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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主要参与起草单位：中国广告协会、中广协广告信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蓝色光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北京知乎网技术有限公司、广告人文化集团（天津）

有限公司、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图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国华、王英偶、杨同庆、金星、谭宇菲、高阳、赵华、王

恪、赵践、陈刚、刘双舟、任学安、蒋杰、尹学东、杨玲、方恒、唐娜、谢兰芳、李

慧娟、王喆、石慧、关瑞鸿、孙雷、王水、姜晓秋、刘洪涛、陈琪莎、桂云龙、徐禹、

李尔尘、陈栋桦、林心山、万馨、许婷芳、陈宇哲、顾金萍。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广协广告信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未经中

广协广告信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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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告审查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广告审查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

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29490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GB/T 34090.1-2017 互动广告 

WH∕T 62-2014 音频资源元数据规范 

WH∕T 50-2012 网络资源元数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9 修正）》、《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广告审查 

广告审查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对广告活动、广告

证明文件、广告内容和广告形式进行的审查。 

3.2  虚假广告 

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 

3.3 互联网广告 

互联网广告，是指通过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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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合规性 

符合依据相关规章制度而制定或形成的，与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的行为准则。 

3.5  导向性 

引导事物向某个方向发展的特性。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网页美术设计、数字影像技术、美术设计

与制作、法律事务、工商行政管理事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市场管理与服务、品牌代理经营、市

场营销、广告策划与营销、电子商务、移动商务、网络营销、广告设计与制作、数字

图文信息处理技术、传播与策划、电子产品营销与服务、媒体策划、法律文秘、法律

事务、公共关系、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文化创意与策划、数字出版、视觉传播

设计与制作、国际商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会展、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文化产业管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及法律、法学、知识产权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具有广告创意、制作、代理、发布工作的广告主、广告公司、公关咨询

公司、传媒公司、互联网公司、广告需求方平台、广告供应方平台、广告信息交换平

台和各类媒介及企事业单位中的广告审查员职业岗位（群）、媒体运营岗位（群）、媒

体统筹岗位（群）、策划设计岗位（群）、媒体内容制作岗位（群）、知识产权代理岗。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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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审查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

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广告审查】（初级）：面向具有广告创意、制作、代理、发布工作的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传媒公司、互联网公司、各类媒介等经济组织，在广告管理、媒体运营、

策划设计、媒体内容制作等岗位从事查验各类广告证明文件、广告内容与形式初审、

管理广告档案等工作。 

【广告审查】（中级）：面向具有广告创意、制作、代理、发布工作的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传媒公司、互联网公司、各类媒介等经济组织，在广告管理、媒体运营、

策划设计、媒体内容制作等岗位从事审查各类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广告

发布形式的合规性；审查广告是否涉及竞争和知识产权等规定；检查广告发布是否符

合有关规定等工作。 

【广告审查】（高级）：面向具有广告创意、制作、代理、发布工作的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传媒公司、互联网公司、各类媒介等经济组织，在广告管理、媒体运营、

策划设计、媒体内容制作等岗位对数字传播生态下新兴广告的合规性进行研判；对是

否属于虚假广告、是否违背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等有争议的广告进行研判；提

出改进广告审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处理本单位遵守广告管理法规

的相关事宜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广告审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各类广告

证明文件审

查 

1.1 广告主主体

资格审查 

1.1.1 能审查广告主营业执照、营业范围等证明文件的

有效性与合规性。 

1.1.2 能审查广告主发布公告范围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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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 质量检验机

构等出具的证

明文件审查 

1.2.1 能审查广告商品质量检验内容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与有效性。 

1.2.2 能审查广告取得行政许可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有

效性。 

1.2.3 能审查广告所使用的数据等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

有效性。 

1.2.4 能审查广告中涉及专利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有效

性。 

1.2.4 能审查涉及效果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1.3 特殊商品广

告的证明文件

审查 

1.3.1 能审查分类广告管理证明文件的有效性与合规

性。 

1.3.2 能审查药品广告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1.3.3 能审查医疗广告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1.3.4 能审查医疗器械广告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有效

性。 

1.3.5 能审查保健食品广告证明文件的真实性与有效

性。 

1.3.6 能审查婴儿乳制品和其他食品等证明文件的真实

性与有效性。 

1.3.7 能审查其他需要审查机关审查的相关文件的合规

性。 

1.4 广告中肖像

权、姓名权等证

明文件审查 

1.4.1 能查验权利人证明文件或授权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与有效性。 

1.4.2 能查验监护人的证明文件或授权证明文件的真实

性与有效性。 

2.广告内容

与表现形式

初审 

2.1 广告禁止的

内容和表现形

式查验 

2.1.1 能审查广告是否涉及国旗、国歌、国徽，军旗、

军歌、军徽。 

2.1.2 能审查广告是否宗教及不利于民族间团结的内容

和形式。 

2.1.3 能审查广告是否具有攻击同类产品和竞争者的内

容和形式。 

2.2 广告安全的

内容和表现形

式查验 

2.2.1 能审查广告是否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2.2.2.能审查广告是否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

良好风尚。 

2.2.3 能审查广告是否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泄露个人

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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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 广告其他情

形的内容和形

式查验 

2.3.1 能审查广告使用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名义与否

或者形象的合规性。 

2.3.2 能审查广告是否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

康。 

2.3.3 能审查广告是否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

其他情形。 

3.广告档案

管理 

3.1 广告日常登

记管理 

3.1.1 能按规定、按时、有序进行各类广告和证明文件

的登记。 

3.1.2 能规范执行广告档案的借阅流程和借阅归还记

录。 

3.1.3 能有效建立广告的电子档案库。 

3.2 合格广告档

案归档管理 

3.2.1 能有序执行审核通过的广告业务的有关证明文件

及广告内容的档案管理工作。 

3.2.2 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广告证明文件、广告内容等相

关材料分类管理。 

3.2.3 能迅速查找到指定的广告档案文案。 

3.3 不合格广告

档案的归档管

理 

3.3.1 能对未能补全资料的广告进行等级与归档管理。 

3.3.2 能主动与广告主沟通使之补全相关有效资料。 

 

表 2 广告审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广告内容

的真实性、合

法性审查  

1.1 广告中商品

信息内容的真

实性、合法性审

查 

1.1.1 能审查广告中关于商品性能等表示的真实性与

合法性。 

1.1.2 能审查广告中应当明示的内容是否合法。 

1.2 广告中行政

许可、专利权、

数据等合法性、

真实性审查 

1.2.1 能审查广告行政许可的有效性。 

1.2.2 能审查广告所涉及专利的合法性。 

1.2.3 能审查广告涉及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效果的

合法性与真实性。 

1.3 三品一械广

告发布内容的

合法性、真实性

审查 

1.3.1 能审查药品广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3.2 能审查医疗器械广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3.3 能审查保健食品广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3.4 能审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合法性与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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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4 特殊商品广

告发布的合法

性、真实性审查 

1.4.1 能审查酒类广告发布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4.2 能审查教育、培训广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4.3 能审查金融产品、招商广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4.5 能审查婴儿乳制品、饮料和其他食品广告的合

规性。 

1.4.6 能审查农药广告、兽药广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1.5 广告代言内

容合规性审查 

1.5.1 能审查广告代言人行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1.5.2 能审查广告代言人资格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2. 广告中社

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正

当竞争和知

识产权要求

符合性审查 

2.1 广告中与社

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符合性

审查 

2.1.1 能审查广告内容的精神文明导向是否正确。 

2.1.2 能审查广告语言文字的合规性。 

2.2 广告是否符

合正当竞争规

定审查。 

2.2.1 能审查广告产品与服务是否符合正当竞争。 

2.2.2 能审查广告内容、形式是否符合正当竞争。 

2.3 广告是否符

合知识产权规

定审查 

2.3.1 能审查广告商标、专利等是否符合知识产权法

规。 

2.3.2 能审查广告内容素材使用是否符合知识产权法

规。 

3. 广告发布

形式合规性

审查 

3.1 广告发布识

别性审查 

3.1.1 能审查媒介广告发布是否具有可识别性。 

3.1.2 能审查媒介是否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

告。 

3.2 传统广告发

布是否符合规

定审查 

 

3.2.1 能审查户外媒介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3.2.2 能审查印刷媒介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3.2.3 能审查直邮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3.2.4 能审查销售现场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3.3 新技术广告

发布是否符合

规定审查 

3.3.1 能审查电子媒介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3.3.2 能审查互联网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3.3.3 能审查其他新技术广告发布的合规性。 

 

表 3 广告审查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数字媒体

广告合规性

研判 

1.1 传统广告及

重大广告事件合

规性研判 

1.1.1 能研判户外媒介广告、销售现场、新闻报道式

等广告的合规性。 

1.1.2 能对广告中的负面影响较大、损害严重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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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事件进行研判。 

1.1.3 能对虚假广告做出研判。 

1.2 新媒体广告

合规性研判 

1.2.1 能研判互联网广告的合规性。 

1.2.2 能研判社交媒体广告的合规性。 

1.2.3 能研判直播带货广告的合规性。 

1.2.4 能研判其它新形式广告的合规性。 

1.3 跳转链接广

告合规性研判 

1.3.1 能研判跳转链接的指向与广告协议的统一性。 

1.3.2能研判跳转链接落地页内容是否存在违法问题。 

2．有争议的

广告合规性

研判 

2.1 有争议的夸

张广告合规性研

判 

2.1.1 能研判区分虚假广告和广告创意性艺术夸张。 

2.1.2 能甄别广告中欺骗与误导的构成要件。 

2.1.3 能研判广告真实性无法证明产生的争议。 

2.2 有争议的竞

争型广告合规性

研判 

2.2.1 能研判竞争性广告正当与否的规制范畴。 

2.2.2 能研判有争议的比较型广告。 

2.2.3 能研判有争议的最高级比较型广告。 

2.3 有争议涉及

知识产权广告合

规性研判 

2.3.1 能研判有争议的广告商品知识产权问题。 

2.3.2 能研判有争议的广告素材知识产权问题。 

2.3.3.能研判有争议的其他相关知识产权问题。 

3.特定广告

研判及广告

高级管理 

3.1 影视剧、娱乐

类节目植入广告

合规研判 

3.1.1 能评判植入广告是否属于需要事前审批类别。 

3.1.2 能评判影视剧、娱乐节目中用语是否构成广告。 

3.1.3 能评判影视剧、娱乐节目赞助商是否与剧组、

栏目组签订有商业宣传推广协议。 

3.2 特定广告内

容合规性研判 

3.2.1 能研判是否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

怖、暴力的内容。 

3.2.2 能研判是否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

的内容。 

3.2.3 能研判其他特定广告的合规性问题。 

3.3 代言人代言

行为合规性研判 

3.3.1 能评判未表明自有身份信息的广告人物是否属

于公知人物。 

3.3.2 能评判未表明自有身份信息的广告人物是否构

成代言行为。 

3.4 广告高级事

务管理 

3.4.1 能根据单位广告经营情况撰写年度审查报告 

3.4.2 能提出改进广告审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3.4.3 能协助单位领导处理本单位遵守广告管理法规

的相关事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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