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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控烟工作的济南市疾控
中心慢病所所长张军介绍，这些
年，我省吸烟出现了年轻化趋势。

2012年，我省就小学生烟草
暴露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我省小学生尝试吸烟率为6 . 0%，
初次吸烟的平均年龄为7 . 8±2 . 1

岁，7-8岁是尝试吸烟的高峰期，
小学生的现在吸烟率为1 . 2%，而
被动吸烟率更是高达50 . 5%。

记者在不少学校周边都发现
有烟草销售摊点，有的甚至向学
生开放。更有不少在校门口等待
接送孩子的家长，无所顾忌地抽
烟，给孩子造成了不良影响。

“吸烟年轻化是最可怕的，
因为要让那些吸烟者完全戒烟
并不是那么容易，要做到真正控
烟，减少年轻吸烟者是关键。”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呼吸科主任医
师、戒烟门诊刘世青说，开始吸
烟的年龄越早，成为常吸者的可
能性越大。除了能达到控烟的目
的，延迟青少年开始吸烟的时
间，还可以大大降低人群吸烟率
及因此导致的各种疾病的罹患
率和死亡率。

除了学生，医生、教师、公务
员等特殊群体吸烟，也容易产生
更为不好的影响。为此，我省开
展了重点人群吸烟相关行为监
测，医生、公务员、教师是监测重
点。2008年，我省曾针对医生、教
师、公务员三类重点人群开展过
烟草流行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医
生、教师、公务员的吸烟率分别
为18．1％、12．2％、36．3％。

本报记者 李钢

我国控烟规划时间表仅剩一年，全国控烟办原主任杨功焕：

““前前两两年年没没进进展展，，立立法法是是零零突突破破””

“这次的送审稿基本是以
2003年我们签署的世界卫生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框
架，大部分内容都是参照公约
制定。”杨功焕说，《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2006年1月9日在我国
生效，将近九年了，我们还没有
公共场所控烟方面的专门法
律、行政法规。

2012年，官方出台的《中国

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
提出要制定全国性的禁烟法
规，并使青少年吸烟率从2010
年的11 . 5%逐步下降到8 . 5%
以下，成年人吸烟率由28 . 1%
降至25%以下，“前两年毫无进
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赞助和
促销以及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
立法等方面都没有看到大的突
破，如今时间表只剩下了一年

时间。”杨功焕说。
这次的送审稿在她看来，

是国家对禁烟下了很大决心，
“可能在后续真正开始施行和
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但
我觉得有法比没法强，这可以
说是全国控烟零的突破。”杨功
焕说，全国性的法规能有效扩
大控烟覆盖面，起到更好的控
烟作用。

送审稿对室内公共场所一
律禁烟，同时倡导家庭无烟。

室内不让吸烟，那还能在
哪儿吸？对此，送审稿规定了可
设立吸烟点的公共场所室外区
域，包括：除妇幼保健机构、儿
童医院、妇产医院以外的其他
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室外区

域；除儿童福利机构以外的其
他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外区域；
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公
园、游乐园的室外区域；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设置吸烟
点的室外场所。

吸烟点以外的区域禁止吸
烟，没有设立吸烟点的公共场
所室外区域也属于全面禁烟

的场所。至于如何设置吸烟
点以及谁来设置，送审稿尚
未明确。“设置吸烟点应该是
室外区域的相关负责机构，
但 要 符 合 条 款 所 规 定 的 条
件。”杨功焕说，送审稿通过
后，肯定还会有实施细则，对
各个控烟区域的负责人也会
进行相关的培训。

送审稿中，对控烟的执法
采取的是多部门联合管理模
式，即卫生计生、教育、公安、民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工商、
质检、安监、食品药品监管、旅
游、宗教、文物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监督管
理。

管理的部门多了，会不会
出现谁都不管的情况？杨功焕
说，从国内已有的经验看，出现
过已经出台地方法规的城市控
烟并不严格的情况，没有开出
罚单的情况也有。“但现在已经

有很大的改善，比如深圳，今年
3月开始施行新的控烟条例，近
九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开出了
不少罚单。”

“其中市民和媒体的监督
起到了作用。”杨功焕说，控烟
执法要到位，少不了社会、媒体
及个人监督下的透明执法。

为什么突然控烟？

加入世卫控烟公约近九年，仍无控烟法规

哪些公共区域还能吸烟？

将设置吸烟点，并有实施细则

控烟法规如何执行到位？

多部门联合执法，社会监督不可缺

吸烟年轻化

我省6%小学生吸过烟

吸烟情况1

2014中国青少年烟草使用

初中学生吸烟率为6 . 4%

男生10 . 6%

女生1 . 8%

7 . 2%农村

4 . 4%城市

初三

初二

初一

8 . 6%

6 . 7%

3 . 9%

吸卷烟率为5 . 9%

1 . 0%的学生

使用无烟烟草制品

45 . 0%的学生

听说过电子烟

烟草依赖与戒烟2
30 . 0%对烟草有依赖性

男生30 . 8%

女生24 . 6%

初三 初二 初一33.1% 27 . 7% 26.9%

现在吸烟者中，想戒烟的比例为72 . 1%，尝试过戒烟
的比例为71 . 8%，但仅有11 . 4%接受过戒烟帮助。另外，
78 . 6%的现在吸烟者认为自己如果想戒烟就可以戒掉。

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3
31 . 6%的学生肯定地认为戒烟很

难，吸烟者中该比例更低，仅为18 . 5%。
从未使用过烟草制品的学生中，

6 . 6%学生报告自己未来12个月肯定会

或可能会使用某种烟草制品。

13 . 0%的学生认为吸烟使年轻人看

起来更有吸引力。

24 . 4%的现在吸烟者认为在庆祝、

聚会或其他社交场合，吸烟会让人感觉
更舒服。

数据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报济南11月25日讯 (记
者 孟敏 ) 首部公共场所控
烟条例征求意见，这纸禁烟令对
烟草行业来说，有多大影响？作
为利税大户，禁烟是否会影响烟
草行业税收，进而扰动经济?

据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
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全球
约1/3的烟草产于中国，中国生
产并消费了全球1/3的卷烟。烟
草行业一直是中国纳税大户。

统计显示，烟草行业2013
年实现利税9559 . 86亿元，同比
增加910 .47亿元，上缴财政总额
8161 .22亿元，新增近1000亿元，
增长13 . 9％，占全国财政收入
6%。今年1-5月，烟草制品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4013.5亿元，同比增长6.3%。
从山东省2013年税收情况

以及纳税百强榜看，2013年山
东税收收入共7859亿元（含青
岛），仅烟草行业就贡献了500
亿，约占16%。纳税企业前三强
分别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山东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
草总公司山东省公司。

25日，我省烟草行业一内
部人士说，全省烟草行业包括
工业和商业两种，都产生了份
额较大的利税。2014年我省烟
草行业利税将达到550亿左右，
年度增幅约10%。而我国税收
五百强中，78家是烟厂。

禁烟令一出，是否会削减

烟草销量？该人士分析，烟草行
业是垄断行业，不直接进行市
场竞争，客户相对成熟和稳定，
宣传活动、赞助广告都很少，投
入的资金和人力也比较少，尤
其山东烟草行业更是低调，禁
烟令出台之后，对宣传影响不
大，销量虽有所变化，但也不是
受广告宣传影响，而是受吸烟
人数和次数减少的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
大，禁烟令是否会影响到经济？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现在我国
的烟草消费人群呈现年轻化趋
势，对烟草品质的要求也日益提
高。”尽管禁烟令会影响销量，但
会刺激烟草行业提高质量，减
少烟草中有害物质的含量。

烟民多达3 . 5亿，禁烟口号也喊了多年，首个全国禁烟行政法规出台有何背景？将来哪
些地方还能吸烟？25日，记者采访了曾担任全国控烟办公室主任，现为协和医科大学教授
的杨功焕，对《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进行解读。

本报记者 王皇

全全国国税税收收五五百百强强7788家家是是烟烟厂厂
烟草经济

2013年8月16日，德州市汽车东站候车厅惊现两张烟草广告，工商部门称其违法。（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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