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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网友认为控烟难
主要原因在于烟草财政的存在

截至 8月 13日 9时 环
保

■ 本报记者 文梅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烟草
生产国、消费国和受害国，有烟民
3.5 亿以上， 还有 7.4 亿人口受到

“二手烟”的危害。
据 2012 年卫生部发布的相关

报告指出， 中国每年有 100 多万
人死于因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尽管因
吸烟产生的各种危害及损失在媒
体屡屡曝光，已成为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但并未因此影响中国烟草
行业的发展进程。烟草业依然是中
国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据统计，2014 年中国全年烟
草批发销售总收入 12480.4 亿元；
销售 5099.04 万箱，连起来可绕地
球 114 圈； 中国烟草行业税利超
过一万亿元， 同比增长约 10%；全
年行业上缴财政总额 9110.3 亿
元， 仅中央国库专项税就有 450
亿元。 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统计， 中国烟草行业拥有
5000 亿资产， 每年上交财政的收
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10%。

中国吸烟者总数也呈现上升
趋势。 2010 到 2015 年间，中国国
内吸烟人数就增加了 1500 万，吸
烟者日平均吸烟 15.2 支， 与 5 年
前相比，还增加了 1 支。

在控烟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做
出了一些努力。 近年来，卫生部多
次发布年度烟草控制报告，发起组

织提高烟税的宣传活动，并促使国
内烟草供应商在香烟包装上标注
健康警语。2012年，官方出台的《中
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就
提出要制定全国性的禁烟法规，并
将青少年吸烟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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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增进国民健康和促进经济
持续发展角度出发， 控烟近年来
逐渐引起社会广泛重视， 也取得
了不少成果。 目前， 全国已有 18
个城市颁布了地方性的控烟法
规， 倡导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取得
了一定成效。

尽管如此， 中国控烟的多项
指标仍然尚未达到世卫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标准。 根据《公
约》 指标体系中的十项标准来测
量， 中国目前的控烟得分为 0，这
十项标准包括是否存在烟草赞
助、产品展示、品牌延伸等，中国
均不同程度存在这些行为。

《中国烟草控制规划》规定在
2015 年之前实现的一系列目标，
目前均未实现。 2014 年由国家卫
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条例（送审稿）》也至今仍未能进
入实质性的立法议程。

令业界许多专家质疑的是：
中国烟草行业至今仍实行专卖制
度，管理上政企合一，即国家烟草

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 要对烟草业“痛
下杀手”，无异于迫使“左右手展
开互搏”，难度之大，不可想象。

总的来看， 中国控烟之路依
然艰难而漫长。 究竟如何才能实
质性推进控烟工作呢？ 问题在哪？
为进一步推动控烟工作，《公益时
报》联合问卷网、凤凰公益，联合
推出益调查———中国控烟为何如
此之难？

调查结果显示， 近九成网友
支持在公共场所实行全面禁烟。

对于吸烟导致多种疾病的危
害， 大多数网友有一定认知 。
63.17%的网友知道吸烟导致肺癌；
24.26%的网友表示知道吸烟导致
心肌梗死和脑部病变。

对于青少年吸烟，48.25%的网
友认为是由于排解生活和学习压
力而形成的个人嗜好。 32.2%的网
友认为是由于他人诱惑， 比如一
帮朋友聚一起都在抽烟， 你不抽
会遭人排斥。 仅 12.84%的网友认
为是由于影视剧中人物抽烟带来
的影响。

对于为什么控烟行动推进缓
慢，44.94%的网友认为根源在于烟
草行业是国家纳税大户， 控烟相
当于断了“财路”。35.05%的网友认
为烟草业必须政企分开， 不能既
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网友留言：

壹基金收到九寨沟地震捐款
1489 万余元

据中新网消息，壹基金针对九寨沟 7.0 级地震的
救援行动持续在进行，除彩条布、睡袋、折叠床、帐篷、
家庭救灾箱等救援物资外，壹基金在后续救援物资中
增加了食用油和大米。截至 8 月 12 日上午 9 时，壹基
金共收到九寨沟地震善款超过 1489 万元人民币。

点评： 地震后往往会出现公众捐赠井喷的现象，
这其实是对专业社会组织的考验———善款并不是多
多益善，用的恰到好处才是根本。

7000 万元中央救灾资金
支持甘肃洪涝灾区

8 月 11 日，财政部、民政部向甘肃省安排中央财
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7000 万元， 主要用于陇南
等暴雨洪涝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
救助、倒损民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
抚慰金，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点评：8 月，自然灾害频发，中央政府及时下发中
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是应尽的职责。 需要
引起深思的是， 在政府部门的动作越来越及时有效
的情况下，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灾害救助才能真正发
挥作用。

“河南慈善奖”
拟表彰 40个单位和 60名个人

据《河南日报》消息，首届“河南慈善奖”评选表彰
活动近日启动，拟表彰 40 个单位和 60 名个人，奖项
包括爱心捐赠企业等 7 大类别。 具体为：爱心捐赠企
业 15 个、优秀慈善项目 15 个、优秀慈善组织 10 个、
爱心慈善楷模 10 个、爱心捐赠个人 20 名、优秀志愿
服务者 15 名、优秀慈善工作者 15 名。

点评： 慈善奖的设立对慈善的推动作用是很大
的，但也要精心制定评选标准，严格评选程序，避免仅
关注捐赠额这一项指标。

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已发放 7.6 万副

据《人民日报》消息，2016 年 12 月 1 日起，上海、
南京、无锡、济南、深圳 5 个城市试点发放新能源汽车
专用号牌，目前 5 个城市已发放新号牌 7.6 万副。 公
安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专
用号牌。 2018 年上半年，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启用新号
牌。

点评：新能源推广不能光靠理念倡导，还需要开
通绿色通道提供便捷服务，拿出实际激励措施促使公
众主动参与。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7年 8月 10日 球冠电缆 200万元 城乡公益扶贫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017年 8月 10日 金诚集团 200万元 地震救灾 九寨沟县慈善会

2017年 8月 11日 中国三星 1000万元 救灾赈灾 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7 年 8 月 7 日至 2017 年 8 月 13 日)
（制表：王勇）

8 月 11 日上午，诸暨市中心血库在城市广场爱
心献血屋举行了“我成年、我献血、我担当”18 岁成
人仪式暨无偿献血活动。 毕业于暨阳分校、牌头中
学、草塔中学的学生们以献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
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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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哥们：
中国烟控 10 年为何难

见实效 ？ 答 ：烟草业每年上
缴利税近万亿 。 “下金蛋的
鸡”啊！

南漂十年客：
控烟说了多少年了 ，进

展好像一直不大。 其实就是
政府舍不得痛下杀手，法规
严厉了执行严格了， 控烟自
然也就达到效果了。

医者仁心：
现在因为吸烟导致的肺

癌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大家
可不要不当回事，哪天真“中
招” 了， 那你就哭都来不及
了。 健康第一！

1、你支持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
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吗？

A、支持。 86.6%
� � B、不支持。 9.52%
� � C、无所谓。 3.88%

� � 2、你知道吸烟可能导致哪些疾病？
A、导致肺癌。 63.17%

� � B、导致心肌梗死和脑部病变。 24.26%
� � C、导致性功能障碍。 6.34%
� � D、导致喉癌，以男性患者居多。 6.23%

� � 3、你认为青少年吸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个人嗜好。 48.25%

� � B、他人诱惑。 朋友聚一起抽烟。 32.2%
� � C、影视剧的影响。 12.84%
� � D、说不清楚。 6.71%

� � 4、中国控烟推进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A、烟草行业是国家纳税大户 44.94%

� � B、烟草业必须政企不分。 35.05%
� � C、立法不够果决坚定。 14.25%
� � D、吸烟者的共同心态：香烟虐我心肝肺，我待香
烟如初恋。 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