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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和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世界肺健

基金会高级顾问、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亚洲烟草控制咨询机构主任。

Judith Mackay 医生自 1984 年开始从事烟草控制工作。八十年代末期，

她受邀担任卫生部顾问，参与烟草控制立法的起草和建立全国控制吸烟机

构 -- 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即现在的中国控制吸烟协会）。1990 年，她荣

幸地参加了协会揭幕仪式，前卫生部长陈敏章聘请她担任协会的高级顾问。

同时，在上世纪 80 年代，她担任香港吸烟或健康委员会创始执行董事。

Judith Mackay 教授曾与前总理李鹏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领导人会晤，为中国慢性病前

瞻性研究等筹集资金。她在中国刊物上先后发表过 30 多篇烟草控制文章，在中国各地 50 多

个会议上发表关于烟草控制的演讲。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她是组织、

科学和决议三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大会论文集编辑。2006 年起她受聘于世界肺健基金会

/ 彭博慈善基金会， 2011 年起受聘于盖茨基金会，继续从事控烟工作。

2013 年，中共中央党校邀请她担任国际烟草控制专家组组长。形成了中共中央党校课题

组撰写的《烟草控制：国际经验与中国战略》一书，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推动

了中国出台控烟立法、税收和其他烟草控制措施。

在中国她先后获得卫生部长颁发的全国奖章，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10 周年颁发的中国控

烟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银紫荆星章，中国两岸四地烟害防治交流研讨会颁发

的控烟杰出贡献奖。她还荣获亚太烟草控制协会会长奖，2001 年荣获该协会颁发的创始国际

成就奖。

Judith Mac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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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 Pratt 博士就职于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驻京办事处，主持烟

草控制项目，并负责 WHO 的交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工作。在这个职位上，

她深入参与了北京的无烟立法，成功促使北京全面无烟环境的法规出台。

在此之前，Angela 是澳大利亚前卫生部部长 Nicola Roxon 议员的办公

室主任。在此期间，Angela 紧密参与了澳大利亚全世界第一部全警示烟包

法律的出台，以及澳大利亚卫生系统其它一系列的改革。

在与 Roxon 卫生部长工作之前，Angela 担任澳大利亚劳动党的高级卫生顾问。她还曾担

任澳大利亚议会研究机构的政策分析师，并运营其自己的健康政策咨询机构。Angela 在澳大

利亚卧龙岗大学取得社会学和政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

Angela Pr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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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onda Richardson，无烟草青少年行动全球项目执行副总裁，管理全

球减少烟草消费项目。在加入无烟草青少年行动之前， Richardson 女士是

美国发展和人口活动中心（CEDPA）的主席。在 CEDPA 工作期间，她全

面领导中心在全球的项目、活动和筹资。Richardson 女士还担任非洲发展

基金的特别顾问，以及美国最大的非洲发展非营利性组织 Africare 的高级

副总裁。

Richardson 女士曾就职于多个美国和国际组织的董事会，是一位著名的演讲家和国际发

展、全球健康、妇女健康和生殖权、国际慈善事业方面的专家。她访问工作过非洲、亚洲、

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近五十个国家。她在纽约州取得律师资格，是美国律师协会会员，也是外

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Richardson 女士于 1993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86

获得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1982 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迪拉德大学毕业并获得了文学

士学位。

Yolanda Richar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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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籍华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著名卫生经济学专家，原卫生

部最早的海外经济顾问。

早在 1990 年初，胡德伟教授就以卫生部经济顾问的身份，向时任卫生

部长的陈敏章建议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并建议将部分增加的税收作为重

建农村合作医疗的基金。

多年来，胡德伟教授毫无保留的支持中国控烟协会，一直关注中国控

烟履约工作。他最早与国内经济研究机构在中国开展控烟经济学的研究，他的团队首次提出

“如将每包卷烟税增加一元人民币，财政收入将增加 1290 亿人民币，减少 340 万吸烟者，挽

救 100 万人的生命，减少 27 亿元医疗费用”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结果一直被国内外控烟组

织及媒体广泛认同和采用，为中国增加烟税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就任控烟协会顾问以来，积

极帮助协会筹措资金，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共同策划一系列的中国烟税和价格的政策研讨

会；他积极推动两岸四地的控烟组织开展烟害防制学术和经验交流。由于他对世界控烟的贡

献，2014 年荣获世界卫生组织“烟税贡献奖”。

胡 德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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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烟草控制部总监。

Ehsan Latif 医生是一名医生，并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他已经从事

烟草控制和肺部健康工作 20 多年，起初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后来转向公共

卫生政策制定。他负责制定了巴基斯坦《全国卫生政策》，是 21 世纪初关

于非传染性疾病辩论的贡献者之一。目前，他担任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

合会（简称“联合会”）欧洲办公室主任和烟草控制部总监，管理联合会

烟草控制项目，以及在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欧洲和中东等分别属于世界卫生组织五个

区域的工作人员队伍。在团队的支持下，他目前正确保为 40 个国家的烟草控制项目制定有效

的策略并确保有效实施。他继续与彭博慈善基金会协作，在彭博减少全球烟草使用倡议行动

中，领导和负责战略制定工作。

Ehsan Latif 医生在《柳叶刀》等经同行审阅的杂志发表过文章，担任过框架公约联盟和

全球无烟伙伴关系的理事，担任多个从事肺部健康和烟草控制国际小组的成员。

Ehsan La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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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枢同志长期从事卫生宣传和健康促进工作且多有建树，担任北京

市爱卫会专职副主任和控烟协会会长以来，全身心地投入了北京市控烟立

法的各个过程。他亲自到餐厅、机场、酒店等一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

旗帜鲜明坚持高标准立法，据理力争与各种反对的声音斗争，为制定“史

上最严”控烟法规做出来不懈的努力。在控烟新法的宣传贯彻中，他创新

方法和渠道，发挥长期与新闻媒体合作的经验和关系优势，有效把握议程

设置和时间节奏，形成了北京一浪高于一浪的舆论氛围。不顾疲劳 30 多次亲自到社区、酒店、

大学，电台、电视台宣讲控烟新法，到执法前线了解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难题。创建“无烟

北京”微信公众号，最先策划和倡导了劝阻吸烟的 3 个手势，与同事共同组建了上万人的“控

烟志愿者”团队，汇集起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控烟事业，创新了公共问题公共治理的社会共

治新模式。

张 建 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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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自 2004 年担任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以来，她对控烟工作充满使

命感和责任感，执着奉献。她克服协会无编制无经费等困难，多方筹措资

金，积极推动中国控烟履约工作。为了规范创建无烟医院和无烟学校活动，

她组织专家制定《全国无烟学校标准》和《全国无烟学校评估标准》，《无

烟医院标准》和《无烟医院评估标准》；为探索创建无烟医院的干预模式，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60 家医院开展了创建无烟医院试点，为原卫生部在全国推广创建活动

提供了可借鉴经验；为探索创建无烟学校的干预模式，在北京河南等地中小学校开展了创建

无烟学校试点；为遏止烟草企业借捐赠赞助社会公益活动之名，行做烟草广告之实的伎俩，

她亲赴上海与世博会负责人交谈，成功促使上海世博会退还烟草企业 2 亿捐款；为了揭露烟

企“低焦油、低危害”的欺骗宣传，她亲自到中国工程院要求取消谢剑平院士资格；她积极

组织协会和专家参加国家《广告法》修订，成功地促成了新修订的《广告法》全面禁止了烟

草广告；她主编的《走向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一书，已被中组部批准作为全国高级领导干

部进修的必修教材。由于她对控烟做出的贡献被国内界誉为“控烟斗士”，2010 年被世界卫

生组织授予“控烟贡献奖”。

许 桂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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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烟草控制进展

麦龙诗迪教授、医生
内外全科医学士（爱丁堡）、

爱丁堡和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会员
世界肺健基金会/彭博慈善基金会高级顾问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政策顾问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2015年10月

www.TobaccoAtlas.org2

烟草制品多种多样

《
烟
草
图
册
》
第
四
版

抽吸型烟草制品 无烟气型烟草制品

机制卷烟

咀嚼烟

丁香烟

比迪烟

烟斗

自制卷烟

手卷烟

水烟

干鼻烟

雪茄

可溶解无烟气
烟草制品

湿鼻烟

全球烟草流行仍在持续，尽管
已有…

几个世纪的知识

几十年的研究

政策和公共意识方面的行动和进步

世界卫生大会的多项决议

（1967年以来）16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

许多区域、国家和省市会议

区域行动计划（西太平洋区域首个行动计划从1990年至
1994年）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5年

联合国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2011年

烟草使用流行还在增加
世界人口增加，从现在的70亿，到2040年增加至90亿

更多人寿命延长 …

因此，更多

吸烟者

疾病和死亡

卫生系统的负担

种植者和生产商就业机会

政府税收

烟草业利润

以及东地中海和非洲区域更高流行率

三分之二的吸烟者会死亡，
 一半在中年的时候

2011年美国纽约市反吸烟宣传：
“吸烟致死，缓慢又痛苦。” www.tobaccoatlas.or

g
6

与吸烟相关的死亡人数，
按世卫组织区域，2010年

《
烟
草
图
册
》
第
五
版

男性死亡人数                 女性死亡人数                               10万人

百
万
死
亡
人
数

非洲区域   美洲区域  东地中海区域  欧洲区域  东南亚区域 西太平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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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业说：

1. 烟草控制会导致种植者、工厂工人、零售商、餐饮行业
和其他工商业以及政府损失工作机会和业务

2. 建立无烟区会导致餐馆经营者收入减少

3.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会严重影响广告业

4. 提高烟草税会影响穷人，并增加非法贸易 

5. 如果烟草控制取得成功，会导致老年人口增加，成为经
济负担

错

错

错

错

错

许多国家政府也附和这些关切，以至于这些错误的经
济论调是影响烟草控制的重大障碍

烟草使用的经济成本

卫生健康成本 其他经济成本

医疗和卫生保健成本

更高的误工率

由于早逝，丧失有技术的工
作人员

由于健康不良，提早退休增
加

二手烟的风险

“抽烟休息”的时间
生产效率降低

吸烟不慎导致的火灾

对建筑物织物的损坏

数以亿计的卷烟、火柴、烟
盒、打火机垃圾

政府面临的更高成本

森林砍伐，树木被砍伐用于烤烟

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用于种烟的成本

如果卷烟需要进口，外汇的损失

www.TobaccoAtlas.org10

《
烟
草
图
册
》
第
四
版

吸烟的机会成本：
在宝贵的资源用于治疗吸烟相关疾病时，
每个社会都放弃了购买重要东西的机会

烟草使用的直接成本，美元

英国，2008年：95.84亿

智利，2008年：11.40亿

马来西亚，2008年：9.22亿

泰国，2006年：2.44亿

新西兰，2004年：1.66亿

这些资源可以用来做些什么别的？

交通部提供的服务。英国政府，2010年

公共安全规划。智利内政部，2008年

农村地区发展规划。马来西亚政府，2007年

能源部提供的服务。泰国政府，2010年

每年学校建设。新西兰教育部，2009年

烟草作物替代
中国云南玉溪项目

经过四年，458个农
户的年收入每英亩
（4047平米）增加了
21%到110%

吸烟者和家庭的成本
早逝

健康不良

卫生保健成本

二手烟对家人健康的影响

购买卷烟的成本

一盒万宝路或类似国际品牌卷烟的钱能买…

20支装一盒         格鲁吉亚                 巴拿马                   中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法国、加纳或摩       孟加拉国
万宝路价格          3斤黄瓜                   12个鸡蛋              4双棉袜               12个椰子                 尔多瓦，2斤鱼        12斤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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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业人士相对较少参与

侧重治疗药物而不是预防

吸烟被视为个人行为和人权

忙于其他疾病或事件

缺少对风险或风险程度的意识

经验：
障碍是全球性的

吸烟、二手烟、饮酒、肥胖，但是2003年时，
香港居民只担心非典

障碍：烟草业

推动、研究、研讨会、游说

秘密聘请顾问说明证据无效

声称烟草控制将损害经济

资助无效的预防青少年吸烟宣传、吸烟者权利组织以
及出面群体

通过诉讼和基于贸易的威胁，挑战政府 ，比如：《跨
太平洋伙伴协议》的初衷是不包括中国

出面群体和烟草业资助的群体：国际税收与投资
中心、牛津经济学事务所

China

www.tobaccoatlas.o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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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草控制发起的法律挑战和贸易威胁

2015
年，
彭博
/盖茨

宣布
提供
400

万美
元资
金用
于支
持各
国反
击贸

易威
胁

《
烟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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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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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 by Myriad Editions

西太平洋区域是唯一100%批准公约的世卫

组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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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公约前后

到2014年

批准公约

批准公约前，168个提交报告的缔
约方中，103个缔约方有立法，65
个没有立法

到2014年，168个提交报告的缔约
方中，86个缔约方加强了全国立
法，17个缔约方尚未修订立法；
49个缔约方通过了立法，16个缔
约方还没有通过全国立法。152个
有全国立法的缔约方中，135个缔
约方加强或通过了立法

《
烟
草
图
册
》
第
五
版

部分烟草控制政策覆盖的世界人口比例，2014年

监测             无烟环境          戒烟项目          警示标签         大众媒体       广告禁令          税收

21 |
5th AFPTC Meeting
Indonesia 2014

+ 
澳大利亚首创的平
装包装/标准化包装

世卫组织公约在西太平洋区域10周年。
所有27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加入，并且
各国有重要进展。

每年，各国政府收取近2,690亿美元烟草消费税，但是在烟草控制上只支出10亿美元，91%还是高收入国家支出的

烟草控制缺乏资金
红色：人均烟草制品税收入
桔色：用于烟草控制的人均公共支出

高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菲律宾“罪恶税”，2013年
对烟草和酒精使用征税

简化了烟草税结构

烟草税提高340%

2013年形成16亿美元税收

85%定向用于公共卫生目的，资助全民卫生
保健规划这一保险项目

经验：医疗模型不够

BIG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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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业的“大声呼吁”
烟草税 ***青少年对价格非常敏感

无烟区

禁止各种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平装/标准化包装/大幅图片式警告

烟草业不为所动：（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不奏效）

传统的学校项目

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

经验：政治意愿
政治意愿至关重要：通过权力，而绝不可能是
医院和诊所，会解决烟草使用流行问题

以中国为例…

过去两年，从“是，不过…”改变为“是”

1. 中共中央党校：关于烟草控制的240页报告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政府官员不得在无烟区
、公务活动、禁止吸烟的办公场所吸烟，不得公款买烟（解放
军的通知类似）

3. 教育部：不得在大中小学吸烟，禁止广告，不得销售

4. 卫生部：正在起草全国无烟法律

5.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33个城市）

6. 工商总局：新的禁止烟草广告法律

7. 提高烟草税

这很重要，因为只有
政府能够

制定公共卫生立法

实施税收政策

批准和实施联合国条约，比如《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

资助和播出大众媒体宣传

经验：需要设定目标
和指标
1. 烟草使用的终结目标是流行率降至5%：目前只有少数
几个国家承诺实现这个目标

2. 世卫组织目标：到2025年，15岁以上人群当前烟草使
用率相对降低30%

但是世卫组织在2015年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指
出，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

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能实现目标

（125个参与调查国家中37个）

最终降低18%，而不是30%

脚踏实地，再接再厉 + 

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只能：

   a) 根据证明有效的循证策略，在以前
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 并且 

   b) 采用更多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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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陈列

购买

使用

种植

税收政策购买点

包装和标签

营销

产品使用

废弃物处理

制造

烟草管制的
各个阶段

总的来说：非传染病/烟草控制：具有成本效益

《柳叶刀》、非传染病联盟：针对非传染病危机的优先行动，
每年将防止数百万起非传染病提早发生事件

1. 烟草控制；2. 膳食用盐；3. 肥胖，不健康膳食，身体缺乏活动；4. 有害酒精摄入；5. 心血管病风险降低
        干预措施     每年每人成本（美元）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上表：在三个国家为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实施五项优先干预措施的估计成本

烟草控制具有成本效益，
对国家的财富和健康都有益

麦龙诗迪教授
世界肺健基金会高级顾问

jmackay@worldlung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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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无烟政策 ：
一个全球观点
Yolonda Richardson
无烟草青少年运动

全球项目执行副总裁

政策基石——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8 条
• “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烟草烟雾暴露造
成的伤害，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公约
第 8 条对未来的展望。要求在特定空间
或环境下完全禁止烟草的使用，实现 
100% 无烟环境。” 

无烟法律的基本要素：
结合第 8 条指导原则
1. 明确规定如指导原则中所述的主

要条款
• 要求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

场所中，以及公共交通工具上消
除烟草烟雾和禁止吸烟

• 强行规定法律责任
• 业主/经理进行监督
• 吸烟者在禁止的地方不得吸烟
• 确定每个部门应该负责的检查和

执行人员及其职责，以及负责的
地点

• 提供一系列恰当的遏制性惩罚
• 授权公民社会投诉和起诉，以强

制遵守
• 监督和评估法律的执行计划和效

力

全球二手烟暴露状况

• 世界范围内的不吸烟者中，大约有 
33% 的男性和 35% 的女性经常暴露
在二手烟中。

•  在许多国家，二手烟的主要暴露地点
是工作场所。

•  全世界儿童中，有 40% 在公共场所
暴露于二手烟中。

二手烟的危害

• 二手烟是肺癌、心脏病、 低出生体重儿和支气管炎之类的慢性
肺部疾病，以及其它健康问题的已知成因。

• 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平之说。

二手烟可导致死亡

•  每年因暴露于二手烟而早逝的人数超过 60 万。 
•  在全部早逝人口中，不吸烟女性占 47%（281,000 人），   
   而不吸烟儿童占 28%（166,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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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法律改善公共卫生

•通过降低公众对二手烟
的暴露，无烟法律改善
公共卫生，帮助吸烟者
减少吸烟量并帮助他们
戒烟。

减少吸烟量

•根据世界银行刊物疫情
控制 (Curbing the 
Epidemic)，吸烟量大
大减少，减幅高达 10%
•青少年开始吸烟率降低

无烟法律帮助吸烟者戒烟

•  爱尔兰在 2004 年实施无烟法律九个月后，59% 的吸烟者
报告他们因为这一法律而吸烟减少，46% 的吸烟者报告该
法律让他们更有可能戒烟，而戒烟者中，有 79% 的人认为
该无烟法律帮助他们成功戒烟。

健康好处

•即刻且重大的健康
保护
–快速而大幅降低的
苏格兰、英格兰、
意大利和美国各州
急性心脏病住院率
–改善的肺功能测量
值和大幅减少的爱
尔兰酒吧员工疾患
症状

无烟法律有益经济发展

• 与二手烟相关的卫生保健费用很高。

• 无烟法律帮助降低这些费用。

• 无烟法律对酒店餐饮业没有负面影响。

青少年二手烟暴露产生的费用

• 在英国，儿童二手烟暴露每年造成的基层医疗和哮喘治疗
费用至少 970 万英镑，住院费用达 1360 万英镑，16 岁以
下青少年及儿童的哮喘药物费用达 400 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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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法律不危害商业经营

• 所有设计最合理的研究都表明：无烟餐厅和酒吧法律在
销售和雇佣方面没有造成任何负面或正面影响。

• 2004 年 Zagat 纽约市餐厅调查表明：有 23% 的调查对
象因该城市实施无烟工作场所法律，而更经常外出就餐。

部分无烟法律和指定吸烟区或吸烟房间不可
行

•防止公众受到二
手烟伤害的唯一
有效办法是在所
有室内工作场所
和公共场所实施
全面无烟法律，
包括餐厅、酒吧
和其它接待场所。

•英美烟草集团（简称 
BAT）的公司文件承认
通风和空气过滤对去除
环境烟草烟雾无效。

•尽管知道这点，BAT 还
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以来对酒店餐饮业广
泛地宣传这些技术。

隔开的吸烟区和吸烟房间不可行

室内任何区域吸烟都会
污染整个环境

•无暴露安全水平之说
•无室内烟草烟雾安全距
离之说

•隔开的区域/房间可能减
少但不能去除烟雾及对
非吸烟区和房间释放的
毒素

“无烟环境是防止不吸烟者受到二手烟伤害的唯一
办法。将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隔开，净化空气，通
风建筑不能消除不吸烟者的二手烟暴露。”

美国卫生总监报告

“目前，消除与室内烟雾暴露相关的健康危害的唯
一有效办法就是禁止吸烟行为。” 11

     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协会 

2004 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前无烟地图 全球无烟运动
截至 2015 年 5 月，44 个国家颁布了 100% 室内无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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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无烟地图 2014 年世界卫生组织无烟地图

次国家级无烟

• 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 100 座城市中 4.6 亿人口中（相当于
全球人口的 6.5%），有 1.64 亿（在 28 个城市中）受到全
面无烟法律的保护。

• 相比 2012 年的 7 个城市有所增长。
• 两个大城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休斯顿），以及六个
包含大城市的州/省（芝加哥、雅加达、 墨尔本、墨西哥城、
纽约市和悉尼），发布了独立于国家当局的全面无烟法律。 

• 北京采纳了全面无烟法律，该法律于 2015 年 6 月 1 日正
式生效。

高遵守率和支持率

• >90% 持续公众遵守率
• 在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
意大利、挪威、新西兰、泰
国（空调餐厅）

• 美国次国家级行政辖区

•世界范围内高公共支持率
• >90 在以上行政辖区、哥伦
比亚、巴西和阿根廷各城市
等

• 96% 的北京居民支持无烟
政策，遵守率超过 80%

• 80% 的中国公众支持无烟
工作场所

无烟法律既流行也可行

•许多政府认识到无烟法
律的必要性。

•公民支持无烟法律的实
施，希望获得保护，免
受二手烟的伤害。

•采纳无烟法律的国家数
量在上升，暗示着防止
受到有害烟草烟雾暴露
的危害是正在增长的全
球势头。

挑战：避免法律漏洞

•  通风设备
• 无效

• 通风问题
• 之后反抗 100% 无烟

•法规中未标明足够细节
• 如地点、字体大小、内容
等

•未设定相应惩罚的职责

•小额罚款；过分惩罚

陷阱与漏洞：

•未确定关键条款

•列出的地点和区域已经
受到禁烟法律保护

•不同地方有不同规定
• 遵守和执行困难

•隔开的区域/房间
• 无效

• 执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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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烟草业的论点和策略

• 酒店餐饮业将会丢钱
• 使用合法产品的“权利”
• 对吸烟者的歧视

• 一个平衡的政府要同时满足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需求，应
允许吸烟区/房间

• 应对可以减少/消除烟草烟雾的产品有例外规定
• 在私人俱乐部，吸烟规定侵犯了成员的权利

• 无烟法律难以执行。

反驳观点

• 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
烟法律规定可以吸烟的地
方，而不是规定是否可以吸
烟。

• 烟草烟雾暴露（甚至是短暂
的暴露）对健康和生命带来
威胁无可争辩。

• 人权公约和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所规定，并且常常也是宪
法规定的政府职责，要求保
护健康和生命，包括来自第
三方的危害。

• 没有任何法庭会认为吸烟是
“权利”，更不会胜过保护免
受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烟草
烟雾暴露带来的危害的权利。

• 社会利益往往大于个人利益。
• 其它法律限制个人利益，更
强调保护健康/安全/公共秩
序。
• 酒驾法律
• 超速法律
• 噪声危害法律

• 歧视保护通常是建立在人种、
宗教、性别、民族等基础之
上。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由于所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且没有安全暴露水平之说，在
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允许吸烟，无法同时在这些场所为

公众和员工提供有效保护

•各国政府应该通过和实施与官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8 条
指导原则相一致， 旨在保护所有人免受二手烟暴露危害的国
家法律。

•提高对二手烟导致疾病、 残疾和死亡的意识。
•传播关于烟草业利用个人、前线团体及其所属组织弱化、推
迟或规避无烟政策的策略。

北京为实施 100% 无烟政策树立了好榜样；

全中国同样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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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经济与烟草控制：
中国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胡德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荣休教授

公共卫生研究所国际控烟政策中心 主任

中国控烟协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
2015.10.18   北京

概要

• 提高烟草税是最有效的控烟工具

• 国际上征收烟草税的近况

• 提高烟草税的阻力

• 征收烟草税的最优措施

• 中国最近的烟税调整

• 以国际经验向中国提出的下一轮烟税调整
的建议

“增加烟草制成品的税赋是最有效和成本-效果最好

的控烟政策。它一方面会减少致人死亡的烟草制成

品的消费，同时又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我鼓励所

有的政府好好看看这些证据，不要理会烟草行业的

鼓噪，而采纳这项能够实现双赢的政策。”

                 ---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富珍

博士2015年7月

增加烟草税赋是成本-效果最好的
降低烟草消费的措施（I）

• 增加烟草税赋导致卷烟价格提高，因此可
以改变吸烟行为（戒烟，不尝试吸烟，减
少吸烟）

• 烟价越高，控烟越有效果（因为价格需求
弹性是负相关的）

• 尤其对青少年更为有效

增加烟草税赋是成本-效果最好的
降低烟草消费的措施（II）

• 增加烟草税赋可以减少吸烟导致的死亡

• 增加烟草税赋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 增加烟草税赋的行政运行成本不高

以法国为例

资料来源: WHO,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xpenditure,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Geneva, July 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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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选择不同税率的国家
的分布状况(2014)

烟税率幅度 国家数

高度（>75%) 33

中度（51-75%） 64

低度(26-50%) 54

无税收或几乎无税收(<25%) 35

无资料 8

总计 194

资料来源：WHO,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xpenditure,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 July 7, 2015 资料来源: WHO,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xpenditure,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Geneva, July 7, 2015

只有33个国家（总人口6亿9千万）有很高的税率

国家所得分类和烟税率比较

资料来源: WHO,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xpenditure,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Geneva, July 7, 2015

来源: WHO,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xpenditure,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Geneva, July 7, 2015

消费税结构的变化状况（2008-2014）

来源: WHO,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xpenditure,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Geneva, July 7, 2015

按消费税结构分类的每包卷烟的加权平均价格和税赋

不同国家执行的税率政策（2014）

税率 国家

高税率(>75%) 中国，芬兰，法国，希腊，以色列，土耳其

中税率(51-75%) 巴西，加拿大，阿根廷，厄尔瓦多，韩国，日本，菲律宾

低税率 (26-50%) 中国，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越南，美国

无税或几乎无税(<25%) 尼日利亚，伊拉克，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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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I)

• 美国：2009年每包增加税收0.63美元,作为青少年
医疗保险基金

• 法国：2011年每包增加税收0.30美元并附加4.5%
的烟税作为社会安全基金

• 土耳其：2009年增收从量税直到零售价的81%，作
为社会安全基金

• 厄尔瓦多：2011年每包增加税收1.60美元，将税
率提高至77%

国际经验(II)

• 日本：2010年每包增加税收3.60美元，作为社会
安全基金和地震后重建基金

• 菲律宾：从2013年到2017年每年每包增加税收
0.30和0.60美元（两个层次）。从2017开始，每
年增加4%，作为医疗保险和控烟费用。

• 新加坡：2010年提高了20%的税率，使税率达到零
售价的61%。

提高烟草税的阻力

• 烟草企业对政府及立法部门有强大的影响力
• 政府领导担心其政策的受欢迎程度
• 担心低收入烟民的负担增加
• 担心烟草行业员工和烟草种植中的就业问题

征收烟草税的最优措施

• 从量税是提高烟价最有效、征税操作更容易的税种
• 较简单的税制（统一税率）比较复杂的税制更有效
• 从价税操作起来较困难，政策影响相对较弱
• 从量税需要随物价上涨而调整，才能维持控烟效果

中国最近的烟税调整

中国2015年5月10日前后消费税比较

 2015年5月10日前 2015年5月10日后

出厂价

 从量税 （每包） 0.06 元 0.06 元

从价税   

          >= 7 元 56% 56%

          < 7元 36% 36%

 

批发价

 从量税 （每包） 0 0.10元

从价税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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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税调整的意义

• 税价联动
• 在批发环节上增加从量税
• 按批发价增加统一的税率
• 以零售价计算，税率从49%增加到54%

中国这次调整税率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 平均每包零售价会增加一元
• 大约350万吸烟者会戒烟
• 中央财政收入将增加1000亿元人民币
• 卷烟销售量将减少20到22.5亿包。

资料来源: Xu Y.B., Another Round of Tobacco Tax Reform, Tobacco Industry Will Face Major Revolution 
(in Chinese) http://www.yancaotx.com/article-105-1.html accessed on 6/16/2015.

若干国家从2008年到2014年间的卷烟可负担指数变化

进一步提高烟草税收的空间 中国卷烟与其他食品的零售价格指数
（2000年=100）

Sources:
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mpany, China Tobacco Statistics Year Book (2000-2013). Beijing, China.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 Book, 2000-2013. Beijing, China.

卷烟消费可负担指数
（2000-2012）

资料来源:
China National Tobacco Company, China Tobacco Statistics Year Book (2000-2013). Beijing, China.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 Book, 2000-2013. Beijing, China.

以国际经验向中国提出的
下一轮烟税调整的建议

• 在出厂环节，将从价税率统一为56%
• 在批发环节，将从量税从每包一毛提高到
每包一元人民币

• 将增加的部分税收用作医改和烟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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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烟）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烟）

Ehsan Latif
国际防痨与肺部疾病联合会烟草控制部主任

电子烟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历史

20世纪60年代：烟草公司调整卷烟中的尼古丁

1971年：Lichtneckert和Lundgren两人开发出尼古丁咀嚼胶     
（力克雷）

 2003年：中国开发出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药剂师韩力，如烟集团有限公司

 2006-07年：电子烟传播到欧洲和美国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结构：

成分：雾化的尼古丁、丙二醇、调味剂

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气化加热   雾化器                                    锂离子电池      智能芯片
 线圈                                                                 处理器

操作模式
 感应器

LED灯

 谁使用电子烟？

— 更为年轻、更高收入的重度吸烟者

— 39%试吸过电子烟的人成为当前使用者

           -  Adkison等人。《美国预防医学杂志》，2013年；第44卷，

207-215页

— 接触过电子烟广告的年轻人

           -  Harrington等人，《尼古丁与烟草研究》，2014年

常见的电子烟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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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烟的原因

• 认为比烟草制品危害小（84%）

• 应对渴望（79%）、戒断症状（67%）

• 帮助戒烟或防止复吸（77%）

• 比吸烟更便宜（57%）（33美元/月）

• 在禁止吸烟的情况下使用（39%）

             - Etter和Bullen。《成瘾性》，2011年，第106卷，第

2017-2028页

电子烟在中国：事实情况

• 中国制造的电子烟占全世界的90%以上，深圳市是主要产地（有完整的产
业链和约1000家电子烟工厂）

• 2003年12月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如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生
产电子烟的公司。公司第一年获利10亿元人民币

• 在中国，电子烟主要在网上通过许多受欢迎的购物网站销售，比如淘宝、
天猫、京东、亚马逊中国等

• 电子烟不属于消费品、电子产品、药物、医疗器械、烟草制品，因此不
受针对这些产品的管理

• 大多数现有无烟法律法规没有专门针对电子烟的规定（比如《北京市控
制吸烟条例》和《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都没有专门提到电
子烟）

中国电子烟：数字

2011年国际烟草控制项目
（7个城市）

2013-2014年中国部分城市成人
烟草调查 

（14个城市）

知道有电子烟：成年吸烟者的
61.6%

曾经吸过：成年吸烟者的9.6%

当前正在使用：0.55%（总体）

知道有电子烟：成年吸烟者的
40%以上（青岛：41.3%；洛阳：
62.7%）

曾经吸过：成年吸烟者的6.8%
（洛阳）

当前正在使用：洛阳为1.7%，
青岛为0.1%

电子烟和传统卷烟：

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 尼古丁来自烟叶

• 烟草公司：主要的生产销售商

• “减害”，但是谁在导致伤害呢？

• 昔日的卷烟

      - 没有管制

       - 各种年龄群体广泛可获得

       - 针对青少年的复杂精湛广告

       - 引入过滤嘴和“淡味”/“柔和”卷烟

事实还是纯属巧合？

非常相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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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性质类似

来自：《烟草图册》第五版

性
吸
引
力

男
人
气
概

上等卷烟                现在的电子烟

使用使用““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推广产品推广产品

传统卷烟传统卷烟

1954年：烟草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对卷烟争议的科学视角》，这本册子引用了36位科学家的
研究，质疑吸烟与健康问题的联系

1962年： Rodgman博士发表了化学研究《吸烟与健康问题：客观的批判性评估》

1967年：Hawthorn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Lloyd Mallan的著作《吸烟是安全的》

1968年：True杂志发表了受欢迎的体育记者Stanley Frank的文章《吸还是不吸，还是这个问题》

1968年：《国家询问报》发表了Stanley Frank写的《卷烟与癌症的关系是瞎扯》

1971年：布朗威廉姆森公司，真实情况项目：60分钟电视白皮书

1972年：Gary Huber的烟草与健康研究项目，又称哈佛项目开始了，在8年时间里，哈佛大学
获得280万美元赠款，发表了239项医学论述，包括27本书和54份经同行审阅的科学论文

1974年：《家庭医学新闻》发表了耶鲁大学Alvan R. Feinstei博士向美国内科医生协会年会发表
的致辞，题为《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被称为诊断偏倚》

“使用电子烟比吸烟危害小。电子烟的气雾会释放一些有毒化学物质，但是其水平比烟草烟雾低。” 

Farsalinos, K. E., & Polosa, R. (2014). Safety evalu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as tobacco cigarette substitutes: a 
systematic review. Therapeutic Advances in Drug Safety, 5(2), 67–86. (41 Studies)

“有毒物质水平比卷烟烟雾低9到450倍，因此使用电子烟替代烟草卷烟可能会大幅减少对部分烟草特有有毒物质的接触。”
Goniewicz, L.M. et al (2014). Levels of selected carcinogens and toxicants in vapour from electronic cigarettes. Tobacco Control, 23, 133-134.

“健康专业人士可以考虑建议不能或不愿通过其他路径戒烟的吸烟者，转吸电子烟，作为比吸烟更安全的替代方式和完全戒除尼古丁
使用的可能路径。”
Hajek P, Etter J-F, Benowitz N, McRobbie H (2014) Electronic cigarettes: review of use, content, safety, effects on smokers, and potential for 
harm and benefit. Addiction, 109(11), 1801-1810.
 
“使用电子烟的人，比使用从柜台购买的经认证的尼古丁替代疗法产品或不使用任何辅助戒烟产品的人，报告持续戒断的可能性更
高。”
Brown, J. et al (2014).  Real-world effectiveness of e-cigarettes when used to aid smoking cessation: a cross-sectional population study. 
Addiction 109, 1531-1540. (n=5863)

“电子烟看起来帮助不能直接停止吸烟的吸烟者减少卷烟消费。没有出现证据表明短期使用电子烟与健康风险有关。”
McRobbie, H., Bullen, C., Hartmann-Boyce, J., & Hajek, P. (2014). Electronic cigarettes for smoking cessation and reduction.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12, CD010216. (13 completed studies)

“据估计，每100万从吸烟转而吸电子烟的人中，每年约6000人会免于过早去世。”
West, R. B. J. (2014). Electronic cigarettes• •: fact and fi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64(626), 442–443.

“电子烟可能已经帮助约20,000名吸烟者2014年戒烟，否则这些吸烟者不会戒烟。”
West R, Brown J, Beard E. Trends in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in England. Smoking Toolkit Study 140122.

“电子烟比烟草制品的危害性减少约95%。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电子烟是儿童或不吸烟者走向吸烟的途径。”
Public Health England (2015) E-Cigarettes: an evidence update. London. PHE publications gateway no: 2015260.

电子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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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最新的全国调查：吸骆驼牌卷烟的医生比吸任何其他卷烟的医生多

尼古丁是人类已知
的最具成瘾性的
化学物质之一

它与可卡因和海洛因同样
具有成瘾性，甚至更严重

烟草业使产品对青少年有诱惑力的策略烟草业使产品对青少年有诱惑力的策略
                        

从青少年抓起从青少年抓起

有吸引力的味道

外星人的气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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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中使用婴儿在广告中使用婴儿

儿童iPad 游戏中的电子烟广告

联合会的建议

•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负责在中国对电子烟的管制

• 全面禁止所有广告、促销和赞助；禁止为了戒烟推广电子烟/电子尼古丁
传送系统；禁止在零售店展示电子烟/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

• 禁止向未成年人（完全法律责任年龄以下人士）销售；电子烟/电子尼古
丁传送系统及其补给不得以对儿童有诱惑力的味道销售

• 电子烟/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不得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
使用；应制定对电子烟烟弹的消费者安全标准，包括确保制造的统一标
准，管制烟弹含有尼古丁的最大量/剂量

• 所有包装和标签应符合适用于各种药品标准的要求，包括对产品已被证
明的健康风险、成分和使用的明确信息和警示

• 最后，联合会建议在制定和实施电子烟/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法律法规时，
应遵守世卫组织公约第5.3条

联合会强烈支持对电子烟或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的制造、营销
和销售进行管制，最好作为药物进行管制。应采取以下措施：

采访者：采访者：CullmanCullman先生，已经证明它们（卷烟）是安先生，已经证明它们（卷烟）是安
全的了吗？全的了吗？

CullmanCullman先生：我认为它们还没有被证明不安全。先生：我认为它们还没有被证明不安全。

对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对菲利普莫里斯公司CEO Joseph CullmanCEO Joseph Cullman先生的采访先生的采访
（（19711971年年11月月33日）日）

仿佛历史重现？仿佛历史重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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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控制吸烟协会  张建枢

                  2015、9、23

   北京控烟宣传实践探索
北京控制吸烟协会成立近30年

 1986年，由翁心植院士
发起成立，至今已经
是第七届。团结了一
大批首都的专家，学
者和企事业 单位领导
，在北京控烟事业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是5A级社会群团
组织。

控烟是对人民健康的负责

1、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要求

2、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迫切需求

      2012--2014年北京市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前三位分别为恶
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共占全部死亡的73.3%。吸

烟是导致肿瘤、心血管等慢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因素。

3、庞大的吸烟人群居高不下

       2014年吸烟人群419万，综合吸烟率23.4%。

4、新常态下的不适应。   （提案    群众    媒体）

《北京市控制吸烟
条例》已由北京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5次会议2014年11
月28日通过，自
2015年6月1日起施
行。

         北京控烟3个月效果明显      控烟新法得民心、顺民意

 民众知晓率：46%到96%；
 餐馆吸烟率：38%到14%；
 “北京市近年来执行落实最好的一部法”
 金砖五国代表考察后高度评价；

 澳门、上海等地来京交流、学习。



33

   “天时、地利、人和”
 1、天时：许多国家、地区成功经验，两
办通知；

 2、地利：首都城市定位；

 3、人和：吸烟有害已深入人心，pm2.5
大气污染受到持续关注。

   
   

五大
宣传
活动

1.电视台、电台宣传片、字幕播放1.电视台、电台宣传片、字幕播放

2.禁烟手势结果发布2.禁烟手势结果发布

3.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群发短信3.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群发短信

4.公交地铁公园社区张贴海报4.公交地铁公园社区张贴海报

5.召开控烟法规实施大会5.召开控烟法规实施大会

         媒体宣传策划

　　

法规实施第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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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                                                   
4月12日，中午2:30

　　

 

 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特别关注》、《
北京您早》、《首都经济》《生活2015》 

 

　　

 平面媒体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法制晚报》

 《新京报》

 《京华时报》
 

 
 

　　

 

 

平面媒体
《新京报》

《中国青年报》

《中国妇女报》

《健康咨询报》

　　

 

 网络媒体

健康界传媒、千龙网、新华网、

新民网、环球网、网易、
 
凤凰网、中国网
 

　　

 

新闻客户端

今日头条、人民日报、

北京网络台全媒体平台宣传
BRTN网站端、

北京电视台微博微信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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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多种控烟宣传海报

   
   

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

领导带队深入一线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叠加            

传播力度加大 

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

进行控烟手势评选，

仅两周时间就有300

多万人参加了投票。

劝阻  劝阻吸烟手势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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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烟北京”微信服务号

 
   “无烟北京”微信服务号

 
 控烟手势评选：控烟手势评选、

讨论页面

 我的控烟承诺：控烟承诺页面

 大V在行动：控烟大V讨论区

 控烟大家谈：网民讨论区

 注：后期可增加监督举报入口

在“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设立投

诉举报平台，市民通过微信平台对

违法吸烟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每周

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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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媒体倡导实践

                  55月月1111日，北京市人大、市卫生计日，北京市人大、市卫生计

生委和市教委，在北京文汇中学共同生委和市教委，在北京文汇中学共同

举行举行《《北京市控烟条例实施倒计时北京市控烟条例实施倒计时2020

天宣传活动天宣传活动》》,,以特殊形式发布了控烟以特殊形式发布了控烟

手势评选结果手势评选结果  。。

      5      5月月2020日，在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日，在北京市卫计委新闻发

布厅举行了布厅举行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实施倒计时实施倒计时1010天宣传活动天宣传活动————北京市吸北京市吸

烟现状调查结果新闻发布会烟现状调查结果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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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控烟/控烟手势评选
 

以投票的方式向网民征集最为
接受的禁烟手势

•投票、互动合二为一；
•实时显示投票结果；
•话题评论可管可控；
•网民可上传视频提交自己创作的
手势。

    5    5月月3131日，在鸟巢举办日，在鸟巢举办20152015年世界无烟日暨年世界无烟日暨《《北北

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宣传活动。实施宣传活动。

   1   1、推出、推出““控烟版小苹果控烟版小苹果””歌伴舞歌伴舞

   2   2、与好太太网合作，利用微信朋友圈宣传无言、与好太太网合作，利用微信朋友圈宣传无言

北京北京LogoLogo及官方微信，号召公众将头像换成无烟及官方微信，号召公众将头像换成无烟

北京北京LogoLogo。。

   3   3、启动、启动““控烟控烟””小萌娃小萌娃““照相征集点赞活动。照相征集点赞活动。
 

控烟小苹果进入
全国广场舞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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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控烟形象大使影响力

通过“无烟北京”微信平台

开展活动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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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社会志愿者得到积极响应，已有10182人报
名注册，培训后上岗。

协会慰问酷暑中工作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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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媒体宣传的几点体会

 与一、1.节奏50天、40天、20天、10天  、1天

2.议题设置：手势评选、法规的“符号化、

人性化、易行化”

3.借助明星效应扩大传播

4.顺应大众喜好，寓教于乐

5.把握事件，引发新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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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烟履约进展

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许桂华

中国控烟履约进展

       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批准了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6年1月9日正式生效。

       履约最初几年，进程缓慢。近年来，民间积极

推动，政府重视支持，控烟政策出现曙光，主要有以下

进展：

一、在全国进行烟草流行调查，摸清烟草流行状况

□2010年中国疾控中心对全国成人进行烟草流行调查，较2002年略有下降。

结果显示：

– 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8.1%，吸烟者总数达3亿 。

         其中，男性吸烟率：52.9%  ，女性吸烟率：2.4%

–  二手烟暴露率为72.4%，约7.4亿人，其中成年人为5.6亿，青少年为1.8亿。

□2013年对全国13-15岁中学生吸烟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 尝试吸烟率为19.9%，其中男性为30.1%，女性为8.7%，82.3%第一次尝试吸烟发生

在13岁以前；

– 吸烟率为6.9%，其中男性为11.2%，女性为2.2%。

二、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取得明显进展

□地方性公共场所控烟法规陆续出台

            《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共有15个城市颁发了

地方性控烟法规，不仅保护了该地区人群免受烟草烟雾危害，

而且促进全国公共场所立法进程，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在征求意见中

–2014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经广泛征求意见，组织起草了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呈送国务院法制局；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局网站公布了《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戒烟服务全面展开

□编写印刷戒烟指导手册，为戒烟门诊和戒烟医生服务

–WHO与中国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编写《中国临床戒烟指南》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编写《戒烟门诊操作指南》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编写《创建无烟医院指南》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部卫生部、武警部

队后勤部等四部委联合发文

     要求军地医院建立首诊询问吸烟史制度，并将其纳入病历

考核标准，为吸烟病人提供戒烟指导。

□培训戒烟医生，提高戒烟服务能力

四、国家两次发文要求改变卷烟包装警语标识
□ 第一次：2007年11月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联合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公约》在我国生效后，首次对卷烟
包装标识的详细要求，但与之前无实质差异。

新的警语有两句话，在
正面和背面，中英文 

 旧的警语

只有一句话，在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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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2011年8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卷烟包

装警语标识力度的通知》。但除字体由2mm变为4mm外，仍无明显变化。

 要求前                                                  
要求后

“中华烟”在国外的烟盒包装与国内包装存在巨大差异

五、新修订的《广告法》将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写进条款

       2015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并于今年9月1

日起生效 。第22条明确规定，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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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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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财政部三次发文调整烟草税收和价格政策

□第一次调整，烟草税率由40%提高到43.4%，提高3.4%，但由烟草企业内部

消化，没有实现税价联动的消费目标。

      2009年5月2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调整烟产品消

费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调整税赋由烟草企业消化，即烟草制品的零

售价不变。

     根据专家测算，调整前烟草的实际税率是40%，调整后的实际税率是

43.4%， 提高3.4% 。实际上“提税未提价”。

□第二次调整，要求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支出不得在应纳税时

扣除，对抑制烟草广告起到一定作用。

      2009年7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部分行业广告

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规定：“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三次调整：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到11% ，实现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目标

             2015年财政部通知要求，自5月10日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

提高到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烟草批发价格也将同步上调。目前，我国

卷烟的消费税占零售价比重为56%。

2001年—2015年每包卷烟的消费税占零售价比重的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标准：75%

七、加强控烟宣传  创建无烟环境

□2009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国家管理局、总后勤部卫生部和武

警部队后勤部联合印发《关于2011年起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全面禁

烟的决定》，要求创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

□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

控烟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大中小学校创建无烟学校；

□2009年、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两次发出《关于严格限制电视剧

中吸烟镜头的通知》《关于严格限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

通知》 ；

□2014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禁

止“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对

违反者“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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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两办联合下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的通知》，开启了控烟履约的里程碑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
知》

      要求各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不得吸烟、敬

烟、劝烟。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

      该《通知》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关注控烟、政府履行控

烟职责，开启了中国控烟履约的里程碑。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推动控烟履约进程

       中国的控烟履约进展，非政府组织发挥了不可或

缺的作用，成为推动中国控烟履约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控烟行动，最早是由医学专家先知、先觉

，并率先行动，继而发展到目前的多学科、多部门的专家

和控烟组织广泛参与。多年来，积极促进两会代表就控烟

提案，通过媒体唤起社会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开展控

烟干预活动，揭露烟草业干扰控烟的伎俩，营造控烟履约

的社会氛围，促进政府颁发控烟政策和控烟立法。

一、揭露烟草企业干扰控烟伎俩  落实控烟政
策

（一）成功促使上海世博会退回上海烟草

企业2亿捐款，揭露烟草企业利用捐赠赞

助宣传烟草广告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接受烟草企业2亿元捐

赠，多个控烟组织和专家呼吁退回捐款、协会致

函、许桂华副会长亲自与上海世博局法律部多次

交涉，最终迫使上海世博会退回上海烟草企业的

2亿捐款。

媒体广泛报道：CCTV专题报导。仅两天网络检索到相关报道123

万多条。

17

        2011年12月8日，郑州烟草研究院院长谢剑平因“降焦减害”
成果，被增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多个控烟组织、专家致函工程院，呼吁中国工程院“取消谢剑平院
士资格；

– 协会组织大陆、香港两地60名知名专家签名，致信温家宝总理、李
克强副总理，请求过问谢剑平院士资格并举办数次专家座谈及新闻
发布会。

17

（二）  呼吁中国工程院“取消谢剑平院士资格，揭露
“低焦油低危害”的 欺骗伎俩

媒体广泛报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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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工程院两次回函控烟协会：

– 2012年4月25日第一次回函，
要求协会提供详细资料

– 2012年8月24日第二次回函，
表示不再设此项评选

处理结果：

– 两次召开主席团听证会；

– 修订的《中国工程院专业划分
标准》中删除了“烟草科学与
工程”学科；

– 主席团35位成员一致同意劝谢
剑平自动退掉院士资格。

第一次回函

第二次回函

     多年来，烟草企业借支持公益活动之名，大肆进行捐

赠、赞助活动，以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达到提高社会形

象的目的，各控烟组织对此进行多次无情的揭露。

典型的事件有：

（1）反对6家烟草企业因援助汶川地震而被“中华慈善奖”，有关

部门听取了控烟组织的意见，最终取消了烟草企业的获奖资格

（三）反对烟草企业借支持公益活动  提高社会形象

20

（2）反对授予中国烟草总公司“生态中国贡 献奖”

        2012年中国绿化基金会授予中国烟草总公司“2011生
态中国贡献奖”，控烟协会获悉后坚决反对。中国绿化基金会

回复“ 非常重视协会建议，将在今后评选中不予参评。

媒体报道：有62家媒体进行报道。CCTV进行两次专题报
道。15家地方电视台跟踪报道。

22

（一） 促进两会代表就控烟政策提案

      为推动中国控烟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多年来，坚

持在两会前夕邀请两会代表举办座谈会，促进控烟提案

主要提案有：

烟草行业政企分开

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

加快公共场所控烟立法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禁止公款买烟等问题

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片

二、推动政府颁发控烟法规和政策 (二) 积极推进地方控烟立法

      在控烟组织的推动下，北京、广州等15个城市颁发了公
共场所控烟的地方性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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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专家座谈会、媒体发布会，呼吁尽快颁发全国公共场所
控烟法规，保护公众免受烟草烟雾危害；

控烟协会应国务院法制办要求，组织专家对《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提出修改意见。 

(三)  呼吁颁发全国公共场所控烟法规

2013年6月，国务院法制局启动修订《广告法》程序，协会立
即组织专人根据公约要求，撰写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意见并
呈送国家工商局；

为使《广告法》将“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写进条款，2013年
和2014年协会两次开展烟草广告监测活动，收集烟草广告案
例，为修订《广告法》提供依据；

为营造社会舆论环境，协会组织钟南山、秦伯益、胡鞍钢、
应松年等132位著名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签名，呼吁全
面禁止烟草广告；

新探、中国政法大学及其它控烟组织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和新
闻发布会，呼吁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四)积极参与《广告法》的修订，呼吁将“全面
禁止烟草广告”写进条款

为让人大常委们支持对“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诉求，
协会两次编印资料，呈送157位常委、各专业委员会、各
副委员长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及
结果：

– 第一次审议：49位常委发言
要求“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 第二次审议：61位常委、6位
副委员长发言要求全面禁止
烟草广告。

– 第三次审议：通过了“全面
禁止烟草广告”

（五）推动系统控烟规范化

组织专家制定无烟医院标准和评估标准
制定无烟学校标准和评估标准

三、利用法律武器  诉讼烟企违法活动

维护健康权益
（一）中学生首开烟草民事诉讼的先河

2001年6月18日，武汉市一名17岁中学生鄢卓洵向北京市宣武区人
民法院起诉国家烟草专卖局和龙岩卷烟厂等２４家烟企侵害了知
情权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６月２７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６月２９日，鄢卓洵第二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一中院认定，以原告提出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根
据为由，维持原判。 

意义：（1）原告的诉讼虽然未被受理，但首开诉讼烟草企业和烟
草主管部门的先河；（2）是中国公民维护自身健康权益、控烟意
识提高的可喜开端。

（二）阻止烟企违法广告蔓延，投诉“蓝色风尚为爱起跑
”户外违法烟草广告

投诉烟草企业活动违法，首例受到处罚

– 2010年北京卷烟厂与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2010
中南海一份爱心传递行动—蓝色风尚 为爱起跑”活动。活
动采用青少年喜爱的“跑酷”形式，在北京等多个城市推介
“蓝色风尚”卷烟。

–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北京市工商局投诉“蓝色风尚为爱
起跑”户外违法

– 结果：北京市工商局回复认定“蓝色风尚”活动的启动会场
属于违法行为，并给予1万元的处罚。



47

（三）消费者以“低焦油  低危害”欺骗宣传起诉烟
草企业
2013年2月，李恩泽以消费者身份起诉江西中烟，对“金圣”牌卷烟

“低焦低害，减害降焦”，“具有明显降低卷烟危害的作用”，宣称 
“中国毒理学会对金圣品牌香烟进行过毒理学评价”等宣传，认为对
他起到了误导欺诈的作用。为此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以“不能证实企业虚假夸大宣传
”，驳回原告李恩泽的全部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以“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的论述”
是基于“吸烟有害健康”这一基本立场，并非对烟草生产工艺进行规
制的行政管理规范，因此不能证实企业虚假夸大宣传，故驳回原告李
恩泽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3年11月李恩泽再次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014年8月再次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正在审判中
……

（四）行使社会组织权利，向国家控烟履约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申请信息公开，推动成员单位履行控烟职责

2007年，国务院成立了有工信部、外交部、卫计委等八部委组
成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并赋予各
有关部门相关的职责。

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向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八个政府部门提出
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请求明确告知各部门履行控烟职责的
情况。

八部委都予以明确的回复：卫计委公开17项信息 ，工信部  9
项，质监局4项，烟草局、外交部各3项，海关署、工商局各2
项，财政部0项。

意义：民间组织首次向政府控烟部门问责，促进其履行职责。

四、积极开展控烟干预活动，创建无烟环境

（一）推动全国学校开展创建无烟学校活动

从2001年开始，协会在全国中小学生中，组织开展“拒吸第
一支烟 做不吸烟的新一代”签名活动，累计签名人数已达
9000万；

2012年协会在北京、郑州、开封31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探索
创建无烟学校的干预模式；

为推进全国高校创建无烟校园，从2011年—2013年连续3年
对全国800所高校进行无烟环境暗访，将暗访结果向社会公
布，促进了学校创建无烟环境的活动。

（二）推动全国开展创建无烟医院活动

2001年，协会联合医院学会在全国推进创建“无烟医院”活
动。濮阳市医院、上海六院等6家获得首批“全国无烟医院
”称号；

为探索创建无烟医院的有效干预模式，建立全国无烟医院标
准体系，2005年，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在北京医院、北京朝
阳医院开展试点；

2008年协会在北京、上海、广州60家医院推广试点经验。

（三）监测影视剧烟草镜头，表彰无烟影视作品

从1993年，协会开始监测影视剧中的烟草镜头，并对无烟影
视进行表彰。曾对《生命之吻》、《还是那条街》、《绿阴
》、《飞天大英雄》等颁发无烟影视奖。

2010年开始对烟草镜头最多的影视剧颁发“脏烟灰缸奖”，
《让子弹飞》获首届“脏烟灰缸奖”。

首届“脏烟灰缸奖”《让子弹飞》

结     语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控烟履约进
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控烟履约虽
初现曙光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烟草企业干
扰控烟的行为并未停止，烟草对公民的危害仍
然严重，控烟任务依然艰巨而漫长，控烟远未
成功，控烟同仁们务必坚持不懈，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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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2013 年青少年烟草流行特征分析

林  英  陈锦辉  陈梅兰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目的：了解福建省青少年烟草流行基本特征。方法：采用国际统一的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简

称 GYTS）问卷，对全省 112 万在校初中生进行分层整群复杂随机抽样和描述性分析；用 SPSS 19．0 软

件进行复杂抽样统计学分析。结果：在校初中生尝试吸卷烟率为 14.5%，在 4.4% 的正在吸卷烟者中，经

常抽烟比率为 0.8%，其中烟草依赖比率为 32.7%；现在想戒烟的比率为 76.2%；学生接受课堂控烟信息

占 35.6%，接受各媒体信息占 67.6%，学生在校附近即可买到烟占 61.6%，从别人处获得占 49.4% ，不因

年龄小被拒绝占 88.4%；家庭、学校“二手烟”暴露率分别为 43.9% 和 52.1%。父母、教师、好朋友吸烟

是学生吸烟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30 天内在影视媒体中见过吸烟镜头广告有 69.6% 的初中生。结论：福

建省初中生尝试吸卷烟率、现在吸卷烟率低，对烟草使用认知度高，但烟草依赖率高。各种社会因素对

青少年烟草流行影响不容忽视。应从“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分析青少年烟草流行产生根源，采取有

针对性的健康教育综合干预措施，减少烟草流行危害。

【关键词】青少年  烟草流行调查  特征分析  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  福建省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上可预防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全球有 11 亿吸烟者，而我国约

有 3.5 亿吸烟者，每年可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就达 120 万 [1] 。根据 2014 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GYTS）
报告 [2] 显示，我国 17.9% 的初中生尝试吸卷烟，5.9% 的学生现在吸卷烟，30.0% 现吸者存在烟草依赖，

72.9% 的学生过去一周内暴露于二手烟。青少年是《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 年）》[3] 中的重点人

群之一，因此，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已刻不容缓 [4]。为了解福建省青少年烟草流行基

本情况及特征，2013 年由财政部中央补助地方项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福建省作为监测省份

之一首次参与了 GYTS 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的调查。我们于 2013 年 9 月 ~12 月，在福建省卫生计生

委指导下，由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促进中心组织实施了现场调查。本文从“生物—心理—

社会”的医学模式角度描述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结果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具体描述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福建省 112 万在校初中学生里，男生有 60.9 万（占 54.4%），女生有 51.1 万。我们抽样调查 10 个县

( 市、区 )30 所 4144 名初一至初三的在校学生，男生占 2239 人。其中尝试吸卷烟者共 563 人（男 444，
女 119）。参与调查学生年龄以 13 岁、14 岁为主，共占 60.9%。参与调查的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学生

比例分别占 34.2%、32.1%、33.7%。共回收样本有效问卷 4144 份，有效率为 100%。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具有全国和省级代表性及国际可比性的 GYTS 烟草标准核心问卷，以及抽样设计和数据收集方

法，对全省在校初中生进行分层整群复杂随机抽样和描述性分析。主要包括青少年烟草使用、烟草依赖

及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的获取与价格、对烟草的认知与态度、控烟宣传与烟草广告促销等内容。

1.2.2 统计分析

采用 Epi Data 3. 0 建立数据库，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复杂调查数据统计学分析。

1.2.3 质量控制

福建省健康教育促进中心负责对现场调查工作全过程质量控制，包括制定监测实施方案，组织调查

员培训，抽样信息收集、现场调查督导、数据管理等。审核并上报监测数据，重点检查问卷及各类表格

的填写情况，发现漏项、跳转错误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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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烟草流行生物学特征

福建省青少年烟草使用主要为男性，表现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卷烟率低，但烟草依赖率高。全省在

校初中生尝试吸烟者 16. 9 万，现在吸烟者 5. 3 万，遭受二手烟雾危害的人数 74.0 万。尝试吸卷烟率为

14.5%（包括以下所有率均为加权百分比），男生占 21.6%，女生占 6.3%，并随年级升高而升高。第一次

尝试年龄在 13 岁及之前比例为 79.7%，接近全国水平（82.3%），即多数尝试吸烟行为发生在青少年期的

初中阶段；现在吸卷烟率为 4.4%，男生占 6.8%，高于女生（占 1.4%）；经常抽烟者（一个月 20 天以上

抽烟的）占 0.8%，等于全国水平，其中，男生（1.1%）高于女生（0.4%）。吸烟量主要是 2~5 支者，占

38.6%，高于全国（29.1%）9.5 个百分点，每天超过 20 支者占 5.1%，高于全国水平（1.9%）；烟草依赖

率 32.7%，高于全国（30.0%）。学生吸烟地点主要是其他场所（41.2%）、学校（23.5%），其次是社交

场合（11.8%）和网吧（9.8%）。

2.2 烟草流行社会学特征 
2.2.1 烟草的知信行情况

从媒体及社交场合获得控烟信息多，对烟草使用认知度高，戒烟信念高。但接受课堂控烟教育信息

缺乏，对烟草依赖认识模糊。知识获得途径方面，在过去 30 天内，学生接受课堂、各种媒体和社交活动

的控烟信息分别占 35.6%、67.6% 和 54.4%，而全国比例分别为 34.4%、64.6%、53.0%。在过去 12 个月

内，接受课堂控烟教育的占 40.9%（全国为 36.5%）。信念、行为（认知度）情况，学生认为一旦吸烟，

就肯定难戒的只占 29.4%（低于全国 31.6%），吸烟者中该比例更低，仅为 13%。( 全国水平为 18.5%)；
认为在社交场合吸烟减少吸引力者占 63.1%，会让人更不舒服占 83.7%；对如果好朋友给烟，肯定不抽的

占 86.1%。有接受过戒烟建议的比例为 12.8%（全国水平为 11.4%）；想现在戒烟的比例为 76.2% 高于全

国 72.1% 水平；认为自己如果想戒就可以戒掉的比例为 86.9%，高于全国 (78.6%)8.3 个百分点；而在过去 
12 个月内尝试过戒烟的比例为 71.1%（全国为 71.8%）；对未来 12 月肯定不会吸烟的占 88.0%；在没抽

烟学生中，好朋友给烟肯定不抽的占 93.6%。即对烟草使用认知度高，戒烟意愿高，将有利于吸烟行为改变。

2.2.2  社会关系的影响力

父母、教师、好朋友吸烟是学生吸烟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学生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和学校度过，

而主要社交关系是同学、好朋友。调查显示，自己父母至少有一方吸烟的占 55.9%。只有父亲吸烟的占

54.1%，只有母亲吸烟的占 0.2%，父母均吸的占 1.5%；在学校，几乎每天见到教师吸烟的占 8.5%，有时

看到教师在室内和室外吸烟的分别为 35.8% 和 32.4%（全国分别为 39.7% 和 37.5%），而学生在家和学校

直接暴露于“二手烟”危害的分别占 43.9% 和 52.1%。通过对初中生吸烟与父母是否吸烟之间关联的统计

学推断显示，父母均吸烟的初中生现在吸烟的风险是父母均不吸烟的 3.27 倍，只有父亲吸烟或母亲吸烟

的初中生现在吸烟的风险分别是父母均不吸烟的 1.64 倍和 9.16 倍，说明父母吸烟尤其是母亲吸烟对孩子

吸烟行为有重要影响。

而自己好朋友中有吸烟的占 35.2%（全国水平为 38.0%），其中好朋友中“有一些吸”的比例占

89.2%。通过对初中生尝试吸烟与好朋友吸烟情况之间关联的统计学推断显示，好朋友中有一些吸烟的初

中生尝试吸烟的风险是好朋友中没有人吸烟的 8.52 倍，好朋友中大多数吸烟的初中生尝试吸烟的风险是

好朋友中没有人吸烟的 50.46 倍，好朋友中全部吸烟的初中生尝试吸烟的风险是好朋友中没有人吸烟的

17.43 倍。可见好朋友吸烟产生同伴影响效应大。

2.2.3 烟草获得难易程度

初中生要从别人处获得和自己从商店购买卷烟，不会因年龄小于 18 岁而被拒绝。现在吸卷烟者卷烟

45.1% 是自己购买的，其中主要是从小商店或商场买，占 37.9%，而 49.4% 是从别人处获得；而买烟时没

有因不满 18 岁被拒绝的为 88.4%，高于全国水平为 80.5%，购买烟主要是按盒购买者占 73.3%。61.6% 的

学生能在学校附近买到卷烟。

2.2.4 二手烟暴露



50

学校、家庭暴露明显，学生对二手烟危害认知度高，大多数支持公共场所禁烟。在过去 7 天内，二

手烟在室外公共场所、（家庭以外）室内公共场所、家和公共交通工具等四类场所暴露分别为 57.8%、

56%、43.9%、28.6% ，而全国分别为 58.3%、57.2%、44.4%、37.9%，即二手烟公共场所、家暴露接近全

国水平，交通工具内暴露率低于全国 9.3 个百分点；在过去 30 天内，有 52.1% 的学生在暴露于学校二手烟，

接近全国水平 54.5% 而比北京 38.5%[2] 高 13.6 个百分点；认为二手烟“肯定”危害自己的占 72.5%。支

持室内和室外公共场所禁烟的分别为 63.2% 和 64.2%，比例均低于全国水平 66.7%。

2.2.5 烟草媒体广告宣传的影响

影视吸烟镜头广告对青少年影响大。接受调查的初中生在过去 30 天内：在电视、录像 / 视频或者电

影中和在互联网上看到过吸烟镜头广告比例分别为 69.6% 和 10% ；在烟草零售点和在体育赛事、集会、

音乐会或社区活动、社交聚会等场合看到过烟草产品广告或促销比例分别为 15.9% 和 6.4%；在影视节目

中看到烟草品牌广告比例占 20.9%；在户外广告牌、互联网和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烟草产品广告的比例分别

为 19.9%、18% 和 14.3%。

2.2.6 经济关系影响

初中生平均一周内可以自己支配的钱少于等于 10 元的占 22.9%,11~20 元占 23.0%，超过 50 元

和只占 16.2%；认为每包价格在 11~20 元的占 12.5%。通过与现在吸卷烟初中生的单因素卡方检验，

X2=69.02,P<0.001，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初中生抽烟与每周零用钱有关。

3 讨论

初中阶段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第二反抗期阶段，此期心理学特征主要表现为生理上成熟，即独立性与

心理上依赖性矛盾，是对自然世界、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等价值观的初步形成期，其观念具有幼稚性，

表现出主观片面和绝对性。反抗期主要指向是父母或教师或有关人士，人际关系倾向是脱离父母、密切

朋友关系。此“危险期”学生容易模仿或崇拜成年人的行为特征。与本调查显示的大多数（79.7%）青少

年尝试吸烟多发在此阶段相符。

根据行为改变的知信行模式 [5] ，学生知识信念行为主要是从父母、教师那里习得，他（她）们的行

为、习惯、世界观对青少年心理发展起致关重要的作用，是青少年的知识、行为模范。本调查的社会关

系统计学结果也说明，父母、教师的吸烟行为直接或潜移默化影响学生行为和教育与健康。据冯国泽等

报告 [6] ，教师的吸烟行为对学生有明显的示范作用。这提示今后应加强开展“无烟健康促进学校创建活

动”，是减少青少年烟草流行的重要措施。同样，本调查尝试吸烟率的升高与其好朋友吸烟情况密切相关，

这与国内外研究 [7-8] 结论相符，。提示可开展同伴教育干预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本调查显示，2013 年福建省初中生尝试吸卷烟率为 14.5%，现在吸卷烟率 4.4%，均低于全国水平，

烟草使用认知度高，这与本省积极落实国家控烟政策，开展健康促进学校创建活动，新闻媒体加大宣传

及多部门配合开展控烟宣传活动等有关。但烟草依赖率（32.7%）高于全国水平，对烟草依赖知识认识模

糊这与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有关。福建省也是我国烟草种植基地之一，随处可及的烟草专卖及零售店使青

少年容易获得香烟，及其有关烟草广告负面宣传和成人烟草请客甚至婚宴送礼较为常见的不良文化习俗

等。这提示今后要根据青少年社会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烟草核心人物干预”及“同伴教育”

以及寻找身边烟草危害健康的案例分析的“参与式培训”等健康教育方法学应用，加强控烟知识，强化

戒烟信念，减少吸烟行为形成。

从调查资料社会学特征可知，利用影视媒体中伟人及影星做烟草形象宣传，及无处不在的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将烟草与运动、成功、独立、性感等相联系，美化了烟草形象，其特殊的社会作用，对青

少年吸烟起到了极强的诱导作用，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9] ，社会环境危

险性越高 , 青少年越认可吸烟的好处 , 越否认吸烟的危害 , 且其吸烟行为将随社会环境危险性的增加而呈

明显的增长趋势。这提示今后仍应加强全省学校控烟健康教育力度。另外，国家“新广告法”的成立，

为各级政府机构履行《中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减少对

下一代健康的危害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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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初中生的社会心理特征，开展 “烟盒包装图形警示巡展”也是最经济、有效的学校控烟

健康教育措施之一，该活动使用大而清晰的图形警示，有助于提高青少年对烟草危害认识，防止吸第一

支吸烟，促进已吸烟者戒烟意愿和戒烟行为改变。

综上，福建省青少年烟草流行特征是初中生个体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结果，结论

与国内外有关报告的青少年尝试吸烟是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环

境因素等多个方面 [10-11] 相符。因此，今后要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分析青少年烟草流

行产生根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综合干预措施，减少青少年烟草流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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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海南省两市县重点人群吸烟知识、态度和行为

监测信息分析

柏红梅  莫少雄

【摘要】目的：了解海南省医生、教师、公务员3类重点人群吸烟和被动吸烟相关知识、态度、行为信息，

为制定控烟计划，创建无烟环境提供依据。方法 在国家抽中的监测点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海南东部最

发达地区三亚市和西部相对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乐东县烟草监测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调查结果显

示，乐东县吸烟男性比例为 67.95% ，高于三亚市的 57.89%。监测点公务员的吸烟率最高为 50%，医生

的吸烟率最低为 2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3.049，P<0.05) ；乐东县的公务员吸烟率为 32.1% ，高于

三亚市的 17.7% 。医生、公务员和教师戒烟人数比例分别为 15.4%，4.5% 和 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8.113，P<0.05)。三亚市医生戒烟人数比例为 23.1%，明显高于乐东县的 7.7%( =7.091，P<0.05)。被调

查的医生、教师和公务员吸烟者的烟龄多数在 1~10 年之间，分别占 56.3%， 43.2% 和 35.9%。而烟龄超

过 20 年的吸烟者中公务员所占的比例最大（33.3%），其次是教师（18.9%），被调查的医生中烟龄均不

超过 20 年。 三亚和乐东两个监测点重点人群对吸烟相关疾病肺癌、哮喘、中风、骨质疏松症和婴儿猝

死综合征的认知率分别为 89.8% 和 85.9%），69.8% 和 65.4%），48.5% 和 42.3%），46.4% 和 28.2%)，
36.2% 和 32.9%) 。结论  医疗卫生机构创无烟单位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应加大政府机构控烟力度，促进

地方控烟立法，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控烟知识、技能和能力培训，创无烟环境和无烟氛围。

【关键词】重点人群  烟草监测  烟草控制  信息分析

作者单位：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海口 邮编 570203)
作者简介：柏红梅（1968-），女，大学本科，副研究馆员，医学信息监测分析、健康教育 

Monitoring information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arget cigarette smoking populations in two 
counties of Hainan Province in 2013

BAI Hong-mei, MO Shao-xiong

(Hainan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ikou 570203, Hainan, P. R.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hree active and 

passive target cigarette smoking populations of doctors, teachers and functionaries in Hainan Province and to 
offer scientific basis for making tobacco control strategy and establishing smoking –free environment in Hainan 
province. Methods Among the national sampled tobacco monitoring sites Sanya Cit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eveloped area and Ledong county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ethnic group area in Hai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or collection of tobacco-monitoring information and the  tobacco monitoring data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male smokers surveyed in Ledong county accounted for 67.95%, more than that of 57.89% in 
Sanya city. The cigarette smoking rate of civil servants was 50%, being the highest and that of doctors was the 
lowest (20.5%)( =13.049,P<0.05). With regard to cigarette smoking rates in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areas the 
cigarette smoking rate of teachers in Sanya city was the highest ( 19.2%) . In comparison of cigarette smoking 
rates in different areas but the same occupation the cigarette smoking rate of civil servants in Ledong county 
was 32.1%, higher than that in Sanya city (17.7%). The proportions of smokers abstaining from smoking among 
the target populations were 15.4% for doctors,4.5% for civil servants and 3.8% for teachers, 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occupational groups( =18.113,P<0.05). The proportions of doctor smokers abstaining 
from smoking in Sanya city and Ledong county were all higher than the teachers and civil servants. In comparison 
of career abstention smoking among three categories of cigarette smoking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are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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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rtion of doctor smokers abstaining from smoking in Sanya city was 23.1%,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7.7% in Ledong county ( =7.091,P<0.05). The doctors, teachers and civil servants surveyed with a smoking 
duration of 1-10 years accounted for 56.3%，43.2% 和 35.9%. The proportion of civil servants with a smoking 
duration of over 20 years accounted for 33.3%. The cognitive rates of target population in the monitoring sites 
of Sanya city and Ledong County to lung cancer,asthma, stroke, osteoporosis and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were 89.8% and 85.9%），69.8% and 65.4%），48.5% and 42.3%），46.4% and 28.2%，36.2% and 32.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Excellent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smoking-free units established in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has been observed. Efforts on the control of cigarette smoking be intensified by 
th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the formulation of local tobacco control legislation,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tobacco knowledge, technique and capacity in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create smoking-free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Key words: Target population; Monitoring of tobacco; Tobacco control(Smoking control); Information 
analysis 

2006-01，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7 年多来，我国的控烟履约工作

取得了积极进展。世界控烟成功国家的经验证明，医生、教师、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吸烟行为的改变对公

众具有重要影响 [1-3]。 海南省启动 2013 年中央补助地方重点人群吸烟相关行为监测项目，抽取海南省

东部最发达和西部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数据监测，了解海南省发达和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 3 类重点人

群烟草危害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能力等信息，为建立区域性的针对重点人群的吸烟相关行为以及控烟

能力监测体系，掌握本区域烟草控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制定本省各区域的干预策略和措施、

加大控烟力度，推动烟草控制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具有重要的试点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3 年国家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海南省 8 个监测点，按照总体率 p=0.529, 允许绝误差为

0.03,deff=3, 确定样本量；按医院级别（3 层）、性别（2 层）；考虑无效问卷和拒访率，实际抽样样本量

扩大 20% 的方法确定抽样人数。在抽中的监测点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海南东部最发达地区三亚市和西

部相对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乐东县烟草监测情况对比。根据国家抽样方法和标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

法抽取医疗卫生机构和学校及调查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政府机构及其调查对象。两市县共监测

469 人，其中医生 156 人，教师 156 人，公务员 157 人。了解当地 3 类人群的人口学资料、烟草知识、态

度、行为信息监测分析。[4-7]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

采用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吸烟相关知识、

态度和观念、戒烟相关情况、吸烟规定的执行情况等。

1.2.2  质量控制

各监测点负责人及质控员对现场调查工作的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包括抽样信息收集、现场调查、

数据管理等，重点检查问卷填写情况，发现漏项、跳转错误并及时纠正。省级项目执行机构收集各监测

点问卷后，二次质控，经省级卫生厅局审核后上交国家控烟办。

1.2.3  统计分析

 用 Epidata 3.1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17.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分析，多组样本率卡

方检验的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进行检验水准校正，样本量小于 40 的率比较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

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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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性别  研究对象共 469名，三亚（男性 136人，女性 99人，其中男性 57.89%），乐东（男性 159人，

女性 75 人 , 男性比例 67.95%）。

2.1.2  年龄：将调查对象的年龄分为 <40 岁和≧ 40 岁两组，三亚 <40 岁组 123 人，≧ 40 岁组 112 人。

乐东 <40 岁组 115 人，≧ 40 岁组 119 人。

2.1.3  教育程度及职称：调查对象均以大专及以上学历、初级及以上职称为主。其中三亚大专及以上

学历 219 人，初级及以上职称 192 人。乐东大专及以上学历 195 人，初级及以上职称 160 人。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情况构成 

2.2  吸烟行为及态度状况

2.2.1 吸烟者吸烟情况 
2.2.1.1  两市县三类不同职业人群吸烟率比较 公务员的吸烟率最高为 50%，其次教师 47.4%、医生

20.5%，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3.049,P=0.001<0.05)，三类职业调查对象吸烟率不同或不全相同。

三类职业两两比较 ( 用 Bonferroni 法进行检验水准校正 , =0.017)，医生与教师、医生与公务员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卡方检验结果分别为 =10.023,P =0.002； =11.491,P =0.001）, 医生吸烟率低于教师与公务员。

教师与公务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54,P=0.817）（表 2）。

2.2.1.2  不同地区三类不同职业吸烟率比较：三亚市、乐东县的医生吸烟率均低于教师及公务员， 其
中三亚市教师的吸烟率最高（19.2%）；乐东县以公务员吸烟率最高（32.1%）。

2.2.1.3 不 同 地 区 相 同 职 业 人 群 吸 烟 率 比 较： 两 地 的 医 生 吸 烟 率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0.279,P=0.598>0.05），教师吸烟率无统计学差异（ =1.736,P=0.188>0.05），公务员吸烟率有统计学差异（ 
=4.317,P=0.038<0.05），数据分析表明三亚市、乐东县的医生、教师吸烟率处于同一水平，但乐东县的公

务员吸烟率高于三亚市。

2.2.1.4  吸烟者的烟龄情况：在吸烟者中，被调查对象的烟龄主要在 1-10 年或 11-20 年之间，其中烟

龄在 1-10 年间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较大：医生占 56.3%，教师占 43.2%，公务员占 35.9%。烟龄 >20 年的

吸烟者中，公务员人群所占比例最大（33.3%），其次是教师（18.9%），医生中无烟龄超过 20 年以上者。

2.2.2 戒烟者戒烟状况 
2.2.2.1  重点人群戒烟情况

特征

三亚 乐东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人

数

构成

比/%

人

数

构成

比/%

人

数

构成

比/%

人

数

构成

比/%

人

数

构成

比/%

人

数

构成

比/%

性别

男 48 61.54 39 50.00 49 62.03 54 69.23 49 62.82 56 71.79 
女 30 38.46 39 50.00 30 37.97 24 30.77 29 37.18 22 28.21 

年龄/岁

<40 47 60.26 31 39.74 45 56.96 45 57.69 41 52.56 29 37.18 
≧40 31 39.74 47 60.26 34 43.04 33 42.31 37 47.44 49 62.82 

教育程度

中专以下 0 0.00 1 1.28 1 1.27 4 5.13 3 3.85 1 1.28 
中专 6 7.69 5 6.41 3 3.80 28 35.90 3 3.85 3 3.85 
大专 14 17.95 17 21.79 22 27.85 42 53.85 36 46.15 43 55.13 
本科 54 69.23 30 38.46 48 60.76 4 5.13 35 44.87 30 38.46 
硕士及以上 4 5.13 25 32.05 5 6.33 0 0.00 1 1.28 1 1.28 

职称

无（办事员） 6 7.69 0 0.00 34 43.04 21 26.92 12 15.38 41 52.56 
初级职称（科级） 39 50.00 19 24.36 42 53.16 47 60.26 20 25.64 37 47.44 
中级职称（处级）及以上 21 26.92 33 42.31 3 3.80 9 11.54 35 44.87 0 0.00 
高级 12 15.38 26 33.33 - - 1 1.28 11 14.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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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重点人群戒烟人数  医生的戒烟人数比例最高为 15.4%，其次公务员 4.5%，教师 3.8%；三类

职业人群比较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8.113,P=0.001<0.05)，三类职业调查对象戒烟比例不同或不

全相同。

2.2.2.3 三类职业两两戒烟人数比较  医生与教师、医生与公务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卡方检验结

果分别为 =11.949,P =0.001； =10.468,P =0.001）, 医生戒烟人数所占比例高于教师与公务。教师与公务员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074,P=0.786）。

2.2.2.4  不同地区三类职业戒烟人数比较  三亚市、乐东县的医生戒烟人数比例均高于教师及公务员，

其中三亚市医生的戒烟人数比例最高，占 23.1%，明显高于教师的 3.8% 和公务员的 3.8%。乐东县三类职

业人群的戒烟人数比例分别为：医生 7.7%、教师 3.8%、公务员 5.1%。三亚市的医生戒烟人数比例明显

高于乐东县医生，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091,P=0.008）。

2.2.2.5  戒烟者戒烟目的比较  在戒烟者中，所有被调查对象均将“自己的健康”作为戒烟的主要目的，

医生、教师、公务员的此项选择率均为 100%，其次多数被调查对象将“家人的健康”作为戒烟的目的（医

生 95.8%、教师 83.3%、公务员 71.4%）。在“职业形象”选项上，选择率医生（87.5%）> 教师（66.7%）

> 公务员（28.6%）。在“单位规定”选项上，选择率同为医生（87.5%）> 教师（33.3%）> 公务员（14.3%），

三类人群比较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三类职业两两比较，医生与教师、医

生与公务员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P =0.016； P =0.001），教师与公务员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P =0.559）（表 2）。

表 2   三亚和乐东两市县重点人群吸烟行为及态度分析

              
  

2.3  吸烟与相关疾病认知情况 
2.3  重点人群对吸烟、被动吸烟与相关疾病的知晓率调查情况 
2.3.1 不同职业人群对吸烟、被动吸烟与中风、骨质疏松、肺癌等相关疾病的关联性认知情况  在所有

相关疾病的备选答案“相关”、“可能相关”、“不相关”、“不知道”四个选项中，医生选择“相关”

的比例均高于教师和公务员，教师与公务员选择“相关”的比例基本持平。

2.3.2 重点人群对不同相关疾病的认知率  将各职业调查对象选择“相关”或“可能相关”的人数相加，

分析不同疾病的关联认知情况。其中肺癌选择“相关”或“可能相关”的比例最高（98.3%），骨质疏松

的比例最低（67.6%），对各疾病关联认知程度由大至小排序为肺癌 > 哮喘 > 中风 > 婴儿猝死综合征 > 骨

质疏松。

2.3.3 不同地区（乐东、三亚两市县总体认知比较）重点人群对相关疾病的认知率比较。在中

风、骨质疏松、肺癌等相关疾病的认知率调查中，各相关疾病选择“相关”的比例分别为：肺癌（三

亚市 89.8%、乐东县 85.9%），哮喘（三亚市 69.8%、乐东县 65.4%），中风（三亚市 48.5%、乐东

变量
三亚 乐东 合计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吸烟者

吸烟人数 7 9.0 15 19.2 14 17.7 9 11.5 22 28.2 25 32.1 16 10.3 37 23.7 39 24.8 

烟

龄

<1 0 0.0 0 0.0 0 0.0 0 0.0 4 18.2 1 4.0 0 0.0 4 10.8 1 2.6 

1-10 4 57.1 7 46.7 8 57.1 5 55.6 9 40.9 6 24.0 9 56.3 16 43.2 14 35.9 

11-20 3 42.9 4 26.7 3 21.4 4 44.4 6 27.3 8 32.0 7 43.8 10 27.0 11 28.2 

＞20年 0 0.0 4 26.7 3 21.4 0 0.0 3 13.6 10 40.0 0 0.0 7 18.9 13 33.3 

不吸烟者

戒烟人数 18 23.1 3 3.8 3 3.8 6 7.7 3 3.8 4 5.1 24 15.4 6 3.8 7 4.5 

自己健康 18 100.0  3 100.0 3 100.0 6 100.0 3 100.0 4 100.0 24 100.0 6 100.0 7 100.0

家人健康 18 100.0  3 100.0 1 33.3 5 83.3 2 66.7 4 100.0 23 95.8 5 83.3 5 71.4

职业形象  15 83.3 2 66.7  0 0.0 6 100.0 2 66.7 2 50.0 21 87.5 4 66.7 2 28.6

单位规定  15 83.3  1 33.3  0 0.0 6 100.0  1 33.3 1 25.0 21 87.5 2 33.3  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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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42.3%），骨质疏松（三亚市 46.4%、乐东县 28.2%），婴儿猝死综合征（三亚市 36.2%、乐东县

32.9%），三亚市重点人群选择“相关”的比例均大于乐东县。对两个市县选择“相关”的构成进行卡方

检验，其中除了骨质疏松三亚市选择“相关”的比例明显高于乐东县以外（ =16.5641,P<0.01），其他疾

病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表 3）。

表 3   两市县重点人群对吸烟、被动吸烟与相关疾病的知晓率 /%

3 讨论

吸烟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是引起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男性人群的高吸烟率、女性和儿童被动

吸烟的高暴露率是肺癌上升的主要原因，也是众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8-9]
烟草已成为高血压之后的第二号全球杀手。  

我国男性吸烟率居高不下 , 导致吸烟行为成了我国社会风气的主流。[10]2010 年我国成年男性吸烟率

为 53.3%。海南乐东县的男性调查人数（67.95%）高于三亚（57.89%）, 说明在烟草控制中，不发达地区

的男性有控烟诉求的愿望比发达地区更迫切；三亚参与烟草监测人员学历和职称都普遍高过乐东。说明

西线少数民族地区在控烟能力、人员培训方面更应下足功夫。

吸烟与重点人群对烟草危害认知率高低密切相关。本次调查三亚市和乐东县重点人群对肺癌、中风、

哮喘、骨质疏松症、婴儿猝死综合征等烟草相关疾病的认知率结果表明，重点人群上述疾病的认知率在

28.2% ~ 89.8% 之间， 两个市县被调查者除了骨质疏松症有明显差异外（ =16.5641,P<0.01），对其他疾病

的认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社会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重点人群对烟草的危害同样认识不足，控烟工

作任重道远。因此，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前提下，必须采取综合性控烟策略，制定预期目标，

加大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力度，加快控烟立法； 广泛创建无烟单位、无烟城市和无烟环境，打一场消

除烟草危害，保护国民健康的人民战争，摘掉我国第一吸烟大国的帽子。 

相关疾病

三亚 乐东 合计 整体认知情况

医生 教师
公务

员
医生 教师

公务

员
医生 教师 公务员

人数 率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率 人数 率 人数 率

中风

相关 65 26 23 61 17 21 126 80.8 43 27.6 44 28 213
72.3

可能相关 10 20 28 12 31 25 22 14.1 51 32.7 53 33.8 126

不相关 2 10 10 5 7 16 7 4.5 17 10.9 26 16.6 50
27.7

不知道 1 22 18 0 23 16 1 0.6 45 28.8 34 21.7 80

骨质疏
松

相关 55 25 29 30 18 18 85 54.5 43 27.6 47 29.9 175
67.6

可能相关 14 16 19 35 36 22 49 31.4 52 33.3 41 26.1 142

不相关 5 13 14 8 7 17 13 8.3 20 12.8 31 19.7 64
32.4

不知道 4 24 17 5 17 21 9 5.8 41 26.3 38 24.2 88

肺癌

相关 78 68 65 72 62 67 150 96.2 130 83.3 132 84.1 412
98.3

可能相关 0 10 10 6 16 7 6 3.8 26 16.7 17 10.8 49

不相关 0 0 0 0 0 2 0 0 0 0 2 1.3 2
1.7

不知道 0 0 4 0 0 2 0 0 0 0 6 3.8 6

婴儿猝
死综合

征

相关 27 27 31 35 20 22 62 39.7 47 30.1 53 33.8 162
70.4

可能相关 43 24 18 37 30 16 80 51.3 54 34.6 34 21.7 168

不相关 2 6 6 4 6 21 6 3.8 12 7.7 27 17.2 45
29.6

不知道 6 21 24 2 22 19 8 5.1 43 27.6 43 27.4 94

哮喘

相关 66 48 50 52 46 55 118 75.6 94 60.3 105 66.9 317
90

可能相关 6 24 16 26 22 11 32 20.5 46 29.5 27 17.2 105

不相关 1 2 4 0 1 4 1 0.6 3 1.9 8 5.1 12
10

不知道 5 4 9 0 9 8 5 3.2 13 8.3 17 10.8 35



57

公务员、医务人员、教师等重点人群吸烟态度、行为和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对社会其他人群有重要影响，

但遗憾的是，本次调查公务员的吸烟率最高（50%）。必须加强控烟立法，提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控烟

意识、控烟能力和所起的表率作用。同时，三亚医生的戒烟人数比例为 23.1%，明显高于乐东 7.7%。说

明创建无烟环境、无烟医院等示范单位，加大发达地区烟草干预力度措施得力有效。

在吸烟、被动吸烟与相关疾病的认识方面，三亚被调查者对相关疾病的认知相关性均高于乐东，医

生对相关疾病的认知高于教师和公务员，因为医生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了解烟草的危害，懂得健康的重

要性和生命的价值。三亚市通过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和卫生城镇，把控烟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快

了控烟工作的进程。

海南省连续三年（2010-2013）创建省市县乡级无烟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医院全员培训烟草的危害、

医生掌握戒烟技巧与方法、开设戒烟门诊等知识和方法，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控烟能力和水平，为广泛宣

传烟草危害，提高社会对烟草危害的认知率、改变吸烟等不良行为，降低吸烟相关疾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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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青少年吸烟影响因素及控烟履约策略

陈吉华  邓发基 

【摘要】目的 对我国青少年吸烟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评估并提出控烟履约策略。方法 阐述现阶段影响

我国青少年吸烟的主要因素，分析评估其对青少年吸烟的危险程度。结果 我国青少年吸烟受家庭“有烟

环境”和社会“吸烟环境”及“个体差异”的“多重因素影响”，面临“效仿吸烟”、沦为未来“烟民”

的危险，其遭受“二手烟”暴露的状况不容乐观。结论 必须从控制“烟草源头”、构建“无烟环境”、

转变“吸烟观念”、健全控烟履约保障体系入手，加强政府主导控烟工作与“部际协调机制”，动员多

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控烟，从根本上消除青少年“效仿吸烟”的动机与行为，避免和延缓其未来及成

年后发展为“烟民”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二手烟”危害。

【关键词】烟草危害；控烟；履约；青少年；吸烟

The strategy of China's tobacco control performance factors and adolescent smoking effect  CHEN Ji-hua, 
DENG Fa-ji(Fang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Hubei Prouince, Fang county, 442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factors of adolescent smoking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performance of tobacco control strategy. Methods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moking in our coun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risk degree of the teenagers smoking are analyzed. Results adolescent smoking in China family 
"smoke" and social "smok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ultiple factors", face "emulate smoking", reduced 
the risk of future "smokers", which has been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Conclusion 
we must from the source of tobacco control, building a "smoke-free environment", change the "idea of smoking",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tobacco performance security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obacco control work and "inter 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mobilization of multi sectoral cooperation 
and the whole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obacco control,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eenagers" follow the motive and 
behavior of smoking, to avoid or delay its future and adult development is "the possibility of smokers", maximize 
avoid and reduce the harm of secondhand smoke.

【Key words】 The harm of tobacco; tobacco control; performance; adolescent; smoking

吸烟，并非人类个体的固有行为。而是日常生活、人际交往、接人待物的文化熏陶与习惯使然。对

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在不懂得烟草危害的前提下，从幼年便不同程度地遭受“二手烟”（被动吸烟）

的危害，业已成为常态。加之，从小受吸烟环境影响，心理上也易于接纳和认同吸烟行为。如此久而久之，

其产生吸烟动机、效仿吸烟行为、沦为未来“烟民”的概率和风险，势必“与日俱增”。因此，如何“从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预防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吸烟和“二手烟”危害，从根本上消除其“效仿吸烟”

的动机与行为，避免和延缓其未来及成年后发展为“烟民”的可能性，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控烟“履约”

的优先领域与必然选择。笔者拟就此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1 对我国青少年吸烟影响因素的客观评估

1.1 受家庭“有烟环境”影响 家庭是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摇篮。家庭中的“有烟环境”会使青少年面

临接触“二手烟”和“效仿吸烟”的双重危险。在中国，由于受敬烟文化熏陶与吸烟习惯使然，一个家

庭中即使没有任何成员吸烟，也不可能做到 100% 的“无烟”。因为，家庭来客“要烟”，出门办事“要

烟”，婚丧嫁娶“要烟”。生活在此类“无吸烟者”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虽然接触家庭“二手烟”的

概率几乎为“零”，但其家庭中“认同吸烟”、消费香烟的文化习俗仍然传承下来，未来仍有“效仿吸烟”、

沦为“烟民”的危险。反之，一个家庭内“有吸烟者”存在，那么，导致妇女、儿童或其他家庭成员被

动吸烟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而生活在此类“吸烟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势必倍受吸烟行为诱惑与烟

草消费观念影响。但上述情况，往往仅限于“对吸烟行为听之任之”或“不加干预控制”的通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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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现今人们对烟草危害认识程度的显著提高，随着我国“421 家庭”模式的悄然出现和人口老龄化的

到来，近些年，“一家三口”不吸烟的情况越来越多，老年人群中“因病戒烟”的也屡见不鲜。这为实

现“纯粹的无烟”家庭与环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赢得了公众的认同与支持。

1.2 受社会“吸烟环境”危害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舞台。社会上的“吸烟环境”无处不在是导致人生幼

年被动吸烟、青年期或成年后主动吸烟的根源所在。而大量事实证明，“吸烟环境”加注儿童和青少年

的不利影响主要源自社会“吸烟文化”积淀与“烟草经济”泛滥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烟草在

我国使用已经有 400 多年的历史，吸烟、敬烟即是成人的普遍认同行为，也是重要的社交手段。烟品不

仅成为个人和家庭日常消费、接人待物的必须品，而且还是公务接待、公款消费项目之一。而烟品作为

社交手段与沟通媒介，没有什么能够替代“烟是介绍信”的独特功用和“烟酒（或烟茶）不分家”那样

充足的“亲合力”。甚至将烟品当作“礼品”馈赠、送人，以烟品的价格衡量或体现吸烟者的身份、地位、

贫富、尊卑等等。所有这些，均表明了烟品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感情纽带和社交触媒的现实基础与必然属

性 [1]。更何况社会上还有诸如什么“烟能提神”、“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不吸烟不像男人”、

“不吸烟者谨慎（吝啬）”、“不吸烟与人不合群”、“不接受敬烟等于瞧不起人”……之类的“歪理

邪说”盛行。凡此种种，都将成为青少年人群尝试“吸第一口”和“第一支烟”的文化积淀与幕后的推手。

而另一方面，中国早已沦为世界烟草受害第一大国，烟草生产和消费均占全球 1/3 以上。尤其是在近年全

国经济增长呈现下滑趋势之下，中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竟然还能突破 10000 亿元大关。据国内媒体报到，

在 2014 年中国央企 20 强排行榜中，中国烟草上缴的利税第一，中国石油占居第二。而支撑全国烟草业

利润不断攀升的是现有包括深圳、大连在内的 33 家省级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16 家工业公司，57 家

卷烟工业企业，1000 多家商业企业，以及烟叶、卷烟销售、烟机、物资、进出口等全国性专业公司和其

他一些企事业单位，全行业职工达 51 万人 [2]。除此之外，全国还有 130 多万种烟农户、500 多万卷烟零

售户，与烟草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劳动人口超过 2000 万。如此庞大的烟草产业链和巨额的烟草 GDP，等

于公然宣告中国“烟草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其悄然释放的巨大能量足以支撑并助长起中国居民加注

烟草的消费欲望与成瘾行为。也等于说，迄今为止，吸烟在中国仍存在客观的市场需求，控烟“履约”

不会一蹴而就。这使任何“吸烟有害健康”的公益广告，都不足以警示人们“立马”远离烟草；也使任

何醒目的禁烟标识，都不足以促使“吸烟者”自觉摁灭手中的烟蒂；更使青少年对于吸烟的认知或介于“管

与放”（小时候不让抽烟，长大后可以）、或处于“吸与戒”（一边是大量生产销售香烟，一边却又呼

吁戒烟）、或陷于“利与害”（一边是烟草产销两旺，一边却说吸烟不好）的矛盾交织状态。从而反衬

我国青少年吸烟影响因素的复杂程度与严峻形势。

1.3 受“个体差异”制约 人类“近代对个体差异的重视和研究源于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个体差异的

实验室认定。心理学家们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共同特点时，发现对于同一刺激，各人的反应常常不同” [3]。
并最终证实这种不同是由“被试个体之间的差异”造成的。随后，“有关动机”的研究又进一步揭示出

人类行为多样化的根源。动机理论表明，“人的需要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动机，导致不同的行为；而不

同的行为反过来又强化了不同的动机。如此循环往复，就巩固和扩大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然而，从烟

草加注青少年的影响结果来看，显然也存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青少年及成年后是否“踏上吸

烟之路”，尚属“变数”。但由于我国吸烟者人数众多，吸烟和“二手烟”暴露十分普遍，以致青少年

吸烟状况不容乐观。据推算，我国现有 13-18 岁青少年吸烟者约 1500 万，尝试吸烟者超过 4000 万，青少

年吸烟率达 11.5%，尝试吸烟率为 32.4% [4]。由此提示我国预防青少年吸烟的策略应优先考虑如何避免

和消除其吸烟的环境、需求与动机，方为治本良策。

2 对我国控烟履约策略的思考

2.1从控制“烟草源头”入手 国家应依法控制烟草，并逐年递减烟草生产与进口总量。其目的是通过“压

缩和减少烟草种植面积与烟草品牌”乃至“烟草进口贸易”的手段，实现对烟草的“总量控制”与“逐年递减”，

促使烟草产业及其消费市场“供不应求”或“供小于求”，产生连锁效应。这样，一方面会因全国烟草

产量降低，带动国民烟品消费总量与烟民吸烟总量降低，实现“总体烟害减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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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来持续“增幅烟价烟税”、推动烟草业“转型”、实现烟草转产和发展烟草替代种植等配套“烟

草控制策略”的实施与跟进。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在 2015 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表述，2014 年，

全年共移栽烤烟面积 1837 万亩，比计划调减 43 万亩，比上年调减 255 万亩；预计收购烟叶 4500 万担左

右，比上年调减 750 万担。在种植面积、收购数量都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单产、提高质量、提高价格，

较好地稳定了烟农收入，稳定了烟区财政收入，稳定了烟田基础设施和水源工程建设投入 [5]。表明我国

实施“烟草总量控制”策略得当，可望逐年加大“烟草总量递减幅度”，最大限度地压缩国民“烟品消费”

空间，从宏观上“遏制吸烟行为”泛滥。

2.2 从构建“无烟环境”入手 以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学校、

医院等公共场所吸烟，在打造无烟党政机关的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也严格实行‘无烟化’为

契机”[6]。结合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县试点项目及其健康促进社区 / 村、健康家庭和健康促进医院、学校、

机关 / 事业单位、企业等健康促进场所建设，着力营造“无烟环境”。使“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

学校、医院、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内、宾馆 / 酒店、商场、超市、网吧、电梯”全面禁止吸烟。全面

“无烟”是健康促进医院、学校、机关 / 事业单位和企业建设的必要前提条件 [7]。
2.3 从转变“吸烟观念”入手 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开展控烟公益宣传，

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以警示烟草危害、转变吸烟习俗为目的，有效提高社会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大力倡导“吸烟有损社会公德”、“吸烟有损自我形象”、“吸烟缺乏文明修养”的行为准则，着力培

养不送烟、不敬烟、不吸烟的社会风尚，引导公众减少烟草消费需求，自觉远离烟草。同时，通过不吸

烟的家长、老师、医生等特定人群的言传身教，加强“预防青少年吸烟”；动员最广大的“二手烟”受

害者（妇女、儿童、青少年和不吸烟的成年男性），面对吸烟者的“吞云吐雾”行为勇于说“不”、敢

于阻止和乐于劝告，而不是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和听之任之。唯有达成共识，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的“高压态势”，才可能使吸烟者无处不能感受“吸烟不受欢迎”、“吸烟极不文明”和“吸烟招人唾弃”

而不得不转变其固有的吸烟行为与观念。

2.4 从健全保障体系入手

2.4.1 制定长远规划 鉴于“由工信部、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烟草局 8 部门联合编制并负责实施” 的《中国烟草控制规划 (2012-2015 年 )》目标接近期满，继续编制

并组织实施新的中长期《烟草控制规划》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同时还应加强控烟履约“部际协调机制”，

进而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控烟局面。

2.4.2 加快控烟立法 尽管中国于 2003 年 10 月 11 日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从

2006 年 1 月 9 日正式生效，但如何使控烟履约“破阻前行”和“有效实施”尚缺少顶层设计。因此，尽

快研究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控烟法律已势在必行。其具体立法内容可结合我国实际，遵循《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原则，以国家《烟草专卖法》为基础，以《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已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为补充，使“烟草控制”与“烟草专卖体制”及“公共

场所禁烟”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在法律名称上，可以考虑国家《烟草控制法》或者《烟草控制专卖法》

两种选择。如此，即体现和加强了“烟草控制”，也保留并延续了“烟草专卖体制”，同时还从法律层

面规范了“公共场所禁烟”。

2.4.3 提供经济支撑 国家应考虑从烟草业上缴的财政利税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烟草控制

工作，确保政府在烟草控制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为加强烟草流行监测、人才队伍建设和烟草控制政策效

果评估以及烟草控制基础性工作投入，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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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松滋市社区居民控烟现状及认知

问卷调查与分析

松滋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 周晓勇

【摘要】2015 年 5 月，湖北省松滋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在县城关长安社区开展了社区居民健康知

识讲座，为了了解松滋市城镇社区控制吸烟的现状及居民对控烟的认知与态度，对参加讲座的听众进行

了控烟现状及认知的现场问卷调查。调查共收回合格问卷 142 份，调查对象男女分别占 45.1% 和 54.9%，

女稍多于男。年龄在 50 岁以上有 120 人，占 84.5%，以老年人为主，最大年龄 86 岁，最小年龄 24 岁，

其中自答吸烟的有 20 人，女性无吸烟者。调查问卷除基本信息外专业题目共 11 题，其中单选题 4 题，

多选题 3 题，判断题 4 题。142 份问卷均为调查对象自行完成，无漏答。

【关键词】社区居民   控烟问卷   现状   认知   评价

控烟是一项广泛性的公共议题 , 吸烟给个人和群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应该说已被广大公众所认知，无论

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妇人，一谈起吸烟都知道有害健康，需要控烟。然而，中国的现状却是吸烟总人数

超过 3.2 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的 1/3，并且有越来越年龄化的趋势。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

消费国，每年花费在因吸烟而导致的各类疾病的卫生医疗费用达 410 亿元人民币。2000 年代以来，国家

因势利导加大了对控烟的政策支持，制定了相应法规，许多地方都实施了控烟的工作，社会也加大了控

烟的宣导，公众控烟意识逐步在提高。松滋市是一个县级行政区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丘陵地区，相对

于大中城市对控烟的认知相对迟缓，控烟措施相对赢弱，但随着国家对控烟工作力度的加大，县级机构

自身开展一些控烟活动，爱国卫生和健康教育增加了控烟的内容，控烟氛围在社会逐步形成。为了了解

目前我市社区的控烟现状，老百姓对控烟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控烟的态度，我们开展了此次社区居民控

烟现状及认知问卷调查，并形成评估结论，供各级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松滋市城关地区长安社区居民。

1.2、方法：采取会议现场集中进行问卷答题的方法，回收合格问卷 142 份，所有问卷均是对象自己

意志的表达，极少数几人因年老不能写题者为调查员一对一报题作答完成。

1.3、统计分析：回收问卷检查合格后，用 EpiData 软件录入，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调查结果

2.1、基本信息：调查对象总人数 142 人，男女分别占 45.1% 和 54.9%，女稍多于男。年龄在 50 岁

以上有 120 人，占 84.5%，说明此次调查对象以老年人为主。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分别占 54.9% 和

23.2%，初中文化以上者占近 90%，具有参与问卷调查的认知能力。

2.2、（2.2 至 2.5 为单选题）对待吸烟行为的态度：不赞同吸烟的人为 128 人，占总人数的 90%；持

无所谓态度的为 11 人，占 7.8%；认为吸烟是个人的权利的人为 3 人，只占 2.2%。（见表一）

表一  对待吸烟的态度

2.3、吸烟的人数与是否在公共场所吸烟：回答不吸烟的人数为 122 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86%；而自

单项选择 总人数  142 人 %

吸烟是烟民的权利 3 2.2

无所谓   11 7.8

不赞同吸烟 12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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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吸烟的为 20人，女性无吸烟者，吸烟人数占男性人数的 31%。偶尔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为 10人，占 7%；

经常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人为 10 人，占 7%。

2.4、控制吸烟采取哪些方式较好：有 117 人回答自我约束是最好的方式，占总人数的 82.4%；而赞

同用法律法规来约束吸烟行为的人为 18 人，占 12.6%，居第二位；认为采用舆论压力与旁人监督对控制

吸烟起作用的人则较少，仅占 5%。（见表二）

表二  哪种方式对控制吸烟起作用

2.5、对吸烟人员每天在烟草上的花费的调查：每天花费在 10-20 元的人为 11 人，占 55%；2-10 元的

人有 7 人，占 35%；而 20-50 元和 50 元以上的人均只有 1 人，分别占 5%。

2.6、（2.6 至 2.8 为多选题）可以实施控烟的公共场所：选择公交、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人为 89 人

次，占 62.7%；选择学校、书店和医院的人为 83 人次，占 58%；选择会议室、办公室的人为 80 人次，占

56%；选择酒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的人有 70 人次，占 49%。（见表三）

表三  可以实施控烟的公共场所

2.7、现在吸烟人数众多的原因：选择烟瘾的 55 人次，占 39%；禁烟规定执行不严 37 人次，占

26%；选择社交需求和缓解压力的均为 36 人次，分别占 25%；认为受他人影响的有 25 人次，占 17.6%；

没有规定禁止的为 17 人次，占 12%；选择追赶潮流和好奇心驱使的都是 12 人次，分别占 8.5%。

2.8、如何看待吸烟行为：答是不文明行为的有 91 人次，占 64%；其它选项选择人数均在 10% 以内，

依次分别是可以理解、成熟、个人选择、时尚。

2.9、（判断题）您是否反对并劝阻家人吸烟：回答是的有 123 人，占 87%；回答否的有 19 人，占

13%。吸烟会引发心脏病、脑溢血等严重疾病：回答是的有 132 人，占 93%；回答否的有 10 人，占 7%。

您对“被动吸烟”反感吗：回答是的 115 人，占 81%，回答否的 27 人，占 19%；政府是否应出台更多的

控烟政策：回答是的 130 人，占 92%，回答否的 12 人，占 8%。（见表四）

表四  判断题  被调查人数  142 人

单项选择 总人数  142 人 %

自我约束 117 82.4

旁人监督 0 0

舆论压力 7 5

法律规范 18 12.6

多选题 总人数  142 人 %

酒吧、电影院等娱乐场所 70 49

学校、书店、医院 83 58

公交、出租车等交通工具 89   62.7

会议室、办公室 80 56

判断题  是     % 否      %

您是否反对并劝阻家人吸烟 123    87 19      13

吸烟会引发心脏病、脑溢血等严重疾病 132    93 10       7

您对“被动吸烟”反感吗 115    81 27      19

政府是否应出台更多的控烟政策 130    92 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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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讨论

本次调查对象以老年人为主，50 岁以上占 84.5%，平均年龄为 65 岁，女性无吸烟者，吸烟的占男性

中的比例为 31%，这比国家公布的我国男性烟民比例占 60% 以上有很大不同。分析原因是人们步入老年

以后更加关注自身身体健康，或因某些慢性疾病或其它原因以前吸烟的现在已经不吸烟了。这也从另一

角度说明吸烟是一种慢性的危害，年轻烟民并不认为吸烟会带来迫在眉睫的身体伤害，自身主动戒烟或

减少吸烟的动力不足，更深度的认知并不够，这也增大了控烟的难度。

控烟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民众已经知道吸烟会给人身

体健康带来危害，90% 以上的人知道吸烟会引发心脏病、脑溢血等严重疾病，极少数人不能明确指出吸

烟会引发的病种，但也能明白吸烟对身体的伤害，普通群众以及吸烟者对吸烟的危害已经有了比较成熟

的认知。不赞同吸烟的人比例很高，达 90%，反映了目前社会公众对待吸烟行为持拒绝的态度。我国目

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63% 的男性和 4% 的女性吸烟，总数超过 3.2 亿。中国每年死于与

烟草使用相关的疾病，大大超过了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对吸烟行为和危

害的认知程度高与吸烟人口数庞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说明不知烟草危害而致烟民众多不是主要原因，

而是其它。

吸烟原因复杂。在“吸烟人数众多的原因”这题调查中，烟瘾占第一位为 39%。普通民众认为吸烟

会上瘾，上瘾了就难戒掉，形成了烟民众多现象，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占第二位的是禁烟规定执行

不严格，不到位，占 26%。说明各级政府和一些部门单位已经采取一些禁烟措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已

经知晓了控烟工作，但是执行力不强，效果不明显，使吸烟人数居高不下。而在导致吸烟的其它原因上

各种回答均有一定数量，比如缓解压力、社交需求、受他人影响、没有规定禁止吸烟、好奇、赶潮流等，

导致吸烟的原因复杂多样。

树立公共场所吸烟是不文明不合礼仪的社会观念。认为吸烟是不文明行为的有 91人，占 64%。这是“如

何看待吸烟行为”这一题中所答比例最高的，与不赞同吸烟的 90% 相比低近 30%。分析原因可能一是群

众对公共场合的文明礼仪意识还比较低，二是尊重公共环境卫生的观念比较淡，三是认为吸烟是个人爱好、

社交需要，并无不文明之嫌。说明一部分人对吸烟是社交手段，是自然现象的观念需要很大转变，人们

维护自我健康权益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形成全民控烟的压力和氛围。判断题中有 87% 的人回答反对并会劝阻家人吸烟，而对被动吸烟反感

的占 81%，赞成政府可以出台更多控烟政策的人达 92%。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反对吸烟，反感被动吸烟，

并且会主动劝阻家庭成员吸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家人吸烟的不良行为，而在社会层面控烟效果却

不尽如意，民众不敢于将在家庭的控烟作用表现到社会层面上去，社会民众对控烟更深层的认知和配合

远远不够，没有形成社会压力，整体控烟氛围不浓，所以民众仍寄希望于政府能出台更严厉的控烟措施，

加大宣传的力度，形成全民控烟的氛围。

多方位设立无烟单位和区域。人们在对哪些公共场所可以实施控烟方面表现差异并不太大，数据显

示半数以上的人都赞同在交通工具、机关办公地点、学校、医院、书店及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内进行控烟。

吸烟的人回答是否在公共场所吸烟时，回答经常和偶尔的各占一半，显示吸烟者都曾经在公共场所吸过

烟，吸烟时并未顾及到在公共场所的不良影响和形象，在公共场所吸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劝导和制止。

因此需要在公共场所加大控烟工作，设立更多的无烟单位和区域，控烟区域多范围大无形中会给烟民以

巨大的心理压力，促使其自觉戒烟，减少吸烟量和吸烟范围。同时也在社会和民众中形成控烟活动在增

多，控烟范围在扩大，控烟的正能量在加强的正面印象，能够促进国家、社会、民众相互协作，共同努力，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在哪种方式可以对控烟起作用的回答中，答自我约束的占绝大多数，占 82.4%，其次才是通过增加

法律规范来约束吸烟行为，占 12.6%。这也从另一面说明现在控烟的力度并不大，效果也不理想，人们认

为只能靠自我约束才能达到控烟的目的。

现在一般人会认为吸烟是个人行为，但吸烟却给他人和群体也同样造成了身体伤害，同时也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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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树立了不良的印象，形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因此，个人吸烟就上升为了社会行为。要加大个人吸烟

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宣传工作，控烟工作要以促进戒烟和减少、控制吸烟总量为最终目的，达到控烟良

好效果需要靠国家、社会、民众等多层次的协同配合，全方位推进，社会努力与个人约束共起作用，真

正达到控烟的知、信、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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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医疗卫生系统控烟效果分析

秦祖国  杨 帆  汤 捷 *

【摘要】 目的：了解 2009 年以来全省开展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创建工作效果和存在问题，为推进全省

控烟履约工作提供依据。方法：2011 年至 2015 年，连续 5 年采取现场观察、隐秘拍照、暗访员填写问卷

的形式对全省地级以上市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院和每个市随机抽

取一个县（区）的卫生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进行暗访，

所有数据均有照片支持。结果：暗访评估得分从高到底依次是公共卫生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和县级以上医疗机构，2011 年至 2015 年，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暗访评估得分呈上升趋势。县级以

上医疗机构控烟传播材料、设置室外吸烟区得分最高，室内吸烟现象比例也最高。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控

烟传播材料和室外吸烟区设置得分呈上升趋势，而室内吸烟现象处于较高水平，且变化不显著。结论：

我省医疗卫生系统控烟工作取得较好成效，暗访是推进医疗卫生系统控烟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医疗卫生系统   禁烟   暗访   效果

创建无烟环境，保护非吸烟人群免受二手烟危害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MPOWER[1] 控烟综合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作为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服务的特殊公共场所，理应全面建成无烟环境。按照卫

生部的要求，我省从 2009 年起在全省全面开展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创建工作。为了解创建工作成效，2011
年至2014年，省卫生厅连续四年组织对全省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创建工作情况进行暗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2  方法

1.2.1  暗访对象选择  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院，

从每个地级以上市随机抽取一个县（区）的卫生局、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乡镇卫生院。

1.2.2  暗访内容  根据《无烟医疗卫生机构评分标准》中有关指标确定暗访内容，并将暗访内容归纳

为环境指标和吸烟行为指标两大类，其中环境指标包括禁烟标识、控烟宣传材料、所属区域禁止销售烟

草制品、室外吸烟区和戒烟门诊 5 方面。

【作者单位】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   广东  广州  邮编 510230
【作者简介】秦祖国（1983-），男，湖北利川人，大学本科，医师，主要从事健康教育工作。

【通讯作者】汤捷，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Email：tj1318@sohu.com。 

1.2.3  暗访方法  采取现场观察、隐秘拍照、暗访员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暗访，所有数据均有照片支持。

1.2.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 Data3.0 双录入数据，用 Excel2007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暗访对象基本情况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分别暗访医疗卫生机构分别为

119 家、174 家、228 家、235 家和 237 家（表 1）。

表 1  2011 年至 2014 年暗访对象构成表

年份 卫生行政部门 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暗访数量合计

2011 年 38 61 20 - 119
2012 年 43 66 22 43 174
2013 年 43 119 22 44 228
2014 年 43 126 22 44 235
2015 年 41 130 2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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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卫生行政部门包括市级和县（区）级卫生局，医疗机构报告县级及以上人民医院、中医院和妇

幼保健院，公共卫生机构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2.2 暗访综合评分情况  按照机构类别划分，分值排名依次是公共卫生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趋势分析发现，我省各类卫生计生机构除卫生行政部门 2012 年得分低

于 2011 年外，其余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暗访得分均呈上升趋势（表 2）（图 1）。

表 2 不同类型医疗卫生单位暗访综合评分比较（百分制）

 图 1 不同类型医疗卫生机构暗访得分情况比较

2.3 控烟传播材料得分情况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控烟传播材料得分高于其他类型医疗卫生机构。除

2012 年外，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控烟传播材料得分呈上升趋势，公共卫生机构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图 2）。

图 2 不同类型医疗卫生机构控烟传播材料得分情况比较 

2.4 室外吸烟区设置情况 总体来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室外吸烟设置呈上升趋势，但卫生行政部门和

公共卫生机构设置室外吸烟区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图 3）。

机构类别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78.1 78.4 77.2 67.7 70.6

公共卫生机构 83.9 80.8 79.0 74.3 73.2

县级以上（含县）医疗机构 67.0 66.5 60.8 58.7 58.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76.2 74.7 65.6 65.1 -

合计 72.2 71.6 66.6 64.5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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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类型卫生计生机构室外吸烟区设置情况比较

2.5 全省卫生计生机构观察到室内吸烟现象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观察到吸烟现象比例高于其他类型医

疗卫生机构，2011 年至 2015 年，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观察到室内吸烟现象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图 4）。

图 4 不同类型医疗卫生机构观察到室内吸烟现象情况比较

3 讨论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体现了社会对不吸烟人群的尊重与保护，是政府保障公民健康权、社会文明进步

的表现 [2]。创建无烟环境，即是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3] 的要求，也是国内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201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 18 条提出：室内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 [4]。而建立 100% 无烟环境是唯一被证明能够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危害的手段。

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既是控烟履约的要求，也是医疗卫生系统为居民健康护航的使命体现。因此，

必须落实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工作，营造无烟的医疗卫生环境。提倡医疗卫生系统无烟，亦为广大医

务人员的首要任务 [5]。为带头做好控烟履约工作，卫生部等四部委下发了《关于 2011 年起全国医疗卫生

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6]，要求 2011 年实现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目标。为认真贯彻实施这一精

神，广东省卫生厅等四厅局也联合下发《< 关于贯彻 2011 年起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 > 的实

施意见》[7]，启动全省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创建工作，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积极行动，开展形式多

样的创建活动，形成了由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开展创建活动、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负责技术指导、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管理和督导考核的“创建 - 督导 - 考评”工作机制。为进一步加强控烟履约工作，

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8]，2014 年 1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烟履约工作的通知》[9]，为使控烟工

作进一步实化，省卫生计生委印发《广东省创建无烟单位活动方案》，组织在全省开展无烟单位创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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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发现，广东省医疗卫生系统得分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我省无烟医疗卫生系统创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创建成果不断得到巩固。

5 年暗访均结果均是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得分最低，其中观察到吸烟现象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其他医疗卫

生机构，与湖北暗访结果一致 [10]。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人流量大，患者及其家属的吸烟行为控制较为困难。

虽然比其他类型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了更多的控烟宣传，设置了引导标识显著的吸烟区，但发现吸烟行为

的比例依然最高。在今后控烟工作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医疗卫生机构要采用不同的控烟策略，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以督导巡查为主，减少患者及其家属在医院非吸烟区吸烟。卫生行政部

门和公共卫生机构要完善禁烟工作制度，降低单位工作人员的吸烟率。

暗访是一种督导评估手段，可以有效的推进控烟工作深入开展。我省在暗访后及时将暗访结果排名

由卫生厅以文件的形式向各地市通报，引起各地市的重视，医疗卫生机构自身重视是保障控烟工作成效

的基础。同时，在每年的世界无烟日将暗访结果向媒体发布，引起社会关注。以社会关注推手，推进医

疗卫生系统禁烟工作开展。

控烟，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工作。经验表明，运动式创建很容易，而长效机制形成较

为困难。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控烟工作行政指导力度，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制度建设和控烟人员

能力建设，做好督导巡查工作，把控烟工作列为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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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创建无烟医院的难点与对策

罗望翠  乾艾娜

孝感市中心医院 

【摘  要】通过创建无烟医院活动，成立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控烟相关制度，对全院开展控烟干预，

了解控烟工作的难点，探索创建无烟医院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无烟医院   难点   对策

我国吸烟者人数众多，在公共场所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问题十分普遍。我国吸烟人群超过 3.5 亿，

男性吸烟率达 52.9%，居世界第一。有 7.4 亿非吸烟者遭受被动吸烟的危害，暴露率达 72.4%［1］。据

WHO 估计，到 2020 年，死于烟草的人数将上升到 1000 万人，而现在吸烟人的半数（即大约 6.5 亿人）

终将因烟草而死亡，这一数字将超出由艾滋病、疟疾、肺结核、交通事故、孕妇死亡、杀人和自杀的死

亡人数总和［2］。预计到 2025 年，因烟草所致的疾病和死亡将上升至 33%，医疗费用的增加和劳动力

的丧失不容低估［3］。

由于医疗机构的特殊工作性质，它与人们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这决定了它必须率先创建无烟环境，

为整个社会的控烟工作起到表率作用，创建无烟医疗机构是全面实现医疗机构无烟的重要途径。无烟医

疗机构是指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筑物内禁止使用烟草制品，在建筑物外或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设立指定吸

烟区［4］。

为了贯彻落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勤部卫生部、武警部队后勤部《关于 2011 年起全国

系统全面禁烟的决定》的文件精神，孝感市中心医院从 2010 年 7 月起全面启动禁烟工作方案，成立了禁

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禁烟工作管理制度》，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以达到全面禁烟的目的。在卫

生部相关指导下，对医院的控烟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探索和分析创建无烟医院的难点，针对这些难点提

出相应对策，同时借鉴国内外医院成功的控烟经验，更好推进无烟医院的建设。

1 创建无烟医院的难点

1.1 对吸烟、被动吸烟的认识不足

调查显示医务人员在吸烟与肺癌的相关性，吸烟与肺气肿的相关性和吸烟与冠

心病的相关性三方面知晓率最高。但是医务人员在吸烟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与男性性功能障碍的

相关性和急性牙龈坏死的相关性认识上知晓率并不高。而在被动吸烟与疾病的相关认识上，对肺癌、支

气管、哮喘这类大家熟知的疾病认识率较高，但是对被动吸烟与胃癌、高血压、婴儿猝死症综合症的相

关认识上偏低，说明人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尤其在医院这个特殊场所，在遭受二手烟危害时，大部分

人不敢上前阻止。

1.2 对烟草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存在不足

我国医生对常见吸烟危害认识较深，但是对烟草的有害成分则不甚了解，甚至有错误的认识，很多

吸烟者相信“低焦油等于低危害”的谬论，使得其低估吸烟所带来的危害。经调查大部分医务工作者对

烟草燃烧时，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尼古丁、焦油、一氧化碳知晓率高，但是对烟草的其他有害物质如

氰化钾、甲醛、丙烯醛和放射物质认识不足。这些均反映了多年来沿用的烟草危害相关知识健康教育内

容不够且有所缺失，已不能适应现在的控烟要求。

1.3 戒烟效果不佳，障碍多

我国有 43.4% 的吸烟医务人员曾经戒烟但没有成功，这体现了我国吸烟医务人员没有得到足够的戒

烟帮助。另外，为数不多的医生获得相关戒烟技能培训，但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而不能放弃吸烟。在美国

戒烟技能是每个临床医师者必须具备的临床技能之一。但是在我国大多数医务人员没有认识到吸烟是一

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知识，戒烟方法和戒烟技巧的专业培训很少，大多数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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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不能为患者提供系统的戒烟服务。为数不多的戒烟门诊也因就诊量少而不得不停诊，戒烟门诊的利用

率低成了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4 吸烟者难以管理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全国性控烟立法，在缺乏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行为，

他想吸烟别人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许多吸烟者在吸烟时，人们总不好意思去劝说，所以

这也使得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加之到医院来探视的病人的家属和来访者是流动的，医务人员

无法有效劝阻来访者的吸烟行为，吸烟者往往是当面灭掉烟头，转身再点烟，或者干脆对劝阻人员置之

不理。

2 医院控烟工作的策略

2.1 院领导高度重视，成立禁烟工作领导小组

我院于 2010 年 7 月召开全院禁烟动员大员，并成立了以分管院长为组长，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

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安排布置禁烟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真正将禁烟工作落到实处。

各科室成立禁烟管理小组，科室负责人作为科室禁烟第一负责人，负责本科室禁烟工作。

2.2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控烟思想认识

利用医院宣传栏、展板、网站等形式，组织开展禁烟宣传和教育。在候诊厅、病房、会议室、走廊、

厕所、楼梯处张贴“禁止吸烟”标识。通过医院内候诊厅的电子显示屏播放控烟宣传片，编印吸烟相关

健康宣传资料，让更多的人知道医院是无烟场所，自觉禁烟。每年的 5 月 31 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无

烟日，为宣传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危害，医院制作了宣传展板和以无烟日为主题的宣传横幅到社区开展控

烟教育和宣传。

2.3 提供形式多样的戒烟服务

各科室认真组织学习《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精神，提高医务人员对创建无烟医院的认识。在呼吸科

设立戒烟门诊和戒烟咨询电话，给自愿戒烟者提供合适的信息、有效的方法、完善的咨询、周密的随访。

通过定期的媒体宣传、到社区、广场发放戒烟宣传手册，增加吸烟人群对戒烟门诊的认识，从而提高戒

烟门诊的利用率。

2.4 加强禁烟工作督导，医院禁烟不留死角

禁烟区实行包干负责，各科室设立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负责本科室范围内不得发生吸烟现象。发现

患者、家属以及来访者吸烟及时劝阻，发现医务人员吸烟立即予以经济处罚。针对医院病区外的走廊、楼道、

楼梯口、电梯口等人员流动大、不易监督的状况，医院物业管理公司各楼层配备的保洁员和治安人员作

为禁烟管理人员，上岗时统一佩戴“禁烟小组”袖标，肩负起医院各区域的禁烟督导工作。保证禁烟区

内无吸烟者，无烟头。

2.5 制定禁烟考核办法及奖惩制度

全院职工不得在禁烟区内吸烟，不得穿着工作服在公共场所吸烟，违反者若被督查或举报属实，给

予全院通报批评并实行经济处罚。各科室实施禁烟目标责任制，若抽查发现包干负责范围有烟头、吸烟者：

扣 9 分，科室未有控烟检查记录：扣 6 分，科室人员不了解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益处：扣 6 分；科室人

员未掌握戒烟方法和技巧：扣 3 分；以上分数扣完为止。所扣分数由控烟领导小组每月汇总，报院领导

审批后，交财务科执行每月绩效综合目标考核方案。医院设立“优秀无烟科室奖”，对开展创建“无烟医院”

活动中成绩突出的科室给予奖励。

3 结果

通过五年的创建无烟医院活动，医生控烟的知识、态度、行为的有了明显改变，这些改变已直接对

广大就诊者和来访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调查显示有 73.6% 的患者或家属看见过我们医院的控烟宣传并知

道医院控烟的目的。

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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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一支瘟疫，其危害也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向人

民群众大力宣传控烟、禁烟，帮助人们建立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医务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也

是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医院创建无烟环境也是为全民控烟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创建无烟

医院活动不是一项运动，项目结束了但是控烟工作远没有结束。医院已经制定了控烟的各项制度，也将

控烟工作纳入到医院建设的长效机制，保证医院控烟工作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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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普通客运列车上尽快撤掉吸烟区的思考

李汾生  曹 瑛

【摘要】1985 年 9 月 2 日，中央爱卫会、铁道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止在旅客列车上随地吐痰、乱扔

赃物和在不吸烟车厢内吸烟的规定》，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但我国普通旅客列车仍设有 “吸烟区，

使亿万旅客饱受二手烟雾的侵害（2015 年春运 40 天，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大约是 1.7 亿人次）。

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爱卫会和铁道部门尽快作出决定，从 2016 年 7 月起撤销

设在全国普通列车（包括特快列车、快速列车、临时旅客慢车等）上两节车厢连接处的吸烟区，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无烟列车”！并提出六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普通列车   吸烟区   禁烟   规定　　

1985 年 9 月 2 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铁道部联合发出了《关于禁止在旅客列车上随地吐痰、

乱扔赃物和在不吸烟车厢内吸烟的规定》。记得当时我们曾和民众一起欢呼这一规定的出台与实施。至

今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国列车控烟工作开展的如何呢？这是需要铁道及有关部门和我们每一个乘客认

真反思的大事。

1 反思与分析

三十年来，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经历了六次大提速，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调图最大的亮点是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上的国产化动车组投入使用，结束了我国铁路运营速度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历史。到今年 7 月，

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突破 1.7 万公里。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是京广高铁，线路全长为 2230 公里，全程最

快只需 8 小时。列车就像飞起来一样，同时，动车组全列车禁烟，适应了广大旅客对客运品牌产品的需求。

众所周知，动车作为特殊的公共场所，其高速度、全封闭、空间狭小的特点，决定了吸烟所产生的

恶劣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空旷场地。所以，动车上的烟感系统非常灵敏，故障自动报警系统也十分完善，

据中华铁道网报道，每列动车上都设置了千余个传感器，包括两节车厢连接处和厕所里，一旦发现烟雾，

故障报警就会导致列车减速或自动停车。即使个别人的吸烟行为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但列车

的降速或临时停车，可能将影响整条线路的运行，甚至会打乱整个铁路运行计划，后果可想而知。如今“动

车禁烟”已逐渐成为了出行常识。现在大家坐高铁、乘动车，对无烟、舒适的环境都感到非常满意。

然而，在其它的各种普通旅客列车上，广大旅客至今仍然遭受着深重的“烟害”。 两年前，我从宜

昌乘火车去广西，买的是卧铺，曾经看到一名乘客晚上十点熄灯后躺在上铺吸烟。普通客车比较动车来说，

座位肯定更多，存在着人员拥挤、空间狭小、旅客乘坐时间长的特点。一趟列车就有十几个“吸烟区”，

算一算，有多少面积？相当于一间大会议室。

周末或节假日高峰时，旅客通常比较多（例如以前太原至宝鸡的普快车），车厢内或两节车厢的连

接处常常站立着人，有时甚至拥挤不堪，然而，就是在这种十分难熬的时候，广大乘客们看到的却是，“吸

烟区”还是“吸烟区”，烟雾缭绕，整个列车上空气质量很差，买了站票、站在两个车厢连接处的旅客

更是雪上加霜，这难道是旅客应当享受的正常待遇吗？这时候难道还能允许有“吸烟区”存在吗？

此时，列车长完全可以果断地作出决定，列车广播室完全可以反复广播：各位旅客，由于今天乘坐

本次列车的旅客比较多，许多人是站票，所以全列车不再设立“吸烟区”，请大家自觉遵守，从现在起

各车厢乘务员、卫生监督员和乘警开始监督，同时也请广大旅客互相监督，共同维护车厢的环境卫生和

空气质量。难道我们的列车长不应当有这样的智慧吗？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天理良心！

一位叫“落叶飘雨”的网友说：“不知道禁烟对现在的火车有用吗？动车都没有吸烟处了，为什么

普快和特快还允许旅客在列车交接处吸烟？？？吸烟的人在两车交接处吸烟，对列车里不吸烟的旅客公

平吗？？冒出来的烟会往哪里飘？？？对不吸烟的其他旅客是不是危害更大？？？反正坐在车厢靠近交

接处的地方闻到的烟味真的很浓。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列车是不是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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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在客运量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吸烟的乘客不止在车厢两头、厕所吸烟，

他们往往会叼着香烟在盥洗室、打开水处、乘务员门口附近过道上来回走动，甚至在补火车票的地方走动，

吸烟区在扩大，对于这些现象，在一些列车上好像没有人监管？

“春运”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铁路客运又承担着其中大部分。据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

的数据显示，在 2015 年历时 40 天的春运中，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 2．95 亿人次，其中乘坐动车组的占

41．4％，这也就是说乘坐普通列车的旅客大约有 1.7 亿人次，这些旅客在上车、下车和打开水、去卫生

间时，或者穿过车厢到餐车吃饭时，都可能呼吸到“二手烟”。

看一看每趟普通列车十几节车厢“吸烟区”的烟灰缸，你就会发现有多少烟头，甚至有的烟头还没

有被掐灭，正冒着浓浓的烟雾，散发着呛人的气味。在这些烟雾中含有一氧化碳、尼古丁、刺激性物质、

致癌物质、放射性元素，如钋，它们在吸烟时挥发，并随着烟雾被人体吸收，损伤机体组织细胞，对人

体免疫力造成破坏，为癌细胞生长创造环境。科学家已共同证实，由于二手烟草烟雾包含很多能够迅速

刺激和伤害呼吸道内膜的化合物，所以即便是短暂的接触，也会造成健康人上呼吸道损伤，增加血液粘

稠度，伤害血管内膜；二手烟的烟雾同样可引起肺癌等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病、心脑血管病等严重

疾病，尤其危害孕妇、婴儿和儿童的健康。放任“二手烟”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广大乘客和列车所

有工作人员的健康。

2 形势与责任　

三十年来，国际、国内的控烟运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03 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 56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一致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旨在降

低烟草使用对健康和经济的破坏性影响。2003 年 11 月 10 日，中国作为第 77 个缔约方签署了这个公约，

并于 2005 年 8 月 28 日经过人大批准。此举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烟草对国民健康的严重危害，表明

中国政府对《公约》的认同并愿意履行《公约》规定的包括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及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

赞助等在内的多项义务。但时至今日，我国的控烟形势并不乐观，控烟效果也无法令人满意。2004 至

2014 年，十一年，全国生产卷烟近 25 万亿支 可绕地球 5.2 万圈。

今年 6 月 1 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从此，北京全市范围内包括写字楼、餐厅、机

关单位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凡是“带顶儿”、“带盖儿”的地方，都

全面禁烟。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目的，该条例对室外禁烟区域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为

了全面贯彻落实《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北京铁路局细化了控烟举措，努力为旅客创造健康、文明的

出行环境。例如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在北京地区各客运车站的室内所有区域禁止吸烟，包括车站售票厅、

候车区、地下通道、卫生间等。

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目前正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国家卫生计生委 ) 负责起

草，涵盖了大量控烟措施：其中包括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众多公共场所

的室外区域全面禁止吸烟。世卫组织赞赏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送审稿中涵盖了多方面的控烟措施。其实，早在 2011 年 2 月 14 日在经卫生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80 号）中就提出了有关“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内容，其

中第十八条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室外公共场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公

共场所不得设置自动售烟机（但现在火车上流动售货车卖香烟的不少）；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开展吸烟

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这些条例现在落实了吗？

据浙江省《丽水日报》报道，该市有个古堰乡，用“生态”、“文化”、“休闲”三大特色全力打

造美术写生基地、创作基地、商品油画生产基地和生态休闲度假中心（三基地一中心）。今年 5 月，古

堰画乡正式推出一个举措：游客只要在景区捡到烟头，就可以在游览结束后，到指定地点兑换现金领红包。

来到古堰画乡景区游玩的湖北游客周文华一家，在看风景的同时，不时看看身旁、各个角落是否有烟头，

他说“景区太干净了。我们再找找，看看能不能发现烟头。”据了解，景区还推出了捡烟头送明信片、

鼠标垫等活动。按此估算，古堰画乡每年就能引导出数十万的“文明使者”，把文明理念带向全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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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例中，各位专家、读者朋友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多动脑筋，事在人为。

在山西省临汾市有个“刻字大王”，老板姓张，五十八岁，过去是个老烟民，现在已经戒烟半年多

了，是谁帮他戒了烟呢？ 3 岁的小外孙，小外孙叫卢奕琨（小名叫金子），曾经说过两句话：把人臭死了，

姥爷不戒烟，我就不让你抱、不让你亲嘴。果然，孩子的“激将法”很管用，姥爷戒烟了，这个孩子的

爷爷也戒烟了。看看 3 岁小孩的觉悟和智慧。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成年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肩负

起禁烟的责任，抓好“无烟列车”条例的制定工作，抓好“无烟列车”的创建工作。劝人戒烟，功德无量！

实现“中国梦”，就不能忘记民生健康这件头等大事。

要想让普通客运列车像动车一样实行禁烟，必须依靠全社会共同参与，铁道部门责无旁贷。大家都

知道，乘坐火车时，旅客一般都没有什么事干，看看风景、听听广播，非常休闲，这正是铁路开展禁烟、

戒烟宣传的好机会、好平台。多年来，铁道部门一直把服务当宗旨、把旅客当亲人，六次大提速，特别

是高铁、动车组把舒适、高效、便捷带给了广大乘客，但是普速列车因拥有票价便宜、停靠站点多、全

天可运行、绿皮车情节等四大优势，注定其短时难以被取代，目前全国大约还有 1148.5 对普通列车（数

据来源：今年暑运，新列车运行图实施后，全国铁路安排开行旅客列车２８４４．５对，其中动车组列

车１６９６对）在中国广茂的大地上飞驰，这就需要铁道部门想方设法，积极为旅客营造健康、文明的

出行环境。

3 呼吁与建议　　

在此我们呼吁，并建议：一、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撤掉普通列车上的“吸烟区”，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无烟列车，在车厢两头设立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在各车厢公布禁烟工作人员名单及举报电话，在全

国铁路范围内开展禁烟督导。二、火车站候车室、列车上不准卖香烟。三、逐步实行对普通列车运行过

程中的微小气候进行监测（京九线上面前有这样的“把脉”服务，监测项目有：温度、相对湿度、风速、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甲醛、噪声等），结果可公布，重点是负离子含量，这样有利于

提高旅客对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四、通过列车广播对乘客进行烟草危害宣传教育，提供有关书刊、宣

传材料。五、为乘客提供简单的“戒烟咨询”服务，可以出售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贴片、尼古丁喷鼻剂、

尼古丁吸入剂等戒烟药物，这样可以促使更多的烟民尝试戒烟，有利于推动全民戒烟运动的开展。六、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可以在全国聘请 5 名优秀列车长担任“无烟列车”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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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戒烟能否降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病和总死亡风险？ 

－戒烟与烟草相关疾病死亡的 35 年随访研究（摘要）

何耀
1
、李良寿

2
、李兰荪

2
、林大庆

3

1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2
第四军医大学；

3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 目的

戒烟对减少我国中老年人群死亡的健康效应，特别是心脑血管病死亡的影响尚缺乏前瞻性研究证据，

且有“中老年人戒烟影响健康”、“老年人戒烟可致早死”等谬误。本研究旨在一个随访 35 年的队列人

群中探讨戒烟与主要烟草相关疾病死亡的关系。

2 对象与方法

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研究对象为西安市某企业 1976 年对 35 岁及以上职工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共

计 1696 人（其中男性 1124 人，女性 572 人），基线调查数据包括：人口特征学、血压、血清总胆固醇

和甘油三酯，吸烟及饮酒史等。1994 年对上述人群再次进行调查和体检，其中符合要求和数据完整者

为 1494 人（其中男性 961 人，女性 533 人）。本研究对戒烟者的定义为 1976 年基线时为吸烟者，而在

1994 年随访时为戒烟者但已停止吸烟两年及以上，不吸烟者和吸烟者则定义为 1976 年和 1994 年两次调

查时均从未吸烟者和均为现在吸烟者。本次随访的终点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31 日，人年计算的起始时间

为 1994 年 4 月 30 日。终点事件为：烟草相关疾病的死亡和总死亡，采用 COX 模型计算相对危险度（RR）
及 95% 可信限（CI）。

3 结果

1、该队列 1976年~1994年间的戒烟率为 38.7%（男 38.3%，女 41.9%），其间共死亡 488人（男性 359人，

女性 129人），其中肿瘤 150人、心脑血管疾病 188人，COPD 70人；戒烟者的平均开始戒烟年龄为 52.3岁，

平均戒烟年限为 8.4 年；

2、吸烟致烟草相关死亡的RR及 95%CI：肺癌 2.91（1.47~5.79），冠心病 1.97（1.24~3.15），脑卒中 2.25
（1.24~4.07），COPD 1.91（1.15~3.19），烟草相关疾病 2.07（1.62~2.66），总死亡为 1.66（1.36~2.02）。

3、戒烟的益处：戒烟者中大多数烟草相关疾病死亡的风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与持续吸烟者比

较（RR=1），各主要病种在戒烟 2~7 年组和戒烟超过 8 年及以上组的 RR 值：肺癌为 0.69 和 0.45，冠心

病为 0.78 和 0.51，COPD 为 0.89 和 0.61，烟草相关疾病的总死亡为 0.68 和 0.56。

4 结论

吸烟可增加中老年人烟草相关疾病（肿瘤、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而戒烟（即使 50
岁以后开始戒烟）则可明显降低其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应在中老年人群

中强调中年戒烟对健康的保护作用，并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社会环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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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公益广告现状、问题与应对

——一项关于控烟宣传的健康传播研究

甘罗嘉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肖晴文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要】中国吸烟人数已经超过 3 亿，15 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 28.1％，7.4 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

烟的危害，控烟形势严峻。控烟公益广告作为控烟的有效手段之一，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对于优化控烟公

益广告的传播效果十分有益。本文以拉斯韦尔的“5w”模式为切入点，以传者、受众、内容和渠道四个

维度作为建构类目的标准，对所选取的样本从这四个维度出发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 , 以此来考察

我国控烟公益广告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经分析

发现，政府在控烟公益广告的建构中缺乏深度参与，烟草企业对控烟缺乏共识，控烟公益广告目标受众

不够细分，针对性不强，目前的控烟公益广告的传播渠道以平面媒体为主，渠道较窄，媒介利用不够多

元化，且主题集中，同质化严重。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尝试提出通过政府要强化控烟宣传的议程

设置，烟草企业要增强责任意识，进一步细分受众，加强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并提高广告创意水平等措施

来达到增强控烟公益广告传播效果的目的。

【关键字】控烟   公益广告   健康传播

从 1989 年开始，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把每年的 5 月 31 日确定为“世界无烟日”，2015 年的 5 月

31 日是第 28 个世界无烟日。2003 年 ,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是该公

约的缔约国之一。2006 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我国开始大力加强控烟工作。我国烟草生

产与消费居世界前列，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全国吸烟人数超过 3 亿，15 岁

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 28.1％，7.4 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死于肺癌等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

达到 136.6 万，约 10 万人死于二手烟的“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
1
总体而言，我国吸烟人数多，吸烟人

群构成复杂，控烟形势十分严峻。

控烟公益广告是控制吸烟的有效手段之一。控烟公益广告，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广告宣传来达到控制

吸烟的一种传播形式。控烟公益广告种类繁多，其中以视频广告和平面广告居多，笔者以“控烟公益广告”

为关键字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进行搜索，共得到相关视频 287 条，相关图片 17085 张，经过随机抽选和人

工剔除不相关项以及去除重复项，共选取相关图片 100 张和视频 15 条作为分析样本。

控烟公益广告旨在通过传播信息实现对受众戒烟的劝服，可以说，公益广告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传播

行为，为实现劝服的效果就要对这个传播过程进行分析，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可以为传

播过程的研究提供很好的视角。“5w”即“who”( 谁 )、“says what”( 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通

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以及“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本文将以拉斯韦尔的“5w”

作为细分类目的依据，对选取的样本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建构类目并统计汇总如下：

1. 中国吸烟人数超 3 亿 7.4 亿非吸烟人群受二手烟危害，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10/c70731-26181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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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 数量

传者（who）
政府相关部门 39

烟草企业 2
来源不明 74

受众（to whom）

青少年 14
成年女性 8
成年男性 7
其他 86

渠道（in which channel）
电视媒体 12

平面媒体（报纸、户外广告牌等） 100
新媒体（手机、网络等） 3

内容（says what）
恐惧诉求 74
诉求情感 19
其他 22

（表 1）

1 以“5w”模式解读目前我国控烟公益广告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Who：政府在控烟公益广告的建构中缺乏深度参与，烟草企业对控烟缺乏共识

在选取的 115 条控烟公益广告中，政府相关部门制作并传播的有 39 条，烟草企业参与的有 2 条，来

源不明的占绝大多数，部分原因是因为目前可以看到的大部分控烟公益广告的平面作品，属于广告创意

比赛类的作品，并没有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实现大规模的传播，因此其来源也很难界定。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和支持控烟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的控烟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9 年，

国务院批准发出《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1990 年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成立，至今该组织

仍活跃在控烟活动的前线，积极组织国内外交流以及开展控烟宣传活动；2003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是缔约国之一，2006 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我国开始大力

推进控烟工作进程。

在立法方面，《烟草专卖法》、《广告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有控烟、

限制烟草广告和禁止青少年吸烟的条款。1979 年到 2015 年，36 年过去了，全国吸烟人数已经突破了 3 亿，

中国目前的控烟形势依旧十分严峻，这反映出政府主导控烟工作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国特殊的烟草事业

体制，烟草的种植、生产、销售均由政府专门机构控制，该机构具有浓郁的行政属性，按照政府的行政

指令办事，经济上，烟草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带来不菲的税收，烟草经济带来的利与烟草对公

众健康的弊形成了强烈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必然导致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产生一些分歧，而这些分歧明

显阻滞了控烟的进程。

烟草企业在控烟活动中参与意识不强，且出现控烟强压下的反弹作为。根据《2012 年世界无烟日主

题报告》，烟草业出现否定烟草危害的科学证据等不良行为，不断散布关于烟草危害科学证据不足信等

言论，在烟盒包装上使用“有害健康”一类笼统的、含糊的词语来降低和消解人们对烟草严重危害的警惕，

制造“低焦油”、“低危害”、和“中式卷烟”来误导消费者，维持并增加卷烟销量。
2
烟草企业的种种

做法体现出经济利益至上的畸形发展观，缺乏社会责任感与社会问题的担当意识，简单地以经济利益来

衡量是非对错并不是长远之道，对控烟活动的低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将不利于烟草业的持续发

展。

2.2012 年世界无烟日主题报告，中国控制吸烟协会，http://www.catcprc.org.cn/upload/file/2012-05/2012 控烟报告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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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o whom：控烟公益广告目标受众不够细分，针对性不强

由表 1 可以看出，针对青少年的控烟广告有 14 条，约占总样本量的 1/8。针对成年女性和成年男性

的占比分别为 1/14 和 1/16。“其他”类是指没有明确指向的广告类型或是针对大众、吸“二手烟”者和

针对公共场所的广告类型，因为出现了复杂笼统的情况，故将其列入了“其他”项，该项约占比 7/10，
成为最主要的广告受众群体。

根据《2011 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我国吸烟人数为 3.5 亿，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研究推算，目

前我国人群中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高达 5.4 亿，其中 15 岁以下儿童有 1.8 亿。
3
随着吸烟人数越来越

庞大，吸烟群体出现了分化，具体表现为：

青少年吸烟人群：我国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逐年上升。吸烟学生以男生为主，在大城市，

女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均有上升趋势。目前，青少年尝试吸烟率为 32.4%，其中男女分别为

44.1% 和 19.9%，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男女生均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高的现象，男生增幅明显大于女生。

初中阶段增长速度最快，高中一年级男生尝试吸烟率出现高峰，而且，我国青少年开始吸烟呈现低龄化

趋势。
4

成年女性吸烟人群：我国成年女性吸烟率相比成年男性要低，但由于女性经常处于被动吸烟的环境中，

因此女性往往成为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

成年男性吸烟人群：成年男性是吸烟人群中的主力军，约占总吸烟的人数的一半左右。

吸烟人群的分化导致针对性不强的广告在进行劝服时显得无的放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出现

了细分受众的意识，但落实尚不到位，在选取的样本中，针对青少年的 14 条广告，大多是针对保护儿童

远离“二手烟”的危害，而非针对学生群体，如上文所提到的，高一会出现学生尝试吸烟的高峰，在这

种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应该有强有力的对象性的公益广告来对学生群体的吸烟活动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和

引导。

（三）in which channel：以平面媒体为主，渠道较窄，媒介利用不够多元化

从目前控烟广告的投放渠道来看，主要以户外广告、纸媒等平面媒体为主，通过电视媒体传播的视

频类控烟公益广告数目不多，且播出频率较低，利用手机等新媒体作为传播渠道的就更少了，投放渠道

较窄。移动互联技术飞速发展，控烟公益广告的发展却未能把握住“互联网 +”的先机，利用互联网及移

动平台进行控烟宣传和健康宣传的尝试为数并不多。

（四）says what：主题集中，同质化现象严重

控烟公益广告主要的两种诉求是恐惧诉求和情感诉求，二者殊途同归，通过诉诸于恐惧使得受众产

生惧怕从而产生戒烟想法或者诉诸于情感，基于人类感情，通过感性的说理起到劝服作用。由表 1 可以

看出恐惧诉求是控烟公益广告最常见的创意方式。不管是诉诸于恐惧还是诉诸于情感，都出现了同质化

的现象，恐惧诉求的同质化主要体现在通过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将吸烟与肺癌、呼吸疾病和慢性自杀

等联系在一起，如下图 1。
情感诉求的同质化主要表现在强调家长有保护儿童免吸“二手烟”责任和唤醒维护家人健康的意识 ,

如图 2。
不讲求广告创意的同质化更为严重，通常为大众所见的就是一支烟加一个“禁止”的标识，如图 3。

同质化的愈演愈烈容易引起受众的审美疲劳，从而削弱公益广告的劝服效果。

3.2011 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中国控制吸烟协会，http://www.catcprc.org.cn/upload/file/2011-10/2011%E6%8E%A7%E7%83%9F%E6%8A%A5%E5%91%8A%20

%2020110508.doc 

4.2008 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中国控制吸烟协会，http://www.catcprc.org.cn/upload/file/2011-09/2008 中国控制吸烟报告 (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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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th what effect：改善控烟公益广告传播效果的一些建议

所谓传播效果指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5 拉斯

韦尔的“5w”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大众传播研究可以分为传者、内容、渠道、受

众和效果五部分，其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效果研究。通过效果研究可以检测其他四个方面的功能和

状况。针对上文提到的控烟公益广告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一些改善其传播效果的建议：

（一）政府要强化控烟宣传的议程设置，烟草企业要增强责任意识

1972 年，学者马尔科姆·麦库姆和唐纳德·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为公众

设置“议事日程”的一种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

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6
我国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大众传

媒的党性、行政性色彩，因此，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的控烟工作的议程设置，

政府应当在控烟的利与弊之中果断做出权衡，并强化自身议程设置能力，塑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此外，根据霍夫兰的“劝服理论”，信源的权威性越大，劝服效果越好，因此，理论上来说，政府在控

烟活动中形象越积极正面，所取得控烟效果就会越好。

此外，烟草业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遵守《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相关规定，遵守我国目前以及建

立的有关控烟的相关法律条文，不打法律的擦边球，自觉在烟盒包装上标注警示图形，而非变相利用烟

盒外观进行广告宣传。烟草企业的良性参与是推进控烟进程的一大动力。

（二）细分受众，有的放矢

影响不同群体吸烟及戒烟的因素大有不同，因此控烟公益广告应该针对不同的吸烟群体做出不同的

宣传策略。以青少年吸烟群体为例，影响青少年群体吸烟因素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的吸烟行为经常是通

过日常生活中的直接观察和模仿而形成的，社会榜样对青少年的吸烟行为影响很大。若青少年和父母的

情感联系不强或父母对青少年的监控缺失则易导致青少年的吸烟行为。
7 因此，针对青少年的控烟宣传应

该避免大量出现吸烟的场景，而是着重强调父母与子女间的亲情。在控烟公益广告的投放上也要注意地

点的选择，应加大其在初、高中学校的投放量。

此外，根据青少年对禁烟广告的内隐态度的调查发现，如果戒烟广告描述的是在集体文化中，对别

人造成伤害的广告会比较有效。而如果是单纯的面对画面恐怖的广告，青少年会显示出消解的内隐态度。
8 因此，针对青少年的控烟广告应该针对青少年的心理有的放矢，才能取得有效的传播效果。

（三）加强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媒介融合环境下积极利用多元媒介

                     （图 1）                                            （图 2）                                      （图 3）

5.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295

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14

7. 郑泽然，乐观偏差、调节定向对男性青年戒烟广告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8. 王超，青少年对平面戒烟广告的内隐态度研究及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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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凭借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控烟公益广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中国，大众

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理应承担起宣传控烟的重担，积极与政府开展互动，协助相关部门做好

控烟宣传与报道。

“互联网 +”时代给控烟公益广告带来了新的机遇，衍生出一大批有生命力的传播模式，如“冰桶挑

战”就是通过“名人效应”产生吸引力，再利用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模式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关注并且

收获了极高的参与度，“冰桶挑战”的传播模式是互联网时代传统公益传播的一次突破和挑战，为控烟

宣传提供了借鉴。此外，目前媒介形式多种多样，控烟公益广告不应该只把目光聚焦在平面媒体和电视

媒体这一亩三分地上，而是应该打破媒介之间的阻隔，联合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并加强对移动媒体的重视。

现代人快速阅读的习惯和碎片化的时间使得长时间的广告会模糊受众的焦点，伴随性的、移动性的媒体，

如地铁广告、电梯广告等因在一定范围的空间内，目标受众接触的几率大，体现出小众媒体在传播上的

优势。因此，在控烟公益广告的投放渠道上要做到多元投放，针对不同媒介的不同属性，争取发挥最大效益。

（四）加强控烟公益广告的创意表达

公益广告旨在对受众进行价值观的传达并影响受众的行为方式，优秀的公益广告可以被看做是一种

艺术表达，目前控烟公益广告的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应该着重增强公益广告的创意能力和制作水平。

政府可以跟相关的协会组织或广告机构进行合作，或是以比赛的形式选择优秀作品，辅以政策或者资金

支持，以此来促进控烟公益广告的新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公益广告可以提倡创意多元，并借鉴商业广告的传播方法，但公益广告应该始终坚

持为社会公众谋利益的宗旨，不能偏离这个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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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供戒烟帮助的反思

刘汉池

江西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
  

2006 年 1 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其中第 14 条要求缔约方应考虑到国家

的现状和重点制定和传播以科学证据和最佳实践为基础的适宜、综合和配套的指南，并应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戒烟和对烟草依赖的治疗制定戒烟规划，将诊断和治疗烟草依赖及对戒烟提供咨询服务纳入国家卫

生和教育规划：在卫生保健设施和康复中心建立烟草依赖咨询预防和治疗规划。《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中特别强调了帮助吸烟者戒烟是控烟的有效手段之一。2008 年 WHO 制定了 MPOWER 系列政策包括 M-
监测烟草使用：P- 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O- 提供戒烟帮助 W- 警示烟草危害；E- 确保禁止烟草广

告与促销；R-提高烟税。同时提出处理烟草依赖主要是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职责包括政府、社会保障机构、

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临床服务机构并提出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都应成为 MPOWER 政策干预措施的倡导者。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受害国。有 3.5 亿烟民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人数为 136.6
万。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 7.4 亿，死于二手烟每年超过 10 万，如果目前吸烟状况得不到有效控制，

到 2020 年与吸烟相关的死亡人数将增至每年 200 万，50 年内将有 1 亿中国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而戒烟

不仅改善吸烟者自身健康，还杜绝二手烟危害他人，成年人戒烟为青年少树立良好榜样，医生是帮助吸

烟者戒烟最佳人选，研究显示：约 70%—90% 的吸烟者每年与医生接触，约 70% 的成功戒烟者系听从了

医生劝告，临床医生简短建议就会使戒烟 6 个月以上人员增加 2%。

据 2004 年调查：97.4% 的医生，不了解尼古丁替代疗法只有 7.1% 医生能够帮助吸烟者制定戒烟计划。

又据 2011 年《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控制联合评估报告》；过去 12 个月就医的吸

烟者将近 60% 的医生没有询问他们吸烟习惯，67% 没有得到医生的劝戒烟。这表明医务人员并没有把劝

戒患者戒烟作为医生必须承担的职责。城市和农村东中西部医务人员提供戒烟指导差异不大，表明医务

人员整体对提供戒烟指导服务的意识薄弱。再据 2013年WHO等组织的《中国医学生控烟知识调查的报告》

显示：中国医学生控烟知识严重缺乏仅有 12.7% 医学院开展了正规的控烟教学，在日常的医学课程中仅

有不到两成学生接受过正规的戒烟方法培训，对尼古丁替代疗法使用抗抑郁药进行治疗等控烟和治疗方

法也知之甚少。

我国 3 亿多吸烟者中大部分吸烟者患有致死性烟草依赖这一慢成瘾性疾病如果不加以治疗，将会有

一半吸烟者过早地死于因吸烟而导致的疾病，烟草依赖治疗已经成为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重要任务，我国

医生和医学生对提供戒烟帮助意识薄弱，成为中国医生在控烟中短板，因此必须在政策法规上加强。《执

业医师法》中应规定提供戒烟帮助是医师职责，强制将戒烟融入日常医疗，明确烟草依赖为疾病，询问

吸烟史和吸烟现状及戒烟指导与治疗应写入门诊和住院病历并列为病历评审标准。将烟草依赖和戒烟问

题纳入医学、口腔、护理、药剂学及其他相关专科与本科和研究生的核心课程和继续教育培训，并在执

照申请和认证考试职称晋升中将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平时应建立监测评价体系。

呼吁要大力深入传播与不断更新控烟与烟草依赖治疗知识，知识是向烟害作斗争的武器，使医生深

刻认识烟草危害，真正将防病关口前提。深受广大医务人员欢迎的《内科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从 1954 年初版至 1985 年第 5 版出版以来已发行 45 万册。至 2011 年第 7 版梅长林、李兆坤、朱梁主编，

其中由著名专家江开达教授编写精神疾病部分，内容删旧增新，却未编入 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将烟

草依赖界定为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0.F. 17.2）归属于精神行为障碍疾病是一

类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所致疾病，确认为烟草是目前对人类健康最大威胁，但同时又 是一个可以以预防和

治疗的主要一死因。去信向主编提出。未获回复。

历史悠久经典名著《实用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图书畅销第一品牌，临床医生必备案头书。

读 2009 年第 13 版《实用内科学》未编入烟草依赖这一疾病，本人遂向主编提出。2010.10.11 获主编陈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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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院士回复称：“年初，您寄给我信收到了，谢谢您提出我主编的《实内科学》第 13 版第 24 篇精神障

碍第 5 章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没有提及烟草依赖（尼古丁依赖）的问题。经与精神障碍篇分编

主编联系，他认为《实用内科学》有关精神病学部分所占篇幅有限，所以第 5 章的内容没有选上尼古丁

依赖。鉴于现在戒烟运动在我国广泛开展，拟在第 14 版编写时，增加此内容”。笔者认为为了控烟履约

拯救生命篇幅再有限也不能限制危害中国人健康第一大杀手烟草依赖入编。况且笔者所见《实用内科学》

第 9、第 10、第 12 版《化学物理因素所致疾病》章节中均有“吸烟危害”却未因篇幅有限。但遗憾的是，

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第 14 版《实用内科学》（主编陈灏珠、林果为、王吉耀），

2013 年出版时仍未增加“烟草依赖”章节，书中称“鉴于本章节侧重所致精神障碍内容，因此有关烟草

等少见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不再详述，但并不表明不重要”。可是在全国高等医学教材 5 年制、8
年制及 7 年制精神病学书中均有“烟草”或“烟草滥用”章节，并不因为“少见”而未编入。我国 2013
年起已经正式把烟草使用与控制列入执业医师考试内容，控烟与治疗烟草依赖已成为所有医生必须履行

的神圣使命。《实用内科学》培养造就了几代临床医生作出了杰出贡献，应与时俱进肩负着特殊使命承

载着中华民族拒绝烟草之重任，祈做 MPOWER 政策干预措施的倡导者，造就中国医生成为控烟先锋，为

控烟履约无烟生活健康中国作贡献。建议第 14 版《实用内科学》增补活页插页“烟草依赖”诊断与治疗

以应急需，不能等 4 年后修订，中国大约每 30 秒就有一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每 5 分钟就有 1 个鲜

活的生命因二手烟而流逝，时间就是生命，戒烟挽救生命，死亡不会等待。

江西吉安市井冈山大道 106 号    邮编：343000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刘汉池      宅电：0796-823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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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戒烟难

唐啊鹏

大连清静成瘾心理咨询中心
 
【摘 要】对戒断反应形成的原因作了分析和探讨。认为戒烟难是由戒烟者在面对渴望吸烟的念头时，

采用的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戒烟定式，引发的冲突心理和悖论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烟草依赖、吸烟成

瘾的本质是心理问题。指出通过调整心理状态，从源头上消除和化解戒断反应，让吸烟的“好处”无用

武之地，可以彻底解决戒烟难问题。

【关键词】戒烟   烟草依赖   戒断反应   冲突心理   悖论心理

1 引言

随着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进一步认识，以及控烟立法、提高烟草税率等举措的相继出台，有越来越多

的吸烟者加入到了戒烟的行动中来。然而却普遍遭遇到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 戒烟难。主要体现在两点：

其一、复吸率高；其二、吸烟者的戒烟愿力和信心都非常脆弱，以及特别恐惧面对无烟可吸的日子。

当众多的戒烟者，无法顺利地回归到非吸烟者的行列，戒烟难便成了控烟工作的短板和瓶颈。如果

能有效解决戒烟难问题，使堵控和疏导两方面有机地结合，将会极大地推动控烟工作的进程。本文的目

的就是通过对现象做直接的观察和分析，找出戒烟难的根源，建设一条成功的戒烟路径。

2 戒烟的障碍

有句话讲，世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戒烟了，只是如此简单易行的事却呈现出，“屡吸屡戒屡屡吸屡屡戒，

日戒日吸日日戒日日吸”的戒烟难窘境。障碍何在？

从现象上看，结论是明确的。首先可以排除一点：戒烟难不是吸烟者愿意吸烟，或者是不想戒烟。

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哪个人，希望并鼓励自己的家人、儿女成为新的吸烟者，戒烟者对吸烟有害健康

一事是心知肚明。之所以戒烟难是因为一旦停止吸烟，便会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难受感和痛苦，亦称戒断

反应，使得吸烟者欲罢不能，从而对吸烟行为产生依赖。戒断反应的主要表现为：焦躁、抑郁、坐立不安、

心神不宁、思维涣散以及愤怒等内心体验。如果没有了戒断反应这个障碍，成功戒烟就是件轻松、容易的事。

因此戒断反应是戒烟难的最大障碍，以及烟草依赖的罪魁祸首。

显然只要认清戒断反应的来源及出处，最大限度地躲避或者让其消失，戒烟难问题就会得到很好地

解决。那么戒断反应究竟是怎么回事？烟草依赖的本质又是什么？

3 戒烟的对象及要解决的问题

说到戒断反应，这似乎是一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因为有这样一种现象存在，既一旦停止或者拒绝吸烟，

吸烟者就会很难受，而只要及时吸烟，这股难受感就会立刻消失。所以有很多人把停止吸烟后的戒断反应，

与烟草视为是因果关系，认为戒断反应是因为身体缺失了某种烟草成分后导致的，是烟草直接作用的结果。

同时这一认识作为主导思想，也被贯穿在整个的控烟工作当中。

然而持有上述认识和观点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众多的非吸烟者，尤其是那些长期处于恶

劣二手烟环境下的非吸烟者，并不会、也没有因为没能及时吸食到二手烟而不快乐、难受。就是说，对

于戒断反应是因为烟草缺失导致的这一认识，以及相应的烟草依赖是尼古丁依赖这一理论，只是针对某

个现象的反映和诠释，并不能够代表那就是戒断反应、以及烟草依赖的真相，可是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

了解其真相呢？

既然戒断反应是停止吸烟后出现的现象，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现象上去了解、去看一看，停止

吸烟前后都发生了哪些个变化？然后以此来确认戒烟的对象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进而去发现戒断反应、

以及烟草依赖的真相。

关于戒烟后发生了哪些个变化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吸烟行为不仅是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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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停止吸烟前后的变化标志，这一点毋容置疑。只是如果把吸烟行为，同时也看成是戒烟的对象

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不是也是可取的呢？答案是不可取的。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戒烟者普遍都

觉得，戒烟不就是停止吸烟这个行为吗？进而把吸烟行为当成是戒烟的对象，以及戒烟要解决的根本问

题来对待。那么为什么不可取呢？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吸烟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由综合因素构成的行动，包括：肢体动作、身体器官、

烟制品、火机、吸烟环境及渴望吸烟的念头等，其中除了渴望吸烟的念头，所有的因素非吸烟者都同样

具备。因此把吸烟行为作为单元，当成是戒烟的对象、以及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对待，就太过于笼统和模

糊了，根本就没有方向性可言。在这种状况下，戒烟者即使拥有再强大的戒烟愿力，也很难落实到实处。

而只有以区别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唯一、单一的因素渴望吸烟的念头，作为戒烟的对象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戒烟才会是有的放矢，其结果才会是有效的。

因此无论知道与否，戒烟实际面对的对象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头脑中渴望吸烟的念头。如果一个

人没有了渴望吸烟的念头，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他都是一个标准的非吸烟者。

4 戒断反应与冲突心理

（一）戒烟定式

了解了戒烟的对象及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再来确认另一个，与戒断反应密切相关的问题：戒

烟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现象：戒烟者可能不知道自己能否戒烟成功，但是没有不知道怎样戒烟的。受习

惯影响，戒烟者对于戒烟一事，从来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定式，即戒烟就是指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心

理状态，来阻止吸烟这个行为。比如：一提起戒烟一事，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以及如何来提

升戒烟者的意志力品质，以此来强化这一具有顶、扛、挺特点的戒烟方式。仅这一点就能说明，这是一

种人们普遍认同并采用的戒烟定式。

我们已经知道，戒烟实际面对的是头脑中渴望吸烟的念头，这就意味着，采用这种约定俗成的方式

戒烟，就是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心态，去面对渴望吸烟的念头。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戒烟定式当中，隐

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导向的是一条戒烟失败的路径。

（二）戒断反应与冲突心理

通过上述观察分析得出，戒烟者在戒烟的过程中，同时实施了两个行为，不仅有停止吸烟这一阻断

烟草成分摄入的、可见的行动，而且还如影随形般地对渴望吸烟的念头，实施了排斥、对抗和革除这个

不可见的内心活动。

前面提到过，有众多的、长期处于恶劣二手烟环境下的非吸烟者，并不会因为不再吸食二手烟而难

受。就是说，痛苦的戒断反应，与烟草的缺失并非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关戒烟后的戒断反应的出处，

也就只能从戒烟过程中的另一个行为，即以排斥、对抗和革除渴望吸烟的念头这个看不见的戒烟定式当

中去探寻了。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任谁都不愿意经常地、连续地生活在事与愿违当中，因为这会引起冲突

心理，导致不舒服。所谓的冲突心理，是指一个人内心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动机彼此作用，或者是心中愿

望受到阻碍时的心理状态，其强烈程度与动机及愿望的大小、强弱成正比。一个人一旦遭遇到长时间的、

较大的冲突心理是非常难受的，严重时会使人痛不欲生。而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心态，去作用渴望吸

烟的念头这个戒烟定式，就是由两个同时来自戒烟者自我意识中的、相互对立的动机和愿望构成，所形

成的正是一种冲突心理。只是这一冲突心理的严重程度，还需要做进一步地探讨。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渴望吸烟的念头在吸烟者的记忆仓储中，在那些千万个欲望及动机当中，处于

怎样的位置？如果以吸烟十年，一天吸一包烟，吸完一支烟需要二十次重复动作、五分钟计的话，十年

中渴望吸烟的念头或动作，至少累计出现一百五十万次，昼夜不停地吸食不少于八个月，要是再考虑到

还有七万多支总量的烟焦油，与身体做零距离接触时所建立起来的生理联系，可以断定，无论是从心理

记忆、行为记忆还是生理记忆讲，在吸烟者的脑海里，在那些千万个欲望及动机当中，很难再找到比渴

望吸烟的念头冒出来的频率更高，引起反射的条件更多样性、更快捷的信息了。所以渴望吸烟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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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称得上是吸烟者心中屈指可数的、强大的欲望。

由此可知，渴望吸烟的念头作为大脑中一个能量强大的信息，当戒烟者为了实现摆脱烟毒伤害的愿望，

运用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方式去作用它时，自然会在心中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源，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的

大脑，演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样一个非外部因素导致的、巨大的冲突心理面前，戒烟者怎

能不出现痛苦的心理体验？而这正是戒断反应的出处及具体体现。现象上的反映也是如此。比如：当戒

烟者停止吸烟，并且出现了戒断反应的时候，只要及时吸烟，满足了渴望吸烟的念头，内心的冲突便会

立刻得以化解，痛苦的戒断反应也就会随之消失。

因此戒烟后出现的难受的戒断反应，是源自戒烟者大脑的正常运行，受到了干扰出现紊乱所致，是

冲突心理的外在表现。戒断反应、烟草依赖以及吸烟成瘾的本质是心理问题。不当的戒烟定式才是戒断

反应的始作俑者。

（三）悖论心理

可能有人会认为，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方式戒烟，即便能引起戒断反应，然而只要能熬过一段时

间，哪怕是一年半载，最终走出烟草依赖的泥潭，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毕竟除此之外，再很难找到其

它的戒烟路径了。如果上述想法真是可行的话，那也不失为是一条成功的戒烟路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方式，去作用渴望吸烟的念头，除了会引起戒断反应之外，还会使戒烟者陷

入到悖论心理的状态中。即戒烟的力度越大，渴望吸烟的念头反而会越强，其结果只能与令渴望吸烟的

念头消失的戒烟愿望背道而驰。

什么是悖论心理？它是指在心理方面，当按照正确的逻辑推理或者活动，得到的却是一个矛盾的、

相反的结果。比如：理发师悖论。有个理发师规定，“我只给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可是当他自己

拿起刮胡刀，要给自己刮脸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如果理发师给自己刮脸，他就成了给自己刮脸的人，

按规定他不该给自己刮脸。如果理发师不给自己刮脸，按规定他又应该给自己刮脸。结果无论是“刮”，

还是“不刮”，都是自相矛盾。

在这个悖论中，当理发师把对顾客的规定，反向作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出现自己不仅是规定的

设定者，同时又是被规定规范的对象这样一个闭合环，这样理发师便给自己绕进了困境，成了一个被否

定的对象，从而导致了悖论。悖论的产生有两个条件：a 首尾相连，闭合成环；b 否定式陈述。

而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心态，去作用渴望吸烟念头时，其中储存在记忆中的渴望吸烟的念头，与

摆脱烟毒伤害的愿望，都是戒烟者心理及意识范畴的信息，戒烟者既是渴望吸烟的人、戒烟的执行人，

同时也是当事人，当二者彼此作用时，在心理及意识层面，也就具备了产生悖论的两个条件。

因此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心态，去作用吸烟念头这一戒烟定式，构成的正是一个自我否定自我的、

以及闭合成环的悖论结构，即戒烟者无论采用怎样的技术手段，包括：提升意志力、药物替代、环境转换、

数天、打卡等形式，只要是以否定式的方式戒烟，结果只会趋向其对立面——渴望吸烟的念头，致使念

头越戒越大。

5 结语   
综上所述，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方式戒烟，会引发冲突心理和悖论心理，并且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虽然戒烟能够解决烟毒问题，可是却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无有边界的戒断反应的

痛苦泥潭中。而烟毒与戒断反应对身体的伤害，又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性质，一个表现的“温柔”，一个

表现的“凶猛”；一个需要长时间才会显现出来，一个立刻就会感受得到；一个主要伤害的是心肺器官，

一个伤害的是大脑。使得戒烟者处于：要么为了躯体健康，继续坚持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方式戒烟，但

同时又要承受没完没了的、痛苦的冲突心理；要么为了不再难受并不顾及烟毒对躯体的伤害而复吸的两

难境地。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个时候，继续吸烟往往成了戒烟者无奈的选择，从而也就有了戒烟难现象、

以及吸烟的“好处”。

就是说，是冲突心理和悖论心理的存在，把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戒烟方式是行不通的这一结论给

定性了。这也意味着，以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方式戒烟的戒烟者，始终都置身在一个无论是顺应，还是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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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和革除，都无法令渴望吸烟的念头消失，无法走出烟草依赖的迷宫中。因此戒烟难是在面对渴望吸

烟的念头时，由排斥、对抗和革除的戒烟定式，引发的冲突心理和悖论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成功戒烟的问题。因为渴望吸烟的念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就存储在记忆的库存当中，一旦

开始戒烟，受生理、行为和心理三方面条件反射的合力刺激，渴望吸烟的念头会不定时地向外涌现和释放，

戒烟者会被一整天一整天地淹没在其中。而成功戒烟的要点，就是面对渴望吸烟的念头，它来就让它来，

它去就让它去，不顺应、不对抗，真真切切地回归到非吸烟者的心理状态，以此建设一条令渴望吸烟的

念头释放、消失的通路。一句话，只有从调整心理状态的角度出发，从源头上消除和化解戒断反应，才

是解决戒烟难问题的根本途径，成功戒烟就是让渴望吸烟的念头消失、及遗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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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经验探讨增加烟草税的成效和建议

邝祖盛  黎慧贤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

背景

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每提高烟草价格 10%，可平均减低高收入地区的烟草消费 4%，在中低收入地

区更可平均减低 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增加烟草税以提高烟草价格减少吸烟最有效的单

一手段，建议各国提高烟草税至占烟价最少七成，以控制烟草蔓延。其 2015 的报告显示，全球已有超过

五十个国家已将烟草税定于烟价的 70% 或以上 1，报告亦重申青少年和低收人士对价格特别敏感，提高

烟价可鼓励吸烟人士戒烟及预防青少年吸烟。

香港过往增加烟草税的策略

香港自 1982 年控烟法例推行以来，一直以多管齐下的控烟策略减低烟草使用等，增加烟草税是其中

一项重要和成效显着措施，使香港的吸烟人口比率逐步下降至 2012 年的 10.7%，为全球最低吸烟率的地

区之一。

以香港增加烟草税幅度区分，可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分析。前期于 1982 年实施控烟法例起

的十多年，政府曾经于 1983 年及 1991 年大幅增加烟草税分别 300% 及 100%，期间另有数次约 4.8% 至

26.3% 的调整，政策比较进取。中期于九十年代初至 2008 年，政府虽然逐步加强对烟草广告的限制和将

更多公共地方纳入禁烟范围，但烟草税政策则非常消极，1992 至 2006 年共十五年，只曾七次轻微增加烟

草税不足 10%，其余八年均将烟草税冻结。直至后期由 2009 年开始，经历几次稍为调整烟草税，分别为

2009 年 50%、2011 年 41.5% 及 2014 年 11.8%。

现时香港主要卷烟品牌的价格为每包港币 58 元，烟税约为港币 38 元，约占烟价 69%。虽然已相当

接近世卫组织的建议水平，但已落后于超过五十个国家和地区，而且烟草价格比其他已发展地区为低。

增加烟草税的成效

过往香港大幅增加烟草税的成效有目共睹，但政府并没有制定长期及定期的烟草税政策。回顾以往

经验，香港吸烟率一般都会在大幅增加烟草税后显着下跌，在假设没有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下，大幅增加

烟草税对降低吸烟人口比率的效用明显。在 1983 年和 1991 年大幅增加烟草税 300% 及 100% 后，吸烟比

率迅速由 1983 年 23.3% 降至 1994 年 14.9%，减少了 8.4 个百分点。而近年三次稍为大幅调整烟草税，加

上 2007 年修订控烟法例的配合下，包括将室内工作间和大部份公众地方列作法定禁止吸烟范围和推出六

款烟害图象健康警示，吸烟率由 2005 年 14% 降至 2012 年 10.7%，六年间降低了 3.3 个百分点。相反，

1992 年至 2006 年期间主要冻结烟税或只轻微调整，远追不上物价升幅，吸烟率减低了不足 1 个百分点，

只由 1994 年 14.9% 轻微下降至 2005 年 14%。

增加烟草税不但提高吸烟人士的尝试戒烟和求助意欲，更可预防青少年吸烟，协助他们脱离烟害。

根据卫生署综合戒烟热线的数字，2009 年和 2011 年全年戒烟求助数目，与上一年比较分别增加 246% 及

47.8%。而在 2009年和 2011年财政预算案宣布增加烟草税后，翌日的戒烟求助数字亦分别增加 1倍和 6倍，

可见增加烟草税大大提高了吸烟人士的戒烟动机，成效立竿见影。另外香港大学的调查发现，中一至中

五学生的吸烟比率，由 2008 年的 6.9% 下降至 2010 年的 3.4%，及至 2012 年的 3%，分别成功预防超过

13,000 及 3,000 名青少年吸烟或促使他们戒烟。

讨论

与其他已发展经济体系比较，香港烟草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烟草税政策未能长期和持续实施，以提

升烟税及价格的效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及订立有效的烟草税政策，进一步阐述如下。

(i) 减低烟草产品的可负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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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著名控烟经济学专家罗夏丽博士分析，香港的烟价虽然比九十年代时增加了不少，但扣除

通胀后的实际价格只是增加了 25%；而在调整收入后，烟草产品的可负担性更是不跌反升 ( 可负担性与实

际价格呈反向 )，即吸烟人士较以往更能可负担购买烟草产品。与其他邻近地区比较，如澳洲、新加坡、

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香港烟草产品亦更具可负担性。

(ii) 增加烟草税符合市民期望

委员会委托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控烟政策调查 2014」发现，2011 年及 2014 年增加烟草税，

分别令到 19.7% 及 10.6% 的吸烟人士停止吸烟或减少烟量。另外，超过七成 (72.9%) 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每

年增加烟草税，其中亦有约四分之一 (23.0%) 吸烟人士支持。支持人士当中接近一半 (48.1%) 认为加幅应

高过通胀幅度。由此可见市民对以提高烟价诱使吸烟人士戒烟的措施普遍接受。

(iii) 增加烟草税不会引致走私烟

多个国家的例子和研究均显示增加烟草税并不会引致非法烟草贸易，但烟草业经常利用走私烟问题

作为反对增加烟草税的借口，操控及引用偏颇的数据，夸大走私烟草情况，误导政府和市民。其中烟草

商资助国际税务及投资中心及牛津经济研究院进行有关亚洲国家的走私烟研究报告，指香港的走私烟占

整体市场的三成以上，企图透过表面独立的机构进行向烟草商倾斜的研究报告，使用偏颇及错误的研究

方法，严重夸大实际情况。委员会委托香港大学利用客观、可验证及具透明度的评估，并经过学术评审，

得出香港走私烟实际约占 8.2% 至 15.4% 之间 2。
2014 年 10 月举行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已明确否定国际税务及投资

中心及其研究，目的为窒碍各国的自主和可靠的烟草税政策。另外，世卫组织亦引述英国的成功例子，

持续增加烟草税并大力打击非法走私贸易，可有效降低吸烟率，并令走私烟的市场大幅下降，增加政府

烟草税收入 1，鼓励各国应制定持续和有效的烟草税及打搫走私烟的措施。

建议

综合过往增加烟草税的成效、比较香港与其他发展地区的烟价和税率及参考本地民意和世卫组织的

建议，香港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增加烟草税的措施，为戒烟提供更大的诱因和推动力。委员有以下建议：

(i) 制定长远及持续增加烟草税的策略，透过定期增加烟草税维持对吸烟人士戒烟的影响力 3。建议

效法澳洲、新西兰及英国等国家，因应预测的物价升幅而订立每年烟草税的基本增加幅度。

(ii) 大幅提高烟税在预防吸烟及驱使戒烟的成效尤为显着 4，香港过往经验亦已反映。因此在保持烟

税追平物价升幅的同时，亦应订立周期性大幅调高烟税的措施，激发更多吸烟人士决心戒烟。

(iii) 烟草税收每年为香港政府带来近五十亿港元税收，政府应将税收拨于控烟及戒烟的工作上，包括

加强教育宣传、协助戒烟和打击走私烟的活动等，以进一步减低烟草使用。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 2015: raising taxes on tobacco. Luxembour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 Chen J, McGhee SM, Townsend J, et al (2014). Did the tobacco control industry inflate estimates of illicit cigarette consumption in As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bacco Control Published Online: 6 January 2015, doi: 10.1136/tobaccocontrol-2014051937.

3. Dunlop SM, Cotter TF & Perez DA. (2011). Impact of the 2010 tobacco tax increase in Australia on short-term smoking cessation: a continuous 

tracking survey.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2011, 195(8): 469-472.

4. Chaloupka J, Yurekli A & Fong GT. (2012). Tobacco taxes as a tobacco control strategy. Tobacco Control, 2012 , 21-2:17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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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理人员转介戒菸病患成效分析

蔡忠紘
1 王敏富 1 陆乃甄 2 丁怡淳 2 李御璇 2 吴彬安 3

1
台南市立安南医院 -委托中国医药大学兴建经营 家庭医学科

2
台南市立安南医院 -委托中国医药大学兴建经营 护理部

3
台南市立安南医院 -委托中国医药大学兴建经营 副院长

背景说明

吸菸在全世界可预防性死因中排名首位，每年导致至少 700 万人的死亡，每位吸菸者的平均寿命比

一般人减少 11 年。而戒菸则能带来诸多的健康效益，包括减少癌症、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等。

在台湾，病患可从多元管道接受戒菸服务，包括社区药局、以及诊所与医院开设的门诊戒菸等。但

根据统计，使用门诊戒菸服务的比例仍偏低，仅占吸菸人口 2.9%。因此，我们在医院门诊设置了「戒菸

病患转介」机制，鼓励门诊护理人员代替医师，直接转介吸菸病患至门诊戒菸，以帮助病患戒除菸瘾。 

研究方法

「戒菸病患转介」机制在 2014 年 6 月 26 日正式实施，我们采用了 AAR (Ask, Advise, Refer) 的概念，

即「询问、建议、转介」。

首先，所有的病患在门诊看诊时，藉由诊间的计算机提示系统，都会被「询问」目前是否有抽菸，

进而辨识出吸菸病患。针对吸菸病患，诊间计算机会自动带出戒菸卫教单张，同时护理人员会持此单张

「建议」吸菸病患戒菸。接着，在征求同意后，吸菸病患会被「转介」至当时段的家庭医学科戒菸门诊，

进而接受门诊戒菸治疗与个案管理。

所有接受戒菸个案管理的病患，在 3 个月之后都会进行电话访谈，询问是否还在吸菸，若过去一周

无吸菸则为戒菸成功。

本研究为评估「戒菸病患转介」机制的成效，将机制实施的前后3个月，即2014年4月26日至9月26日，

接受戒菸个案管理的病患，纳入本研究族群，并进而分析其转介个案数、年龄、性别、体重、尼古丁成

瘾度 (FTND)、与三个月点戒菸成功率。

研究结果

从 2014 年 4 月 26 日至 9 月 26 日，为期 6 个月的研究期间，共收案 150 位戒菸病患。这些戒菸病患

平均年龄为 49.0 岁，平均尼古丁成瘾度为 5.86 分。经过统计分析 ( 见表 1)，转介机制前后的戒菸病患，

其年龄、性别、与体重皆无统计上的差异性。转介机制前戒菸病患的尼古丁成瘾度，则显著比转介机制

后的病患来得低 (6.5±2.5 v.s 5.6±2.5，P 值为 0.042)。转介机制前病患的三个月点戒菸成功率，也比转介

机制后的病患高 (31.5% v.s 38.1%)，但并未达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P 值为 0.440)。

表 1. 转介机制前后病患资料比较表

 
转介机制

前 (42 位 ) 后 (108 位 ) P 值

  年龄 ( 岁 ) 46.3±12.4 50.1±13.8 0.123

  性别 ( 男性比例 ) 38 (90.5%) 101 (93.5%) 0.521

  体重 ( 公斤 ) 73.3±15.9 70.8±16.7 0.411

  尼古丁成瘾度 (FTND) 6.5±2.5 5.6±2.5  0.042*

三个月点戒菸成功率 16 (38.1%) 34 (31.5%)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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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为一先导性研究，主要目的是为评估在台湾某一地区医院门诊实行护理人员「戒菸病患转介」

机制的成效。结果发现实行转介机制后，接受门诊戒菸服务的病患量明显较多；而且虽然转介机制实行

后的病患尼古丁成瘾度较低，但追踪三个月后的点戒菸成功率并无统计上的差异性。由此可知，利用门

诊护理人员执行「吸菸病患转介」应为一可行方式，但长期性的成效与利弊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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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PEST 分析框架检视澳门新控烟法的适用性

欧家辉 1  霍颖康 2 区耀荣 1,2 黄浩彪 1  陈建新 1,2

1 澳门戒烟保健会  2 澳门社会保障学会

前言

自从博彩业整体收入不断下调（已经连续十三个月），进一步收紧赌场控烟政策便招致博彩业界的

关注。赌厅营运者和部份赌场从业员担心收紧赌场控烟政策会导致博彩业收入进一步下跌，特别是澳门

博彩业收入主要来自贵宾厅，而不少贵宾厅客户是来自中国内地，不少中国内地居民都是吸烟人士，所

以他们都很担心赌场室内全面禁烟除了会导致赌收进一步下跌外，可能会影响澳门居民就业情况和向上

流动机会，他们都强调有不少依赖博彩业的城市都未执行室内全面禁烟，他们便反建议政府可以容许赌

场设立室内吸烟室 1。但是政府立场却很明确地表示室内全面禁烟将于 2016 年全面落实，社文司司长谭俊

荣先生表示根据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只有一成多受访的吸烟游客表示会因为赌场室内全面禁烟而考虑不

再来，所以谭司长认为这部份损失未必抵上因烟害导致的医疗上损失 2。就算全球最大烟草销售国中国内

地近年也积极推动控烟法例，因此不少内地学者认为近日所推出的控烟条例可算是中国内地史上最严厉

的，而且中国内地也开始看重烟害 3，预期中国内地和澳门两地对控烟政策的态度将会进一步拉近。所以

澳门的控烟政策未必如赌厅营运者预期般对博彩业收入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加强澳门作为世界卫

生组织认可「健康城市」的国际形象 4。但是这件事件的争议中，可以看见社会并不是很了解澳门政府在

控烟政策的工作及思路。尽管新的控烟法已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在立法会通，但是未来仍需要经过澳门

立法会的第二常设委员会进行细则性通过，方能成为正式法规，可见现在控烟法的争议过程，可以看成

未来澳门控烟工作的发展方向，所以本研究便会透过三方面看控烟工作发展，包括澳门政府控烟工作、

新控烟法的多方论点和过去常被阅览澳门控烟工作汇报网页，从而归纳出控烟工作未来发展考虑地方。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资料搜集，第二部分为研究分析。

资料搜集

第一部分是搜集于 7 月 1-10 日刊登在澳门大众传媒的控烟文章，内容分别来自澳门日报、市民日报

和力报，共计 15 篇。由于新控烟法所涉及到的社会主体比较多，且经过媒体前期多番舆论预热后，因此

在新控烟法被提交到立法会表决前的十天中，社会对新控烟法的舆论达到空前高涨。鉴于此，笔者认为

对 7 月 1-10 所有关于新控烟法的舆论进行分析能全面掌握新控烟法在未来实施的可行性，并能较为针对

性地提出建议。

传播学的舆论设置理论告诉我们，媒体使用者能向受众传播带有特点或自我偏好的信息。因此，为

了避开研究的局限，笔者还从 Google 摘录了关于“澳门新控烟法”的头 20 条网页内容，相关内容包括

北京控烟法案例和专家意见等，希望借助额外的内容弥补单一的内容分析，并藉此向新控烟法提出深入

和全面的意见。

 1. 今日头条 . 澳门赌场控烟驱客赌收雪上加霜 [J]：http://toutiao.com/a4406700354/

 2. 论尽媒体 . 赌场禁烟企硬 谭司：为市民健康唔介意赚少啲 [J]：http://aamacau.com/2015/04/01/%E8%B3%AD%E5%A0%B4%E7%A6%81%E7%85%99%E4%B

C%81%E7%A1%AC-%E8%AD%9A%E5%8F%B8%EF%BC%9A%E7%82%BA%E5%B8%82%E6%B0%91%E5%81%A5%E5%BA%B7%E5%94%94%E4%BB%8B

%E6%84%8F%E8%B3%BA%E5%B0%91%E5%95%B2/

 3. 吴琳琳女士 . 中国控烟工作准备做出重大突破》[J], 世界卫生组织：http://www.wpro.who.int/china/mediacentre/releases/2014/2014112802/zh/

 4. 澳门日报 . 澳健康城市获世卫肯定 [J]：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10/29/content_947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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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 分析模型

本文将采用 PEST 分析模型检视和研究新控烟法在澳门的适用性。PEST 分析模是管理学家斯蒂芬·P·罗
宾斯博士对组织外部环境进行归纳后所形成的分析模型。具体内容包括：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
社会（Social）和技术（Technological）四大类。PEST 模型是分析宏观环境的有效工具，它不仅能够分析

外部环境，而且能够识别一切对组织有冲击作用的力量，是调查组织外部影响因素的有效方法，这种模

型对于分析影响社会政策的建立与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样具有有效性。
5PEST 分析模型是整合了社会宏观因

素设计而成的模型，该模型除了可用作商业分析用途之外，它所包含的维度也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效

的分析依据。

分析及结果

我们先简介资料收集状况，然后结合 PEST 分析框架来检视新控烟法与社会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并

讨论新控烟的可行性。

统计分析

以文章为分析单位。在 PEST 分析模型中设定 4 个分析变量，经统计，政治维度共有 9 篇、经济维度

有 7 篇、社会维度有 10 篇和技术维度 8 篇。根据以上统计，我们将在结果部分详细分析和讨论相关内容。

表 一、控烟报导统计与分类

媒体 文章数量 P E S T
澳门日报 6 3 3 3 4
市民日报 5 3 1 2 2

力报 4 3 3 2 2
总数 15 9 7 10 8

PEST 分析结果

在这一环节，我们将结合 PEST 分析框架来检视新控烟法与社会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并讨论新控烟

的可行性。

政治维度（Politics）

在政治维度的讨论上，所涉及的主体共有五方面，分别是离岛社谘委、博彩中介人业界、立法员议员、

社会性新闻和政府。笔者对报章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政治维度上出现了两个较为明显的舆论阵营：

一方面，博彩中介人业界和立法会其中五位议员（张立群、高开贤、郑安庭、冯志强）反对赌场实施全

面禁烟，他们认为若实行全面室内禁烟将违反烟民的吸烟自由，还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问题，比如加据

走私烟的或引至更严重的监狱暴动
6
；但支持者方面如离岛社谘委和政府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

在高吸烟率的环境下将不利于居民的健康发展，而市民不良的健康发展将拖慢社会整体的发展步伐。因

此，支持者认为应切实按照世卫标准执行控烟法，并坚持严格限制携带私烟进出关口、实施全面室内禁烟、

加幅参考世卫的禁烟标准和加强控烟办的执法力度能有效降低社会整体的吸烟率，从而提高经济的增长。
7

5. 成志刚 . 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基于 PEST 模型的分析 [J]. 湘潭大学公关管理学报 ,2009, 第一卷

6. 澳门日报 . 赌场全禁烟议员多意见 [J],2015-07-10：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7/10/content_1011855.htm

7. 澳门日报 . 谭俊荣：烟草危害大冀业界明白 [J],2015-07-10：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7/10/content_10118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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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澳门新控烟法政治维度内容分析

意见主体 意见

社会

•	 岛社谘委：抨控烟执法不力；

•	 博彩中介人业界：反对“一刀切”在赌场内全面禁烟的立场；

•	 立法员议员：加据走私烟问题、畀业界公投、侵犯烟民人权、

监狱恐暴动；

•	 新闻：躁汉侮辱恐吓控烟人员罚款兼赔偿；

政府

•	 加幅参考世卫；

•	 海关严打走私；

•	 市民有自由在赌场外户外吸烟；

•	 控烟办加强执法；

经济维度（Economy）

在控烟的问题上，与政治维度密切相关的是经济维度。我们可以透过分析经济维度，了解哪些主体

支持或反对实施室内全面禁烟。在经济维度的讨论上，所涉及到的主体共有五方面，其中包括时事评论员、

博彩中介人业界、立法员议员、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和政府。

在新控烟法提出后，对经济维度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要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禁烟是否会

扼杀赌业的发展？”和“禁烟是否会对澳门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两个问题上。在经济的维度上，博

彩中介人业界和反对赌场全面禁烟的议员的态度呈一致方向，他们认为实施全面赌场禁烟将会导致贵宾

厅情况雪上加霜，亦担忧不少业界将会撤资离场。同时，部分议员亦忧虑在赌场连月下跌的情况下，实

施全面禁烟将会诱发新一轮的失业潮。
8

在“一根烟是否会引发赌业下降”的问题上，政府和部分事实评论员有不同的意见。容永刚评论员

援引美国赌城的案例分析赌场全面禁烟的利与弊，他着重指出在经济上对赌业依赖程度大的地区可能对

赌场禁烟的支持舆论稍微欠佳，但参考美国的赌城案例后亦发现禁烟和赌收下跌没有存在必然的关系。
9

8 月 13 日，行政长官崔世安昨列席立法会大会回应议员关于赌收的提问。他指出，对澳门博彩业仍

保持发展审慎乐观，主要基于多个原因：第一是全球博彩城市中，澳门博彩毛收入依然高位；第二是澳

门经过长时间的博彩业营运经验，培训大量人才，具备单一博彩业营运的高度竞争力；第三是现在兴建

及已建成的综合项目具有世界水平，足以与外地竞争，且澳门长期以来作为世界旅游目的地，一四年及

一五年获多个国际认可，具备条件竞争。
10
总体来说，禁烟是否会严重影响澳门赌收，在上述分析中仍看

不见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假设在中场全面实施禁烟，并可设立“吸

烟室”，愿意在贵宾厅 ( 吸烟区 ) 工作的员工达 50%，而这当中有接近半数员工表示不用提供金钱津贴也

可在贵宾厅的吸烟区工作。

8. 澳门日报 . 烟税加两倍每支 1.5 元 [J],2015-07-10：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8/13/content_1020345.htm

9. 澳门日报 . 美国禁烟争议激烈现实理想寻求平衡 [J],2015-07-11：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7/06/content_1010830.htm

10. 澳门日报 . 崔：赌牌检讨年底出台 [N].0215-08-13，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8/13/content_10203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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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澳门新控烟法经济维度内容分析

意见主体 意见

社会

•	 加立法会议员：忧爆失业潮；支持存隐忧；称扼杀业界；
•	 博彩中介人业界：赌场全面禁烟会影响赌场经济；
•	 评论员：拉城赌场未禁烟；
•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愿意在贵宾厅 (吸烟区 )工作的员工达

50%；

政府
•	 烟草消费带来巨大财政压力；
•	 赌收跌博企是否靠支烟搵出路；

社会维度（Society）和技术维度（Technology）

在社会维度上，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各主要官员无论在立法会的辩论上或面对媒体都多次

指出，现时澳门每年大约有 20%的病例是因烟草引致死亡，特区政府每年为此付出数以十亿计的医疗成本，

因此希望业界能明白当局实施新控烟法的用意，强调控烟亦非“一刀切”，而是按照世卫指引循序渐进推行。

政府推出新控烟法的目的一目了然，亦符合大多数市民的期望，然而从技术维度的层面来说，如何

才能有效防止烟民年轻化和如何有效平衡赌场和禁烟等问题都亟需我们共同思考。

在技术维度的方面，讨论得最为激烈的就是“应否在赌场继续设立吸烟室”，而在这个议题上社会亦

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舆论阵地。部分立法会议员（反对赌场全面禁烟议员）、卫生政策专家顾问姚岚和时事

评论员容永刚认为，在综合经济状况和实行新法的短时间内，若实施室内全面禁烟将会为赌场带来极大的

冲击，更忧虑业界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内部调整，建议新法设立部分吸烟场所和有效的监控设施。
11
这样，

在法律采取逐步实施娱乐场控烟同时，既可达至室内工作间全面禁烟的最终目标，又能予业界适应的空

间和时间；吸烟室到底能否有效阻隔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一直受到外界的争议，特区政府在报告中引援世

卫的意见时更指出，吸烟室虽能减少室内二手烟成分，但对于长期在二手烟环境下工作的人来说，对他

们的身体亦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吸烟室并难以效隔离室内大量的烟害毒素，据此特区政府不

支持设立室内吸烟室。
12

总体而言，在技术层面来说，社会大部分意见在对于应该以什么方法教育和宣传吸烟对人体的祸害

基本呈一致方向，但对于如何或应不应在赌场设立吸烟室仍停留在争议的层面上。

表四、澳门新控烟法社会维度和技术维度内容分析

意见主体 社会维度 技术维度

社会 /
•	 立法会议员、 时事评论员：吸

烟室 + 有效监控

政府
•	 烟草危害大冀业界明白；阻青少年

买烟
•	 政府：世卫不荐设吸烟室

相关文献分析

新控烟在澳门推广后，学界纷纷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声音，澳门卫生政策学会在配合新控烟法下分别

提出了四项重要工作以配合新法的使用：沟通和动员、推广无烟家庭、增加烟草税和遏制免税烟——总

括来说，他们认为政府在新法实施前应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市民对新法的认知，并运用经济手段减少烟民

数量。而戒烟保健会则建议政府应与不同部门实行较为针对性的控烟工作，如与民政总合作推行道德教

育等。此外，戒烟保健会还提出官民学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方式，望政府能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和借鉴邻

近地区的戒烟的经验为特区建构一个“无烟”城市。
13

11. 澳门日报 . 澳门控烟工作之我见——姚岚 [J],2014=03=19：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3/19/content_887589.htm

12. 澳门日报 . 谭俊荣：烟草危害大冀业界明白 [J],2015-07-10：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5-07/10/content_1011854.htm

13. 戒烟保健协会 . 澳门居民及游客对《新控烟法》实施满意状况调查 [J]:

http://www.smokefree.org.mo/uploads/files/Report_of_Anti-smoking_policy_evaluation_17APR2013-su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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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政策专家顾问姚岚则从经济和技术的维度提出了相关意见，她认为把娱乐场和其他室内公共场

所控烟的效果綑绑在一起的说法存在明显不妥，有以偏概全之感，建议娱乐场控烟当局应遵循“新控烟法”

循序渐进的立法精神。但她又指出，娱乐场在依法设立吸烟室的同时，企业应为员工实施疾病预防及健

康保障的特定措施。她认为，法律应采取逐步实施娱乐场控烟，既可达至室内工作间全面禁烟的最终目标，

又能予业界适应的空间和时间。
14

《澳门杂志》在早前发表了一份关于游客如何看待澳门控烟工作的文章，文章称关闸是作为旅客流

量最大的地区，但出现旅客吸烟的情况却很少。而客户在餐厅 内吸烟被劝喻，他们都基本合作，没有出

现过不听劝的游客；立法会议员兼澳博执行董事的梁安琪在 2014 年也曾公开表示支持实施赌场全面禁烟，

认为中场全面禁烟，可保障员工健康，吸烟室亦易于管理，但只是权宜之计，且部分娱乐场建筑较旧难

以改动，娱乐场全面禁烟才是最彻底的办法及长远之计。
15

表 五、澳门控烟法文献内容分析

意见主体 意见

学界意见

澳门卫生政策学会
•	 配合新控烟法生效的四项重要工作：沟通和动员；推广无烟家庭；

增加烟草税；遏制免税烟

戒烟保健会 •	 转向较针对性控烟的工作；官民学合作；区域合作

卫生政策专家顾问 
姚岚

•	 采取逐步实施娱乐场控烟

•	 娱乐场可依法申请设立吸烟区

•	 博企必须为员工实施疾病预防及健康保障的特定措施

其他舆论意见

《澳门杂志》 •	 游客配合室内禁烟

《澳门日报》  •	 梁安琪：倡赌场全禁烟

讨论及归纳要点

在运用 PEST 分析框架下，笔者对 7 月 1-10 日的控烟舆论进行了一次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在 PEST
分析框架下对澳门禁烟工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和要点：

内地控烟法：内地实行“最严厉”的控烟法或能提高内地来澳旅客的控烟认同。北京为了进一步提

高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全面实施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期间将加大控烟执法力

度和提高禁烟宣传教育。另外，根据《中国日报网》报导，内地卫生计生委早在 2014 年已起草了《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往当局审批，并指出中国内地将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赞助活动以及烟

草产品促销
16
。在中国，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香港特区，他们在禁烟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已

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对禁烟工作的认知将会取得更加一致性的共识。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

来澳游客对赌场实施全面禁烟的工作会呈持支持的态度。

澳门控烟工作：澳门实行控烟法工作已近 20 年，不存在过急情况。澳门早在 1996 年和 1999 年已经

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制定了《吸烟的预防及限制制度》和《消费税规章》来规范社会的控烟工作。2012
年，澳门政府重新制定了控烟法内容，法案内容规定增加禁止吸烟地点、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和加强规范烟草制品销售，并为长远的控烟制定了相关的立法内容。从表六中可见，澳门的控烟工作

从 2012 年的教育和规范手段逐步转移到 2015 年的实施娱乐场所全面禁烟，在澳门将近 20 年的吸烟工作

里已经为社会形成了一定的控烟认知。基于过去近 20 年的控烟努力，我们就可否定新控烟法对赌场实行

全面禁烟存在过急和“一刀切”的情况。

14. 澳门日报 . 澳门控烟工作之我见——姚岚 [J],2014=03=19：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3/19/content_887589.htm

15. 澳门日报 . 梁安琪倡赌场全禁烟 [N].2014-03-29，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3/29/content_890276.htm

16. 中国日报网 .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何时能入法？ [J],2014-09-01：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4-09/01/content_18522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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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澳门 2012 年控烟法导致执法内容的变化情况
17

时间 内化变化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	 增加禁止吸烟地点

•	 广泛禁止烟草广告 , 促销和赞助

•	 加强规范烟草制品销售

2013 年 1 月 1 日起
•	 实施娱乐场所 50% 禁烟

•	 实施烟草产品包装和标签新规范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	 实施酒吧 , 舞厅 , 蒸汽浴室 , 按摩院禁烟

官民合作：过去控烟工作都已取得不少效果，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加强。新控烟法的内容涉及到

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法面面的内容，特区政府可结合过去控烟的成果参考和学习邻近地区的控烟方法，

同时整合政府和民间控烟的资源加大市民对控烟的认识，和激励更多的官民机构参与到控烟的工作里。

在七月份的澳门控烟圆桌会议里，就有博企代表向控烟办反映当局执法力度不足导致赌场禁烟欠佳的情

况，希望在日后的工作里能有所改善。有效提高官民合作，加深市民对控烟的正确认知，将会有利于尽

早实施全面室内禁烟，和构建“无烟”城市。澳门实施室内全面禁烟是否会遭到来澳旅客严重抵制或发

生矛盾冲突？一个较为柔性的处理方法是让全澳门市民协作新控烟法落实，在澳门市民已经熟悉《控烟法》

的情况下政府或可以鼓励市民向违犯新《控烟法》的人士做出劝喻。我们认为，如果能营造全面监察风气，

相信控烟法措施更能取得更大效果。
18

17. 资料整合 . 澳门卫生政策学会 . 新控烟法重点引介 [N]，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caohp/home/tobaccofree/introduction

18. 戒烟保健协会 . 澳门居民及游客对《新控烟法》实施满意状况调查 :

http://www.smokefree.org.mo/uploads/files/Report_of_Anti-smoking_policy_evaluation_17APR2013-su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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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青少年两性吸烟行为的差异分析

区耀荣 1,2,3 欧家辉 1,3 黄浩彪 1,3 陈建新 1,2

1
澳门青少年无烟行动网络协会 

2
澳门社会保障学会 

3
戒烟保健会

1 研究背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15 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从 2005 年的 42.4% 下降至 36%，而女

性吸烟率则从 2005 年 9.6% 下降至 2011 年的 8%，
1
这反映经过各国不断推行禁烟措施后，致使吸烟率不

断下降，但女性吸烟率下降幅度较少，而在青少年吸烟情况的变化趋势与成年人并不一致，男性 13-15 岁

青少年烟草使用率从 2000-2008 年的 16.5% 上升至 2006-2012 年的 20%，女性 13-15 岁青少年烟草使用率

则维持 10%，
2
说明吸烟问题有年轻化的趋势。

吸烟年轻化亦是澳门近年面对的问题，根据 2010 年澳门青少年烟草使用调查，13 至 15 岁的青少年

当中，有 8.2% 的男孩和 10.9% 的女孩曾经吸烟，与 2000 年结果相比 ( 男孩 9.0%、女孩 5.9%)，反映出

本澳吸烟行为有年轻化及女性化的趋势 3。事实上，根据社会工作局 2010 年的一项针对青年学生的调查

发现，烟草和酒精是年青人最常滥用的药物，数据显示有 8.4% 的中学生人曾经尝试吸食香烟，大专生比

例更达 14.0%4
，反映年青人吸烟行为的情况令人关注。

2 研究目的

性别过去长期都是影响吸烟行为的重要因素，男性吸烟者过去显著地多于女性，不少研究指出这是

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关系，当时女性的社会角色使其相对男性较少吸烟。5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不

断提升，随之女性吸烟率不断上升。本研究旨在探讨澳门青少年吸烟行为，并以性别作为切入点，探讨

影响男女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因素。

3 文献回顾

性别与吸烟行为关系的改变

性别是影响吸烟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 19 世纪初期，烟草只限于供男性使用。620 世纪中期男性

吸烟率不断上升，而女性吸烟率则维持低水平，20 世纪 70 年代，男性吸烟者达到高峰，尤其在欧洲地区，

但男女之间的吸烟消耗差距则开始收窄，因为女性吸烟率正开始上升，7 有研究指出男性吸烟情况持续，

但女性吸烟率亦不低，尤其在年轻一辈。8

男女吸烟率收窄的其中一个原因归咎于两性平等，随着社会的转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促

使女性接纳及融入之前男性的吸烟行为，9 同时有学者指男女不平等使女性吸烟行为不被接纳，导致女性

吸烟率后期的增加。
10
女性劳动力的投入增加是重要反映性别平等的特征，职场女性更多接触男性的生活

及习惯，而较少受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观的约束，另外职场女性透过工作赚取金钱，导致她们更多机

会买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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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影响两性吸烟行为的因素

吸烟是一种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行为，而吸烟被形容是男性化的特征，是因为吸烟的习惯、个人特

质及霸权主义 (hegemonic ideal)。相对女性，男性较早接触吸烟，每天吸烟量大，较易上瘾，及较喜欢使

用烟草产品。
12
人格特质，像外向、叛逆、反社会倾向、爱冒险和喜欢社会越轨行为与吸烟行为直接相关，

而且男性较女性明显。13 霸权主义是指男性某些信念或特质，包括拒绝承认缺点、情绪化、要有强壮的外

观、不需要任何的帮助，这些信念通常套用于男性，来形容男性的角色是独立、自我依赖和坚强，但男

性特质被认为是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原因，如吸烟、饮酒、不愿意看医生。
14

然而，这些导致吸烟行为的男性特质是否可以同时适用女性？不少研究利用男性和女性的性格特质

分析两性吸烟行为的差异。Emslie 的研究指出从事非劳力工作的男性和女性，越高男性特质得分越有吸

烟行为，但女性特质得分与吸烟行为没有显著关系。15Hunt 的研究没有发现在男性吸烟者中男性和女性特

质得分与吸烟行为存在关系，但越高女性特质得分的女性越有吸烟行为。16 他们的分析显示不出一致的结

果，但就性别角色和吸烟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4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于 2012 年 4 月至 5 月进行，研究人员向四间大专院校（即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镜

湖护理学院、澳门旅游学院）派共 1,500 份问卷，有效问卷为 1,074 份，比率为 71.6%，澳门大学、澳门

理工学院、镜湖护理学院的样本占该校的学生总数比例均超过 10%，澳门旅游学院的约为 5%。问卷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在统计分析中，除了一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外，主要会利用变异数分析（ANOVA）

分析，相关度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去验证各项因素与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而逻辑回归分析中的变项如下：

主要自变项 (Independent Variables)
★ 个人背景

- 性别、学校、年级、宗教信仰、独生儿女、住户收入、工作状况义务工作原因

- 饮酒行为及程度

主要因变项 (Dependent Variables)
- 吸烟行为：有否吸烟经验

- 吸烟程度：在受访者过去三十日内的吸烟情况，以 0 代表有吸烟但这段时时没有、1 代表 1 至 9 日、

2 代表 10 至 30 日去测量。 

5 结果

变异数分析

在吸烟者比例的变异数分析方面，男女受访者的吸烟行为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男性吸烟学生比

例为 13.5%，明显高于女性的 6.0%（P-Value <0.001）。在吸烟程度的变异数分析方面，由于样本数较少，

故采取 0.1 显著水平，依此在统计学上男女受访者的吸烟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受访大学生吸烟的比例、程度及与其相关的因素分析

样本 吸烟者比例 显著值 # 样本 吸烟程度 显著值 ^
男 340 13.5%

<0.001
45 0.600

0.914
女 734 6.0% 43 0.581

# 检验各变项与吸烟行为的关系的显著值

^ 检验各变项与吸烟程度的关系的显著值

吸烟原因和习惯

分析男女吸烟受访者的吸烟原因，4 成男性吸烟者指吸烟原因是抒解压力，其次是新奇，有 27% 男

性吸烟者认为这是吸烟原因。但女性则相反，42% 女性吸烟者指吸烟原因是新奇，但 28% 女性吸烟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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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烟可抒解压力，而认为吸烟可以提神的百分比则相若，另外男性吸烟者认为吸烟能主动示好及不好

意思拒绝的百分比亦较女性吸烟者高。

男女受访者吸烟原因的差异

注：受访者可回答多于一个吸烟原因

有关吸烟时最常一起的人，无论男生或女生都较多是和朋友或同学一起吸烟，但女性吸烟者的比例

(74%) 高于男性吸烟者 (56%)，而男性吸烟者独自一人的比例 (42%) 则高于女生 (21%)。

受访者吸烟时最常一起的人

注：受访者可回答多于一个吸烟原因

吸烟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检视不同性别受访大学生吸烟行为的逻辑回归分析，经向后删除法（Backward Elimination）筛选后，

性别在统计学上（显著水平 0.05）明显与吸烟行为相关，回归系数为正，显示相对女性，男性大学生吸

烟机会较大（B =0.738）。吸烟程度方面，不同性别受访者没有显著差别。

吸烟行为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 (B) 标准差
胜算比

(Odd ratio)
显著值

(P-Value)
男性

( 以女性作参照 )
0.738 0.239 2.093 0.002

注：因变项为“吸烟行为”。

若检视各自变项与受访男女者吸烟行为逻辑回归分析，经筛选后在统计学上（显著水平 0.05），对

女性而言，在读年级，宗教信仰对有否吸烟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而家庭收入和饮酒行为同为对男性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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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吸烟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在读年级方面，相对大学一、二年级，女性大学三、四年级的回归系数为负，即表示后者与有否吸

烟经验呈现负向关系（大学三年级：B=-0.812<0；大学四年级：B=-1.025<0），即相对大学一、二年级较

少倾向有吸烟行为。

宗教方面，有基督教信仰的女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即相对其它女性她们有较多吸烟行为 (B=1.700>0)。
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收入 5000 以下的女性的回归系数为负，即表示相对其它女性她们有较少吸烟行

为 (B=-1.553<0)，而家庭收入 30000 或以上的男性的回归系数为正，即表示相对其它男性他们有较多吸烟

行为 (B=1.203>0)。         
饮酒行为方面，有饮酒的男生和女生同样的回归系数为正，表示相对无饮酒的男生和女生，他们有

较多吸烟行为 ( 男：B=3.602>0；女：B=3.172>0)。

男女受访者吸烟行为与相关因素回归分析

　 男性 女性

　
回归系数

(B)
s.e.

胜算比 (Odd 
ratio)

回归系数 (B) s.e. 胜算比 (Odd ratio)

年级 ( 大学三年级 ) -0.812 0.412 0.444
年级 ( 大学四年级 ) -1.025 0.527 0.359
宗教 ( 基督教 ) 1.700 0.509 5.472
家庭收入 (<5000) -1.553 0.777 0.212
家庭收入 ( ≥ 30,000) 1.203 0.339 3.331
饮酒 3.602 1.020 36.685 3.172 0.734 23.866

6 讨论及建议

这次研究调查主要分析男性和女性在吸烟行为上的原因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调查结果发现

男性大学生的吸烟比例较女性为高，结果符合“男性吸烟比例较高”的预期，回归分析亦显示男性大学

生吸烟机会较女性的为高。然而在吸烟程度方面，男性和女性却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预期女性一旦染

上吸烟恶习，对其危害程度不一定比男性为低，如何预防女性吸食烟草显得十分重要。

在吸烟的原因方面，好奇和舒缓压力是主要因素，但男性吸烟的最原因主要是舒缓压力，其次才是

好奇，而女性则相反，好奇才是主因，舒缓压力其次，两者差异也颇大。这对制定针对性别的预防青年

吸烟措施有一定的啓示，例如对男性而言，应重点加强对男学生的情绪舒缓或心理辅导工作，避免其依

赖香烟作为舒压工具，对女性而言，应重点加强对女学生的烟害讯息宣传工作，使其了解香烟并非什么

新奇刺激的东西，而是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的毒物。此外，不论男女，同学或朋友仍然是吸烟的主要伙伴，

因此，控烟措施应继续重点加强对校园的无烟宣传工作，使学生建立健康的学习和生活态度，避免同辈

之间形成吸烟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女性而言，大三和大四年级的女学生吸烟的倾向较低年级学生为低，某程度

上反映出低年级的女学生可能思想尚未成熟，容易出于新奇原因而尝试吸食香烟。此外，结果显示有宗

教信仰的女学生吸烟的倾向较高，这与一般认为宗教视吸烟为罪恶的认知相反，箇中的原因有待进一步

的探讨。对男性和女性而言，在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收入小于 5000 元的女学生吸烟倾向较低，而家庭收

入大于 30000 元的男学生吸烟倾向较高，某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因素也是影响男和女学生的吸烟与否的原

因之一，因此，提高烟草税率来预防青年购买香烟也是值得考虑的控烟措施。

最后，不论男性抑或女性学生，有饮酒的行为的学生都会倾向吸烟，反映出烟与酒是互补性甚强的

消费品。由于烟和酒都是市面上较容易接触到和购买的商品，故此，未来在完善控烟政策上，可以尝试

将预防青年饮酒的工作整合在一起，例如在控烟宣传方面同时强化饮酒的害处，透过预防青年饮酒来加

强控烟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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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graphic pack warnings in Australia, Thailand and Malaysia
Lin Li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Australia

I am planning to attend the 17th 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Conference which will be organised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n Tobacco Control in Beijing in October 2015. I will be giving a presentation on the impact 
of graphic pack warnings in Australia, Thailand and Malaysia.

As a behavioural scientist at the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in Australia) I have been focusing o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cross the countries. Our survey data among smokers in Australia, 
Thailand and Malaysia show that implementing prominent and stronger cigarette package warnings increases 
smoking-related health awareness, and stimulates motivational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and micro-behaviour 
responses such as forgoing cigarettes. Our data also show that both package warning size and warning type (graphic 
vs. text only warnin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warning wear-out after implementation. China’s 
cigarette package warnings are currently text-only warnings and there are no design elements that set the health 
warnings apart from the rest of the package,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appears to be minimal. 

China ratifie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and is 
strengthening its tobacco control efforts. Many Chinese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tobacco control advocates 
strongly propose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adopting prove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cluding mandating 
pictorial health warnings on cigarette packages. But they need scientific evid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show 
that such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can really work. 

Using five years’ longitudinal data from a prospective multi-country cohort survey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Survey) I will demonstrate in my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how the introduction of larger 
and stronger pack warnings in Australia, Thailand and Malaysia leads to greater levels of awareness/noticing of 
warnings and increased micro-behavioural responses such as forgoing cigarettes; how these warning reac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levels of quitting activities; and how these latest international findings relate to China’s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 will share with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how to use longitudinal data 
to examine long term impact of cigarette package warning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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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of mass-disseminable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s to 
increase quitting

Lin Li, Professor Ron Borland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Australia

China has over 300 million smokers and is now taking concerted actions to control this epidemic, including 
increased smoke-free places.  All of this activity can be facilatated by and contribute to smokers’ quitting.  
However, many smokers require assistance to quit, so services and programs to support cessation are needed.  

Internationally-proven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range from face-to-face counselling, pharmacotherapy, 
telephone/Quitline services to computer-assisted automated cessation assistance. Smoking cessation resources 
are currently very limited in China, with few health professionals who can effectively provide face-to-face 
counselling, which is expensive and can be inconvenient to use, especially in more remote areas. Given the 
huge numbers of smokers and very limited face-to-face smoking cessation resources in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cost-effective approaches/program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smokers, and maximize their chances 
of quitting successfully. While there is a role for face-to-face services, the use of mass disseminable services is 
critical to meet commmunity need. Much of the demand can be met by a combination of Quitlines and computer-
automated services delivered to personal devices. Quitlines concentrate a smaller number of trained staff into one 
facility facilitating quality control and require ongoing training. 

In the west (including in Australia), offering automated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s via the internet 
and/or by mobile phon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viding smokers with the supports they need, and 
there is now work going on to integrate these services with Quitlines. Our group at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is a 
leader in this area of innovation. Given the exponential growth in Chinese web and mobile phone usage across all 
demographics, there is enormous potential to deploy such services in China. Programs developed in the west can 
be translated and modified to meet Chinese needs quite rapidly, while person-delivered services are developed and 
disseminated.  

Such web-based smoking cessation resource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Australia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Among them, the Australian QuitCoach (http://www.quitcoach.org.au) is a demonstrably 
effective web-based automated tailored advice program, which we have been able to improve by adding 
theoretically grounded structured planning capacity. It assesses a smoker’s situation via a 10-min online 
assessment and provides immediate assistance via a 3–4-page tailored advice letter based on the smoker’s 
answers, plus tools to prioritise activity and to structure plans to maximise implementation. It is designed to help 
smokers from any point in the behaviour change cycle – from any thoughts of change through to consolidating a 
new smoke-free lifestyle.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ext messaging reminders into this program 
for those who want regular reminders as to what to do and extra support and frequent communications can be 
provided. We are also exploring ways to integrate the automated aspects with the advice provided by Quitline 
counsellors. In our paper presentation, we will briefly review the evidenc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ervices in 
the west and discuss their potential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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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ig-

arette package warnings in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up to 5 years post-

implementation. The data cam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Surveys.

Measures included salience of warnings, cogni-

tive responses, forgoing cigarettes and avoiding

warnings. Although salience of the UK warnings

was higher than the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pictorial warnings, this did not lead to greater

levels of cognitive reactions, forgoing or avoiding.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ratings between the
Australian and UK warnings for cognitive re-

sponses and forgoing, but the Canadianwarnings

were responded to more strongly. Avoidance of

the Australian warnings was greater than to UK

ones, but less than to the Canadianwarnings. The

impact of warnings declined over time in all three

countries. Decline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n all meas-
ures except avoiding, where Australia had a

greater rate of decline; and for salience where

the decline was slower in Canada. Having two

rotating sets of warnings does not appear to

reduce wear-out over a single set of warnings.
Warning sizemay bemore important than warn-

ing type in preventing wear-out, although both

probably contribute interactively.

Introduction

Health warnings on tobacco packages are a simple

and cost-effective means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smoking and to reduce tobacco

use, as recognized in th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rticle 11 Guidelines (packaging and label-

ling of tobacco products)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1].

WHO has urged governments to require that all

tobacco packages include effective pictorial warn-

ings to warn people about the health effects of to-

bacco use. However, only about 4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covered by the 63 countries/jurisdic-

tions that have implemented pictorial warning regu-

lati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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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health warnings on tobacco packaging is

only one of a number of interventions designed

to discourage smoking and encourage cessation.

Of itself, effects on major outcomes like smoking

cessation are likely to b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iden-

tify independent of other interacting effects. The

approach that is now recommended to establish evi-

dence of a contributory role is to use meditational

models where proximal responses to warnings are

prospectively linked to increases in outcomes of

interest [3]. It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e intro-

duction of larger and stronger pack warnings leads

to greater levels of awareness/noticing and immedi-

ate impact (e.g. increased motivational/cognitive

responses and microbehavioural responses such as

forgoing cigarettes and avoiding the warnings)

[4–11]. Furthermore, these reactions to warnings,

all are prospec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levels of quit attempts, with this effect seemingly

mediated through both levels of cognitive reactions

and forgoing of cigarettes [12–14].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obacco pack warnings. Such fac-

tor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warning size,

positioning, format, message contents, novelty,

background colour and design [4, 5, 11, 14–17].

Integrating pack warnings with other tobacco con-

trol measures, such as mass media campaigns and

cessation services, may help increase the effective-

ness of pack warnings [9, 18, 19].

The impact of warnings starts to decline around

1 year post-implementation, but some effects are

sustained long-term. Using the first four waves of

the ITC Four Country Survey (ITC-4) data (2002–

2005), Hammond et al. [4] showed that, adjusting

for time since implementation, the pictorial

Canadian warnings elicited greater avoidance, cog-

nitive responses and forgoing than the UK text-

based ones. Borland et al. [12] extended the work

by adding one more wave of data (i.e. Wave 5), and

found that controlling for date of introduction, new

pictorial Australian warnings also stimulated more

cognitive responses and avoidant behaviours than

the UK text-only ones in the year following imple-

mentation. Borland et al. [5] also found partial wear-

out of both Canadian and UK warnings, but the

Canadian pictorial warnings appeared to have

more sustained effects than the UK text-only warn-

ings, especially for cognitive reaction and forgoing

cigarettes. More recently, Hitchman et al. [20]

investig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pack warnings

over 9 year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Canadian pictorial warnings

showed greater declines in cognitive and microbe-

havioural responses,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US warnings (i.e. text-only warn-

ings located on the side of the pack) throughout the

study years (2002–2011).

The three countri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ustralia,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vary

considerably in the pack warnings they mandate

(for details see Table I and Borland et al. [12])

[5]. About 2 years prior to our first wave of data

was collected, Canada introduced world-first pic-

torial warnings (December 2000, covering 50% of

the top of both main faces of a cigarette pack)

[6, 21]; since then,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ITC) surveys have collected eight waves

of data in these three countries. During our data

collection period (late 2002–early 2012), the

United Kingdom introduced new, larger, text-

based pack warnings in January 2003, increasing

the size from 6% on both main faces of the pack to

around 40% on the front (at least 30% of the ex-

ternal area plus a black boundary, placed at the

bottom of the front pack face; 40% plus black

boundary on the back); the United Kingdom sub-

sequently implemented pictorial warnings from

October 2008 [22, 23]. In March 2006, Australia

introduced pictorial warnings, covering 30% of the

front and 90% of the back, rotating two sets of

seven warnings (Series A and B), which were

rotated every 12 months [24]. Series A warnings

were mandated to appear on all tobacco products

for retail sale in Australia from 1 March 2006,

meaning that in 2007 there was a completely

new set of warnings (Series B) on tobacco prod-

ucts. Part of the rationale for this was to reduce

warning wear out [24].

To date no study has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dif-

ferential decay of effects of warnings over the early

years post-implementation and how this might

L. L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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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y by warning regimen. In particular, we were

interested to see if the Australian strategy of rotating

two sets of warnings every 12 months reduced wear

out. This study exploredwear-out effects of the 2006

Australian pictorial pack warnings in comparison to

the 2003 United Kingdom slightly larger front of

pack text warnings (replaced in 2008), and the

even larger Canadian warnings.

Table I. Pack warning descriptions, comparable survey waves/years and sample size in studied countries

Canada UK Australia

Warnings studied 2000 pictorial warnings 2003 text warnings 2006 pictorial warnings

Implementation date Dec 2000 Jan 2003 Mar 2006

Pack coverage 50% front/50% back At least 30% front/ 40% back

surrounded by a border of

3–4mm (40%+ in total)

30% front/90% back

Other details 16 pictorial/text warnings Used one of two general warn-

ings on the front, and one of

14 more specific warnings on

the reverse, with all of the

warnings being used regularly

Rotated two sets of seven

warnings every 12 months

ITC-4 Survey Wave 1 data

collection: Sep–Dec 2002

Year 2 of implementationa — —

(22–24 months)

(number of current smokers

n¼ 2189)

Wave 2: May–Sep 2003 Year 3 Year 1of implementation —

(27–33 months) (4–8 months)

(n¼ 2003) (n¼ 1929)

Wave 3: Jun–Dec 2004 Year 4 Year 2 —

(40–48 months) (18–23 months)

(n¼ 1889) (n¼ 1839)

Wave 4: Sept–Dec 2005 Year 5 Year 3 —

(58–61 months) (33–36 months)

(n¼ 1774) (n¼ 1738)

Wave 5: Oct 2006–Feb 2007 — Year 4 Year 1 of implementation

(46–48 months) (7–11 months)

(n¼ 1706) (n¼ 1801)

Wave 6: Sep 2007–Feb 2008 — Year 5 Year 2

(56–61 months) (18–23 months)

(n¼ 1643) (n¼ 1791)

Wave 7: Oct 2008–Jul 2009 — — Year 3

(31–36 months)

(n¼ 1372)

Wave 8: Jul 2010–May 2011 — — Year 4

(52–62 months)

(n¼ 1111)

Wave 8.5 (Australia only):

Sep 2011–Feb 2012

— — Year 5

(66–70 months)

(n¼ 1104)

aApproximate number of years from the time warning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a specific country to the time when an ITC-4 survey
wave was conducted.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number of months since warning introduction, and number of current smokers at
each selected wave) is provided for each country in the bracket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up to 5 years (or a bit longer in
Australia) of implementation is indicated in the table (and based on this, indepth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were conducted; See
Tables II and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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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Data source and participants

The data for this study came from the ITC-4 Survey,

which has been running nearly annually since 2002

in Australia,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te: this study did not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had the same small text-

based warnings since 1984).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methods of the

ITC-4 Survey has been reported by Fong et al.

[25] and Thompson et al. [26], and more detail is

available at http://www.itcproject.org. Briefly, the

ITC-4 Survey employs a prospective multicountry

cohort design and involves telephone surveys of rep-

resentative cohorts of adult smokers in each country

using random-digit dialling. The sample size per

country was initially around 2000 at each survey

wave, with replenishment sampling from the

same sampling frame used to maintain sample size

across waves (with a slightly reduced sample from

Wave 7, mainly due to budget constraint). At the

time of initial recruitment, participants were aged

18+ years, had smoked at least 100 cigarettes life-

time, and had smoked at least once in the past

30 days.

The analyses reported in this article are restricted

to current smokers, as exsmokers have less oppor-

tunity to see cigarette packs. The number of smokers

at each ITC-4 survey wave (up to Wave 8)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were reported elsewhere [5, 27]. For

this paper, the number of current smokers at each

selected wave in each country was indicated in

Table I [in the brackets, e.g. ‘(n¼ 2189)’ at Wave

1 for Canada]. Data collection dates for each ITC-4

survey wave together with warning implementation

time in each studied country are also presented in

Table I. For Australia, an additional Wave

(Australia only wave—Wave 8.5, collected between

September 2011 and February 2012) was also used.

(Note: This article did not evaluate the effect of

Australia’s standardized plain packaging which

was only introduced on 1 December 2012).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ndepth cross-country com-

parisons were conducted for data collected up to 5–6

yea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udied warning

labels in each respective country.

Measures

Salience of warning

At each survey wave, salience of the health warn-

ings was assessed by asking how often, over the

preceding month, respondents had (1) noticed the

warnings, and (2) read/looked closely at them

(both on five-point scales: ‘never’ to ‘very often’);

and based on respondents’ answers to these two

questions, a combined salience measure was com-

puted (range¼ 1–5, Cronbach’s a¼ 0.79–0.83,

across waves).

Cognitive response

From Wave 2, the respondents were asked about

cognitive responses in term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warnings (i) made them think about the health

risks of smoking and (ii) made them more likely to

quit smoking (on four-point scales: ‘not at all’ to ‘a

lot’); and respondents were also asked if ‘warning

labels on cigarette packages’ motivated them to

think about quitting in the past 6 months (with

three response options: ‘not at all’, ‘somewhat’,

and ‘very much’), combined into a cognitive re-

sponse scale based on respondents’ answers to

these three questions (range¼ 1.00–3.67,

Cronbach’s a¼ 0.76–0.81, across waves).

Microbehavioural responses

Respondents were also asked about two mircobe-

havioural reactions: frequency (if ever) of forgo-

ing cigarettes as a result of the warnings (with

four response options: ‘never’, ‘once’, ‘a few

times’ and ‘many times’) and about four ways of

avoiding the warnings (cover-up, keep out of sight,

use cigarette case or avoid particular labels) from

which a binary variable, ‘no avoidance’–‘any avoid-

ance’, was computed across all the selected waves

(note: from Wave 6 to Wave 8 there was only one

single question for this (avoiding labels in any

way—yes/no), instead of having four separat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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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riates (control variables)

Self-efficacy to quit was assessed at each wave by

asking: ‘If you decided to give up smoking com-

pletely in the next 6 months, how sure are you that

you would succeed?’ (‘not at all sure’, ‘slightly

sure’, ‘moderately sure’, ‘very sure’ and ‘extremely

sure’). Because of small numbers in some cate-

gories, both the first two options and last two were

combined, resulting in a three-category variable.)

Cigarettes per day (CPD) was asked at each wave

and recoded as ‘1–10 CPD’, ‘11–20 CPD’, ‘21–30

CPD’ and ‘30+CPD’. We also included one meas-

ure of expressed intention to quit at each wave (‘not

planning to qui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beyond

6 months’, ‘within the next 6 months’ and ‘within

the next month’). Socio-demographics included sex

(male, female), age (18–24, 25–39, 40–54, 55 and

older), identified ethnic minority status (nonminor-

ity versus minority group), highest level of educa-

tion attained (low, moderate or high), and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low, moderate, high or not dis-

closed). Education and income were adjusted ac-

cording to the norms within each country [28].

A time-in-sample variable was comput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survey waves a participant

completed.

Data analysis

For the purpose of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the

data was re-aligned around the target warning im-

plementation dates, so that the analyses only

included the first and subsequent survey assessments

(up to 5 years) after the target warnings were imple-

mented. The target warning implementation date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I along with the range for

the number of months from these dates in which

surveying took place in each country. We used

data from Waves 1–4 for Canada (22–61 months

post-implementation), Waves 2–6 for the United

Kingdom (4–61 months) and Waves 5 to 8.5 for

Australia (7–70 months); with UK data from

Wave 2 re-aligned with Australian data from

Wave 5 (within 1 year after new warning introduc-

tion); UK data from Wave 3 were re-aligned with

Australian data at Wave 6 and Canadian data from

Wave 1 (about 2 years since implementation), and

so forth. Thus, we effectively covered the period

from shortly after implementation to around 5–6

years post-implementation for cross-country com-

parisons except for Canada which began from

around 2 years post-implementation. Weighted

data were used when the percentages/means of the

key warning response measures were calculated to

better reflect the underlying population by control-

ling for age and gender prevalence estimates within

geographic strata, as well as to account for nonre-

sponse and the survey design.

To account for the correlated nature of the data

from participants present in multiple survey waves,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 models

were employed to compute parameter estimates

and compare country/group differences. For the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i.e. avoidance), logit

link function and binomial family distribution

were specified for the GEE models while for con-

tinuous dependent variables (i.e. warning salience,

cognitive response and forgoing cigarettes), identity

link function and Gaussian family distribution were

specified. An unstructured correlation matrix was

employed to account for the within subjects cluster-

ing for all GEE models. On the basis of the date that

the target warning labels were introduced in a coun-

try and the date when a participant was interviewed

at a particular post-warning-introduction survey

wave, we computed a warning implementation

length variable for all studied countries (i.e. ‘time

after warning introduction’ variable, with years as

the time unit). We then used GEE modelling to

examine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key responsemeas-

ures, controlling for sociodemographics (treated as

time-invariant), time-in-sample and CPD, intention

to quit and self-efficacy to quit (these smoking char-

acteristics were treated as time varying).

Indepth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using GEE

modelling) were first conducted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where up to

5 waves/years of postimplementation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both countries. This step included up

to 3863 unique individuals providing up to 8490

observations. We then used data for those post-

implementation waves/years when all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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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had available data (from the second

through fifth year after the target warnings were

introduced, except for the cognitive response meas-

ure where only years 3–5 data were available for

Canada) for our GEE analyses. This second step

included up to 5558 unique individuals providing

up to 11 262 observations. Tests of differential

wear-out effects for key warning measures in our

GEE analyses were examined using country by

time interactions. If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untry

by time interaction, a combined model was used for

all countries. Otherwise separate models were used

for each country. Al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Stata Version 12.1.

Ethics approval

The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or research ethics board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the US),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the UK),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The Open University (UK) and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Australia).

Results

Salience of warnings

As seen in Fig. 1, reported salience of packwarnings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as the high-

est at year 1 of implementation, and after that (from

year 2 of implementing the target warnings) salience

declined gradually over time. In GEE models pool-

ing data for both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Table II),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for

time since implementation (i.e. years from warning

introduction to survey date) when estimating the sa-

lience of warnings (P< 0.001). As time went by,

smokers were generally less likely to report having

noticed/read the warnings. Salience of the UK text-

only warnings was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e

Australian pictorial warnings, with both declining

at similar rates over tim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untry and time interaction). When we restricted

the analyses only to the post-implementation period

when all three countries had available data (years

2–5, Table III),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were sig-

nificant country and time interactions for salience.

Fig. 1. Salience of warning labels, aligned.
Notes: Weighted data were used. ‘Year1’ means the first survey wave/year after the new warnings were implemented. This applies to
other years, all three countries and other response measures. ‘Mean’: ranges from 1 to 5, by averaging the responses to ‘having noticed the
warnings’ and ‘having read/looked closed a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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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nadian pictorial warnings, although also

rated less salient than the UK warnings, had these

ratings declined more slowly over the latter period

(Table III; Fig. 1).

Cognitive responses

For cognitive respons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atings between the Australian and

UK warnings, or in the rates of decline (both with

significant declines, Table II; Fig. 2). In the latter

period (between years 3–5 post-warming implemen-

tation), the Canadian warnings were responded to

more strongly and there was only evidence of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reactions for the UK text warn-

ings (Table III).

Forgoing cigarettes

For forgoing, there was no overall difference be-

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n warn-

ings, with similar rates of decline (Table II;

Fig. 3). However, in the period 2–5 years post-

implementation, the Canadian warnings were re-

sponded to with greater forgoing than the UK

ones (P< 0.01), with response levels in all

three countries declining at similar rates

(Table III).

Table II. Association between warning implementation length and smokers’ responses to warnings—GEE modelling results for UK
and Australia, Years 1–5, with 8490 observations from 3863 individualsa

UK Australia Two countries combined

Notes on

interactions

Salience of warnings

Time (years) after warning

introductionc

Beta coef. (b) (95% CI)b

— — �0.16 (�0.18 to �0.15)*** No country*time

interactiond

Country (Au versus UK)

b (95% CI)

— — �0.39 (�0.47 to �0.30)!***

Cognitive response

Time after warning

introduction b (95% CI)

— — �0.05 (�.06 to 0.04)*** No country*time

interaction

Country (Au versus UK)

b (95% CI)

— — 0.03 (�0.02 to 0.09)

Forgoing cigarettes

Time after warning

introduction b (95% CI)

— — �0.02 (�0.03 to �0.01)*** No country*time

interaction

Country (Au versus UK)

b (95% CI)

— — 0.01 (�0.04 to 0.06)

Avoiding warnings (UK: 6026 observations from 2815 individuals; Australia: 2435 observations from 1041 individuals)

Time after warning

introduction OR

(95% CI)b

0.83 (0.79 to

0.87)***

0.75 (0.71 to

0.79)***

— With country*time

interaction

(P< 0.05)

Country (Au versus UK)

OR (95% CI)

Reference 2.05 (1.60–2.63)*** —

aFor some analyses, the numbers of cases are fewer than the total, especially when separate models are generated for each country.
bOR: odds ratio. OR value is reported for avoiding outcome (dichotomous); b value is reported for other outcomes (as continuous
variables). All ORs/b were adjusted for socio-demographics (sex, age, ethnicity, education, income), time-in-sample, self-efficacy
and intention to quit, and cigarettes per day. Significant at *P< 0.05; **P< 0.01; ***P< 0.001.
cWe used year (i.e. 365 days) of implementation as a time unit.
dIf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untry*time interaction, a combined model is used for both countries. Otherwise separate models are used
for each country. This applies to other responses in the table.!Country main effect; UK’s value as th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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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ance of warning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

tween country and time in the GEE model pooling

data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Table II). Compared with smok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n smokers had a significantly

Fig. 2. Cognitive response, aligned.
Notes: This question was only asked from Wave 2 of the ITC-4 Survey (in 2003), and it was the third year of pictorial warning
implementation in Canada. ‘Mean’: ranges from 1.00 to 3.67, by averaging the responses to ‘the warnings made the respondent think
about the risks of smoking’, ‘be more likely to quit’ and ‘be motivated to think about quitting’.

Fig. 3. Forgoing cigarettes, aligned.
Notes: Percentages are the proportion reporting positive responses, i.e. ‘% that had forgone cigarettes at least once over the preceding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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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r decline in avoidance over time (from a much

higher level at Year 1 of implementation)

(OR¼ 0.75 in Australia versus OR¼ 0.83 in the

United Kingdom), although they consistently re-

ported higher levels of avoiding behaviours than

their United Kingdom counterparts (OR¼ 2.05,

Table II; also see Fig. 4).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Canadian warnings were avoided even more, but

avoidance declined similarly by country (Table III).

Discussion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impact of pack warning

labels declines over time after implementation [4, 5,

20]. When considering the period up to 5 years post-

implementation, declines were comparable across

the three countries for most measures; with no evi-

dence of an expected slower decline in Australia.

Specifically, the decline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n all measures

except avoiding warnings, where Australia had a

greater decline but from a much higher initial

level, and a similar pattern emerged for the follow-

up period of 2–5 years for Canada, except for

salience where it declined at a lower rate between

2 and 5 years post-implementation. It should be re-

membered that the overall reactions to the

Australian warnings were greater than the United

Kingdom ones on avoiding, but were inferior to

the Canadian warnings on avoiding and cognitive

reactions. The text-only UK warnings were superior

to the other two countries on reported salience.

In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n the size, design,

nature of the health warning messages and how

the measures we assessed relate to making quit at-

tempts. As we have shown elsewhere [5, 13], sali-

ence has its impact on quitting mediated primarily

through cognitive reactions and to a lesser extent

forgoing cigarettes and avoida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old pack warnings

(prior to 2003) were almost invisible (only 6% of the

pack on the front with the previous warnings); there-

fore the change in warnings from pre- to post-im-

plementation was much great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an inCanada andAustralia (which chan-

ged from large, high contrast text only to large

pictorial warnings). The higher salience of the UK

text-only warnings, compared with the Australian or

Fig. 4. Avoiding warnings, aligned.
Notes: Percentages are the proportion reporting positive responses, i.e. ‘% that used at least one strategy to avoid warning labels’.

L. Li et al.

76

 by guest on July 20, 2015
http://her.oxfordjournals.org/

D
ow

nloaded from
 



115

Canadian warnings,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tark con-

trast of the black and white warnings with the cig-

arette package may be more eye-catching. Text

warnings need to be read to be processed.

However, this has not led to greater levels of cogni-

tive reactions or to other responses more proximally

related to quitting in the UK compared with Canada

or Australia. This suggests that the text-only warn-

ings work in slightly different ways to the pictorial

ones by relying more on being noticed and then

read to be considered salient, while pictorial warn-

ings can have effects without being consciously

processed via the emotion-generating capacity of

pictures.

The most surprising result was the failure to find

any evidence that rotating two sets of warnings an-

nually (as was done in Australia) reduces the speed

of wear-out. Two main purposes of warnings are to

inform the public about health risks from tobacco

use and encourage quitting. Rotating warnings

allows for more health effects to be communicated,

but it would appear that this does not result in any

overall increase in warning effectiveness, or in a

reduction in wear-out.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failure to find a positive effect on wear-out in-

clude it being the overall impression of the warning

format that leads to a re-engagement with the warn-

ing label such asmarked changes in size, position on

the pack or background colours. These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for gaining attention than changes

in content within the same basic frame. Second, it

could be that the smokers had not become familiar

enough with the first set of warnings to really notice

that they were being replaced. If this second explan-

ation was the case, then rotating on a longer sched-

ule might lead to some recovery. A final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measures we used have missed some im-

portant aspect of warning impact, but apart from

warning-specific knowledge, we can think of noth-

ing. In thinking about how warnings impact on smo-

kers,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se that most of the time,

smokers do not look at or think about the warnings;

therefore, marked changes in elements of the warn-

ings may be required to reactivate their orienting

reactions to the novelty in the warnings.

The study also has implications for assess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size and pictorial aspects of

packs. Consider the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reac-

tions and forgoing, the two main influences on quit-

ting [12, 13]. In this study, cognitive reactions and

forgoingwere equivalent for the approximately 40%

sized (of the front of the pack) text-only warning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30% pictorial warnings

in Australia, but both were inferior to the 50% pic-

torial warnings in Canada. This suggests pictorial

and size both contributed to the more important im-

pacts of warnings.

TheAustralian pictorial warnings were responded

to more strongly than the UK ones only on avoid-

ance. This is plausible as there is less reason to ac-

tively avoid text to avoid the message it conveys.

However, as the likely positive effects of avoidance

are mediated though other reactions, it is not evi-

dence of a superiority of the pictorial Australian

warnings to the UK text-only ones. It is notabl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ize requirement, the United

Kingdom specifically requires a border of 3–4mm

to help set the health warnings apart from the rest of

the package (and Canada also does this to some

extent). Thi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better

than expected performance of the UK text-only

warnings.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 strong

border on the extent to which warnings are attended

to and processed is needed. A further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to find increased superiority of the

Australian warnings is that there was a strong cam-

paign of anti-smoking television ads, most of which

have pictorial elements, running concurrent to the

time of data collection in Australia. These ads ma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erceptions of the mes-

sages in the warnings, with the pack warnings con-

sidered as extended images of TV ads, leading to

their effects being attributed to TV rather than to the

tobacco pack warning labels. However, this explan-

ation does not explain the lack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n warnings in

forgoing cigarettes.

One of the main strengths of this study is its pro-

spective multi-country cohort design, which

allowed for changes in levels of warning salience,

cognitive responses andmicrobehavioural responses

Longer term impact of cigarette package w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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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ssessed over time and across countries.

However, because country and warning are con-

founded means that caution must be taken in inter-

preting the results. Given that, the findings of similar

levels of some reactions and differential reactions to

others, precludes explanations such that smokers in

one country are more sensitive or more prone to use

extreme categories. It requires an explanation that

accounts for the pattern found, and features of

the warning regimen provide the only plausible

explanation we can think of. Given that no coun-

try has transitioned from pictorial to text-only

warnings we are unable to test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fully.

Ideally, other possible factors such as public edu-

cation, price, advocacy levels and media coverage

also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our analysis these

measures (which are not proximal reactions to

health warnings) have not been included. This is a

limitation. We have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s is due to such factors, the

most plausible being other public education efforts,

e.g., anti-smoking advertisements and information

on television which work in a similar way to

health warnings [29, 30] and can complement warn-

ings [19], but can think of no way these could ac-

count for all the main results, except perhaps for the

lack of avoidance effect mentioned earlier. In all

three countries levels of reporting seeing material

were high (unpublished ITC data), and there were

no marked differences between or within countries

that corresponded to the changes we report here, but

as we have no information on the content or pre-

cise timing of material, cannot absolutely rule out

any effects.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while the impact of pack warning labels does

decline in the years after implementation, and we

found no evidence of any benefits of an annual ro-

tation system like that used in Australia on reducing

decay in quit-related reactions to warnings. The data

is suggestive that warning size may be more import-

ant than warning type (pictorial versus text only) in

reducing wear-out, but it remains likely that both

play an interactive role. From a policy viewpoint,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 superiority of the Canadian

warnings, and we can think of no by-country effect

that 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other tha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warnings used.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other studies have

shown residual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weak US

warning decades after their implementation

[12, 20], so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a re-

duction in effects, not their elimination. It will be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even stronger warning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Australia and Canada (as well as other places) to

see if there are limits to the value of increasing

warning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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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aimsCigarette pack warning labels, especially stronger ones, stimulate quitting-related 

activity. This study aimed to extend understanding of impact of pack warning changes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focussing on the 2009 introduction of graphic warnings in Malaysia.  In particular, we aimed to: (1)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pack warning reactions of smokers within and between these two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 time, (2) 
examine if warning reactions predict subsequent quitting activities, and (3) examine possible wear-out effects of 
pack warning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Methods Data came from 6 wa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Southeast Asia (the ITC SEA) 
Survey, a prospective cohort survey conducted among adult smokers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between 2005 and 
2013. Between 4706 and 4422 smokers were interviewed at each survey wave. Key measures included salience of 
cigarette pack warnings, cognitive responses, forgoing cigarettes and avoiding warnings. The outcome measure in 
predictive analysis was quit attempts between survey waves.

Result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survey waves (2005-2008), react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alaysia 
than in Thailand except for forgoing cigarettes at Wave 1. However, at Wave 4 (short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phic warnings) the reaction levels among Malaysia smoker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from that of early waves; 
and for some measures the levels reached as high as that of Thailand.  Compared to the early waves, the warning 
salience and cognitive reaction levels in Malaysia remained higher at Wave 5. But overall, in Malaysia wear-out 
of warnings was greater –by Wave 6, most of the reported reaction levels were no longer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aseline wave.  In contrast, overall, the reaction levels of post-graphic warning wav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t the baseline wave in Thailand.For Thailand, Wave 3 warning reactions were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in bivariat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remained predictive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findings from the earlier waves. On the other hand, for Malaysia, Wave 3 warning reactions (to 
old text-only warning labels) were not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neither in bivariate analysis, nor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In Thail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Waves 4 and 5 warning reactions and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Wave 3 warning reactions and quit attempts, except that forgoing at 
Wave 5remains independently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as cognitive response does. The pattern of 
relations changed markedly for Malaysia from Wave 4: all warning reaction measures at Waves 4 and 5 became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in Malaysia in bivariate analysis; and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avoiding 
(at Wave 4) and warning salience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at Wave 5) remained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and we confirmed earlier work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 earlier waves for Malaysia.  

ConclusionsIn Malaysia, cigarette pack warning effectiveness in terms of increases in factors influencing 
quitting increased after it introduced graphic warning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findings from Thailand). Wear-
out of warning in Malaysia may have been greater, although our baseline may have been affected by Malaysia’s 
first strong national anti-smoking campaign, something it has not subsequently matched.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in Australia, Canada, Thailand, and elsewhere, the introduction of prominent health warnings in Malaysia 
increases smokers’ cognitive and micro-behaviour responses, which (especially avoidance) are found to be 
predictive of quitting activities. 

Introduction
Strong health warnings on tobacco packaging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designed to discourage smoking and 

encourage quitting. In 2008,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dopted Article 11 Guidelines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of tobacco products) of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 urging governments to 
require that all tobacco packaging should include graphic health warnings (GHWs) that cover at least 50%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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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and back of the package, and include distinctive borders to make the warnings more prominent.
Research shows that implementing prominent and stronger health warnings increases smoking-related health 

awareness, and stimulates motivational/cognitive responses and micro-behaviour responses such as forgoing 
cigarettes (i.e., choosing not to smoke a cigarette that one would normally have smoked)(1-8). Both pack warning 
size and warning type (graphic vs. text-only warnings) have been show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warning wear-out after implementation (9). An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strong reactions 
to health warnings predict subsequent quitting activities (6). Using data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Four Country Survey (ITC 4 Country Survey, covering Australia, Canada, the UK, and the US), Borland et al. 
(2009) found that forgoing cigarettes as a result of noticing health warnings on cigarette packs was a consistent 
prospective predictor of making quit attempts, although no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with maintaining abstinence 
was found(10). 

There are now a number of studies of impact of health warnings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MICs) 
(6-8, 11-13), mostly from Thailand and Malaysia.  Collectively, thes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introduction of larger 
and stronger health warnings leads to greater levels of health awareness, micro-behavioural responses and quitting 
activities, while weaker warnings (especially small text-only ones) are not potent enough to stimulate quitting 
activities (6, 7, 11) . 

Yong et al. found that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GHWs in Thailand in 2005, Thai smokers’ reported 
awareness and their cognitive and behavioural reactions increased markedly. By contrast,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se measures was observed in Malaysia over the same period (7). Subsequently, Fathelrahman et al. used the first 
three waves of data (2005-2008) from the ITC Southeast Asia Survey (ITC SEA Survey) and found that among 
smokers of factory-made cigarettes (FMC) the then weak text-only Malaysian warnings (on side of the pack) 
were not consistently predictive of quitting, compared with reactions to strong graphic Thai warnings which were 
predictive. This study was restricted to smokers FMC only, because in Thailand roll-your own (RYO) tobacco did 
not carry the same health warnings (11). 

Malaysia introduced GHWs in January 2009 on all tobacco products including RYO cigarettes (14), and 
this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effects of moving from a minimal text-only warning to a strong set 
of GHWs.  This policy change, which occurred between Waves 3 and 4 of our data collection (see Table 1, 
highlighted in blue) required that a set of six rotating GHWs be printed in both Malay and English, covering 
40% of the front and 60% of the back of all tobacco packages. These six GHWs are about neck cancer, lung 
cancer, mouth cancer, gangrene, premature birth, and miscarriage, with pictorial depictions of warnings (see 
Figure 1). (Note: A second round of its six GHWLs was introduced after study period of the current paper.)  New 
development also occurred in Thailand. The size of its GHWs was enlarged from 50% to 55% in 2010 (between 
Waves 4 and 5 of our data collection, Table 1, highlighted in red). (Note: Even larger GHWs at 85% on both sides 
with two different health images and text messages for each cigarette pack were implemented after June 2014, but 
this is outside the study period of the current paper). 

As mentioned earlier, in Malaysia the regulations required that GHWs be printed on all tobacco packages, 
including RYO tobacco. This paper reports on data from three additional follow-up waves (Waves 4-6) of post-
GHWs data for Malaysia to add to the earlier three waves covering the period between 2005 and 2014. The aims 
of this paper are to:

examine if implementing GHWs in Malaysia led to stronger warning reactions among smokers, and if the 
warning reac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quitting activities. We predicted that they would. 

explore if there was any effect of the small increase in Thai GHWs from 50% to 55% (no specific 
predic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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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 how the warning reactions and their predictive power changed over time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We expected wear-out as assessed by intensity/frequency of reactions, but persisting predictive relationships for 
making quit attempts. 

METHODs
Data source and participants
The data came from six waves (2005-2014) of the ITC SEA Survey, a prospective cohort survey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psychosocial and behavioural impacts of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ing and study design of the ITC SEA Survey has been reported elsewhere (15, 
16). Briefly, the ITC SEA adult smoker survey employs a multistage clustering sampling procedure.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adults aged 18 and older who had smoked at least 100 cigarettes in their lifetime and smoked 
at least weekly at the time of recruitment. All participants were surveyed using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s were generally conducted in Malay in Malaysia and in Thai language in Thailand. All participants in 
Thailand were surveyed via face-to-face interviews. In Malaysia, Wave 1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face-to-face 
interviewing method; Waves 2 and 3 were by using either face-to-face or telephone interview method; and from 
Wave 4 all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y phone (16, 17). The sample size per country was around 2,000 at each 
survey wave, with replenishment sampling from the same sampling frame used to maintain sample size across 
waves. In the current study, unlike Fathelrahman et al. (2013), we also included RYO smokers in the analysis. 
Preliminary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ost RYO smokes were aware of the warning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are summarised in Table 1.

Measures
Health warning-related measures asked in each wave 
Salience of the health warnings was assessed by asking how often, over the preceding month, respondents 

had (1) noticed the warning labels, and (2) read/looked closely at them (both on 4-point scales: “never” to “very 
often”); and based on respondents’ answers to these two questions, a combined salience measure was computed 
(range=0-6, as a continuous variable). (Cronbach’s α=0.60-0.86, across waves). The smokers were asked about 
cognitive responses in term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warnings (1) made them think about the health risks of 
smoking, and (2) made them more likely to quitting smoking (both on 4-point scales: “not at all” to “a lot”). 
Based on respondents’ answers to these two questions, a combined cognitive response measure was computed 
(range=0-6, as a continuous variable). (Cronbach’s α=0.73-0.93, across waves). 

Two Micro-behavioural responses were also measured. Respondents were asked about the frequency (if ever) 
of stopping from having a cigarette when about to smoke one because of the warnings (i.e., forgoing cigarettes) ( 
“never”, “once”, “a few times”, and “many times”), from which a binary variable (“any” versus “never”) 
was computed. Respondents were also asked if they avoided looking at the warnings (with “yes” and “no” 
options for both countries at all waves, except at Wave 4 where four ways of avoiding the warnings (covering-up, 
keeping out of sight, using cigarette case or avoiding buying packs with certain labels) were asked of Malaysian 
smokers). Based on respondents’ answers, a binary variable (‘‘no avoidance” versus “any avoidance’’) 
was computed.

covariates
A range of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covariates) were also assessed and used in the analysis. These 

included age (18-24, 25-39, 40-54, 55 and older), sex (male, female), region type (urban, rural), ethnicity (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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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us non-Thai minority groups in Thailand; Malays versus Indian, Chinese and other non-Malay minority 
groups), education, and income (low, moderate, high). Relative levels were used for education and income across 
the two countries, and definitions of each level of income can be found in Ross et al., 2009 (18). “Low” level 
of education refers to those with no schooling/elementary schooling; “moderate” refers to those with secondary 
education (up to pre-university/diploma in Malaysia, and up to diploma in Thailand); and “high” are those who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Smoking-related measures include as covariates were tobacco product smoked (FMC versus RYO cigarettes), 
and cigarettes smoked per day (CPD), recoded into “10 cigarettes or less”, “11-20 cigarettes”, “21-30 
cigarettes”, and “31 or more cigarette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about their intention to quit: “Are you 
planning to quit smoking?” ( “within the next month”, “within the next 6 months”, “sometime in the 
future, beyond 6 months”, and “not planning to quit/can’t say”); and their self-efficacy for quitting successfully: “If 
you decided to give up smoking completely in the next 6 months, how sure are you that you would succeed?” ( “not 
at all sure”, “somewhat sure/don’t know”, “very sure”, and “extremely sure”). 

Outcome measure in predictive analysis
Quit attempts were assessed at the next wave of exposure to warnings (i.e., from Wave 2), based on being 

quit at the follow-up or reporting a failed attempt: “Since we last talked to you on [last survey date], have you 
made any attempts to stop smoking?” 

Data analysis
Chi square tests and t-tests were used to assess group/country differences in socio-demographics and warning 

reactions in the same year/wave. To account for the correlated nature of the data from participants present in 
multiple survey waves,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 models were employed to compute parameter 
estimates and examine changes in warning reactions over time/waves in the same country. Because warning 
salience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were treated as continuous dependent variables in GEE modelling, identity link 
function and gaussian family distribution were specified for their GEE models. Forgoing cigarettes and avoiding 
warnings were treated as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s in GEE modelling, so logit link function and binomial 
family distribution were specified for their GEE models. All GEE modelling adjusted for socio-demographics and 
smoking-related measures.  An unstructured correlation matrix was employed to account for the within subjects 
clustering for all GEE models. 

Logistic regressions were used to test for possible predictive associations of warning-related variables 
with reported quit attempts over the following year/wave. The analyses proceeded in two main steps, first each 
individual predictor (e.g., salience) was us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i.e., quit attempt as dependent variable - 
bivariate analyses), followed by multivariate analyses in which all predictors were added simultaneously, adjusting 
for socio-demographic and smoking-related variables.  The odds ratios with their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were computed for each predictor variable. A p value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using Stata Version 12.1.

rEsulTs
Sample characteristics
Table 1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In both countries, the vast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were 

male. Beyond that the samples differed considerably,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Compared to their Thai counterparts, Malaysian smoke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younger (66.8% 
Malaysian smokers were younger than 40 years), from urban areas, with a moderate or higher educ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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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king-related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hailand, a bigger proportion of smokers in Malaysia reported 
smoking 11+ CPD, using factory-made cigarettes, having some intention to quit and higher self-efficacy for 
quitting.

Reported reactions to pack warnings over six survey wave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survey waves (2005-2008), react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alaysia than 

in Thailand except for forgoing cigarettes at Wave 1 (see Figures 2.1-2.4). For example, the means of warning 
salience were 2.88 (or less) in Malaysia, while these were 2.99 (or more) in Thailand over the first three waves, 
and the country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t-tests results). However, at Wave 4 (shortly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HWs in Malaysia) the reaction levels among Malaysia smokers considerably increased from that of early 
waves (all four measu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t Wave 1 (i.e., Wave 1 level as the reference value), 
p<0.001, Figures 2.1-2.4); and for some measures (i.e., warning salience and forgoing cigarettes) the levels 
reached as high as that of Thailand (p>0.05). For example, for salience, the mean level reached 3.34 in Malaysia 
(comparing to 3.33 in Thailand, p=0.88).  Compared to the early waves, the warning salience and cognitive 
reaction levels in Malaysia remained higher at Wave 5 (over two years after the GHWs were introduced). But 
overall, in Malaysia wear-out of warnings was greater – by Wave 6, most of the reported reaction levels were no 
longer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aseline wave (i.e., Wave 1).  In contrast, overall, the reaction levels of 
post-graphic warning wav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t the baseline wave in Thailand.

Predictive power of warning reactions on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For Thailand, Wave 3 warning reactions (including warning salience) were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Wave 

4) quit attempts in bivariat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remained predictive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Table 
2), which were consistent with findings from the earlier waves. On the other hand, for Malaysia, Wave 3 warning 
reactions (to old text-only warning labels) were not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neither in bivariate 
analysis, nor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 Thail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Waves 4 and 5 warning reactions and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Wave 3 warning reactions and quit attempts, except that forgoing at Wave 5 (and 
marginally at Wave 4) remains independently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as cognitive response does 
(Table 2). Overall, the pattern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between smokers of FMC and RYO cigarettes. 

As predicted, the pattern of relations changed markedly for Malaysia from Wave 4: all warning reaction 
measures at Waves 4 and 5 (post-graphic warning survey waves) became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in Malaysia in bivariate analysis; and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avoiding (at Wave 4) and warning salience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at Wave 5) remained predictive of subsequent quit attempts, and we confirmed earlier work 
(11)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 earlier waves for Malaysia (Table 2).  

DIscussIOn
(This section will be available at a lat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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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 example of Malaysian graphic pack warning labels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and pack warning change dates

Malaysia Thailand Total
country

Differences~
no. of respondents at each  wave  
   Wave 1 (in early 2005) 2004 2000 4004

(From March 2005 Thailand implemented graphic warnings, covering 50% of the front)

   Wave 2 (2006) 1640 2066 3706
   Wave 3 (2008) 1957 2465 4422

(From January2009 Malaysia implemented graphic warnings, covering 40% of the front)

   Wave 4 (2009) 2045 2276 4321

(In 2010 Thailand increased graphic warning size from 50% to 55% )

   Wave 5 (2011) 2007 2132 4139
   Wave 6 (2012/13) 2000 2159 4159
Gender (% male, out of total 
unique individuals #: for Malaysia 
n=5311; for Thailand n=3817, 
Total n=9128)

97.3 90.7 94.6 **

Ethnicity (% minority group) 19.1 1.3 11.9 ***
urban/rural region (% urban) 65.5 43.8 56.4 ***
Age at recruitment^ (%) ***
   18-24 33.5 8.1 22.9
   25-39 33.3 26.4 29.3
   40-54 22.3 38.8 30.5
   55+ 10.9 26.5 17.5
Education at recruitment (%) ***
   Low 13.7 67.7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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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te 73.5 23.6 52.5
   High 12.8 8.7 11.1
Income at recruitment (%) ***
   Low 23.9 25.3 24.5
   Moderate 26.1 30.9 28.1
   High 30.1 40.2 34.3
   No information 19.9 3.6 13.1
cigarettes per day at recruitment 
(%)

***

   1-10 49.8 54.9 51.9
   11-20 44.5 38.3 41.9
   21-30 3.4 4.5 3.9
   31+ 2.3 2.4 2.4
Tobacco products smoked (% 
factory-made cigarettes)

93.8 70.1 83.8 ***

Intention to quit at recruitment 
(%)

***

   No intention/can’t say 37.5 65.1 49.1
   Beyond 6 months 47.5 16.1 34.3
   Within next 6 months 9.2 12.2 10.4
   Within next month 5.9 6.6 6.2
Self-efficacy at recruitment (%) ***
   Not at all sure 20.6 38.7 28.3
   Somewhat sure/don’t know 51.9 33.8 44.3
   Very sure 21.9 17.9 20.3
   Extremely sure 5.5 9.5 7.2

^ At the time they first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For all unique individuals who were presented in at least one wave of the surveys (from Wave 1 to Wave 6), 

and this applies to the other variables in the table. For some variables the numbers of cases were fewer than the 
total unique cases, due to some “don’t know” and “missing” cases.

~chi square test results.**Significant at p<0.01 level; ***Significant at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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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salience of pack warning labels 

Notes: “W1” stands for “Wave 1 of the survey”, and this applies to other survey waves. “To graphic” 
means moving from text-only warnings to graphic warning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t-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all survey waves except Wave 4.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see methods section for detail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0). In Malaysia the reported levels at Waves 4 and 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β=0.44 and 0.32, respectively);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3-6 we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β ranged from 0.19 to 0.72).    

 

Figure 2.2. cognitive responses 

Note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t-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all survey waves.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0). In Malaysia the reported levels at Waves 4 and 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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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Salience of pack warning labels
Notes: “W1” stands for “Wave 1 of the survey”, and this applies to other survey waves. “To graphic” 

means moving from text-only warnings to graphic warning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t-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all survey waves except Wave 4.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see methods 
section for detail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0). In Malaysia the reported levels at Waves 4 and 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β=0.44 and 0.32, 
respectively);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3-6 we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β ranged from 0.19 to 0.72). 

  
Figure 2.2. Cognitive responses
Note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t-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all survey waves.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0). In Malaysia the reported levels at Waves 4 and 5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β=0.73 and 0.23, respectively);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3-6 we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baseline (β ranged from 0.17 to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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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2. cognitive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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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eline (β=0.73 and 0.23, respectively);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3-6 we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baseline (β ranged from 0.17 to 0.39).    

 

 

Figure 2.3. Forgoing cigarettes 

Notes: Percentages are the proportions reporting positive response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chi square 
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survey Waves 2, 3, 5 and 6.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1). 
In Malaysia only the reported level at Waves 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adjusted odds 
ratio=1.52);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2-5 we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adjusted odds ratios ranged 
from 1.21 to 1.47).    

 

 

Figure 2.4. Avoiding w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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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3. Forgoing cigarettes
Notes: Percentages are the proportions reporting positive response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chi square 

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survey Waves 2, 3, 5 and 6.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1). In 
Malaysia only the reported level at Waves 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adjusted odds ratio=1.52);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2-5 were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adjusted odds ratios ranged from 1.21 to 1.47).   

Figure 2.4. Avoiding warnings
Notes: Country differences (using chi square test) were significant at all survey waves. In cross-wav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using GEE modeling)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the value of Wave 1 (baseline) was 
treated as the “reference” value (1). In Malaysia only the reported level at Waves 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adjusted odds ratio=1.84); in Thailand the levels at Waves 2-6 were all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adjusted odds ratios ranged from 1.33 to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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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Warning reactions predicting follow-up year quit attempts among smokers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

Quit attempts in follow up wave

Malaysia (followed-up n=868 at W2^; n=536 at 
W3; n=934 at W4; n=1406 at W5; n=1304 at W6)

Thailand (followed-up n=1558 at W2; n=1164 at 
W3; n=1600 at W4; n=1506 at W5; n=1372 at W6)

OR (95%CI) # Adjusted OR (95%CI) ## OR (95%CI) # Adjusted OR (95%CI) ##

Wave 1 (2005):salience 
(scale)

1.04 (0.96 – 1.14) 0.99 (0.89 – 1.09) 1.04 (0.99 – 1.11) 1.02 (0.95 – 1.10)

cognitive responses 
(scale) 

1.17 (1.08 – 1.27)*** 1.11 (0.98 – 1.22) 1.17 (1.11 – 1.23)*** 1.10(1.03-1.19)**

Forgoing 1.71 (1.28 – 2.27) *** 1.37(0.96 – 1.95) 1.56 (1.23 – 1.98)*** 1.14 (0.85– 1.51) 
Avoiding 1.19 (0.85 – 1.69) 1.05 (0.73 – 1.54) 1.51 (1.19 – 1.96)** 1.35 (1.03 – 1.77)*

(From March2005 Thailand implemented graphic warnings, covering 50% of the front)
Wave 2 (2006):  salience 
(scale)

0.93 (0.82 – 1.03) 0.84 (0.75 – 0.97)* 1.04(0.96 – 1.24) 0.87 (0.78 – 0.97)*

cognitive responses 
(scale)

1.06 (0.96 – 1.18) 1.12 (0.97 – 1.29) 1.19 (1.12 – 1.27)*** 1.11 (1.01 – 1.22)*

Forgoing 0.86 (0.58 – 1.26) 0.75 (0.45 – 1.24) 3.14 (2.33 – 4.23) *** 2.43 (1.66 – 3.57) ***
Avoiding 0.81 (0.45 – 1.39) 1.06 (0.57 – 1.97) 1.55 (1.17 – 2.07)** 1.18 (0.82 – 1.69) 
Wave 3 (2008):  salience 
(scale)

0.96 (0.88 – 1.03) 0.94 (0.85 – 1.03) 1.20 (1.14 – 1.28)*** 0.95(0.87 – 1.03)

cognitive responses 
(scale)

1.02 (0.94 – 1.09) 1.04 (0.94 – 1.15) 1.26 (1.21 – 1.33) *** 1.11 (1.03 – 1.19) **

Forgoing 1.07 (0.78 – 1.46) 1.02 (0.68 – 1.53) 2.26 (1.82 – 2.78) *** 1.24 (0.95 – 1.63) 
Avoiding 1.24(0.76 – 2.04) 1.29 (0.74 – 2.22) 1.77 (1.43 – 2.18) *** 1.17 (0.91 – 1.49) 

(From Jan2009 Malaysia implemented graphic warnings, covering 40% of the front)
Wave 4 (2009):  salience 
(scale)

1.16(1.08 – 1.25)*** 1.06 (0.97 – 1.15) 1.21 (1.14 – 1.27)*** 1.00 (0.92 – 1.09)

cognitive responses 
(scale)

1.15(1.07 – 1.22)*** 1.03 (0.95 – 1.12) 1.29 (1.25 – 1.36)*** 1.11 (1.03 – 1.20)**

Forgoing 1.40 (1.13 – 1.72)** 1.06 (0.82 – 1.36) 2.75 (2.19 – 3.33)***
1.32 (0.99 – 1.74) 

(p=0.054)
Avoiding 2.26 (1.75 – 2.99)*** 1.87 (1.43 – 2.44)*** 1.89 (1.54 – 2.33)*** 1.07 (0.83 – 1.38)

(In 2010 Thailand increased graphic warning size from 50% to 55% )
Wave 5 (2011):  salience 
(scale)

1.21(1.12 – 1.32)*** 1.11(1.01 – 1.22)* 1.01 (.95 – 1.08) 0.93 (0.86 – 1.02)

cognitive responses 
(scale)

1.25(1.16 – 1.34)*** 1.10 (1.01 – 1.21)* 1.21 (1.14 – 1.29)*** 1.13 (1.04 – 1.22)**

Forgoing 1.68 (1.32 – 2.13)*** 1.29 (0.97 – 1.71) 2.04 (1.64 – 2.59)*** 1.52 (1.16 – 1.99)**
Avoiding 1.42(1.04 – 1.92)* 1.03 (0.75 – 1.45) 1.43 (1.15 – 1.78)** 1.10 (0.86 – 1.42)

^Thi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for those who were current smokers when surveyed in the previous Wave (i.e., 
Wave 1), successfully followed up at the specified Wave (i.e., Wave 2), and with their quit attempt outcome being 
determined. “W2” means “Wave 2 of the survey”. This applies to other waves and numbers. For the full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at each survey wave in each country please refer to Table 1. In some analyses the numbers 
of cases were fewer than the total, due to some “refused” and “missing” cases.

# Simple logistic regression (bivariate analysis); ##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djusting for 
socio-demographics and smoking-related variables. *Significant at p<.05; ** p<.01; *** p<.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