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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中学生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
现况调查
肖琳

杨净淇

Zhao Luhua 姜垣

【摘要】 目的

陈心悦

了解中国初中在校学生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的现状。方法

采用多阶段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初中在校学生中选取调查样本（n＝
155 117）。采用学生自填问卷方式收集数据，内容主要包括烟草使用、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获得
与价格、控烟宣传、烟草广告和促销、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等。对数据加权后，采用 SAS 9.3 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在过去的 30 d 内，48.5%的初中生见过烟草广告或促销。其中通过电视的

比例最高（21.3%），其次为户外广告牌（20.1%）、烟草零售点（17.5%）和互联网（15.6%）。此外，
4.6%的学生报告自己有印着烟草产品品牌的物品；2.0%的学生得到过烟草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
免费烟草产品；25.2%的吸烟学生最近一次购买卷烟是按“支”购买的；69.7%的学生报告在电视/录
像/电影中看到吸烟镜头。从未使用过烟草产品的学生中，暴露于烟草广告和促销者认为吸烟更
有吸引力、好朋友给烟可能会或肯定会吸、未来 12 个月可能会或肯定会吸烟、吸烟令人感到更舒
服、自己可能会喜欢吸烟的比例均高于非暴露组（P＜0.000 1）。结论

中国初中学生暴露于烟草

广告和促销的现状相当严重，暴露使学生更容易对烟草使用持正向态度。现有法律法规已不能充
分有效保护青少年，建议尽快修订《广告法》，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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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 Among those students who had never been exposed to tobacco，the ones who had been
exposed to tobacco advertisement and promotion program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feel
smoking attractive than those who had not. They also reported that if a cigarette was offered by
friends，they might try to smoke within the next 12 months，feeling that smoking would make him/
her comfortable，and finally to feel that they might enjoy smoking （P＜0.000 1）. Conclusion
Adolescents had been heavily exposed to tobacco advertisement and promotion programs in China.
Students who had been exposed to tobacco advertisement or promotions were more likely to express
positive attitude to tobacco use. It is urgent to make amendments to China’s Advertising Law to
completely prohibit tobacco advertisement，promotion and sponsorship programs，to keep the young
people away from tobacco.
【Key words】 Tobacco advertisement；Tobacco promotion；Youth

烟草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 69

加部分问题。内容包括烟草使用、烟草依赖及戒烟、

种可致癌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对有毒

“二手烟”暴露、烟草制品获得与价格、控烟宣传、烟

有害物质较为敏感，吸烟严重危害其呼吸和心血管

草广告和促销、对烟草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学校无烟

系统，并加速成年后慢性疾病的发生，且开始吸烟越

政策等。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定义：过去 30 d 内在

早，对健康危害越大。由于尼古丁具有强致瘾性，约

任何一种场所（如电视、报纸杂志、烟草零售点、户外

80%的青少年吸烟者步入成年后会继续吸烟，并难

广告牌、互联网、体育赛事、展会、音乐会或社区活

以戒断 。大量证据表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可

动）注意到烟草广告或促销，在互联网上看到过能促

显著促进烟草消费

，而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

使人吸烟或者让吸烟看起来有趣/很酷的视频，以及

和赞助可以降低 7%的烟草消费，部分国家甚至达到

被烟草公司工作人员提供过免费的烟草样品。为了

16% 。相对于成年人，青少年更容易注意到身边的

解烟草广告和促销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至青少年

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也更易受到影响 。烟草广

人群的效力，本研究计算了单个渠道烟草广告的暴

告和促销活动与青少年尝试吸烟之间存在因果联

露率，即在所有学生中，通过某种渠道见到烟草广告

系，34.3%的青少年尝试吸烟可归因于烟草广告和促

或促销的学生所占的比例。

［1］

［2］

［3-5］

［6］

［7］

销活动 。接触烟草广告和促销越多，开始吸烟的

3. 统计学分析：使用 SAS 9.3 软件整理数据和

。为此本研究利用 2013 年全国青少

样本加权。样本权重的计算分为①按照监测点、学

［8］

可能性越大

［9-10］

年烟草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初中学生暴露于烟草广告

校及班级抽样权重计算每名调查对象的基本权重；

和促销的情况。

②针对各抽样阶段的未应答计算权重调整系数；③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为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初中在校学生。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首先将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城乡分层，采用
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PPS）随机抽取

在省级水平按照城乡、年级以及性别分布，进行事
后分层校正调整。每名调查对象的最终权重按照
基本权重、各阶段未应答调整和分层后校正调整相
乘得到。
结

果

336 个监测县（市、区）；然后在每个县（市、区）内，采

1. 基 本 情 况 ：应 调 查 157 701 人 ，实 际 调 查

用 PPS 抽取 3 所初中学校，再从各年级随机抽取 1 个

155 117 人，应答率为 98.0%。其中男生 80 357 人，女

班级，调查当日所有在校学生。由于部分省份的学

生 74 760 人；城市 70 461 人，农村 84 656 人；初一至

校或班级规模太小，不足以获得省级代表性样本，

初三年级分别为 52 729、52 084 和 50 304 人。经加

对此进行补充抽取。最终在全国总共抽取 1 020 所

权 调 整 后 ，男 生 为 24 968 958 人（52.9%），女 生 为

学校 3 058 个班级。本文研究方案通过中国疾病预

22 223 447 人（47.1%）；城市 13 174 782 人（27.9%），

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

农村 34 017 623 人（72.1%）；初一至初三年级分别为

2.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10－12 月。调
查由项目组工作人员组织，班级老师现场回避，学生

15 611 872 人（33.1%）、15 713 025 人（33.3%）和
15 867 508 人（33.6%）。

独立自填完成问卷。调查中项目工作人员发现漏项

2. 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率：48.5%的学生报告有

时询问调查对象后补充完整。本次调查使用全球青

过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其中男生为 52.1%，女生

少年烟草调查的核心问卷，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增

为 44.4%，男生高于女生（P＜0.000 1）；不同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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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比例不同（P＜0.000 1），进

OR＝1.456，95%CI：1.357～1.561）；暴露组报告好朋

一步比较发现，初二和初三年级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友给烟可能会或肯定会吸的比例高于非暴露组

意义（P＞0.05），但均高于初一年级（P＜0.05）；城市

（OR＝2.078，95%CI：1.946～2.219）；暴露组认为自

学生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的比例为 48.8%，农村学

己未来 12 个月可能会或肯定会吸烟的比例高于非

生为 48.3%，两者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

暴露组（OR＝2.115，95%CI：1.960～2.282）。两组学

调查发现，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与吸烟行为之间有

生对在社交聚会场合吸烟是否令人感到更舒服的看

一定的关联（P＜0.000 1），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以

法也不相同（P＜0.000 1），暴露组认为吸烟令人感

现在吸烟者的比例最高（71.1%），曾经尝试

表 1 不同特征初中学生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情况

吸 烟 者 次 之（58.8%），从 未 吸 烟 者 最 低

暴露人数

特 征

（44.6%），见表 1。不同省份初中生烟草广

样本

暴露率

加权

%

χ2 值

95%CI

告 和 促 销 暴 露 的 比 例 不 同（P＜0.05），西

性别

藏、海南和云南较高（分别为 58.1%、57.8%

男

41 667 12 933 623 52.1 51.2～52.9

女

33 796

9 838 482 44.4 43.5～45.3

初一

23 310

6 750 943 43.5 42.5～44.4

3. 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的渠道及形

初二

26 460

7 920 889 50.6 49.5～51.7

式：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的比例以电视最

初三

25 693

8 100 272 51.2 50.3～52.1

城市

34 413

6 396 791 48.8 47.8～49.8

烟草零售点（17.5%），互联网和报纸、杂志

农村

41 050 16 375 313 48.3 47.3～49.4

也较高（分别为 15.6%和 13.6%），而通过体

吸烟状况

育赛事、展会、音乐会或社区活动相对较低

现在吸

6 306

2 087 146 71.1 69.8～72.3

曾尝试吸但现在不吸

9 413

3 040 965 58.8 57.7～59.9

和 57.8%），天津、山西和吉林较低（分别为
40.7%，
41.8%和 41.9%），
见图 1。

高（21.3%），其次是户外广告牌（20.1%）和

（7.0%）。在接触过某种暴露渠道的学生

P值

905.2 ＜0.000 1

766.3 ＜0.000 1

年级

2.5

居住地

0.5

3 432.8 ＜0.000 1

55 727 16 330 814 44.6 43.7～45.4

从未吸

中 ，以 在 烟 草 零 售 点 暴 露 的 比 例 最 高

表 2 初中学生暴露于不同烟草广告促销渠道
和形式的比例(%，
95%CI)

（41.3%），其次是户外广告牌（28.8%）。此
外，有 69.7%的学生报告过去 30 d 在电视/
到过烟草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的免费烟草产

电视

暴露者在所有
初中学生中的
比例
21.3(20.8～21.8)

品；4.6%的学生报告自己拥有印着烟草品

户外广告牌

20.1(19.6～20.5)

28.8(28.3～29.4)

牌标志的物品；25.2%的吸烟学生最近一次

烟草零售点

17.5(17.0～18.0)

41.3(40.4～42.1)

互联网

15.6(15.0～16.1)

24.7(24.1～25.2)

网络视频

11.1(10.7～11.5)

17.0(16.5～17.6)

报纸、杂志

13.6(13.2～13.9)

25.9(25.2～26.5)

体育赛事、展会、音乐会或社区活动

7.0(6.8～7.3)

15.8(15.3～16.3)

在电视/录像/电影中看到吸烟镜头

69.7(68.8～70.5)

81.1(80.5～81.7)

按“支”
购买卷烟(吸烟者)

25.2(22.2～28.2)

-

得到烟草公司提供的免费烟草产品

2.0(1.9～2.1)

-

拥有印着烟草品牌标志的物品

4.6(4.4～4.9)

-

暴露渠道/形式

录像/电影中看到吸烟镜头；2.0%的学生得

购买卷烟时是按“支”购买（表 2）。
4. 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与烟草使用态
度的关系：将未使用过烟草的学生按有无
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分为暴露组和非暴露
组并比较，暴露组认为吸烟更有吸引力的
比例明显较高（更有吸引力/减少吸引力：

图1

我国 31 个省份初中学生注意到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比例

暴露者在接触过烟草
广告和促销渠道初中
学生中的比例
24.7(24.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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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舒服和没有差别的比例均高于非暴露组（舒服/

等进行烟草广告和促销已被绝大多国家禁止［13］，烟

不舒服：OR＝1.639，95%CI：1.494～1.797；没有差别/

草销售终端成为烟草企业开展烟草营销的重要场

不舒服：OR＝1.162，95%CI：1.100～1.228）；暴露组

所。众多研究显示，烟草零售点的烟草广告和促销

认为自己可能会喜欢吸烟的比例也显著高于非暴露

活动可以有效增强青少年对吸烟的接受程度，并增

组（OR＝1.780，95%CI：1.610～1.969）。见表 3。

加其开始吸烟的可能［14-16］，为此巴西等 67 个国家和

讨

地区禁止零售点的烟草广告，54 个国家甚至禁止在

论

零售点陈列烟草制品［13，17］。我国有烟草零售点 500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48.5%的初中学生在过去

多万个［18］，密集分布于学校周边，零售点开展了大量

30 d 内见过烟草广告或促销活动，提示目前我国青

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19-20］。本次调查显示，烟草

少年暴露于烟草广告和促销相当严重。其中以通过

零售点已成为学生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最多的

电视烟草广告的比例最高（21.3%）；而接触过某种烟

场所。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禁止烟草零售点进行烟草

草广告和促销渠道的学生中，在烟草零售点看到烟

广告和促销活动。

草广告和促销的比例最高（41.3%）。提示目前电视

免费发放烟草制品作为一种常见的促销手段已

仍是我国青少年最常接触烟草广告的渠道，烟草零

被 102 个国家和地区所禁止［13］，按“支”销售、打折促

售点的烟草广告和促销现状较为严重。

销等营销方式也被广泛禁止［17］，但我国却缺乏相关

与全球其他开展青少年烟草调查的国家比较［11］，

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本次调查发现 2.0%的

我国烟草广告和促销呈现出暴露渠道多，但单一渠

初中学生得到过烟草公司提供的免费烟草制品，

道暴露比例相对较低的特点。提示我国相关法律对

25.2%的吸烟学生报告最近一次购买卷烟时是按

烟草广告的禁止范围落后于其他国家。如不能做到

“支”购买。

全面禁止，可能导致烟草营销资源集中在那些尚未

大量研究表明，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特别是

被禁止的渠道，从而使得某种渠道的暴露率升高。

青少年偶像人物的吸烟形象，会引导青少年模仿吸

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

烟行为［21-22］。为此，2009 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广电

和赞助才能显著减少烟草制品的使用，而部分禁止

总局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

效果甚微［12］。因此，建议我国相关部门尽快按照《公

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与烟草相关的情节和镜头，

约》第 13 条及其实施准则的要求修订《广告法》，全

电影和电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品牌标识和相关内

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切实保护青少年免受

容及变相的烟草广告。然而，本次调查显示，过去

其诱惑。

30 d 内看过电视/录像/电影的学生中，81.1%看到了

目前通过传统媒介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表3

吸烟镜头。提示影视作品中的吸烟镜头仍十分常

从未使用过烟草的学生中暴露与未暴露于烟草广告和促销者对烟草使用态度的比例（%，95%CI）

态 度

暴露组

非暴露组

χ2 值

OR 值(95%CI)

387.4

吸烟有吸引力
更有吸引力

12.4(11.9～13.0)

9.0(8.4～9.6)

1.456(1.357～1.561)

无差别

23.2(22.6～23.8)

23.2(22.6～23.9)

1.054(1.014～1.095)

减少吸引力

64.4(63.6～65.1)

67.8(66.9～68.6)

肯定不会吸
可能或肯定会吸

可能或肯定会

＜0.000 1

90.8(90.3～91.2)

95.3(95.1～95.6)

-

9.2(8.8～9.7)

4.7(4.4～4.9)

2.078(1.946～2.219)

90.9(90.4～91.3)

95.5(95.2～95.8)

9.1(8.7～9.6)

4.5(4.2～4.8)

未来 12 个月吸烟
肯定不会

996.3

好朋友给烟

1 027.4

＜0.000 1
2.115(1.960～2.282)

328.7

社交场合吸烟让人舒服

＜0.000 1

更舒服

5.1(4.8～5.4)

3.2(3.0～3.5)

1.639(1.494～1.797)

无差别

9.8(9.4～10.3)

8.8(8.3～9.2)

1.162(1.100～1.228)

85.0(84.5～85.6)

88.0(87.5～88.5)

更不舒服

245.0

可能喜欢吸烟

P值
＜0.000 1

＜0.000 1

同意

3.3(3.1～3.5)

1.9(1.7～2.1)

1.780(1.610～1.969)

反对

96.7(96.5～96.9)

98.1(97.9～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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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相关的法规尚有待认真落实。
在从未使用过烟草的学生中，暴露于烟草广告
和促销者认为吸烟更有吸引力（OR＝1.456）、好朋友

［10］Lovato C，Watts A，Stead LF. Impact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on increasing adolescent smoking behaviours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11（10）：
CD003439.
［11］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lobal youth tobacco

给烟可能会或肯定会吸（OR＝2.078）、未来 12 个月

survey

可能会或肯定会吸烟（OR＝2.115）、吸烟让人感到更

Tobacco Surveillance System Data （US）. （2010-01-21）

舒服（OR＝1.639）以及自己可能会喜欢吸烟（OR＝

country

reports ［DB/OL］. Atlanta， GA： Global

［2014-10 -15］. http：
//nccd.cdc.gov/GTSSData/default/Indicator
Results.aspx？.

1.780）的比例均高于未暴露者（P＜0.000 1），并与国

［12］Saffer H，Chaloupka F. The effect of tobacco advertising bans on

外研究结果类似［7，23］，提示烟草广告和促销促使学生

tobacco consumption［J］. J Health Econ，2000，19（6）：1117-

形成烟草使用的正向态度。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如调查采用学生自填问卷
方式，学生对烟草广告和促销的理解可能对调查结
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到过烟草零
售点的学生中只有 41.3%看到烟草广告或促销（按
照《公约》实施准则的要求，零售点陈列烟草产品也
是烟草广告的一种形式），提示学生对烟草广告和促
销的理解可能不够全面，导致本次调查的烟草广告
和促销暴露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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