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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中国调查：主要发现
本报告简述了ITC中国项目前两轮调查的主要发现。ITC中国项目是一项国家级研究，采取面对面问卷的方式在北京、

长沙、广州、上海、沈阳、银川六个中国大陆城市对4800名成年吸烟者及1200名成年非吸烟者进行随访调查。中国

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在中国已于2005年生效。作为公约的

缔约国，中国已承诺将实施多种控烟政策，降低并预防烟草消费。本报告重点描述吸烟者及非吸烟者的知识以及行

为，以帮助决策者在中国大陆实施有效的控烟政策。更详细的ITC中国项目结果请参见《ITC中国项目报告》。 

www.itcproject.org. 

ITC 中国调查

调查方法：面对面调查

调查样本： 来自中国大陆六个城市的4800成年吸烟者及1200名成

年非吸烟者

第一轮调查时间：2006年4-8月

第二轮调查时间：2007年10月-2008年1月

目的：建立全面监测及控烟政策评估系统，对中国在履约过程中

实施的控烟政策进行评价

ITC项目简介

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 (ITC) 项目是首个国际性烟草使用队列研

究。其目的为评估根据公约而实施的控烟政策的效果。各国ITC项
目均遵循标准化方案，通过精确的测量，评价以下领域控烟政策

的效果并研究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

健康警语及烟盒上文字

无烟立法

烟草产品的价格及税收

戒烟的教育及支持

烟草广告及促销

ITC调查结果将提供科学证据，指导实施公约中的各项控烟政策，

并系统评价这些政策的有效性。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吸烟者在中国 
中国吸烟者人数全球第一。中国吸烟者总数超过3亿1，占全球吸

烟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

国。每年约有100万中国吸烟者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而且据估计这

个数字在未来50年里将增加3倍。另外，2002年在中国有超过10万
人死于二手烟导致的疾病。2

中国的吸烟文化给男性施加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促使他们吸烟。随

着烟草工业瞄准了女性吸烟者，预期将来女性吸烟也会越来越被

社会接受。ITC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反对吸烟的比例较低，只有59%
的吸烟者认为中国社会不支持吸烟，这个比例在14个ITC项目国家

中位列倒数第四。

仅有少数中国吸烟者准备戒烟 
在中国，戒烟相对少见，多数戒烟者是在得上慢性病后才戒烟

的。3ITC中国调查发现仅有53%的吸烟者曾试图戒烟，这在14个ITC
项目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二；同时，ITC中国调查中计划戒烟的吸烟

者比例 (28%) 是14个ITC项目国家中最低的。

在ITC中国调查中，只有5%的吸烟者报告价格是他们考虑戒烟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在14个ITC国家中也是最低的。价格及税收

是控烟工作非常重要的手段，而在中国的控烟工作中，税收手段

仍未被充分利用。

中国的烟盒健康警语效果不佳

2008年10月以前，中国的烟盒健康警语较小且放在烟盒侧面。ITC
中国调查发现这样的健康警语是无效的。尽管有50%的吸烟者报

告他们“经常”注意到烟盒上的健康警语，只有8%的吸烟者报告

烟盒上的健康警语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想到吸烟对健康的的危

害。这个比例在14个ITC项目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三。2008年10月，

中国的烟盒健康警语做了改动。改动后的健康警语为文字式，占

据正面及背面面积的30%。未来的ITC中国调查将研究这样的改动

是否会影响其效果。



公众强烈支持在公共
场所全面禁烟

在致力于减少二手烟暴露方面，中

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迄今为

止，中国还没有一部全面禁止在公

共场合吸烟的综合的法律法规。 

ITC中国调查提示，多数中国人支

持创建全面无烟的公共场所。超过

90%的吸烟者及非吸烟者支持在公

共汽车及学校内全面禁烟。超过四

分之三的吸烟者及非吸烟者支持无

烟出租车及电影院。公众强烈支持

在政府办公楼及医院里实施全面无

烟政策。 

全面无烟的工作环境在中国较为少

见，仅有15%的吸烟者及25%的非吸

烟者报告其所在的工作场所有全面

的无烟政策。44%的吸烟者及57%
的非吸烟者支持无烟工作环境。从

2006年到2007年短短一年间，支

持在餐厅全面禁烟的吸烟者增加了

12%  (从21%增加到33%) ，非吸烟

者增加了17%  (从40%增加到57%) 
。ITC项目在爱尔兰及苏格兰发现，

全面无烟法规实施后，公众的支持

度大幅上升。一般来说，这类法规

都很成功，并被公众普遍接受6,7,8。 

几乎所有的吸烟者 (94%) 及非吸烟

者 (95%) 都支持北京2008年的无烟

奥运行动。更大规模地、持续地在

全中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将降低二

手烟暴露，形成反烟的风气，最终

极大地改善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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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观念普遍存在，对吸烟的健康危
害认识不足

在中国，人们对吸烟健康危害知识的知晓率较低。

只有68%的吸烟者知道吸烟导致吸烟者患肺癌 (而
在西方国家，这个数字是90%) ，有54%的吸烟者

知道吸烟可以导致被动吸烟者患肺癌。只有37%的

吸烟者知道吸烟可以导致冠心病，而知道吸烟可以

导致中风的比例只有17%。这些结果显示，中国急

需通过健康警语和健康教育的方式提高国人对吸烟

危害知识的知晓率。

在西方，“淡味/柔和”和“低焦油”卷烟的市场定位

于健康意识强的吸烟者，这些人认为这些卷烟的危

害低于普通卷烟。其实这是错误的—“淡味/柔和”
和“低焦油”卷烟并不会降低烟草对健康的危害。ITC
中国调查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中国吸烟者相信淡味

卷烟 (56%) 和低焦油卷烟 (62%) 比普通卷烟的危

害小，这比任何其他ITC项目国家都高。4这是在中

国控烟遇到的一个潜在的难题：吸烟者可能会错误

地选择淡味和低焦油的卷烟来降低烟草的危害，而不是戒烟。

吸烟者及非吸烟者对于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及促销的支持 
目前，中国对烟草广告及促销的限制并不全面。烟草公司仍在通过户外展板、互联网等渠

道来促销其烟草制品。5 多于一半的吸烟者 (59%) 以及四分之三的非吸烟者支持立法禁止

所有形式的烟草广告及烟草促销活动。作为履行对公约的承诺，中国政府正准备从2011年起

实施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及促销的法规。 

对于中国烟草控制的启示

尽管中国近年来的控烟工作已卓有成效，但是ITC中国调查显

示，在实施强有力的控烟政策方面，当前中国仍急需改进。

事实上，76%的中国吸烟者表示支持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控

烟措施。针对中国未来的控烟工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在工作场所及其他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完全无烟的禁烟政

策）：在中国，吸烟者及非吸烟者均表示支持在各种公共场

所实施彻底的禁烟政策。并且ITC项目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指

出，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禁烟措施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根

据《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的规定而制定出的各种

严格的无烟场所指导策略均要求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

所应该完全无烟。

价格及税收：对烟草制品征税是减少烟草使用非常有效的手段。然而，在ITC中国调查中， 

仅有极少数吸烟者 (5%) 认为烟草价格是促使其戒烟的原因。这提示中国的烟草价格过低。

因此，中国应按照公约第6条的要求，实施更高的烟草税收政策，这将降低烟草消费并促进

吸烟者尝试戒烟。

强化健康警语：在烟草制品上的好的健康警语设计是提高公众对烟草健康危害认知及降低

烟草消费的有效手段。最近出台了强有力的公约第11条烟草制品包装及标识实施指南，倡导

使用图片形式的健康警语，占烟盒面积至少50%。中国的健康警语如能按照该指南的要求设

计，必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公众教育：中国应按照公约第12条规定要求，开展教育行动，提高公众对吸烟及被动吸烟

的健康危害的认知，鼓励吸烟者戒烟，预防青少年吸烟。

禁止烟草广告及促销：研究发现禁止烟草广告可促使不同收入及教育水平的人群减少烟草

使用，尤其对青少年更为有效。按公约第13条要求，中国政府宣布将在近期全面禁止烟草

广告及促销。无论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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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金来源  

安大略省癌症研究院，美国癌症协会，美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加拿大控烟研究行动，加拿大国立癌症研究院
及加拿大癌症协会行为研究及项目评估中心，加拿大健
康署，苏格兰行政院，马来西亚卫生部，韩国国立癌症
中心，葛兰素史克公司，辉瑞公司，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健康和高龄部，新西兰卫生研究院，泰国健康促进基金
会，美国空乘人员医学研究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 
国际烟草控制研究中心。

如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
Geoffrey T. Fong, Ph.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0 University Avenue West,  
Waterloo, Ontario N2L 3G1 Canada

电子邮箱：itc@uwaterloo.ca 
电话：+1 519-888-4567 转33597 
http://www.itcproject.org/

100050 
中国北京市宣武区27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 
姜垣副主任

电子邮箱：Jiangyuan88@vip.sina.com 
电话：86-10-83158309 
http://www.chinacdc.net.cn/n272442/
n27253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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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合作国家
资助机构

ITC项目获得了国际主要基金机构的广泛支持。主要的研究资金由

以下机构提供： 

美国国家肿瘤研究所

加拿大卫生研究院

澳大利亚国家健康和医疗研究委员会

美国罗伯特 伍德 詹森基金

英国癌症研究基金会

法国国立预防及卫生教育所 (INPES) 及国家肿瘤研究所 (INCa)

德国：德国癌症研究中心

荷兰：STIVORO + ZonMw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

未来的方向
目前，烟草业将广告与促销的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国家。ITC项目继

续寻求与中低收入国家合作的机会，以帮助决策者设计、实施及

评估公约中的控烟政策。

ITC国际团队
ITC国际研究团队拥有来自全世界19个国家超过80位控烟专业人

士。项目主要负责人包括：

Geoffrey T. Fong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Mary E. Thompson –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K. Michael Cummings – 美国罗斯维尔园肿瘤所
Ron Borland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肿瘤所
Richard J. O’Connor – 美国罗斯维尔园肿瘤所
David Hammond –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Gerard Hastings – 英国斯特灵大学及英国开放大学

ITC中国项目团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
姜垣*，杨焱，李强，冯国泽

ITC国际团队
Geoffrey T. Fong*, Changbao Wu, Mary E. Thompson, David Hammond, 
 Anne Quah (Project Manager), Tara Elton-Marshall and Jilan Yang 
 (Student Project Managers) – 滑铁卢大学

Ron Borland, Hua Yong, and Lin Li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肿瘤所

Richard J. O’Connor, K. Michael Cummings – 美国罗斯维尔园肿瘤所

Gary Giovino –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项目负责人

ITC项目：在以下国家评价公约中控烟政策的效果… 
19个国家·世界上50%的人口·世界上60%的吸烟者·世界上70%的烟草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