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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六城市烟草广告及促销手段
相关因素分析
杨焱吴曦李强

【摘要】

焦淑芳李恂

李新建朱国平杜琳赵建华姜垣冯国泽

目的了解中国城市烟草广告、促销现状以及相关因素。方法在北京、上海、沈阳、长

沙、广州和银川６个城市，采用累计概率比例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４８１５名１８岁以上的吸烟者
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烟草广告覆盖吸烟人群最广的２种途径分别为广告牌（３５．６％）、电视
（３４．４％）。商家最爱使用的促销手段是赠送礼品（２３．１％），其次为赠送香烟（１３．９％）。长沙市的吸烟
者通过广告牌（ｘ２－－－－５６２．４７４，Ｐ＜Ｏ．００１）以及电视（ｆ－－－－２６５．５７０，Ｐ＜Ｏ．００１）途径获取烟草广告的比例较
高。长沙市吸烟者中可看到烟草相关新闻的比例较高（ｘ２＝５８．３１４，Ｐ＜Ｏ．００１）。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
析结果显示，生活所在城市及学历情况与“使想吸烟事物”的关注度有关。结论中国城市烟草制品
广告及促销活动较为普遍，各地控烟法律法规执行效果不一，尽快完善并统一相荚立法势在必行。
【关键词】烟草；广告；促销；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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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广告和促销是烟草公司开拓市场，尤其

是青少年市场的主要手段，该行为不仅增加了烟
草的消费，且还是促使青少年开始吸烟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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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ｒｅｈ（群７９５５１）

因之一【ｌ。】。因此禁止烟草广告能有效地控制烟草
的流行，阻止青少年接近烟草并形成不吸烟的良好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社会风气。禁止或限制烟草广告是ＷＨＯ制定《烟

预防控制中心（杨焱、吴曦、姜垣、冯国泽）；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的主要目的之一。我国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Ｗａｔｅｒｌｏｏ。Ｏｎｔａｒｉｏ，Ｃａｎａｄａ（李

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签署了《公约》，并使之于２００６

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焦淑芳）；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１月９日正式生效，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履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慢病科（李恂）；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新建）；湖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朱国平）；广州市疾病预防控

约工作。本研究旨在分析调查城市的烟草广告及促

制中心（杜琳）；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

销现状，以及媒体控烟活动现状，为今后制定适合我

病控制与监测科（赵建华）

国国情的烟草广告及促销控制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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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我国６城市吸烟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选取北京、上海、沈阳、长沙、广州
和银川６个城市作为监测点。１８岁以上人群作为调
查对象，每个城市各调查８００名吸烟者。
２．调查方法：每个城市采取累计概率比例抽样
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ＰＳ）抽取１０
个街道，在每个抽中的街道使用同样抽样方法抽取

２个居委会，在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使用简单随机
抽样方法抽取３００个家庭。在３００个家庭中，对其中
４０户包括１８岁以上吸烟者的家庭进行吸烟者调查。
３．调查内容：此次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
法收集被调查人群的相关信息。调查内容包括：①
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等）；②烟草广告暴
露情况，主要收集调查对象过去６个月对烟草相关
事物的关注度情况，以及获取烟草广告的途径等；③
烟草品牌赞助活动暴露情况；④媒体烟草相关宣传
活动情况，主要包括调查对象在媒体中获取烟草公
司相关新闻的频率以及在电影、电视以及杂志等媒
体上看见吸烟镜头或图片的频率；⑤烟草制品促销
暴露情况，主要收集调查对象过去６个月中，对“商
家赠送香烟”、“特价促销”、“赠送礼品或提供特另０折
扣”、“服装或其他物品上印卷烟商标或标识”以及
“将卷烟或卷烟有关物品作为奖品的竞赛”等５个促
销手段的暴露情况。
４．指标界定：“使人想吸烟的事物”指烟草广告、

表２

我国６城市调查对象中“使人想吸烟的事物”的
关注度情况

吸烟图片、电影电视画面中的吸烟镜头等。
５．统计学分析：所有收回的调查问卷交由专业
录入公司利用专业录入软件进行双录入，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结

果

１．调查人群一般情况：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
问卷４８１５份（表１）。其中男、女性分别为９４．９％和
５．１％；年龄分布１８～２４岁占１．４％、２５～３９岁
１７．６％、４０～５４岁４９．４％、＞１５５岁３１．６％。

２．对烟草相关事物的关注度情况：４０．１％的吸
烟者表示在过去６５＇－月中见到过“使人想吸烟的事
物”，其中广州市调查人群要高于其余５个城市（Ｚ＝
ｌ

１２．８０２，Ｐ＜Ｏ．００１），性别以及年龄间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２）。
３．烟草广告现状：６城市吸烟者的调查数据显

联网”上见过烟草广告的人最少。其中长沙市的吸

示，烟草广告覆盖吸烟人群最广的３种途径分别为

烟者通过“广告牌”（Ｘ２＝５６２．４７４，Ｐ＜Ｏ．００１）以及“电

“广告牌”、“电视”以及“商场橱窗或商场内”，在“互

视”（Ｚ２＝２６５．５７０，Ｐ＜Ｏ．００１）途径获取烟草广告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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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要高于其余５个城市；沈阳市的吸烟者通过“商场

银川市吸烟者看到吸烟镜头（图片）的比例要高于沈

橱窗或商场内”获取烟草广告的比例在所调查的６

阳、上海及广州３个城市（Ｘ２＝３３．２６７，Ｐ＜Ｏ．００１）。见

个城市中最高（￡＝１６２．４００，Ｐ＜Ｏ．００１）；见表３。

表４。

４．烟草品牌赞助活动现状：此次调查显示，长沙

６．烟草制品促销活动现状：在此次调查所列出

市吸烟者看到或听说过赞助体育活动（Ｚ＝１３８．９２７，

的５种烟草制品促销活动中，看到或听说过“赠送礼

Ｐ＜Ｏ．００１）和赞助音乐美术活动（Ｘ２＝１８６．９３２，Ｐ＜

品或提供其他商品的特别折扣”的吸烟者最多。其

０．００１）的比例要高于其余５个城市（表４）。

次是“商家赠送香烟”、“特价促销”、“在服装或其他

５．媒体烟草相关宣传活动现状：此次调查还询

物品上印有香烟商标或标识”以及“将烟草或其有关

问了吸烟者是否看到或听到过关于烟草公司的新

物品作为奖品的竞赛”（ｆ－－－－４９８．８１３，Ｐ＜Ｏ．００１）。这

闻，是否在电影电视节目、杂志等媒体上看到过吸烟

表明在这５个促销手段中，商家最爱使用的促销手

的镜头（图片）。其中；长沙市吸烟者看到相关新闻

段是赠送礼品，其次为赠送香烟，采用竞赛的手段用

的比例要高于另外５个城市（ｆ＝５８．３１４，Ｐ＜Ｏ．００１）；

得最少（表５）。

表３我国６城市吸烟调查对象中广告获取途径情况

表４我国６城市吸烟调查对象中烟草赞助活动及媒体烟草相关宣传活动暴露情况

·３１６·

…一

生堡亟堡壅堂鲞查兰塑！笙兰旦笙！！鲞箜兰塑壁垫！墅！堂鲤壁！！垒鲤！兰！！！！塑！：！Ｑ：塑！：兰

表５我国６城市烟草制品促销活动情况

一
”
ｕｎ

城市

．
９

香煳特价促销

赠送香烟

调查人数比例（％）

调查人数

赠送礼品或其他折扣

物品上印有香烟商标

比例（％）

调查人数

比例（％）

调查人数

比例（％）

一

烟草制品作为竞赛奖品
调查人数

比例（％）’

北京

７８７

９．０

７８８

１１．０

７７８

２５．３

７６８

１１．６

７７０

４．９

沈阳

７７１

１５．２

７６６

１４．６

７７３

１６．０

７６１

８．９

７５９

１０．９

上海

７８４

７．８

７８０

９．２

７８８

２９．７

７６０

９．５

７７４

５．６

长沙

７７９

１４．０

７７５

１１．９

７８０

儿．８

７７０

１２．９

７７３

１２．７

广州

７８２

１０．０

７７０

１１．０

７７９

３５．２

７７５

１３．３

７６５

４．３

银川

７９１

２７．６

７７９

１７．１

７８６

２０．７

７６１

１０．５

７７７

１１．１

７．“使人想吸烟的事物”关注度的相关因素分
析：对调查人群所在城市及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表６我国６城市吸烟调杳对象中“使人想吸烟的事物”
关注度相关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学历、收入６４＂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调查人群所生活的城市及学历情况与“使
人想吸烟事物”的关注度有关（表６）。
讨

论

国外研究表明ｎ刮，烟草广告及促销是促使青少
年开始吸烟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及
促销可以有效地阻止青少年接近烟草、减少吸烟者
从各种渠道获取的烟草广告及促销信息，从而降低
烟草消费并形成不吸烟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在
我国禁止烟草广告及促销将降低烟草所带来的健康
损害，并且对我国的控烟工作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
Ｓａｆｆｅｒ和Ｃｈａｌｏｕｐｋａ Ｌ列的研究显示广泛、全面的

烟草广告禁令能减少烟草的消费，而单一、局限的烟
草广告禁令的作用却不明显。这一结果在我国也有
所体现。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多项相关
法律法规对烟草广告发布媒介做出严格的限制№］，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中却未明令禁止因特网和户外的
烟草广告，对烟草企业的促销和赞助活动也未予限
制【７】，因此其对烟草广告及促销限制的范围和程度
有限。此次调查发现北京等６个城市普遍存在烟草
制品促销以及烟草企业的赞助活动，以及在广播、电

注：４Ｐ＜Ｏ．００１；中＜Ｏ．０５；‘对照组

视、报纸（期刊）、交通站点、电影院这５个限制烟草

律法规的执行效果不佳。因此按照《公约》第１３条

发布的媒介中仍有烟草广告存在，表明我国相关法

的要求…，尽快完善我国对烟草广告及促销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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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真正做到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我国现有３．５亿烟民，如果不控烟，在未来

助活动，这对我国履约以及今后的烟草控制工作将

３０～５０年内由烟草带来的健康问题会更加严重，医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疗费用的增加和劳动力的损失也不容低估ｎ引。因

此次调查中，有２６．８％的调查者表示听到过有
关烟草公司的新闻，８０．５％看到过影视剧中穿插的

此我国控烟形势依旧严峻，禁止烟草广告的工作亟
待加强。

吸烟镜头，这些均反映了我国目前在媒体控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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