙面与外墙平行的户外招牌称为平行外墙式招牌。平行外墙式招牌有镂空式、

凸版式、箱体式、平板式、牌匾式、格栅式等（图 3-5）。

图 3-5平行外墙式招牌形式

2.2.4.2 垂直外墙式招牌

依附于建（构）筑物外墙面与外墙垂直的户外招牌称为垂直外墙式招牌，包括小型侧招、立式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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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图 3-6）

图 3-6垂直外墙式招牌形式

2.2.4.3 遮篷式招牌

依附于遮篷形式设置的户外招牌称为遮篷式招牌。（图 3-7）

图 3-7遮篷式招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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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落地式招牌

直接设置在地面上，具有独立支撑结构的户外招牌称为落地式招牌，包括立杆式、底座式等。（图

3-8）

图 3-8落地式招牌形式

4 户外招牌设置规定

4.1 户外招牌一般规定

3.1.1 户外招牌的设置应美观，与区域环境相协调，不得损害建筑物、街景的重要特征，不得破坏被

依附载体的整体效果；陈旧、损坏的应及时更新、修复，过期和失去使用价值的应及时拆除。

3.1.2 户外招牌的设置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

3.1.3 户外招牌的设置应符合消防及公共安全的要求，不得直接安装在建筑构造干挂面层上，应安装

在结构主体上。

3.1.4 户外招牌的设置涉及世界文化遗产、历史风貌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建筑的，应符

合相关规定。安装构造必须以不破坏建筑的结构及表面肌理为原则，同时兼顾可逆要求。

3.1.5 户外招牌的设置应符合节能与生态环保要求，鼓励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鼓励设

置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户外招牌。。

3.1.6 连锁单位、知名品牌等有其固定企业招牌规范的，在保证与周边环境协调的前提下，可采用其

标准材质、字体等，但其设置位置、大小、出挑距离等必须遵循本导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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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建筑标识招牌（含广场），应当按照经地名管理部门核准的建筑物名称设置。

4.2 户外招牌禁设规定

下列情形不得设置户外招牌：

3.2.1 在建（构）筑物屋顶、建筑落地立柱、玻璃幕墙表面、建设用地红线范围以外的（经规划主管

部门审批的除外）。

3.2.2 影响建筑物通风、采光、通行和消防等功能的正常使用或造成光污染的,妨碍他人生产经营或者

影响居民生活的。

3.2.3 利用危房设置或设置后危及建(构)筑物安全的。

3.2.4 影响规划审批的建筑正常间距、建筑安全疏散或危及车辆行人安全的。

3.2.5 使用霓虹灯、音频、电子显示屏、投影等设备，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或影响城市容貌。

3.2.6 居住建筑、商住建筑和混合建筑的住宅层自身墙面、窗户及对面建筑的外墙面上，设置高亮度

光源或动态光源的照明方式的。（亮化标准详见《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

4.3 户外招牌设置位置及大小

3.3.1 底层户外招牌宽度宜与所属单位出入口的宽度一致，最大宽度不应超过所属单位经营服务场所

的范围。

3.3.2 底层户外招牌牌面高度不大于招牌顶端到地面距离的 1/5；同一街道或同一幢房屋设置招牌下

沿，距地面高度应该一致，风格、体量与主体建筑相协调。

3.3.3 不得利用建筑物二层（含）以上外立面设置店面招牌，二层（含）以上有独立出入口的，店招

只能设置门楣处；没有独立出入口的，宜在一层（底层）适当位置统一设计、集中设置。

3.3.4 落地式招牌应设置在所属建筑（单位）用地红线范围之内，宜设置在距离建（构）筑物 12 米范

围之内，不得在距离建（构）筑物 20米范围外设置，且不得在临街面设置。

3.3.5 附着式招牌上沿不得超过建筑屋顶。

3.3.6 对于底层有专用出入口的经营单位，允许在其出入口两侧的墙面设置一块小型侧招。

4.4 户外招牌设置数量

3.4.1 建（构）筑物底层有专用室外出入口的经营服务单位，平行外墙式招牌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入口

的个数；没有专用室外出入口的经营服务单位，宜在底层集中组合设置，也可统一设置落地式招牌。

3.4.2 大型商厦、综合商务办公楼宇等设置的落地式招牌数量不宜超过所属建筑物主要出入口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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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名称招牌在建筑物底层部分设置的，其数量不得超过建筑物的出入口数量；底层以上部分设置的，

不同方向的建筑墙面上的数量不得超过 1块，原则上总数不宜超过 2块。

3.4.4 每个单位在每处办公场所只能设置一处户外招牌，实行“一店（单位）一牌”，不得多牌设置。

多家单位共用同一建筑物或场所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对外有专用出入口的“店内店”，应制作统一规格样式的招牌；

（2）对外无专用出入口的“店内店”，应在建筑物内指定位置设置统一的牌匾标识，任何单位不

得单独在建筑物外立面设置招牌。

4.5 户外招牌字符设置要求

户外招牌的字符尺寸应与所在街道的空间尺度相对应，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3.5.1 户外招牌的字体应当规范完整，字序应当遵守国家规范的语言文字有关规定。使用外文时，应

同时标注醒目的中文字符，中文字符应占据版面主体。商业老字号牌匾的文字应当按照有关批准文件规

定执行。

3.5.2 户外招牌字符的高度（h）与户外招牌高度（H）,应满足：1/3≤h/H≤3/5。（图 3-2）

3.5.3 多层（6层及以下）建筑附着式户外招牌字幅尺寸，其字符的具体尺寸大小宜符合表 3-1规定。

表 3-1：多层（6层及以下）建筑附属户外招牌字幅尺寸

道路等级 道路红线宽度D（m） 招牌字符最大边长L（m）

其他城市道路 D＜22 L≤0.4

图 4-2 招牌字符与高度尺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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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路 22≤D＜30 L≤0.5

次干道 30≤D＜43 L≤0.6

主干道以上道路 D>43 L≤0.8

高层（住宅 6层以上）建筑附着式户外招牌字幅尺寸，其字符的具体尺寸大小宜符合表 3-2规定。

表 3-2：高层（住宅 6层以上）建筑附着式户外招牌字幅尺寸

建筑高度H（m） 招牌字符最大边长L（m）

18＜H≤54 L≤2.5

54＜H≤100 L≤5

H >100 L≤6

4.6 户外招牌照明设置要求

3.6.1 招牌照明的光源形式、色彩、光照强度应符合 DB31/T316 的规定。采用泛光照明等外置光源形

式的户外招牌，其直接照射范围应控制在户外招牌的看板范围内。

3.6.2 在保证光照强度和均匀度的情况下，提倡采用节能的设计及高光效的节能材料和产品。

5 户外招牌设置具体要求

5.1 附着式招牌

4.1.1 附着式招牌的设置不得破坏建筑立面的构图关系，且不得遮挡建筑有特色的立面细部。对于建

筑立面上有线脚装饰的建筑，户外招牌设置不得破坏分隔线脚的构图关系。

4.1.2 同一街区相邻建筑物的户外招牌，其形式、选材、体量、色彩、照明效果等应整体协调。

4.1.3 非商业街且相邻建筑均无沿街商铺的建筑底层

商铺，不得设置带底板的店招,宜采用镂空式字体店招。

4.1.4 同一路段上或同一栋建筑立面上相邻招牌的类

型、大小、悬挂位置、出挑尺寸应当一致。不宜在同一

栋建筑上设置 3种以上形式的户外招牌。

4.1.5 户外招牌不宜与卷帘门、空调等其他设施整体

设置。因场地限制必须整体设置时，宜采用遮篷式或格

栅式。格栅式招牌与卷帘门、空调外机整体设置时，厚

度不应大于 0.8 m（图 4-1）。

4.1.6 在不同类型建筑立面形式上设置招牌应符合下

述规定：

图 5-1与卷帘门整体设置的招牌

的尺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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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立面上有立柱、线脚等装饰的，不得破坏或遮挡装饰物（图 5-2）；

（2）

（3） 图 5-2 招牌设置于建筑立面构图关系示意

（4） 建筑立面上有拱券构件的，在拱券以外部分不宜设置户外招牌（图 5-3）；

（5） 建筑平面布局上有凹凸或曲折变化的，不得破坏建筑立面的形态关系（图5-4～图5-5）；

图 5-3 拱券部分招牌设置 图 5-4 立面凹凸变化时的招牌

设置

图 5-5 立面曲折变化时的招牌设置

（6） 骑楼建筑廊道内侧或出挑部分的底部距离地面大于等于 3m的，应设置在廊道内侧和出挑

结构以下；小于 3m 的，可设置于廊道外侧或出挑部分的墙面上，户外招牌的下沿不得低于建筑出挑部

分的楼板，上沿不得高于二层窗户下沿，且高度不得大于 3米，宜采用镂空式样（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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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楼廊道高≥3m 时 骑楼廊道高＜3m 时

图 5-6 骑楼建筑的招牌设置

（7） 在坡屋顶建筑山墙面上的，宜采用镂空式或遮篷式，且不得破坏屋面轮廓线（图 5-7）；

镂空式 遮篷式

图 5-7坡屋顶类建筑的招牌设置

（8） 位于街道转角建筑的，应整体设计；应统一相邻招牌的形式、悬挂位置和高度；转角部位

不宜设置小型侧招（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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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转角建筑的招牌设置

（9） 附着式招牌所依附的建筑（或建筑局部）同时具有以上几种特征的，应在形式、尺寸和设

置位置等方面同时满足上述规定。

4.1.7 平行外墙式招牌设置要求

4.1.7,.1 平行外墙式招牌宜采用镂空式。

4.1.7.2 平行外墙式的户外招牌厚度不宜超过相邻竖向线脚的最大厚度。无内照明的平行外墙式的户外

招牌厚度不宜大于 0.1m，采用内部照明的箱体厚度不宜大于 0.3m（ 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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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平行外墙式户外招牌设施厚度断面示意图

4.1.7.3 建筑底层的平行外墙式招牌应设

置在二层楼板以下，招牌底边距离地面不宜

小于 2.5m。（图 4-10）

4.1.7.4 相邻店面的招牌应分别设置，招牌

间距不宜小于 0.3m。（图 4-10）

4.1.8 垂直外墙式招牌设置要求

4.1.8.1 小型侧招不得设置在二层楼板以上，宜

以实物造型或图案来表现单位标识（LOGO），不宜

采用动态光源。

4.1.8.2 小型侧招最大直径或最大边长不得大

于 0.7m，厚度不得大于 0.3m；底边距地面不得小于 2.5m，支架出挑的距离不得大于 0.3m、悬挂角度应

与建筑物外墙成 90°角。（图 5-11）

4.1.8.3 除上述情形的小型侧招外，其余垂直墙面的户外招牌只允许在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优

化设置路段设置，其设置应符合《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导则》的要求。

图 5-10平行外墙式招牌设置高度、间距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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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小型侧招的设置要求

4.1.9 遮篷式招牌设置要求

4.1.9.1 遮篷式招牌应采用镂空式。（图 5-12）

4.1.9.2 不得影响窗户的正常开启和防火通风的需求。

4.1.9.3 同一个建筑立面设置的遮篷式招牌类型、大小、悬挂位置、出挑尺寸应一致。遮篷式招牌出挑

距离不宜大于 1.2 m，高度不宜大于 1m，不得超过雨篷宽度。（图 5-13）

图 5-12遮篷区域的招牌设置 图 5-13 遮篷式招牌的尺寸设置

5.2 落地式招牌

落地式招牌应设置在所属建筑的地块红线范围之内，尺寸宜符合表 4-1 规定：

表 4-1 落地式招牌设置尺寸

设置场地宽度W（m） 招牌高度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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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 1.2≤H≤1.5

5＜W≤10 1.2≤H≤3

10＜W≤20 1.2≤H≤5

20＜W 1.2≤H≤6

设置场地宽度是指建筑物外墙面到与之平行的最近的人行道路缘石线之间的距离，且招牌外沿距人行

道不得小于2.5米

4.2.1 落地式招牌不宜多于四面。单面和双面型的招牌宽度不得大于 1.3 米；三面型招牌单面宽度不得

大于 1.2 米；四面型招牌单面宽度不得大于 1米。若多于四面，最大直径不得大于 1米。招牌下缘距离

地面高度不得小于 0.5 米，高度不得超过 6米。（图 4-14）

图 5-14 竖向独立招牌设置示意图

6 户外招牌设置安全要求

6.1 户外招牌的设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结构安全、可靠，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及安全检查。

6.2 户外招牌防腐保养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发现有锈蚀、油漆脱落、龟裂、风化等现象，应及时进行

清理、除锈、修复和重新涂装。当涂层表面光泽失去达 80%、表面粗糙、风化龟裂达 25%和漆膜起壳时，

应及时进行维护。

6.3 对照明、供电、电器控制设备、防雷装置应每月维护一次，一旦出现电线绝缘材料损坏、导线外

露时要及时包扎好，确保不发生漏电现象。

6.4 对钢结构构件连接点(焊缝、螺栓、锚栓)应每年检查一次，发现节点松动或焊缝有裂痕，应及时

加固、修复和重新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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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根据重大节庆日和重大活动的安全需要，以及在台风、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户外招牌设置主体应

对户外招牌进行维护保养。

6.6 户外招牌设置人应当确保招牌设置施工和使用期间的安全，防止事故发生。户外招牌设施坠落、

倒塌、损坏，造成人身意外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户外招牌设置人或使用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7 附则

7.1 本导则是厦门市户外招牌设置通用规范，具有强制性效力。市域范围内各类户外招牌设置必须符

合本导则的规定。申请人在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户外招牌设置时，应承诺无条件遵守本导则的规定。

7.2 本导则未作规定的，依据其形态结构和设置方式，可选取《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导则》中相

近的广告类型作为参考标准，并依照国家、福建省和厦门市现行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或待本导

则另行修订增补。

7.3 本导则由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

7.4 本导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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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名词解释

（1）建筑物出入口

是指建筑物提供人行或者机动车出入的主要通道，不包括仅用于特殊情况出入口，如消防出口等（图

a）。

（2）建筑临街面

一个与街道或其它公共空间相邻，且具有公共展示面或公共出入口的建筑立面。在工业区，具有员

工主要出入口的建筑立面为建筑临街立面。临街立面长度为建筑临街面的沿街水平线距离。（图a）

图a建筑物出入口与临街面示意图

（3）山墙

是指沿建筑短轴方向所布置的外墙面。

（4）危房

是指建筑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

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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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混合建筑

是指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其中由多个使用功能不同的空间组合而成的建筑（如商住楼等）。

（6）骑楼

是指建筑物之前凸出的有屋顶或有第二层楼的供人通行的柱廊。

（7）门楣

是指出入口门框上沿至下二层楼板下沿的部分。

（8）屋顶

是指房屋或构筑物外部的顶盖，包括屋面以及在墙或支撑物以上用以支撑屋面的一切必要材料和构

造。

（9）遮棚

是指从主体建筑向人行道上方伸出，供行人避风、遮雨等使用的水平方向为主的构筑物。

图b 主要建筑术语指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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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玻璃幕墙

是指由金属构件与玻璃组成的建筑外围护结构。（图c）

（11）建筑线脚

一般指檐口线脚，起到装饰盖缝的作用。

二、条例标准用词说明

（1）执行本条例时，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以便使用时区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2）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用“严禁”。

3）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应这样做的：

4）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5）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6）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2）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3）条文中下列用词分别表示为以下关系：

“不得小于”表示“应大于或等于”；

“不得低于”表示“应高于或等于”；

“不得大于”表示“应小于或等于”；

“不得超过”表示“应小（低）于或等于”；

“不得高于”表示“应低于或等于”。

图 c 玻璃幕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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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附着式招牌上沿不得超过建筑屋顶。

	3.3.6  对于底层有专用出入口的经营单位，允许在其出入口两侧的墙面设置一块小型侧招。


	户外招牌设置数量

	3.4.1  建（构）筑物底层有专用室外出入口的经营服务单位，平行外墙式招牌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入口的个数；没有专用室外出入口的经营服务单位，宜在底层集中组合设置，也可统一设置落地式招牌。

	3.4.2  大型商厦、综合商务办公楼宇等设置的落地式招牌数量不宜超过所属建筑物主要出入口的个数。

	建筑物名称招牌在建筑物底层部分设置的，其数量不得超过建筑物的出入口数量；底层以上部分设置的，不同方向的建筑墙面上的数量不得超过1块，原则上总数不宜超过2块。

	3.4.4  每个单位在每处办公场所只能设置一处户外招牌，实行“一店（单位）一牌”，不得多牌设置。多家单位共用同一建筑物或场所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户外招牌字符设置要求

	3.5.1  户外招牌的字体应当规范完整，字序应当遵守国家规范的语言文字有关规定。使用外文时，应同时标注醒目的中文字符，中文字符应占据版面主体。商业老字号牌匾的文字应当按照有关批准文件规

	定执行。

	3.5.2  户外招牌字符的高度（h）与户外招牌高度（H）,应满足：1/3≤h/H≤3/5。（图3-2）

	3.5.3  多层（6层及以下）建筑附着式户外招牌字幅尺寸，其字符的具体尺寸大小宜符合表3-1规定。

	

	高层（住宅6层以上）建筑附着式户外招牌字幅尺寸，其字符的具体尺寸大小宜符合表3-2规定。


	户外招牌照明设置要求

	3.6.1  招牌照明的光源形式、色彩、光照强度应符合DB31/T316的规定。采用泛光照明等外置光源形式的户外招牌，其直接照射范围应控制在户外招牌的看板范围内。

	3.6.2  在保证光照强度和均匀度的情况下，提倡采用节能的设计及高光效的节能材料和产品。



	户外招牌设置具体要求

	附着式招牌

	4.1.1  附着式招牌的设置不得破坏建筑立面的构图关系，且不得遮挡建筑有特色的立面细部。对于建筑立面上有线脚装饰的建筑，户外招牌设置不得破坏分隔线脚的构图关系。

	4.1.2  同一街区相邻建筑物的户外招牌，其形式、选材、体量、色彩、照明效果等应整体协调。

	4.1.3  非商业街且相邻建筑均无沿街商铺的建筑底层商铺，不得设置带底板的店招,宜采用镂空式字体店招。

	4.1.4  同一路段上或同一栋建筑立面上相邻招牌的类型、大小、悬挂位置、出挑尺寸应当一致。不宜在同一栋建筑上设置3种以上形式的户外招牌。

	4.1.5  户外招牌不宜与卷帘门、空调等其他设施整体设置。因场地限制必须整体设置时，宜采用遮篷式或格栅式。格栅式招牌与卷帘门、空调外机整体设置时，厚度不应大于0.8 m（图4�1）。

	4.1.6  在不同类型建筑立面形式上设置招牌应符合下述规定：

	4.1.7平行外墙式招牌设置要求

	4.1.7,.1  平行外墙式招牌宜采用镂空式。

	4.1.7.2平行外墙式的户外招牌厚度不宜超过相邻竖向线脚的最大厚度。无内照明的平行外墙式的户外招牌厚度不宜大于0.1m，采用内部照明的箱体厚度不宜大于0.3m（      图5�9）。

	4.1.7.3  建筑底层的平行外墙式招牌应设置在二层楼板以下，招牌底边距离地面不宜小于2.5m。（图4�10）

	4.1.7.4  相邻店面的招牌应分别设置，招牌间距不宜小于0.3m。（图4�10）


	4.1.8  垂直外墙式招牌设置要求

	4.1.8.1  小型侧招不得设置在二层楼板以上，宜以实物造型或图案来表现单位标识（LOGO），不宜采用动态光源。

	4.1.8.2  小型侧招最大直径或最大边长不得大于0.7m，厚度不得大于0.3m；底边距地面不得小于2.5m，支架出挑的距离不得大于0.3m、悬挂角度应与建筑物外墙成90°角。（图5�11）

	4.1.8.3  除上述情形的小型侧招外，其余垂直墙面的户外招牌只允许在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优化设置路段设置，其设置应符合《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导则》的要求。


	4.1.9  遮篷式招牌设置要求

	4.1.9.1  遮篷式招牌应采用镂空式。（图5�12）

	4.1.9.2  不得影响窗户的正常开启和防火通风的需求。

	4.1.9.3同一个建筑立面设置的遮篷式招牌类型、大小、悬挂位置、出挑尺寸应一致。遮篷式招牌出挑距离不宜大于1.2 m，高度不宜大于1m，不得超过雨篷宽度。（图5�13）



	落地式招牌

	

	4.2.1落地式招牌不宜多于四面。单面和双面型的招牌宽度不得大于1.3米；三面型招牌单面宽度不得大于1.2米；四面型招牌单面宽度不得大于1米。若多于四面，最大直径不得大于1米。招牌下缘距离地面高度不得小于0.5米，高度不得超过6米。（图4-14）



	户外招牌设置安全要求

	户外招牌的设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结构安全、可靠，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及安全检查。

	户外招牌防腐保养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发现有锈蚀、油漆脱落、龟裂、风化等现象，应及时进行清理、除锈、修复和重新涂装。当涂层表面光泽失去达80%、表面粗糙、风化龟裂达25%和漆膜起壳时，应及时进行维护。

	对照明、供电、电器控制设备、防雷装置应每月维护一次，一旦出现电线绝缘材料损坏、导线外露时要及时包扎好，确保不发生漏电现象。

	对钢结构构件连接点(焊缝、螺栓、锚栓)应每年检查一次，发现节点松动或焊缝有裂痕，应及时加固、修复和重新焊接。

	根据重大节庆日和重大活动的安全需要，以及在台风、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户外招牌设置主体应对户外招牌进行维护保养。

	户外招牌设置人应当确保招牌设置施工和使用期间的安全，防止事故发生。户外招牌设施坠落、倒塌、损坏，造成人身意外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户外招牌设置人或使用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附则

	本导则是厦门市户外招牌设置通用规范，具有强制性效力。市域范围内各类户外招牌设置必须符合本导则的规定。申请人在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户外招牌设置时，应承诺无条件遵守本导则的规定。

	本导则未作规定的，依据其形态结构和设置方式，可选取《厦门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导则》中相近的广告类型作为参考标准，并依照国家、福建省和厦门市现行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或待本导则另行修订增补。

	本导则由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

	本导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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