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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 前 言
     2006年1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后，卫生部控

烟履约办公室每年都邀请专家编写年度《中国控制吸烟报告》。

    《2007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的主题是“创建无烟环境，享受健康生活”。该报告发布以后，越来越多

的人知晓：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占全球吸烟者的三分之一；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是5.4亿[1]；

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因吸“二手烟”导致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0万。由于政府的重视

和社会对烟草危害关注度的提高，我国烟草控制工作，有了明显进展，表现在政府增加了对控烟的投入；

创建“无烟奥运”的不懈努力；继香港之后，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继颁布或制定新的公共场所禁烟法

规；大众传媒对烟草危害的知识普及和加强烟草控制的呼声日益强劲；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控

烟议案和提案明显增加；民间倡导控烟的行动正在拓展。无烟环境与健康生活正在成为中国人民自觉的追求。

     无烟草青少年是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同时也是《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的主题，可以简要地

表述为--“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确保无烟青春好年华”。鉴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

鉴于中国烟草制品的产量和销量近几年中仍在快速增长，更鉴于令人忧虑的吸烟人群低龄化趋势，这个主

题对中国尤为重要。让尚未接触烟草的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是控烟的重要目标。

     烟草的成瘾性，已经使我国几亿吸烟者沉溺其中而难于自拔。近年来，肺癌、脑卒中、冠心病等与吸

烟相关疾病的死亡率快速上升，根据卫生部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结果，仅肺癌的死亡率近三十年就上升了

465%。许多吸烟者正当盛年就过早结束了他们本当继续释放华彩的人生旅程。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我们难道还能容忍因烟草肆虐而危及民族的希望与未来？让烟草远离青少年，这是中国政府和整个社会义

不容辞的责任。

    “确保无烟青春好年华”并非无的放矢。我国学者的多项研究指出，到2025年，因烟草所致疾病的死亡

将达到高峰，每年大约有200万人将死于与烟草有关的疾病，到205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300万。到本

世纪中叶，累计死亡总数将达一亿，其中有一半将在35-69岁之间死去，他们正是今天花样年华的儿童与

少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烟草就是拯救生命，加强控烟才能确保青少年的美好年华。

     让青少年远离烟草危害，应从多方面着手，无烟环境的创建、成人示范的效应、健康教育的加强、鲜

明的警示标志、税收和价格手段，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禁止各种性质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手段，更是

国际经验证明为普遍有效的措施。《公约》第13条指出，各缔约方应在公约对其生效后的五年内，采取适

宜立法的、行政的和其他措施，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描述了我国青少年吸烟的状况，分析了诱使青少年吸烟的各种因素，提

供了让青少年远离烟草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措施，也介绍了国外相关的成功经验。希望报告的发布，能够进

一步引起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关注，研究并采用教育的、法律的、行政的、价格的多种有效措施，使

青少年远离烟草的危害--

       为了青少年的未来，为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一）主动吸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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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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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现在吸烟率为11.5%，男女生分别为18.4%和3.6%。其中，初中生为10.9%和2.7%，              

       段，增长幅度有明显差异，在初三到高一升学阶段增幅最大。女生吸烟率基本维持在低水

       平，没有发现随年龄变化的明显趋势[2]。

       与此同时，国际上控烟先进国家的相关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如，美国高中男生现在吸烟率

       从2001年的29.2%下降到2005年的22.9%[4]。

（二）被动吸烟状况

       我国约半数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雾的危害。

        43.9%的青少年在家庭遭受二手烟雾的危害[3]。

        55.8%的青少年在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雾的危害[3]。

     吸烟及被动吸烟提高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疾病的发病率。医学研究表明，青少年正处在

生长发育时期，器官系统都尚未成熟，对外界环境有害因素的抵抗力较成人弱，对毒物危害敏感，

身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容易受到损害[5]。因此，吸烟与被动吸烟对青少年有着更大的危害性，需要

采取综合措施，预防青少年遭受烟草的危害。

     尼古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摆脱。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

成为常吸者的可能性越大，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受烟草的危害也越大，戒烟的可

能性越小。

    我国现有13－18岁青少年1.3亿，据专家估算，青少年现在吸烟者约1500万，

尝试吸烟者不下4000万[2]，遭受二手烟雾危害的人数高达6500万[3]。

青少年尝试吸烟率：曾经尝试过吸烟（即使只吸过一两口）的发生率。

青少年现在吸烟率：在过去30天，吸过完整一支烟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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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青少年开始吸烟呈现低龄化趋势。

       2005年调查显示，在曾经吸过烟的男女生中，13岁前吸完一整支烟的比例分别为66.8%和

      68.2%，与1998年的调查结果相比，13岁前吸完一整支烟的比例增加了15%，说明开始吸烟

      年龄越来越早[2]。

高中生为28.9%和4.9%。男生中，现在吸烟率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升高。但在不同的年龄阶

图片来源：津报网-天津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文明网

图片来源：新华网



（二）影视中大量的吸烟镜头引导青少年模仿吸烟行为

     影视作品特殊的社会作用，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影视作品中的吸

烟镜头，特别是青少年偶像型人物的吸烟形象，对人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行为

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影视剧作中烟草镜头频繁出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3年调查了8部热播的电视剧和10部电影，平均每部电视剧中烟草镜

      头数为165个，烟草镜头的总时间为47.5分钟；10部热播电影中也均有烟草镜头，平均每部电

      影中有26个烟草镜头，持续时间约为6分钟[8]。

       影视中烟草镜头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影响

       调查显示在影视剧作中看见烟草镜头最多的青少年尝试吸烟的可能性提高了3倍[9]。 即便非吸

       烟的青少年，如果其崇拜的偶像吸烟，则他们对吸烟行为认同的可能性提高了16倍[9]。

（一）烟草广告和烟草企业的促销、赞助活动诱导青少年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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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吸烟有极强的诱导作用。

        烟草广告和促销是促使青少年开始吸烟的重要因素

         烟草广告和促销与烟草消费关系密切。

         102个国家烟草广告与烟草消费趋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那些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国家，烟草消费

         呈现出急剧下降趋势[6]。

         以烟草企业或企业集团冠名的间接烟草广告宣传效果非常明显，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对成年人

         影响的三倍[7]。

          花样翻新的烟草广告使青少年高估了其同伴和成人的吸烟率。

          烟草广告将烟草与运动、成功、独立、性感等联系起来使青少年低估了吸烟的危险。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形式繁多

          多种形式的间接烟草广告，甚至出现在学生的校服上。

影响青少年吸烟的重要因素

       打着预防青少年吸烟的旗号，诱导青少年吸烟。

          经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某些烟草公司打着预防青少年吸烟旗号，宣传“吸烟是成年人的选择”，

        暗示吸烟是成熟的标志，诱导青少年吸烟。

       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促销烟草。

        冠名支持公益活动，树立烟草企业正面形象。

        赞助体育赛事、文化教育活动、书籍出版和影视制作。

        在互联网上进行宣传和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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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烟草制品轻易可得为青少年吸烟大开方便之门

     我国目前烟草价格偏低、学校周边的烟草销售摊点众多、对分支销售卷烟没有

明确的禁止，以及“禁止向18岁以下青少年销售卷烟”的法律没有落实和执行，

使青少年可以轻易获得烟草制品。

        烟草价格偏低

        目前我国销量前三位卷烟的价格均为5元/盒以下，使得大部分青少年买烟不存在价格门槛。

        销售单支卷烟

        2007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可以在一半以上的流动商贩和30%的杂货店里买到单支

        卷烟[10]。

        学校和学生家庭周边烟草零售摊点众多

        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每所中小学校周边平均有2个卷烟零售摊位，最多的高达5个；91%

         的学生家庭周边200米内有售烟点，45%的学生家庭附近售烟点高达3个以上[11，12]。

        相关法律未得到有效实施

        调查显示，90%以上的青少年在买烟时从未遭到拒绝[13]。

( 四 )学校和家庭中的有烟环境影响青少年吸烟

    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和家庭度过，接触最多的人是教师、同伴和父母，

因此，他们是否吸烟是影响青少年吸烟行为的重要因素。学校的环境、校风和校

纪对学生吸烟行为也有显著影响。

        同伴吸烟对青少年吸烟行为影响巨大

         青少年吸的第一支烟40%是由同伴提供的，“和伙伴、同学一起吸烟”的占55-65%[3，12]。

        教师吸烟是学生的坏榜样

         教师的行为对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具有示范作用，教师吸烟也对学生的吸烟行为有显著

         影响。现有数据表明，男教师吸烟率高达48.4%[14]。

        

        家长吸烟孩子更容易吸烟

         如果父母都吸烟，子女成为吸烟者的比例比父母都不吸烟的高一倍[11，12]。

         家庭是青少年获得烟草的主要来源，部分家长还主动给孩子卷烟[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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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无烟体育

      由于体育赛事吸引了大批的青少年参与和观看，因此它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影

响超过其他类型的烟草广告和赞助。

        民间组织、学界、政府共同努力，F1赛事抵制烟草广告

        国际汽车联盟组织的“一级方程式汽车大赛”在青少年中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往赛事在

        欧洲举办，主要由烟草商赞助，2004年赛事转至上海。由于担心可能会被烟草广告或烟草品

       牌标志充斥，赛前由多位院士领衔的23名各领域专家共同起草了《致国际汽车联盟的公开信》，                      

“反对烟草广告与赞助，呼唤无烟F1赛事”。公开信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经过多方努力，我国石化企业取代了国外烟草公司，获得了F1世界锦标赛的冠名权。组委会表

        示将严格依法办事，在赛场和媒体发布会上绝不出现违法、违规的烟草广告设置。

       工商部门查处变相烟草广告

      “鹤舞白沙，我心飞翔”是白沙集团的品牌广告语，曾在某些电视台和体育赛事中出现。对

        此，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测中心通过上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鹤舞白沙，

        我心飞翔”等属于烟草广告语，依广告法的规定，责令相关媒体停播[19，21]。

控制吸烟的有效措施[18]

          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

          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

          提供戒烟帮助。

          警示烟草危害。

          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提高烟税。

                                                                                                                               --世界卫生组织

“无烟体育”的含义[20]：

    运动员、教练和体育运动管理者在参与体育运动时不使用烟草；

    体育比赛的参与者和观众不被暴露于二手烟中；

    比赛和赛场无烟草广告、赞助或市场营销活动。

挑战与应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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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政策支持性环境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青少年的健康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烟草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五部法律中对控制烟

草已有如下明确规定：

       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在各类等候场所、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禁止利用广播、电视、电影节目以及报纸、期刊的文章，变相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烟草销售商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于难以判明是否已

       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2006年1月《公约》在我国生效，这是我国签署的第一个国际公共卫生条约。中国政府向国际

        社会郑重承诺，将按照《公约》要求，积极推进中国控烟工作。

     与《公约》的要求相比，以上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尚存在相当差距，需要在今后控烟履约进程

       中逐步完善。

       已有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如：北京市2005年第3季度广告监测结果，仅电视媒体

       就违规播出了351条烟草广告，涉及到6个频道[19]。

图片来源：北京市工商管理局网站 图片来源：北京市工商管理局网站



（三）倡导无烟影视

    近年来影视作品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烟草镜头值得社会关注，倡导无烟影视对青

少年控烟举足轻重。

        国家广电总局对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吸烟镜头做出回应

        2007年7月，一些专家、媒体从业者和控烟相关社团呼吁倡导无烟影视。这一建议得到了媒体

        和公众广泛地响应和支持。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和电影管理局作出积极回应:要求各级审查机

        构对影视中滥用吸烟镜头等现象给予重视，加强审查，严格把关。

（四）开展控烟干预

    控烟宣传教育和干预活动，是减少青少年吸烟的有效措施。2008年3月，卫生

部和全国爱卫办联合印发《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试行）》，要求各地在创建

无烟医疗卫生机构中遵照执行。2008年4月，卫生部、教育部、国家工商总局和

全国爱卫办发布《关于开展第二十一个世界无烟日及相关控烟履约工作的通知》，

要求采取多部门联合行动，积极推进我国青少年控烟工作。

        将“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等内容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中小学校、托幼机构积极开展创建“无烟校园”活动。学校要

       将控烟纳入工作计划，制定控烟规章制度。教学区域内不得设吸烟室、吸烟区。积极

        倡导吸烟的教职员工戒烟。

       各级工商管理部门加强对烟草广告发布的监督检查。依法严厉查处违法发布的烟草广

        告，以及含有未成年人形象、鼓励吸烟内容的违法烟草广告。

       结合中央补助地方烟草控制项目，在全国开展教师及学生的烟草使用状况监测和创建

     “无烟学校”“无烟公共场所”等试点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戒烟大赛，营造远离烟草的社会氛围。

         多方共创无烟奥运

        2008北京奥运会是《公约》生效后举办的第一个奥运会。无烟奥运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政府和奥运主办城市十分重视无烟奥运工作，2004年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将无烟奥运纳

         入“绿色奥运”。继香港特区2007年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后，2007年1月卫生

         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启动无烟奥运项目，推动奥运主办城市无烟环境逐步形成。

          2007年4月北京启动餐饮业控烟行动。

          2007年10月北京出租车全面禁烟。

          2008年5月北京市正式实施《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若干规定》。

          2008年3月上海市启动修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

          天津等4个城市也采取措施，确保实现无烟奥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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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最有效地控制烟草的危害，人类正在实践。《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部国

际法就是世界控烟经验的最新总结。

     我国吸烟人数居世界第一，烟草的供应量和消费量也居世界第一。只有使吸烟

人数递减，烟草消费才能逐步降低。减少吸烟人数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使已经吸烟

的人戒除烟草；二是使青少年远离烟草，后者更为重要。

     为了制止烟草毒害青少年，社会各界应当行动起来，广泛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

广告、促销和赞助，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为青少年营造无烟环境。

     这是全社会的责任。因为青少年的未来，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我们大

家共同的未来！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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