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中国控烟履约进展报告

2015 年，中国积极推进控烟履约工作。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认

真落实《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 年）》，各级政府部门对控烟工作更加

重视，民间组织控烟活动更加活跃，全社会支持控烟的氛围逐步形成。可以说，

2015 年是近年来中国控烟履约出台政策举措最多、措施最严厉、环境变化最显

著的一年。

一、政府主导推动控烟履约工作，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施相继出台或正

在积极推进。

（一）一系列与控烟履约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修订实施

新《广告法》，广泛禁止烟草广告。2015 年 4 月，新修订的《广告法》正式颁

布，9月 1日开始实施。新修订的《广告法》明确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

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

式的烟草广告。”与修订前相比，新《广告法》进一步限制了烟草广告的传播范

围，不再列举公共场所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类别。此外，还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

者服务的广告、公益广告，宣传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烟草制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发布的迁址、更名、招聘等启事中，不得含有烟草制

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此举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政府为

保护公众免受烟草使用成瘾之危害所采取的最具成本效益性的措施之一”。

提高卷烟税率，抑制烟草消费。经国务院批准，从 2015 年 5 月 10 日起，提

高卷烟消费税。甲、乙类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 5%提高至 11%，同时加征从



量税 0.005 元/支。在提高税率的同时，国产卷烟和进口卷烟批发环节平均销售

价格提高 6%，建议零售价格也同步提高，实行“提税顺价”。此次税收调整使

得中国卷烟流转税税负水平提高了 8%，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达到 65.6%。正如

《公约》第 6条所指出的，“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烟

草消费的有效和重要手段。”自《公约》在我国生效的 2006 年至 2015 年，国内

卷烟加权平均零售价格从 5.08 元/盒（20 支）增加到 12.57 元/盒（20 支），年

均增长 10.59%。

强化卷烟包装标识警示力度，警示效果不断提高。2015 年 12 月，国家烟草

专卖局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修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

定》。新规定要求，健康警语内容增加为三组，且所占面积由过去主要可见部分

不少于 30%调整为“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 35%”，加大警语字体、增强警语区内

文字与警语区背景色差值。同时，新规定还要求，卷烟包装体上及内附说明中禁

止使用误导性语言，“低危害”“淡味”“柔和”“低焦油”等描述用语均禁止

使用。国家局于 2015 年年初先行对部分卷烟包装标识进行调整，对“红金龙”

（软长城）、“黄金龙”（硬）、“芙蓉”（黄）、“大丰收”（软）、“中南

海”（浓味）、“红山茶”（软）等 6个卷烟规格实行扩大警语占用面积、加大

警语字体、增强颜色对比度并印制“请勿在禁烟场所吸烟”警示标识等措施，以

增强包装标识的警示效果。

（二）一系列与控烟履约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在酝酿过程中。 《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列入国务院预备立法项目。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

务院 2015 年立法工作计划》，《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位列其中。此前，国

务院法制办已将由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及起草说

明全文公布，并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23 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该送审稿，国内未来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且体育、健身



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全面禁烟。同

时，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高等学校的室外教学区

域，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妇产医院的室外区域全面禁止吸烟。该送审稿指

出，凡是没有设立吸烟点的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均属于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除

对公共场所吸烟进行严格限定外，该送审稿还特别要求，烟草制品生产者应在包

装上印有文字和图形警示，且图形警示面积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一半。 《慈善

法》涉及烟草捐赠内容征询各方意见。在《慈善法（草案）》的酝酿过程中，涉

及烟草捐赠赞助条款引起了广泛讨论，各方面都充分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及建议。

经过充分酝酿和沟通交流，目前《慈善法》已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

通过，并将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慈善法（草案）》中关于烟草捐赠的

内容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宣传烟草制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

等法律法规禁止宣传的事项。”第二次审议稿修改稿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烟草制品及其生产者、销售者

以及法律法规禁止宣传的其他产品和事项。”最终涉及烟草捐赠赞助的内容

确定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违反法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不得

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

《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征求意见稿，拟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

烟草广告。在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十八条中明确规定：“禁止利用互联网发布处方药、烟草的广告。各类网站不

得采用任何形式链接处方药生产销售企业、烟草生产销售企业自有网站、网页，

搜索引擎网站不得为此类网站、网页提供付费搜索广告服务。”

（三）政府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员积极践行和推动控烟履约相关工作。



开展无烟场所创建活动，政府机关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进一步强化示范效

应，重点针对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开展创建“无烟单位”活动，尤其是大力推

动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创建“无烟政府”。目前全国共有北京、

上海、河南、湖北、广西、河北六个省（市、区）带头在全省（市、区）党政机

关创建“无烟政府”。其中，北京市要求，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加强对控制吸烟

工作的领导，将控制吸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控制吸烟工作

的财政投入，推进控制吸烟工作体系建设。开展控烟示范单位的创建活动，要求

示范单位室内、室外都禁止吸烟，全市计划建设 300 个控烟示范单位。

“两会”代表、委员积极提交与烟草控制有关的建议、提案。2015 年“两

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提交 9件关于烟草控制的建议（3件）和

提案（6 件），占所有与烟草行业有关建议和提案总数的三分之二。其内容主要

涉及以下方面：加大力度，尽早实现我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卷烟产品采用

全警示包装，有效削弱烟盒广告效应，减少烟草消费；烟盒印制警示图案让烟草

远离青少年；提高我国烟草税收和卷烟零售价格，并将烟草税收的一部分（20%），

补贴卫生经费或医保基金；加强对电子烟的监督管理；烟草行业政企分开等。

（四）地方出台控烟法规渐趋广泛和严格。

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国共有 18 个城市在《公约》生效后制定实施了控烟相

关立法，对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做出规定。2014~2015 年，北京、西宁、深圳、

兰州、长春、唐山、福州 7个城市出台了新的控烟立法。此外，2015 年，杭州

市人大常委会评估组提交立法后评估报告建议修改《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上海市控烟条例修订已列入人大立法预备项目。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是目前中国最严格的

一部地方性控烟法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评价其“是中国烟草控制的重大突



破，为其他地方性无烟立法的制定或修订设立了新的标杆。”该条例规定，公共

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诸如幼儿园、中小学

校、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违者

将被处以个人最高 200 元，单位最高 10000 元的罚款。为了推动该条例的实施，

北京市动员上万名志愿者参与控烟监督和劝阻、宣传，并于 2015 年 11 月底全面

启动“每周三、来控烟”控烟志愿行动。据中国控烟协会调查显示，北京公共场

所无烟环境明显好转，公众对该条例的知晓率由 43.43%提高到 82.64%，对控烟

的满意度由 42.26% 提高到 81.3%。截至 2015 年 11 月底，北京市公共场所吸烟

人数比例由 11.3%下降到 3.8%，共有 217 家单位和 98 人因违规吸烟受到处罚，

累计罚款 57 万余元。由于北京市在控烟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世界卫

生组织授予北京市政府“世界无烟日奖”，北京最严控烟行动入选由健康时报社

发起评选的 2015 年十大健康新闻。

二、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和影响控烟活动，成为推动中国控烟履约的重要力

量。

（一）推动国家层面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及实施图形警示上烟包，成为民间控

烟组织目前着力追求的重点目标。

鉴于由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已报送国务院，

并被列入国务院预备立法项目，2015 年民间控烟组织明显加大全国性的研究和

调查工作的强度，力图搜集更多我国烟草流行相关数据，并通过多渠道发声，为

推动通过国家层面的公共场所控烟立法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撑。

2015 年 8 月，《2013~2014 中国部分城市成人烟草调查报告》公开发布。该

报告是由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以及艾默

瑞大学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北京、天津等 14 个城市开展烟



草流行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报告建议推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全面控烟立法，

使无烟公共场所成为社会常态；完善戒烟服务体系，提高烟草制品价格等。

2015 年 10 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ITC 项目）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无烟政策——效果评估及政策建议》。

根据其调查，中国无烟政策获得了相对高的群众包括吸烟者支持：在每个调查城

市，接近或超过一半吸烟者支持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三分之一以上的吸烟者

支持餐厅完全禁烟。该报告称其研究证明“中国迫切需要全国性无烟立法”，建

议尽快通过并实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

2015年12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

报告建议尽快通过国家级全面无烟法规；进一步提高卷烟税率，降低烟草消费；

强化控烟宣传，力推图形警示上烟包；落实新《广告法》、完善《慈善法》，全

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加强戒烟服务网络建设，提高戒烟能力等。

（二）持续开展控烟大众传播活动，媒体积极参与和配合引导社会舆论。

媒体优秀控烟作品评选是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动的重要策略之一。201

5 年，参加优秀控烟作品评选活动的总量达 11084 部，控烟作品范围越来越广，

内容从单纯的烟草危害扩展到控烟立法、公共场所禁烟、烟草广告、烟盒包装警

示等，报道频率不断增加，深度报道、新闻专题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 2015 年，

由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承办的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动已经持续了 7年，通过组织系列活动，

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在推进公共政策、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大力推广无烟企业项目合作，不断扩大影响力。 “无烟城市共创无

烟企业项目”由美国艾默瑞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中国控烟伙伴项目、美国国家癌

症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控烟机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并设立“无烟企

业奖”。该项目旨在保护非吸烟者免受公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并支持吸烟者戒

烟。来自鞍山、长春、杭州、克拉玛依、青岛、唐山 6个城市的 21 家知名企业

分别获得“最佳无烟企业奖”“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

“最佳戒烟支持奖”4个奖项。该项目在中国大量争取企业人员支持控烟，截至

2015 年 9 月，已招募了 240 多家企业超过 40 万名员工的支持。该项目还积极向

企业提供关于控烟的宣传培训，在各地大力推广无烟企业项目合作，不断改善项

目成果。

（四）中国控烟协会完成换届，卫生教育法律等各界人士共同参与。

2015 年 10 月，中国控烟协会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原卫生部副部长、

第四届会长黄洁夫离任，心血管病专家、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

一当选第五届会长。胡大一表示，第五届会员将进一步发挥协会优势，协助加快

控烟法制建设步伐，推动控烟走上法治化管理的轨道，并促进全社会控烟工作的

广泛深入开展。同时，应把控烟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建立控烟大数据库。

（五）国际合作及国外基金资助更加深化，力图影响国内控烟政策。

国外尤其是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基金，对中国的一些民间组织及其

所开展的控烟活动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国外基金资助的中国控烟项目，更多地关

联到政府主管的卫生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并力图通过游说各级政府

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以达到影响控烟政策的目的。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仅布隆伯格基金会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两家基金



会在中国累计资助 94 个控烟项目，总经费超过 5015 万美元，仅 2015 年资助项

目就达 12 个，总经费约为 775 万美元，重点为公共场所控烟提供立法支援。

三、烟草行业认真贯彻落实《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推动控烟履

约工作。

烟草行业在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强化责任担当，统筹

烟草控制与行业发展的关系，坚持烟草控制做减法，在控烟履约方面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

（一）全行业认真执行经国务院批准的卷烟提税顺价重大决策，加大调控力

度，减缓生产进度，均衡商业批发，实现卷烟零售价格顺价到位。

2015 年，全国卷烟销量比上一年减少 600.5 亿支，降幅为 2.36%，有效达到

了通过提高税收和价格来控制烟草的目的。同时，减少供给，

2015 年比 2014 年卷烟生产减少 228.5 亿支，下降 0.88%；烟叶生产及收购

量同比减少 5万吨，下降 2.22%。

（二）坚持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为着力点，认真履行降焦减害提高品质的行业

责任。

稳步推进降焦减害工作，卷烟焦油加权平均值和卷烟危害性指数持续降低。

坚持履行《公约》关于加强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披露的规定，强化烟草制品质量

监督，提高对添加剂、原辅材料和烟草制品内在成分、燃烧释放物的检测检验能

力。组织对烟用添加剂、烟用接装纸、烟用香精香料、卷烟纸等物品的市场监督

检查和专项检测工作，确保添加剂及材料的安全使用。



（三）认真履行《公约》第 15 条“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相关要求，持续保

持打击烟草制品非法贸易高压态势。

充分发挥烟草与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联合打假打私工作机制作用，保持

高压态势，强化综合治理，部署开展专项整治“百日行动”，坚决遏制假烟和走

私烟反弹势头。全年查处案值 5万元以上案件 2966 起，破获国标网络案件 992

起，收缴制假烟机 293 台，查获烟丝烟叶 1.42 万吨、假烟 15.72 万件、走私烟

7.62 万件，依法拘留 7486 人、追究刑事责任 4187 人。切实加强卷烟零售市场

监管特别是互联网涉烟监管工作，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零售市场专项清理行动，

有效遏制利用互联网进行涉烟违法犯罪行为逐步蔓延的势头。全国非法卷烟占国

内市场的比重控制在 4% 以内，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四）下发《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严格贯彻落实修订后广

告法的通知》，加强对新修订《广告法》的宣传培训和贯彻落实。

同工商部门密切配合、依法行政，提前主动自查整改，切实强化行业自我约

束和监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新《广告法》的各项规定。

（五）坚决贯彻落实《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精神。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加强自律，严格规范行为，带头做好公共场所禁烟各项工

作。国家局机关带头建设无烟办公楼，以实际行动认真落实北京市公共场所禁烟

的各项规定。

（六）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接触烟草。



认真履行《公约》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和由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的规

定，禁止在境内设立自动售烟机。明确要求烟草配送企业及所辖范围的卷烟零售

客户在柜台的醒目位置摆放“禁止中小学生吸烟，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

自觉做到不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并将其作为专卖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加强监督

检查。此外，与宋庆龄基金会合作，连续开展“太阳花杯”劝阻青少年吸烟系列

公益活动，加强对青少年自觉不吸烟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通过近些年社会各界在控烟履约方面的积极努力，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2015 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及其他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烟草使用流行情

况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吸烟率整体虽处于较高水平，但呈现出缓慢下降的

趋势。2015 年我国男性的吸烟率为 52.1%，女性的吸烟率为 2.7%，整体吸烟的

比例为 27.7%。与 2010 年吸烟率 28.1%相比，整体略有下降。第二，二手烟暴露

情况有所改善，公众对于二手烟危害的认知不断提高。与 2010 年相比，室内工

作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由 63.3%降至 54.3%；家中由 67.3%降至 57.1%；政府大楼

从 54.9%降至 38.1%；医疗机构从 36.8%降至 26.9%；公共交通工具从 34.1%降至

16.4%，中小学（室内和室外）从 34.6%降至 17.2%；餐馆从 87.6%降至 76.3%。

第三，吸烟者戒烟行为变化不明显，但戒烟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在所有每日吸烟

者中，已戒烟的比例为 14.4%，与五年前相比无明显变化。吸烟者计划在未来一

年内戒烟的比例为 17.6%。同时，医务人员向吸烟者提供戒烟建议的比例超过 5

0%，较 2010 年增长近一倍。政府支持在全国推广和建设戒烟门诊和戒烟服务热

线，引入戒烟干预技术，开展戒烟专业医师资质认证培训，并更新了中国戒烟临

床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