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实地点位测评要求，选择相应内容的公益广
告进行刊播。

二、各单位制作公益广告时，严格按照三审三校的原则，对版面、标语、落款、配图等
进行校核，对出错的广告按照谁制作谁负责的原则进行整改。

三、制作公益广告时，要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在同一区域、同一载体刊播公益广告时，
尽量用一色系，避免造成视觉污染。

四、设置公益广告数量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求，达到测评要求的同时也
不宜过多。

五、政治性标语，特别是中央精神、领导人讲话等内容的公益广告，在刊播时要注意载
体，避免刊播在过低、过偏的位置，避免被遮挡，禁止与商业广告插播。

六、各单位设置好公益广告后，要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对破损残旧的要及时更换。



基础设计：

角标方案 



基础设计：

颜色标准



基础设计：

文标



基础设计：

落款形式：各单位在制作刊播公益广告时，请按照以上要求落款

       主次干道、公园广场、
车站码头、景区景点等公
共区域各类公益广告，可
使用安顺市文明委和制作
单位落款。

       社区、小区、展板、
灯箱等广告，如有社会力
量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在
落款最后，增加支持单位
名称，体现全民参与。

       主大街、大型广告牌、
大幅标语广告、政治性标
语广告，使用安顺市文明
委落款。



基础设计：

组成方式：
创建文明城市LOGO + “文明安顺”+ 标语 + 价值观 + 配图 + 落款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讲文明  树新风”需加配特有文标）



内容及板块划分：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七、公共厕所

八、景观小品广告

九、文明提示花池牌

十、护栏公益广告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在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社区、小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服务窗口、学校、医院、公园、广场、景区景点、建筑工地等测评
点位，利用广告牌、宣传栏、灯箱、道旗、工地围墙围挡等载体，
根据相应载体选择相应比例，根据周围环境选取合适颜色进行刊播。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字体：方正正大黑简体（规范黑体）
配图：手绘风格黄果树瀑布景（可更换画面，建议以地标建筑为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竖版设计稿（适用于海报、灯箱制作）

宽高比例——2:3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展板、海报制作）

宽高比例——2: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户外广告牌、高杆广告、围墙广告制作）

宽高比例——3: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在主次干道、社区、广场、建筑工地等测评点位，利用大型广
告牌、公交站台、户外电子屏、工地围墙围挡，根据相应载体选择
相应比例，原则上广告画面不小于10平方，同时商业广告不能与其
并列刊播。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字体：方正正大黑简体（正规黑体）
配图：彩绘形式的安顺城市风貌、特色建筑物等（可更换画面，建议以地标建筑为主）
配色：该系列只能使用红色



竖版设计稿（适用于海报、灯箱制作）

宽高比例——2:3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展板、海报制作）

宽高比例——2:1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适用于户外广告牌、高杆广告、围墙广告制作）
宽高比例——3:1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参考标语：

1、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2、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我们要继续齐心协力干  加油好好干  努力干成一番新事业  干出一片新天地

5、衷心拥护“两个确立”  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6、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7、时代造就英雄  伟大来自平凡

8、千家万户都好  国家才能好  民族才能好

9、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10、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11、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系列

参考标语：

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4、各民族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

15、各族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16、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7、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在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社区、小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窗口、学校、医院、公园、广场、景区景点、建筑工地等测评点位，
利用广告牌、宣传栏、灯箱、道旗、工地围墙围挡等载体，根据相
应载体选择相应比例。同时注意刊播时间，在二十大召开后，要立
即更换。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字体：方正正大黑简体（正规黑体）
配图：特色景点扁平化设计分离稿件（可更换画面，建议以地标建筑为主）
配色：该系列只能使用红色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竖版设计稿（适用于海报、灯箱制作）

宽高比例——2:3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展板、海报制作）

宽高比例——2:1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户外广告牌、高杆广告、围墙广告制作）
宽高比例——3:1



三、喜迎二十大系列

参考标语：

1、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2、牢记嘱托闯新路    满怀信心向前进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3、高举伟大旗帜  牢记领袖嘱托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奋力谱写多彩贵州现代化建

设新篇章

4、全面落实市委“1558”发展思路   为建设幸福美好新安顺贡献力量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含法治精神、传统美德、雷锋精神<志愿服务>、良好家风、
文明旅游、文明礼仪、诚信建设主题）

       在所有测评点位、根据相应点位性质，选取相应宣传内容进行刊播，制
作时根据相应载体选择比例，根据周围环境选取合适颜色进行刊播。
       其中，主次干道、社区、小区要有雷锋精神主题宣传画面；社区、小区
要有良好家风宣传画面；医院、车站、窗口、商场超市、公园广场等要有文
明礼仪主题宣传画面；景区景点、旅游接待窗口要有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画面；
商业大街、商场超市、农贸市场要有诚信建设主题宣传画面。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字体：方正汉真广标简体（广告体）
配图：根据内容搭配相应的讲文明树新风类插画、漫画、平面设计图（建议配
图以卡通人物风格为主）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竖版设计稿（适用于海报、灯箱制作）

宽高比例——2:3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展板、海报制作）

宽高比例——2:1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户外广告牌、高杆广告、围墙广告制作）

宽高比例——3:1



四、讲文明树新风系列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在社区、小区、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窗口、学校、医院、公园、广场、
景区景点、建筑工地等测评点位，根据相应点位性质，选取相应宣传内容进行
刊播，制作时根据相应载体选择比例进行刊播。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字体：文鼎习字体（广告体）
配图：使用原“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内容及配图
配色：仅适用绿色版面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竖版设计稿（适用于海报、灯箱制作）

宽高比例——2:3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展板、海报制作）

宽高比例——2:1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户外广告牌、高杆广告制作）

宽高比例——3:1



五、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系列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在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社区、小区、学校周边、建筑工地等测评
点位，利用广告牌、宣传栏、灯箱、道旗、工地围墙围挡等载体，选择
相应比例进行刊播。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字体：方正少儿简体（儿童体）
配图：根据内容搭配相应插画、漫画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竖版设计稿（适用于海报、灯箱制作）

宽高比例——2:3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展板、海报制作）

宽高比例——2:1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横版设计稿（适用于户外广告牌、高杆广告、围墙广告制作）

宽高比例——3:1



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系列

参考标语：
1、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优化未成年人教育环境 

2、关注一个成长的心灵，播种一个灿烂的明天 

3、共同关爱成长，共创文明未来 

4、诵读经典，润泽童心，传承文明，培育新人 

5、关爱今天的成长，成就明天的栋梁 

6、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关心未成年人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 

7、树立远大理想，做有道德的人 

8、为了未来奉献一片爱心，为了孩子送上一份真情 

9、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10、城市未来在我手中，做文明有礼的小公民 

11、小手牵大手，文明路上一起走 

12、关心孩子，关爱成长，关注未来 

13、立美德，乐心智，做个高尚的人 

14、立大志，勤学习，做个有为的人 



七、公共厕所
       在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商场超市、医院、学校、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所有公共使用的厕所，进行刊播。



七、公共厕所

公厕外部悬挂海报：贵州省文明如厕公益广告统一方案，不能更改。



七、公共厕所

公厕内容海报悬挂效果图，各地可将画面更换为本地风光。



七、公共厕所

公厕内部悬挂海报：根据本辖区特色风景进行配图，并留下属地单位和举报电话
                              （电话确保24小时有人接听）



七、公共厕所

公厕内部悬挂海报：根据本辖区特色风景进行配图，并留下属地单位和举报电话
                              （电话确保24小时有人接听）



八、景观小品广告
       在主次干道交通节点、公园广场、各类省级以上文明单
位，景区景点、市区办事大厅、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等
点位，必须设置长3米、高2米以上公益广告景观小品。



八、景观小品广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景观小品广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景观小品广告——总书记讲话等政治标语

主题：总书记讲话等政治标语



八、景观小品广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主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八、景观小品广告——文明行为

主题：文明行为



八、景观小品广告——道德观

主题：道德观



九、文明提示花池牌
在各类测评点位，利用绿化带花池牌，设置各类文明提示语。



九、文明提示花池牌（主次干道、公园广场）



九、文明提示花池牌（背街小巷、社区小区、机关单位）



九、文明提示花池牌（背街小巷、社区小区、机关单位）



九、文明提示花池牌（公共场所、机关单位、景区景点）

景区提示牌



十、护栏公益广告
       在城区主干道，利用道路隔离护栏，每200米设置一组护栏公益广告，满
足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基本要求。



组合方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讲文明树新风+文明健康绿色环保+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十、护栏公益广告



十、护栏公益广告



十、护栏公益广告



十、护栏公益广告



岔色组合方案

十、护栏公益广告



十、护栏公益广告



十、护栏公益广告



十、护栏公益广告



岔色组合方案

十、护栏公益广告



特殊比例排版参考及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