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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15 岁人群在过去 30 d 内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情况，分析 2010 与

2018 年烟草广告和促销的宣传渠道、宣传形式等状况，为进一步推动控烟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2010 与 2018 年 均 采 用 多 阶 段 分 层 整 群 随 机 抽 样 ，分 别 抽 取 ≥15 岁 具 有 全 国 代 表 性 的 常 住 居 民
13 354 人和 19 376 人。使用 SAS 9.4 软件对数据进行清洗、加权、分析，采用 Rao-Scott χ2 检验进行数据

单因素组间比较。结果

2010 与 2018 年分别有 19.61% 和 18.14% 的调查对象看到了烟草广告和促

销，两年相比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情况无明显变化。烟草广告方面，去过销售卷烟商店的人群在销
售卷烟商店看到烟草广告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29.28% 上升为 2018 年的 43.28%；看过电视的人群在电

视上看到烟草广告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50.93% 下降为 2018 年的 28.58%；去过电影院的人群在电影院

看到烟草广告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2.17% 上升为 2018 年的 9.89%；使用过互联网的人群在互联网看到

烟草广告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19.20% 上升为 2018 年的 42.30%。烟草促销方面，2010 与 2018 年，人群

过去 30 d 内在各类场所看到烟草促销活动、卷烟价格折扣、卷烟优惠券、免费礼品或其他优惠的比例

均有上升，分别为 4.99% vs. 9.30%、0.78% vs. 4.09%、0.04% vs. 0.33% 和 0.98% vs. 3.33%，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1）。结论

我国烟草广告和促销等情况仍广泛存在，2010 与 2018 年无明显改变。随着

媒体平台不断的变化发展，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渠道也有所转变，特别是互联网、烟草零售点的烟草广
告等应加强重视。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并着力加强监管工作。
【关键词】 烟草； 广告； 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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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osure to tobacco advertisements and
promotions among Chinese adults aged 15 and above, identify the publicity channels and forms of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in 2010 and 2018, and implicate further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in China. 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ized cluster sampling design was
used in 2010 and 2018 China Adult Tobacco Survey, with national representativeness. 13 354 and
19 376 permanent residents were selected in the 2010 and 2018 surveys. SAS 9.4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data analysis, and all the data were weighted based on a complex sampling design. Rao
Scott χ 2 test was used for group comparison of a single factor. Results In 2010 and 2018,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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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18.14% o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did see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From 2010 to
2018,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of tobacco advertisements and promotions.
Among those who had gone to a cigarette shop, the proportion of seeing tobacco advertisements
increased from 29.28% in 2010 to 43.28% in 2018. Among those who had seen tobacco
advertisements on TV, the rate fell from 50.93% in 2010 to 28.58% in 2018. Among those who had
gone to movie theaters, the proportion of seeing tobacco advertisements increased from 2.17% in
2010 to 9.89% in 2018. Among those who had used the Internet, the proportion of seeing tobacco
advertisements online rose from 19.20% in 2010 to 42.30% in 2018. In terms of tobacco promotion,
the percentages of people who had seen tobacco promotions, cigarette price discounts, cigarette
discount coupons, gifts, and other preferential activities in various places in the past 30 days were
4.99% vs. 9.30%, 0.78% vs. 4.09%, 0.04% vs. 0.33% and 0.98% vs. 3.33% in 2010 and 2018,
respectively (P<0.001). Conclusions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are still prevalent in
China, with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2010 and 2018.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have been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platform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comprehensively ban tobacco advertisements and promotion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ads and promotions.
【Key words】 Tobacco; Advertisement; Promotion
Fund progra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the Global Adult Tobacco Survey Project
(WPCHN1814405)

烟草广告和促销是指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宣传、
推介或活动，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
［1］

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 。多项

调查标准问卷，并根据我国情况进行调整，内容包
括吸烟行为、戒烟、二手烟、烟草价格、控烟宣传、烟

草广告和促销等。调查通过中国 CDC 伦理委员会

研究证明，烟草广告和促销美化了吸烟的行为，不

的审查，采用问卷形式。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

但可以增加吸烟者的消费量，弱化吸烟者的戒烟意

后，调查员通过入户方式，使用平板电脑面对面询

［2-4］

愿，鼓励戒烟者复吸，还可以吸引新的吸烟者

。

特别是对青少年，一项研究显示，烟草广告和促销

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成年人的 3 倍 ，接触烟草广告
［5］

［6-7］

和促销越多，开始吸烟的可能性越大

。全面禁

止广告和促销对减少烟草所带来的危害意义

问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中
“您是否在下面这些地方看到过推销烟草制品的广
告或标志”
“您是否看到以下类型的烟草促销活动”
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具体见文献［9］。

3. 指标定义：看到烟草广告是指在过去 30 d

内，在销售卷烟的商店、电视、广播、广告牌、海报或

［8］

重大 。
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了烟草广告和促销的严

者宣传印刷品、报纸或杂志、电影院、互联网、公共

重危害，陆续出台了限制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政策。

交通工具或站台、公共场所墙体广告或其他场所看

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截至 2020 年

看到免费卷烟样品、卷烟价格折扣、卷烟优惠券、免

和赞助 。本研究通过对 2010 与 2018 年中国成人

服或其他物品、信件形式的促销活动、按支销售卷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广泛禁
［1］

12 月，全球已有 57 个国家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
［2］

到过烟草广告；看到烟草促销是指在过去 30 d 内，

费礼品或其他优惠、印有卷烟品牌名称或标志的衣

烟草调查中烟草广告和促销情况的对比，分析我

烟的烟草促销活动。

的情况及渠道变化，为进一步减少烟草广告和促销

析方法，使用 SAS 9.4 软件进行分析。基于复杂抽

国≥15 岁人群在过去 30 d 内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
暴露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2010 与 2018 年我国≥15 岁非集体

居住的居民。其中，15~17 岁的调查对象需征得其

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方可参加。

2. 调查方法：采用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的多阶段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调查问卷采用全球成人烟草

4. 统计学分析：数据分析采用复杂抽样加权分

样设计的抽样权重、应答率和事后调整系数，计算

每个调查对象的权重。采用 Rao-Scott χ2 检验进行
数据单因素组间比较，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1. 基本情况：2010 年共 13 354 人完成调查，其

中男性 6 603 人（加权后占 50.94%），女性 6 7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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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后占 49.06%）。经加权分析，15~24 岁人群为

烟草广告的比例大幅上升（29.28% vs. 43.28%）；看

村为 53.93%。初中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分

明显下降（50.93% vs. 28.58%）；去过电影院的人群

21.47%，≥25 岁人群为 78.53%。城市为 46.07%，农

过电视的人群在电视上看到烟草广告的比例呈现

别为 36.36% 与 33.2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

中 ，在 电 影 院 看 到 烟 草 广 告 的 比 例 明 显 上 升

（2.17% vs. 9.89%）。值得关注的是，在使用过互联

为 11.59%。

2018 年 共 19 376 人 完 成 调 查 ，其 中 男 性

网 的 人 群 中 ，在 互 联 网 看 到 烟 草 广 告 的 比 例 从

2010 年的 19.20% 上升为 2018 年的 42.30%。乘坐

9 109 人（加权后占 50.65%），女性 10 267 人（加权后

占 49.35%）。经加权分析，15~24 岁人群占比相比

过公共交通工具或到过站台以及看到过公共场所

86.10%。城市为 59.86%，农村为 40.14%。初中与

显著的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2010 年 有 所 下 降 ，为 13.90%，≥25 岁 人 群 为

墙体广告的人群中看到烟草广告的比例也有较为
表 2。此外，通过 2018 年不同人群看到烟草广告的

小 学 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人 群 分 别 为 33.99% 及

32.5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为 17.01%。

情况发现，城市人群在不同渠道看到烟草广告的占

我国≥15 岁人群过去 30 d 内在各类场所看到烟草

渠道为：电影院、销售卷烟的商店、海报或宣传印刷

比均明显高于农村人群，城市人群占比较高的 3 个

2. 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情况：2010 与 2018 年，

广告和促销信息的比例分别为 19.61% 与 18.14%，

品；除其他场所外，农村人群占比较高的 3 个渠道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0.05）。 男 性（24.11% vs.

为：电视、公共交通工具或站台、公共场所墙体广

22.94%）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女

告。15~24 岁人群在电影院、互联网看到烟草广告

告 和 促 销 的 情 况 较 多（27.52% vs. 28.55%）。 与

电视、公共交通工具或站台看到烟草广告的占比

性（14.96% vs. 13.23%）；15~24 岁人群看到烟草广

的占比相对更高；除其他场所外，≥25 岁人群通过

2010 年相比，2018 年城市（24.22% vs. 19.05%）中看

较高。

4. 促销形式：与 2010 年相比，2018 年≥15 岁人

到烟草广告和促销信息的情况有下降趋势，农村

（15.69% vs. 16.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群在过去 30 d 内在各类场所看到烟草促销的比例

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信息的情况有明显下降，分别

的比例从 0.78% 上升至 4.09%；看到卷烟优惠券的

与 2010 年相比，2018 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

有所上升（4.99% vs. 9.30%）。看到卷烟价格折扣

为 28.85% 与 18.39%，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比例从 0.04% 上升至 0.33%；看到免费礼品或其他

0.001）。见表 1。

优惠的比例从 0.98% 上升至 3.33%。差异均有统计

去过销售卷烟商店的人群中，在销售卷烟商店看到

卷烟促销占比较高的 3 种方式为：免费卷烟样品、

3. 烟草广告暴露渠道：与 2010 年相比，2018 年
表1

特 征
性别

样本量
6 603

男
女
年龄组（岁）
15~24

6 751
1 146

≥25

12 208

城市

5 832

居住地
农村
文化程度 a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合 计
a

7 522
4 966
4 111
1 887
1 239

13 354

学意义（P<0.001）。见表 3。2018 年城市人群看到

≥15 岁人群过去 30 d 内在各类场所看到烟草广告和促销信息情况

2010 年

比例（%，95%CI）
24.11（20.36~27.85）

14.96（12.37~17.55）
27.52（22.86~32.18）

17.45（14.59~20.32）
24.22（20.27~28.16）

15.69（12.64~18.73）
8.99（7.07~10.92）

17.79（14.49~21.08）

24.60（19.70~29.50）

28.85（23.51~34.20）

19.61（16.91~22.73）

注：仅报告≥25 岁应答者的文化程度

χ2 值

41.32

26.92
18.39
156.7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样本量
9 109

10 267
930

18 446
11 023
8 353
7 531
5 745
2 721
2 430

19 376

2018 年

比例（%，95%CI）
22.94（20.43~25.45）

13.23（11.80~14.66）
28.55（23.80~33.29）

16.46（14.79~18.13）
19.05（16.99~21.11）

16.79（13.95~19.62）
11.96（10.29~13.63）

17.82（15.70~19.93）

20.57（16.74~24.40）

18.39（15.79~20.98）

18.14（16.50~19.88）

χ2 值

93.41
36.72
1.68
42.43

P值

<0.001
<0.001
0.196
<0.001

2010-2018 年

变化（%）

χ2 值

P值

-1.17

0.27

0.603

1.03

0.09

0.762

-5.17

6.75

0.009

2.97

5.18

0.023

-4.03

1.80

-1.73
-0.99
1.10
0.03

-10.46
-1.47

1.40
0.37
0.27
0.00
16.06
0.78

0.238
0.544
0.603
0.988
0.180

<0.001
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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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人群过去 30 d 内在各类场所看到烟草广告情况 a

2010 年
比例（%，95%CI）

场 所

29.28（21.47~37.08）

销售卷烟的商店
电视
广告牌

20.94（17.35~24.53）

-9.13

13.11

<0.001

14.86（11.10~18.63）

-4.58

2.49

11.87（9.27~14.47）

公共场所墙体广告

1.92（0.90~2.93）

其他场所

0.001

30.07（26.02~34.11）

8.42（5.88~10.97）

公共交通工具或站台

P值

10.65

14.00

<0.001

19.20（13.36~25.05）

互联网

χ2 值

52.03

2.17（0.43~3.91）

电影院

2010-2018 年

-22.35

19.44（14.06~24.83）

报纸或杂志

43.28（38.55~48.02）

变化（%）

28.58（24.34~32.83）

16.79（12.09~21.48）

海报或宣传印刷品

2018 年
比例（%，95%CI）

50.93（44.34~57.52）
9.18（4.77~13.60）

广播

· 833 ·

12.48（8.58~16.39）

14.99（11.75~18.24）
9.89（6.71~13.07）

42.30（36.89~47.71）

19.99（16.62~23.35）

22.04（18.42~25.66）

注：a 过去 30 d 内去过各类场所的人群看到过烟草广告的比例

2.11（0.94~3.28）

卷烟优惠券、印有卷烟品牌名称或标志的衣服或其

1.18

3.30

0.278

0.43

-1.80
7.72

0.514
0.115

17.70

<0.001

33.71

<0.001

<0.001

31.93

23.10

11.57

<0.001

21.34

10.17

0.810

0.06

0.19

据对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条款，我国≥15 岁人群烟草

他物品；农村人群看到卷烟促销占比较高的 3 种方

广告和促销暴露情况理应有所下降，但调查结果显

销售卷烟。15~24 岁人群看到卷烟促销占比较高

善，多种渠道、形式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情况仍

式为：信件形式的促销活动、卷烟价格折扣及按支

示，与 2010 年相比，2018 年暴露情况并无明显改

的 3 种方式为：按支销售卷烟、信件形式的促销活

有所上升，相关规定的预期效果未见明显显现。

25 岁人群看到卷烟促销占比较高的 3 种方式为：免

展，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

动、印有卷烟品牌名称或标志的衣服或其他物品；≥
费礼品或其他优惠、卷烟价格折扣及卷烟优惠券。

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的媒体形式可能增大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的可能
性，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新形式、新方法亟需关注。

讨

2021 年 2 月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论

近年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
《广告法》
）
等相关法律对烟草广告的限制不断加强，特别是在
2015 年《广告法》修订后，对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

模已达 9.89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11］。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
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媒体传播渠道的变化，以及

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
《广告法》第二十二条明确

《广告法》等相关法规政策的严格限制，在电视上看

规定：
“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

到烟草广告的比例明显下降。但随着互联网的深

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

度发展，在互联网上违法发布烟草广告的问题却更

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 禁止利用其他商品或者服

为严重，且存在着发现难、管控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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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制品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根
表3

免费卷烟样品
卷烟价格折扣
卷烟优惠券
免费礼品或其他优惠
印有卷烟品牌名称或标志的衣服或其他物品
按支销售卷烟
任何促销活动

强。本研究显示，与 2010 年相比，2018 年去过销售

卷烟商店的人群在销售卷烟的商店看到烟草广告
的比例大幅上升。一项 2017 年在北京、上海、深圳

≥15 岁人群过去 30 d 内在各类场所看到烟草促销情况

烟草促销形式

信件形式的促销活动

另一方面，对烟草销售点广告的监管有待加

2010 年
比例（%，95%CI）
0.49（0.27~0.71）

0.78（0.33~1.24）

0.04（0.00~0.07）

0.98（0.57~1.39）

1.34（0.66~2.02）

0.03（0.00~0.05）

2.32（1.70~2.94）

4.99（3.79~6.19）

2018 年
比例（%，95%CI）

0.68（0.45~0.90）

4.09（3.03~5.15）

0.33（0.15~0.52）

3.33（2.55~4.11）

P值

42.03

<0.001

2.35

34.93

<0.001

0.11

15.76

<0.001

4.31

21.03

<0.001

0.19
3.31
0.29

0.80（0.60~1.00）

-0.54

2.31（1.73~2.89）

-0.01

0.14（0.07~0.22）

9.30（7.87~10.73）

2010-2018 年
χ2 值

变化（%）

1.24

26.48
3.04

0.00

0.266

<0.001
0.081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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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1 个城市的调查也显示，所有城市均发现烟草
销售点有烟草广告，且 10 个城市发现烟草销售点

有促销行为［12］。另外一项 2018 年在 7 个城市（上

[5]

的调查同样显示，有烟草广告的销售点占 34.3%，

[6]

海、昆明、武汉、杭州、贵阳、成都、渭南）烟草销售点

其中烟草专卖店的烟草广告率高达 73.6%［13］。一

项针对上海市的研究发现，烟草销售点仍然存在烟
草广告，且有多种变相形式，烟草销售点大部分存

在多种经营的情况，当公众进入此类场所，即使本

[7]

来没有意愿购买烟草制品，也有可能被烟草广告吸
引而买烟［14］。多项调查均发现，一些烟草销售点并
非专门销售烟草制品，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仍可获得

[8]

烟草广告信息，因此对烟草销售点广告和促销活动
的监管应予以重视。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政策及严格的执
法可以有效降低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暴露情况。由

[9]

于 目 前 仍 存 在 一 定 执 法 不 严 的 情 况 ，通 过 对

2010 与 2018 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中相关情况的对

比发现，烟草广告和促销暴露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2016 年发布的《新广告法实施一周年与禁止烟草

[10]

“无烟城市”对 2015 年修订的《广告法》中涉及烟草

[11]

些研究也发现，烟草广告和促销仍广泛存在，需要

[12]

广告执法观察报告》显示，上海、北京、青岛等 18 个

广告内容监管的实施率较低，执法数据偏低［15］。一
加 强 监 管 ，加 大 力 度 执 行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要

求［14，16］。此外，通过对 2018 年调查中不同人群看到
烟草广告和促销的情况分析，提示应当在执法过程
中，根据城市及农村、不同年龄人群看到烟草广告

和促销的重点场所，加大力度开展有重点的执法工

[13]

作。综上所述，需要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执行
《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减少烟草广告和促销活
动对公众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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