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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迈进

致各位市长的一封信

随着越来越多人口涌入城市，各个城市需要扩大在其控制之下的各项公共服务，所面

临的挑战不可胜数。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政治和财政权力移交给市议会，虽然这是

积极的进展，不过，因为人口增加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行政当局能获得的财政资

源似乎正在减少。

面对这些挑战，恰当地保护你们城市居民健康的任务乍一看，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但是，

至少有一项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你们可以做到，从而极大地改善在你们城市生活和工

作的人们的健康，那就是制定和实施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立法（无

烟立法）。

这份指南的目的是协助你的员工和其他城市官员为无烟立法做好准备和付诸实施，无

烟立法受到人们欢迎，得到遵守，并且有效地改善健康。实行无烟立法，给工作者带

来更好的健康，提高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心脏病发作。

这份指南吸取了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经验，为你们创建无烟城市提供实用的

信息。

除了操作性强的指导，有一项决定成功的关键要素必须由您提供，那就是政治领导力。

几乎可以肯定，每位开启无烟立法进程的市长都有过怀疑。烟草业广泛地散布这种怀

疑。无烟法律真的可行吗？公众真的想要这样一部法律吗？酒吧、咖啡店、餐馆会不

会丢掉生意？每个人是否都会遵守这部法律？

这些怀疑可能真的有过，却是没有根据的。已经有几百个城市，包括墨西哥城、纽约

市、圣保罗等大型城市，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成功地禁止吸烟。同样，

许多国家，包括爱尔兰、新西兰、巴拿马、英国和乌拉圭，也在这些场所成功禁止吸烟。

他们的经验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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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律的遵守率很高。在英国，法律实施一年内，遵守率达到 98%；在爱尔兰，在

一年时间内，遵守率达到 94%。这两个国家反对无烟立法的人曾经认为公众绝对不会

遵守无烟法律。

• 法律受到人们欢迎，并且在实施后更受欢迎。实行无烟立法以后，纽约州对无烟立

法的公众支持率从 64% 上升至 74%，爱尔兰从 67% 上升至 82%，新西兰从 61% 上

升至 82%。

• 无烟法律对生意有好处。没有任何一项科学上客观的研究表明，无烟立法具有负面

经济影响。客观、经过同行审阅的研究一致发现，无烟法律对生意具有中性或积极的

影响，包括对食宿或餐饮业的生意。

无烟城市不会自己到来。你们需要信息宣传和与公众、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一起规划，

为无烟城市做好恰当的准备。你们需要一部可执行的强有力的法律和执法规划。不过，

根据现在这些无烟城市的经验，你们会获得明确的指导。

这样做没有财务上的成本？有。你们需要投入员工的时间、传播和执法等资源，但是

不会很多。法律实施以后，成本会迅速下降。与大多数公共卫生投资相比，以及与带

来的健康和经济益处相比，这些成本微乎其微。

这样做没有挑战？有。烟草业和它的同盟者会反对无烟立法。烟草业会向其他机构提

供资源，试图挫败你们的努力。它甚至会把你们的城市告上法庭。不过，面对为了保

护公众健康而精心设计和恰当实施的法律，烟草业在法庭上极可能输掉。在法庭上提

出挑战，是为了阻滞无烟立法的实施，为了削弱保护公众健康的法律。提出挑战的目

的是恐吓，并且常常起到恐吓的作用。

您的政治领导力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堡垒。没有您的领导力，实现无烟城市很难。有了

您的领导力，你们城市实施无烟立法基本上就有了成功的保障。

确实，没有理由不支持创建无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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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不吸烟者和吸烟者接触二手烟草烟雾，会导致癌症、心脏病、肺病和儿童疾病，包括婴儿猝死

综合征和哮喘。全世界每年估计有 60 万人死于接触二手烟草烟雾 1。

烟草烟雾中各种有害成分包括 60 种已知的人类致癌物质。接触烟草烟雾没有安全程度可

言 2,3,4。

截止 2011 年 11 月，174 个国家已经同意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项国际

条约要求这些国家保护其居民不接触烟草烟雾带来的危害 5。2007 年 7 月，条约各缔约方一致

通过的实施准则指出了这一保护的意思：“... 制定立法或其他法律措施，从所有室内工作场所

和公共场所消除烟草烟雾，不论是私人办公室、公共交通、…” 6

虽然有这项消除接触烟草烟雾的国际承诺，世界上也只有 11% 的人口得到防止接触二手烟草烟

雾法律的充分保护。这表明在承诺和实际之间，尚有不可接受的差距 1。

各个城市的行动能弥补这一差距。虽然保护一个国家所有居民不接触烟草烟雾的全国性法律是

理想的，但是现实是：城市常常能比国家早先一步通过立法。在全国层面不一定有政治意愿，

但是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或多个城市可能有；在地方层面比在国家层面一般能更容易成功地克服

烟草公司的反对阻挠。城市的领导人，作为所在城市公民可信的声音，也能在国家层面直接倡

导推行无烟法律。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联邦制国家，通过城市或次国家级的立法，基

本上已经完全实现了保护人们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不接触二手烟。在其他国家，比如英国，

在城市层面强有力的倡导，推动制定了全国立法。在许多情况下，市一级的工作人员和部门参

与了执法。

各个城市制定无烟立法，以及各个城市督促在国家层面制定无烟立法的压力，与在国家层面的

努力是平行的强大的进程，能极大地加快保护世界各地的人们免于接触致命的烟草烟雾。由于

这些原因，各个城市有独特的机会和责任成为无烟环境的催化剂，不论这个城市的人口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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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无烟”是什么意思？

在这份指南中，“无烟城市”是指一个城市已经制

定和实施在所有室内（封闭的，如果这个术语更通

俗易懂）工作场所、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所有公共

交通禁止吸烟的立法，没有例外或者允许非常有限

的例外。

“全面的无烟立法”是指按照世卫组织公约第 8 条

实施准则的建议，在所有室内工作场所、所有室内

公共场所和所有公共交通禁止吸烟的立法。

允许任何形式的室内吸烟区的立法不是“无烟”立法。

在这份指南中，只在一种类型的场所（比如学校或医院）禁止吸烟的立法，不是全面的无烟立

法。这倒不是说各个城市不应试图在医院或其他类型的场所禁止吸烟，而是 终目标应该更远

大，应该是普遍的全面保护。

这份指南的目标是帮助各个城市迈向全面无烟。

3. 每个城市都能有所作为

许多城市有完整的权力，可以制定在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消除接触烟草烟雾的全面的无烟

法律。如果在另一个管辖区级别没有全面的无烟立法，这些城市应利用他们的权力，制定法律

或其他可行的法律文书，禁止这些地方的烟草烟雾。

有些城市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不能制定强有力的全面的立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

应采取行动。大多数城市至少有权力在一些类型的工作场所禁止烟草烟雾，比如当地的公共交

通和本市的公共大楼。这些城市应制定立法，禁止在他们有权管辖的各类场所室内吸烟。

此外，所有城市都可以倡导在其他政府层面采取行动。市长和城市的其他领导可以利用自己的

政治影响力，敦促在州 / 省和国家层面推行全面的无烟法律。

框 1：每个城市都可有所作为

•  鼓励遵守任何已有的无烟立法。

• 通过法律法规，要求城市有权管辖的   

 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无烟。

• 在更高辖区层面（国家、州、省、区 

 域），倡导推行全面的无烟法律，尤  

 其在城市层面监管的权力有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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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无烟利物浦，朝无烟英国努力的范例

2004 年，利物浦市向英国全国议会申请制定一部要求所有工作场所和封闭的公共场所无烟的本地

法律。利物浦市议会决定，寻求向国家议会提交私法法案，获得国家议会本地法案，从而获得在利

物浦这个城市能执行的无烟立法。市议会首先正式投票，支持寻求获得使利物浦成为无烟城市的国

家议会本地法案。建立跨政党的共识是一项重要目标，2004 年 10 月 20 日投票，显著多数支持寻

求获得国家议会本地法案。

2004 年 11 月，地方当局的议会代表把《利物浦市议会（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法案》提交国家议

会。虽然利物浦努力推动城市的立法，它更希望的目标是全国立法。

整个 2005 年和 2006 年初，无烟利物浦组织，在政治游说者的支持下，进行了积极、覆盖范围广、

创新的游说工作，支持利物浦法案，并推动全国性的全面立法。在其他重要城市（比如伦敦）的

压力下，这些工作使议会决定 2006 年 2 月由所有议会成员对这个问题进行自由投票。

经过议会内外彻底的辩论，议员们绝大多数投票支持全面的无烟立法，拒绝了给予食宿业一系列

豁免的各种妥协。2006 年 2 月 14 日，议会投票支持制定全国性无烟立法，接受了利物浦提出的

需要无烟环境的理由，通过了《2006 年健康法案》，其中包含无烟立法。

由于这一确保全国全面的无烟立法的动议能实现利物浦实现无烟的目标，利物浦法案没有再做推

动，而是在《健康法案》获得御准之后撤了下来。

这样，英国推出了自己的全国性无烟立法，2007 年 7 月 1 日生效。一个城市创建无烟的努力给全

国带来了大的改变。

来源： Ron Gould，利物浦无烟运动主导政治家，前利物浦市长大人

3.1  城市应如何选择行动的优先重点？

有一些因素能帮助城市政策制定者决定如何选择针对二手烟草烟雾行动的优先重点。下列情形

提供一些指导。

情形 1：已经有在所有或几乎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禁止吸烟的全面、

有效的全国法律

行动优先重点

1. 促进遵守全国法律。在一些情况下，这可能通过在国家辖区内的合作执法行动实现。在所有  

  情况下，都可以通过传播，宣传推广无烟立法，不论是通过付费的大众媒体，以新闻发布会 

  和公众活动获得的免费媒体报导，还是通过城市的出版物。

2. 考虑使更多一些户外空间无烟。如果有这样的权限，可能在一些户外空间限制吸烟是有道理

  的，比如户外体育场或者人多的露台，在这些地方工作人员接触很多烟草烟雾。应根据烟草

  烟雾暴露情况的证据，来选定重点无烟户外场所。此外，城市需要在实施此类限制前，确保

  公众支持这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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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2：没有或者已经有有限的全国性立法禁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吸

烟，而城市有广泛的权限管辖这类场所

行动优先重点

1. 制定并实施全面的立法，在城市拥有管辖权的所有室内工作场所、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

  交通，禁止吸烟。

2. 倡导其他城市制定类似的立法。宣传本市在实施无烟立法方面的成功，作为别的城市可以参

  照的榜样。

3. 倡导符合世卫组织公约义务的全面的全国性法律。如果国家不是世卫组织公约的缔约方，城

  市的领导人应在倡导全国性无烟立法的同时，宣传推动批准公约。

情形 3：没有或者已经有有限的全国性立法禁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吸

烟，而城市没有或者有很少的权限管辖这类场所

行动优先重点

1. 与同一个辖区的其他城市一起，倡导推行符合世卫组织公约义务的全面的州 / 省 / 地区和 /
    或国家级立法。如果国家不是世卫组织公约的缔约方，在倡导全国性无烟立法的同时，宣传 

  推动批准公约。

2. 在城市拥有管辖权的所有室内工作场所、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所有公共交通，制定并实施全

  面的立法，禁止吸烟。

3.2 从哪里开始，需要多久？

无烟立法在每个城市的实施没有统一的规律。有些城市在推出法律前，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有

意识地采取步骤建立对无烟立法的支持。许多城市犯过错误，或者从比较弱的立法开始，经过

几十年的时间， 后修订法律和强化守法。还有一些城市因为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很快也很

成功地制定和实施法律。

因此，这份指南侧重介绍“成功要素”，而不是一步步实施的步骤。

从哪里开始？对此唯一恰当的回答是：评估一下你们所处的情况。已经有公众要求无烟法律的

呼声了吗？在你们城市里，是否有受欢迎的无烟咖啡馆和餐馆？有没有其他知名的生意场所自

愿实现无烟？有没有意见领袖（媒体、商界、社区领导者）已经表达了支持？城市的居民抱怨

接触二手烟草烟雾吗？如果是这样，你们的城市可能已经准备好在几周内制定立法，并且在几

个月内实施。

创建无烟城市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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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们城市处在另一端。在室内工作场所和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仍高度盛行？医疗行业和

公共卫生群体基本上对二手烟草烟雾问题不闻不问？媒体常会辩称吸烟者有权想在哪里吸烟就

在哪里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城市创建无烟的工作很可能需要从对媒体和社区的意见领袖

进行广泛的教育开始。

会需要多久？看你们 快需要多久。即便在对二手烟导致危害的公众意识比较低的城市，也有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制定和实施 100% 无烟法律的例子，比如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市 7。

2010 年，快速地实施无烟法律更加现实了，因为已经积累了反驳烟草业论调的更多证据。随

着这些证据广为散布传播，各个城市反击这些虚假论调更容易了，反对者延迟阻滞无烟进程更

难了。

4. 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

虽然这份指南主要面向政府机构，实施全面的无烟立法的成功要素在城市层面，与在国家、州、

省或地区辖区层面没有多少不同。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世卫组织公约第 8 条的实施准则，应作

为制定无烟立法的依据 6。实施准则，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保护人们不接触二手烟草烟雾的

政策建议，提供了对城市和国家同样相关的关键证据和 佳做法 8。

第 8 条的实施准则和世卫组织的政策建议提出的主要保护原则，概括如下：

• 有效地保护人们不接触烟草烟雾要求完全消除烟草烟雾。这意味着只有 100% 无烟的环境，  

 才足以保护人们不受到接触烟草烟雾的有害影响。隔开的室内吸烟区，即使有独立通风，也

 不是有效的解决措施。

• 不能通过自愿措施，只有通过法律要求，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西班牙、英国和其他管辖区

 的经验表明，自愿地实施无烟环境带来极其有限的保护。必须制定和实施立法，要求所有室

 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无烟。

• 立法的覆盖面应是普遍的。立法应保护在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的所有人。豁免例外，

 不管是针对某些类型的工作场所或公共场所，还是针对某些行业的个人，导致不充分、不均

 等的保护。

    4. 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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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个主要的要素，带来无烟法律的成功实施。

1.  简单、明确、可执行的全面立法。

2. 预期并批驳反对方。

3. 对法律实施和执法的精心规划和充足资源。

4. 公民社会的参与。

5.  宣传和传播。

6. 监测、评估法律的实施和影响。

下面对每个要素进行详细介绍。

4.1 成功要素 1：简单、明确、可执行的全面立法

一部好法律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常常被低估。许多辖区报告法律实施时，不能

充分保护人们不接触二手烟的问题，认为这是执法或守法方面的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更仔细审视一下，其实是立法写得不够明确，或者明确允许在一些公共场

所和工作场所吸烟。这更多是立法不够全面的问题，而不是遵守法律的问题。立法如果全面、

明确，执法和守法变得不知简单多少倍。

第 8条实施准则强调，立法应满足“简单、明了、便于执行和全面立法”的要求 6。立法应：

– 禁止在任何室内或封闭的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吸烟，没有例外。不允许设立室内吸烟室或 

   吸烟区 *。一般认为属于公共场所和 /或工作场所的场所，列于附录一的定义部分。

– 明确但宽泛地定义术语，尤其是“吸烟”、“室内”或“封闭的”、“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

   术语。

– 包括有效的执法机制，比如：

   ° 把责任赋予场所的负责人，确保法律得到遵守；

   ° 在禁止吸烟的场所，禁止摆放烟灰缸；

   ° 指定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执法权威机构；

   ° 规定禁止吸烟场所要求张贴的禁烟标志的内容、大小和位置（框 3）；

   ° 规定对违反法律的简单的行政流程，比如现场罚款；

   ° 赋予执法权威机构充分的检查权。

*  如果政治上可行，在靠近门口、窗户和进气系统的户外空间，也应禁止吸烟。这提高了室内限制的有效性。不过，
  常常后续才采取这个步骤，等到公众已经习惯了无烟法律，并看到改进的必要时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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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第 8 条实施准则对有效的无烟立法提出了详细的建议。此外，附录一提供了一份包含这些

要素的法律范例 6。附录二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立法的链接。

框 3：为什么标志是重要的？

一般建议禁烟标志包含通用的“禁止吸烟”符号，因为不论讲什么语言或者什么教育程度，

大多数人都认识和理解这个标志符号。一些国家和地方的政府还开发了其他标志，以其他的

方式宣传无烟的概念（图 1）。

图 1：阿根廷对传统的禁止吸烟标志的修改 9

来源：阿根廷 Mina Clavero 市

4.1.1 管辖的法律基础

各个城市可以通过专门针对烟草使用的立法或规章管制吸烟，或者可以依赖现有的劳动、职

业健康和安全、人权和环境法规、其他法律文书，实施或执行无烟法规。

一个城市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管制吸烟得到如下法律的支持：

–  把监管吸烟（或总体公共卫生）的权力下放到城市一级的国家、州、省或地区立法；

–  宪法赋予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的责任；

–  城市保护工作人员健康（职业健康和安全）的责任；

–  普遍的公共卫生和安全责任；

–  人权责任。

无烟立法中应包括对禁止吸烟标志的具体要求。禁烟标志对沟通和执法都很重要。显然，禁烟标志

告诉人们哪里不准吸烟，此外，还

• 提供了场所管理者或公众要求吸烟者停止吸烟的方便参照资料（“瞧，禁烟标志上说根据法律，

这里禁止吸烟。”或者“那部法律说，如果我不要求你停止吸烟，我会遭到处罚。”）；

• 能提供供公众拨打电话投诉的电话号码；

• 对检查人员来说，这是场所经理是否鼓励遵守法律的简单指标；

• 有助于建立无烟行为规范。

15

    4. 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



管制的方式应根据什么能 有效地保护健康确定，在现有的政治框架范围内尽可能宽泛。印度

的昌迪加尔市可以作为一个范例，看如何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现有立法，保护人们不接触二手

烟（框 4）。

框 4：印度昌迪加尔的案例 27

如上所述，不具备禁止室内吸烟的充分监管权限的城市，仍应在其他管辖区层面推动无烟立法。

4.1.2 有效地定义立法的范围

宽泛地定义无烟场所会确保覆盖大多数场所。可能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以避免模糊，并确

保没有具体列出的场所也包括在内（图 2）。另一方面，提供一个清单列出各种须做到无烟的

场所的类型，无疑会有遗漏某些场所类型的风险。

2007年7月15日，昌迪加尔是印度第一个宣布无烟的城市，引领着印度烟草控制立法的实施。《2003
年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法》做出了解决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具体规定。之后 2004 年和 2008 年出台的

实施细则规定了这部法律中关于无烟的条款应如何适用。不过，这部立法中的一些不足，加上昌迪

加尔市政府缺乏法律权力，带来了一个挑战。当时在昌迪加尔所属的旁遮普省修订法律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寻求用其他的解决办法。其他法律的一些规定，可以和烟草控制立法一起使用的，被找了出来，

用于支持在昌迪加尔范围很广的场所禁止吸烟。这样，主要无烟立法的效果得到了增强，没有必要

再制定新的政策或法律。下面举几个例子。

•为了解决“公共场所”定义的覆盖范围的问题，《印度刑法典》第 278 条与烟草控制立法第

4条一起使用。第 278 条规定了对使空气有毒的人的处罚措施，甚至包括户外场所。所以，不

限制吸烟的户外场所就限定为沿着马路两侧步行通道的临近区域（一般公众不去），或居民区

的户外场所。

• 烟草控制立法一开始没有包括“工作场所”，所以就用《印度刑法典》的第 278 条。通过倡

导和公关活动，把工作场所的意思解释为公共场所的一种。 终，这个新的定义在 2008 年的

实施细则中采用。

为了解决在超过 30 张床位的酒店和在超过 30 个座位的餐馆允许吸烟的问题，就应用《防止食物掺

假法》的条文规定。根据这部法律关于颁发执照的条件，酒店和餐馆必须维持好的卫生条件和健康

的环境。对这一条款的严格执法，被解释为任何餐馆都不得允许任何烟草烟雾从吸烟区进入不吸烟区。

声明任何烟草烟雾进入不吸烟区，都被认为是违反这部法律。结果，大多数酒店和餐馆决定完全禁

止吸烟，而不是指定吸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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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法兰克福“无烟”机场的欢迎牌很有误导性，因为机场里的吸烟区有骆驼牌卷烟赞助的吸烟区 10。

来源：Heather Selin 

一个有用的做法是，把宽泛的定义和哪些类型的场所包括进来的非详尽清单结合起来。这是附

录一法律范例的做法，下面对此稍作解读：

– 在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禁止吸烟；

– 公共场所是指公众惯常可进入的或者供集体使用的任何场所，包括公共交通；

– 工作场所是指一个或多个人工作的任何场所，不论是否获得报酬；

– 如果一个场所有顶部遮蔽，或者至少有两面墙壁或侧面，即是封闭的场所；并且

– 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包括，但不限于：

° 办公楼内的办公室和所有区域，不论属于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 健康机构，不论是私营的还是公立的；

° 教育机构，不论私立的还是公立的；

° 政府建筑物；

° 零售商店和购物广场；

° 食宿和餐饮设施，包括酒馆、迪厅、餐馆、酒店、卡拉 OK 场所；

° 社区中心、体育中心；

° 制造或加工厂；以及

° 包括多个住户的住处的所有公共区域，包括大堂、电梯和楼道。

这样的方式既有充分的灵活性，又足够具体，能广泛地保护人们，如果法律实施后仍然有不清

楚的地方，进一步澄清指定的无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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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指定室内吸烟室或吸烟区：既不简单，也不全面，也无法执行（具有保护性）

“无烟”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指与吸烟室共在一处的无烟区（比如法兰克福机场）10。这对烟草

业来说是很好的安排，他们声称这些吸烟室如果有独立的通风，允许吸烟者继续吸烟，并且保

护并不进入吸烟室的不吸烟者。

但是，工程设计和健康专家组织的科学证据批驳这些说法。美国加热、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

是世界上 大的此类专业人士的协会，他们认为：“目前，唯一有效地消除与室内接触 [ 烟草

烟雾 ] 相关的健康风险的方式是禁止吸烟行为 11。”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公约和公约第 8

条实施准则都确认，接触烟草烟雾没有安全程度可言，指定吸烟室不能充分地保护人们不接触

烟草烟雾。

指定吸烟室带来多个现实的问题：

• 烟雾从吸烟室的入口飘逸出来。在许多情况下，吸烟者感到吸烟室内的空气不舒服，把吸烟 

  室的门支着打开；

• 即便一个人接受吸烟室防止烟雾进入无烟区的错误论点，那么显然不能保护必须进入吸烟室

  的工作人员（比如清洁和维护人员）；

• 吸烟室通风系统安装和维护都很昂贵，并且常常没有维护到 佳性能标准；

• 指定吸烟室有利于能负担得起安装吸烟室的较大生意场所，许多辖区的小型生意场所提出这

  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 指定吸烟室增加执法的负担。除了确保没有人在无烟区吸烟外，执法人员还得监测指定吸烟

  室的指标和运行状况；

• 一旦允许和安装了指定吸烟室，后期修改法律禁止吸烟室就更难了，生意场所会辩称他们的

  投资应该得到保护。

虽然有这些问题，许多辖区还是对烟草业的压力做了让步，在法规中允许设立独立的指定吸烟

区。

允许设立指定吸烟室的 好情形是，吸烟室需要由卫生主管当局审批和允许（框 5）。把这样

的区域建成达到要求的指标的成本，以及从主管机构获得审批的难度，会减少实际建造的数量。

不过，这个过程仍然给卫生主管部门增加了审查申请的额外工作，并且安装后，也增加了执法

主管机构检查指定吸烟室的额外工作。

糟糕的情形是，吸烟室很多，极大地削弱对每个人的有效保护。

底线是

     没有理由允许设立指定吸烟室。避免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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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功要素 2：预期并反驳反对方

城市的领导人在制定无烟立法努力的早期阶段就会遇到反对。其中一些反对可能是公开的，许

多反对则会针对有影响力的人，闭门进行。

无烟法律这么受欢迎并且成功，为什么还要这么详细地谈反对呢？虽然绝大多数个人和生意场

所支持无烟法律，特别是在他们了解了这样做的理由以后，但是有一个行业受到无烟法律的严

重损害，那就是烟草业。

                框 5：三个城市在指定吸烟室方面的经验

墨西哥城：拒绝指定吸烟室
2007 年，墨西哥联邦特区通过了对《保护不吸烟者健康法》的修订案。修订案加强了法律，但是

在一些类型的公共场所，仍旧允许设立指定的吸烟区。

在根据法律制定实施细则的过程中，墨西哥城卫生局局长 Manuel Mondragón 很快认识到，吸烟室会

带来麻烦。他认为吸烟室不仅与保护员工和顾客不接触二手烟的目标不相符，而且他担心法律会要

求庞大的工程师队伍检查吸烟区是否建设妥当，并且是否按照应该具有的性能运行 12。

结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把法律退回给当地立法当局，通过一项修正案，取消对吸烟室的豁免。墨

西哥现在有全面的、符合 佳做法的法律，保护着公众和工作人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众的一个抱怨是烟雾从餐馆户外露台飘到了室内。这会有助于形成加强法律

的压力，禁止在露台上，或者离门口、窗户和进气口一定距离内吸烟。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指定吸烟室会招来法律挑战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省会区域特区是加拿大通过全面法律要求在几乎所有工作场所无烟的第

一个城市。其法规于 1999 年 1 月 1 日生效。但是作为开创无烟法律的城市，这个过程并不简单。

维多利亚省会区域特区首先与希望设立吸烟室的酒吧和餐馆所有者进行了常见的斗争，并赢得了胜

利。一场有些没有想到的斗争，是与橡树湾养老院，他们想获得一项豁免，可以允许其住户有一个

室内的吸烟室，说根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这是“合理的容许照顾”。

维多利亚省会区域特区的律师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法律建议是，为一类机构提供法律的豁免，会招

来法律上的挑战，需要给予各类机构这样的豁免。“如果一类经营场所（长期护理老人院的经营者）

根据宪章获得豁免，为什么另一类经营场所可能有同样的不便，就不能享受相同的变化呢 13 ？”

后，法律没有授予这一豁免。就像一位议员所说的：“我们制定这部法律是基于对公众健康的考

虑。我们不是为了选择法律对哪些群体适用 13。”

菲律宾马卡蒂市：通过成本障碍限制吸烟室
位于马尼拉大都市的菲律宾金融中心马卡蒂市，是菲律宾实施比较全面的禁止吸烟法律比较成功的

城市之一。

不过，马卡蒂市的法规允许在许多公共场所设立单独的指定吸烟区。

希望设立指定吸烟室的场所必须申请获得批准证。为了限制实际设立的指定吸烟室的数量，马卡蒂

市政府有意为这样的批准证设定了很高的费用 14。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大约 50 万人的城市只

有 84 个场所设立了指定吸烟室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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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内部自己承认，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限制吸烟会减少烟草使用，因此对他们的盈利

有影响 16。许多独立的研究也发现，实行无烟立法后，烟草消费减少了，这并不奇怪 8。

虽然烟草公司是无烟立法的主要反对者，他们极少公开地作为反对者站出来。烟草公司一般在

公民心中没有可信度，所以他们更喜欢呆在幕后。

烟草公司一般会找有些公信度的当地组织，支持他们反对无烟立法。他们可能资助现有的组织，

甚至为了反对对吸烟的限制，专门成立机构。他们可能鼓励个体生意经营者反对实行强有力的

无烟法律，在法律生效后不遵守法律，提供财务和技术支持，对无烟法律提出法律上的挑战。

世界多个地方记录了无数次烟草业反对无烟立法的论调和策略。这里只谈几个常见的论调。我

们鼓励读者参照下列材料，获得更全面的信息：

– Global voices: rebutting the tobacco industry, winning smokefree air – 2009 status report. Global 
Smokefree Partnership, 2009 [ 全球声音：反驳烟草业，赢得无烟空气——2009 年现状报告。全

球无烟伙伴组织，2009 年 ]

(http://www.globalsmokefree.com/gsp/index.php?section=artigo&id=109 );

–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protection from exposure to second-hand tobacco smok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 保护人们免于接触二手烟草烟雾的政策建议。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7 年 ] (Appendix 4 附录四 ; http://www.who.int/tobacco/resources/ publications/wntd/2007/pol_
recommendations/en/index.html );

– Are you smokefree yet? San Francisco, CA, Tobacco Scam web site, 2010 

    [ 你已经实现无烟了吗？美国加州旧金山，烟草骗局网站，2010 年 ] 

    (http://www.tobaccoscam.ucsf.edu/ ).

4.2.1 出面群体

烟草业为争辩自己的观点，会资助甚至设立反对无烟立法的群体。这些群体通常是食宿业协会

（比如某个城市的某个餐馆业协会），或者是争辩二手烟科学的“专家”。这些群体提出的主

要论点包括：

• 接触二手烟草烟雾导致的危害和疾病被夸大了；

• 为吸烟者设立独立通风的区域会解决这个问题；

• 禁止吸烟会导致一些行业丢掉生意（食宿业会丢掉 30% 的生意是标准的说法）

你能做什么？

• 更多了解这个机构：它的成员是谁？有多少个？谁提供资助给他们？他们与已知的烟草业出   

  面群体是否有任何关系？

• 提高媒体的意识，了解出面群体是世界各地烟草业反对无烟立法的常用策略。

• 从同样的部门招募你们自己的同盟者（生意经营者了解了事实和其他地方的经验后，烟草业

  招募食宿业协会作为出面群体就更难了），一旦生意经营者了解实施无烟法律是可行的，并

  且没有证据显示有经济危害，大多数都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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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关于二手烟和疾病、通风和经济影响的事实呈现给媒体和生意经营者（特别是食宿行业）。

• 邀请成功的无烟城市的生意经营者向你们城市的生意经营者做介绍（他们中许多人一开始也

  怀疑无烟立法，但是后来转而支持），他们代表可信的声音。

4.2.2 通风和“兼顾包容”，攻击科学
出面机构和其他反对者拒绝承认二手烟带来严重的问题，会宣传说在吸烟区和无烟区同在一

处的地方改进通风就行了，不用实行 100% 无烟法律。

烟草公司拒绝承认接触二手烟的风险，或者对此轻描淡写。他们常常付费给（国际或当地的）

科学家介绍他们的观点 17，依靠的是带有偏见的烟草业资助的研究，或者使用过时的信息。比如，

烟草业宣传的一个事实是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报告虽然认为接触烟草烟雾导致不吸烟者患肺癌，

但是其有效性被低等法院驳回了，不过，烟草业并不提及这个报告 终被美国 高法院判定有

效。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食宿业宣传推广“包容兼顾”计划，鼓励吸烟区和无烟区共享

一个空间，可能独立通风。类似的计划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名称存在着，包括英美烟草公司的

“尊重选择”计划 18。

你能做什么？

• 聘请知名的当地医生和其他公共卫生专家介绍接触二手烟带来危害的证据。世卫组织和世界 

  多个国家的卫生和医疗协会都接受这个证据。重要参考资料：

    -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involuntary exposure to tobacco smoke: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Washington,  

       DC, Offi 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2006 [ 美国卫生部卫生总监报告：被动接触草烟雾的健康后果。美国华

     盛顿，卫生总监办公室，2006 年 ]
          (http://www.surgeongeneral.gov/library/secondhandsmoke/report/index.html);
    - Tobacco smoke and involuntary smoking: summary of data reported and evaluation. Lyon,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2002 [ 烟草烟雾与被动吸烟：对报告的数据和评估的汇总。里昂，国际癌症研究署， 

     2002 年 ] (IARC Monographs on the Evaluation of Carcinogenic Risks to Humans, Vol. 83 [ 国际癌症研究署关于 

     对人类的致癌风险评估专论，第 83 卷 ]; 
          http://monographs.iarc.fr/ENG/Monographs/vol83/volume83.pdf ).

• 聘请当地和国际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介绍证据，表明更好的通风，即便是独立通风的吸烟区，  

  也不能保护不吸烟者的健康。重要参考资料：

    - Findings of technical feasibility study on smoking room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20 April 2009. [ 对吸烟室技术可行性研究的发现。中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健康服务专家委员会，2009 年 4 月 20 日 ]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panels/hs/papers/hs0420cb2-1324-5-e.pdf );

    - Position document on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30 June 2005.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ASHRAE), Atlanta, GA, 2005 [关于环境烟草烟雾的立场文件，2005年6月30日。 

     美国加热、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学会，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05 年 ]  
          (http://www.ashrae.org/doclib/20058211239_347.pdf );

    - Repace J. Controlling tobacco smoke pollution. IAQ Applications, 2005, 6:11–15 [ 控制烟草烟雾污染 ]   

          (http://www.repace.com/pdf/iaqashrae.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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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空气质量监测研究，测量与（即便独立通风的）吸烟区共用一处的无烟区的细微颗粒物 

 （烟草烟雾的标志物）。重要参考资料：

– Learn how to conduct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studies. Buffalo, NY, Tobacco Free Air, 2010 [ 学习如何开展二手

烟暴露研究。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无烟空气，2010 年 ](http://www.tobaccofreeair.org/ );

– Air monitoring. Secondhand smoke monitoring.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10 [ 空气监测。二手烟

监测。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10 年 ]

    (http://www.shsmonitoring.org/methods/air/ ).
• 着重介绍在其他辖区，设立通风的吸烟室、吸烟区和无烟区同在一处带来的执法挑战。见第 

  4.1.3 节关于指定吸烟室的介绍。

4.2.3 经济上的论点
烟草业及其出面群体认为，无烟立法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特别是食宿或餐饮业（酒吧、餐馆、

酒店、迪斯科、卡拉 OK 场所，等等）。一个典型的论点是禁止吸烟会使食宿业损失 30% 的

生意。这个 30% 的说法是凭空杜撰的，在任何一个无烟的管辖区，都不曾有这样的记录。实

际上，所有客观的研究（即：调查有代表性的销售、税收或就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无烟立法

对生意有中性或积极的影响。

你能做什么？
• 着重介绍表明无烟立法与经济上的损失不存在关联性的数据。许多辖区都有这样的数据。选

  择对你们的城市 相关的数据，或者用图表形式把多个辖区的数据汇总起来，表明经济数据

  来自多个地方。重要参考资料：

     –  Scollo M et al. Review of the quality of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moke-free policies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obacco Control, 2003, 12:13–20 [ 对无烟政策对食宿业经济影响的研究质量的回顾 ]
         (www.goingsmokefree.org/tools/downloads/reports/economic_impact.pdf );

–  Impact of a smoking ban on restaurant and bar revenues – El Paso, Texas, 2002. MMWR Weekly,2004, 53:150–152 [ 禁 

  止吸烟对餐馆和酒吧收入的影响 ]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5307a2.htm);

–  Smoke-free workplaces in Ireland: a one-year review. Naas, Ireland, Offi ce of Tobacco Control, 2005:10 [ 爱尔兰的 

  无烟工作场所：一年期回顾 ] (http://www.otc.ie/article.asp?article=271);

– Ley de Protección a la Salud de los No Fumadores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of Non- smokers] Distrito 

Federal, México, Secretaria de Salud del Distrito Federal, México DF, 2004 [ 保护不吸烟者健康的法律 ]

    (http://www.salud.df.gob.mx/ssdf/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7&Itemid=270);

– The smoke is clearing: anniversary report 2005. Initial data on the impact of the Smoke-free Environments law  

    change since 10 December 2004. Wellington, Ministry of Health, 2005:10 [烟雾正在散去：2005年周年报告。 

  2004 年 12 月 10 日无烟环境法改变以来影响的初步数据 ] (http://www.moh.govt.nz/moh.nsf/wpg_index/ 

     Publications-Smoke+is+Clearing:+Anniversary+Report+2005 );

–  [ 无烟欧洲经济上有道理：关于无烟政策的经济方面的报告 ] (http://www.smokefreepartnership.eu/
Smoke-free-Europe-makes-economic_sense.pdf).

• 邀请无烟辖区的生意经营者向你们的社区和社区的意见领袖介绍情况（见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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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法律挑战（或提出法律挑战的威胁）

烟草公司或他们的出面群体几乎总是威胁要在法庭上挑战有效的无烟立法。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实际上真的挑战立法。他们一些常见的法律论点包括：

– 歧视吸烟者；

– 不合适（有错误）的流程；

– 城市没有宪法或法律权威进行管制。

烟草业针对无烟立法的几乎所有诉讼都失败了 19,20,21,22,23。那些获得成功的诉讼倾向于集中在程

序问题上，比如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时没有充分咨商或者有不恰当的法律流程，而不是涉及法律

背后的理由或科学。

你能做什么？

• 确保你们城市的法律顾问，对涉及你们国家和城市的潜在相关法律问题了如指掌。如果需

 要聘请外部法律顾问支持你们城市自己的律师，不要犹豫。

• 确保你们的立法建立在被认可的健康证据之上，比如接触二手烟给不吸烟者带来严重伤害 

 的证据，单独通风的吸烟室不能充分保护不吸烟者的证据。

• 确保你们的立法完成法律要求的咨商流程，不管这个流程包括立法听证、书面的公开咨商   

 的时间段，还是公开的咨商的会议。根据世卫组织公约的要求，为了减少烟草业对烟草控

 制的干扰，不要与烟草业私下会面。烟草业与其他公众成员一样，可以在公开的论坛表达

 自己的关切。

• 着重介绍提出了法律挑战又遭遇失败的许多辖区。这些辖区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的几个当地

 辖区，以及墨西哥城 19,24。

4.3 成功要素 3：对法律实施和执法的精心规划和充足资源

关于无烟立法常见的一个错误认识是，强有力的执法是做到守法的唯一决定因素。实际上，三

个重要的因素对高遵守率都有贡献，包括：好的立法（第 4.1节）；好的执法策略（第 4.3.1节）；

好的传播和沟通策略（第 4.5 节）。按照这三个策略，无烟法律很快就变成自动执法的了，因

为公众会要求这部法律，吸烟者和生意经营者会看到遵守无烟法律的好处。所有这些要素的实

施，需要协调好，早做规划（框 6）。

作为早期的重要一步，为了制定和协调实施策略，确保接受和遵守强有力的立法，城市应该设

立包括政府机构重要成员和公民社会的实施团队或专门工作组。这样的专门工作组能确保重要

的同盟者和潜在的同盟者在早期阶段就加入这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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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01 年 5 月 31 日，当时尚在世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宣布，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根据国王的

法令将禁止吸烟。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以及传播的支持这一决定的讯息是：根据伊斯兰教的宗教

教义，特别是《古兰经》的表述和先知穆罕默德关于避免伤害健康或财产的任何行为的教义。

图 3：麦加和麦地那的广告牌和其他宣传材料 46   

来源：Mostafa K. Moahmed

框 6：麦加和麦地那：独特的理由，熟悉的实施策略

这个决定有可能影响远远超过这两个城市的更多人口，作为穆斯林朝圣的主要目的地，这两个城市

每年吸引 600 到 800 万来访者。

虽然与其他许多辖区相比，这两个城市制定无烟政策有独特的理由，实施无烟政策的行动遵循了其

他无烟辖区的成功策略，包括：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信息和传播策略；以及实施和执法的

规划。

根据国王的法令，这两个城市的市长都成立了官方委员会：烟草预防高级委员会，开展实施政策必

要的步骤。委员会的成员由麦加省省长以正式法令的形式委派，包括了市里的代表、卫生、教育和

文化机构、麦加朝圣事务、圣清真寺维护事务、乌姆艾尔古拉大学和商会。

采取的实施行动包括把烟草销售网点和水烟咖啡厅逐渐搬到城市的边界之外。这一非常务实的步骤，

使人们更可能遵守在圣清真寺周围区域禁止吸烟的法令。

这些措施之外，还有在朝圣季节和斋月广泛开展的传播宣传。

麦加和麦地那法令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营销和销售烟草的人很难反驳这项法令。因为宗教上有反

对烟草的教义，公民和朝圣者广泛接受这一举措，所以任何烟草公司或零售商如果站出来反对这项

法令，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业务。

麦加圣城提高吸烟危害意识的主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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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执法策略

虽然无烟法律经过实施前恰当的准备和传播，通常能够自动执行，但是执法策略对于实施法律、

震慑潜在的违反者还是必要的。一个好的执法策略，有助于以 少的资源成功地执法（框 7）。

策略应：

• 确定对这部法律执法 符合逻辑的一个或多个部门， 合适的常常是有检查人员作为他们其 

  他执法工作的一部分，定期进入生意场所的部门（比如：食品安全检查员、环境安全官员）；

• 制定明确的执法方案，把遵守法律的责任放在经营者和管理者身上，而不是吸烟者个人身上，           

  把检查的重点放在不遵守的可能性 大的场所（比如：某些类的生意场所或地理位置）；

• 安排足够的资源培训检查人员，确保有足够的检查人员进行执法，尤其是在法律实施的初期 

  阶段。

全球无烟伙伴组织发布了详细的执法指南，其中包括执法准则和许多个辖区的具体例全球无烟

伙伴组织发布了详细的执法指南，其中包括执法准则和许多个辖区的具体例子 25。各个城市在

规划执法策略时，可以以此作为主要的参考材料。

4.4 成功要素 4：公民社会的参与

公民社会的支持，对于通过和实施成功的无烟法律几乎总是一项重要因素。在 佳情况下，当

地政府致力于通过和实施有效的无烟法律，并把民间社会组织作为帮助宣传和实施法律的伙伴

（框 8）。

苏格兰为实施《2005 年吸烟、健康与社会保健（苏格兰）法案》，制定了详细的执法策略和方案。

负责监督这部法律执法的六个部门起草并同意了执法方案，这些部门包括：苏格兰皇家环境卫生学

会、苏格兰环境卫生首席长官协会、苏格兰地方主管当局大会、皇家检察院及地方检察官服务处、

苏格兰首席警务长官协会，以及苏格兰行政院卫生部。

执法方案确定，检查的 初重点放在下列场所：

• 对大量人群开放的场所；

• 没有已经实施的自己采取的控制吸烟的场所；

• 执法官员根据其他立法，在例行检查中一般不去的场所。

执法方案预期会过渡到基于风险的检查计划，届时会考虑对管理层的信心、遵守要求的历史情况，

投诉电话上接到的投诉数量。

虽然苏格兰的立法规定了足够重的处罚以鼓励遵守法律，但是执法方案强调在处罚前要做好教育工

作：

执法官员要与生意场所密切协作，通过教育、建议和介绍，形成对法律的遵守。只有在情形的严重

程度要求采取执法行动的时候才采取。执法的方式是非对抗的，侧重提高意识和理解以确保遵守。

采取的任何执法行动必须公平、与违法程度匹配、具有一致性。

框 7：苏格兰的执法方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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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比公共卫生优先的时候，辖区 终制定的法律可能既不简单，难以执法，也不全面。但是，

印度迪加尔市的例子表明，即使是弱化的法律，如果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并且采用创造性的策略，

也能带来无烟的结果。

2003年，印度政府通过了《卷烟与其他烟草制品法》，这部法案针对包括在公共场所吸烟在内的问题。

虽然法案在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是允许在超过 30 个客房的酒店、机场和就餐区域超过 30 个

人的餐馆，在他们的场所设置指定吸烟区。

昌迪加尔一家民间社会组织“热血头脑协会”，对联邦法律允许在许多公共场所设立室内吸烟

区感到忧虑。这家民间社会组织也十分关注烟草公司和当地政府部门领导之间的明显可见和密

切的联系，当地政府部门应该在昌迪加尔执行联邦法律，但却没有这样做。

为了解决执法的问题，这家社会组织依据 2005 年通过的《信息权利法案》，向昌迪加尔各政府办

公室提出了数百份获取信息权利的申请，询问根据《卷烟与其他烟草制品法案》的执法行动。政府

办公室需要在 30 天内对获取信息权利的要求做出答复。这督促他们迅速审视立法和所采取（或未

采取）的执法行动，结果使他们对执法责任有了更多认识。法庭对 2005 年提交的民事令状申请的

判决，也强化了当地政府有义务忠实地实施烟草控制立法。

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法律行动和对抗，现在被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代替。昌迪加尔市政府的高级官

员与热血头脑协会的人会面，请这家非政府组织准备一份昌迪加尔成为无烟城市的路线图，同时昌

迪加尔警察也开始对这部法律进行执法。

即便恰当地执行联邦法律，还是有两个根本性的缺点，一个是在餐馆、酒店和机场允许设立吸烟区，

一个是对违反法律的处罚太轻，不足以构成威慑。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热血头脑协会找到了其他几部联邦法律，能够使消除这样的吸烟区成为现实。

有两部法律尤其有助于弥补这些漏洞。

《预防食物掺假法案》规定了审批执照的条件，要求酒店和餐馆维持好的卫生条件和健康环境。昌

迪加尔市的执法当局把这一规定解释为，任何烟草烟雾进入无烟区，就被视为违反此规定。热血头

脑协会开发了低成本的空气检测工具，评估遵守的情况。结果，大多数酒店和餐馆决定实行完全禁

止吸烟，而不是设立指定的吸烟区。丢掉执照的风险足以说服他们遵守。

同样，为了鼓励在政府机构场所遵守无烟规定，根据公务员服务规则里的条件，确定政府机构官员

可因此被起诉，其后果比《卷烟与其他烟草制品法案》的处罚要严厉得多。通过宣传这个事实，起

到了震慑效果。

框 8：印度昌迪加尔市公民社会的行动推动法律实施，成为当地政府的伙伴 27

在当地政府没有启动制定有效法律的意愿或支持的情况下，公民社会能与当地政府一道，帮助

建立更有利的公众和政治环境，推动无烟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公民社会机构对形成对无烟立法的支持能起到多方面的关键作用。

• 形成政治意愿。公民社会常常有比政府更大的自由，可以与政治领导人沟通，宣传推动有效

 的法律。同时，它常常也更有可信度。公民社会的广泛联盟，应该能有效地建立跨越政治党 

 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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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公众和意见领袖，反击反对者。公民社会与媒体常常有好的经验和联系。它可以独立地        

  宣传支持政府制定强有力法律努力的讯息。来自政府的同样的讯息，再加上多个公民社会机

  构的多次响应，是不会被忽略的。

  公民社会通常也能更快速地对事件做出反应，对反击烟草业的阻挠至关重要。公民社会的行 

  动帮助抵消烟草业及其同盟反对者反对无烟法律的影响。

• 监测和协助执法。公民社会机构通过其成员和志愿者，可以作为政府了解违法情况的好渠道。

  他们与执法官员协调，走访生意场所和其他经营业主，向经理们宣传他们在法律下的责任，  

  也能帮助促进对法律的遵守。

  公民社会组织，比如学术机构，能帮助开展监测研究，评估法律的成功和影响。

对促进无烟立法是天然的同盟者的组织机构包括：

– 医学专家群体，比如内科医生、护士、牙医、药剂师；

– 健康慈善机构，比如癌症学会、心脏基金会、肺部健康协会；

– 关注空气质量的环境团体；

– 工会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组织（虽然其中一些组织可能一开始抵制立法）；

– 父母和教师协会；

– 宗教组织；

– 民间组织。

4.5 成功要素 5：宣传和传播

宣传和传播对形成对无烟法律的支持是必要的。虽然公众一般是支持的，通过传播策略，可

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公众坚决地支持无烟法律。

根据不同情况，传播的讯息、受众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并且在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整个过程中也

有所不同。需要制定传播策略，确保 有效的讯息在合适的时间，通过 有效的方式，传达给

需要到达的人群。

全球无烟伙伴组织把法律实施前和实施后 常见的主要公众教育目标归纳为：

• 提高公众对新法律的必要性，以及对新法律带来的健康和生意益处的理解；

• 提高人们对新法律的意识：在哪里适用，有什么要求，生效的日期，对违法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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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生意场所提前规划，给他们提供指导；

• 鼓励吸烟者遵守法律；

• 建立会对法律认真执法的预期；

• 宣传公众帮助执法的方式；

• 在实施法律的同时，推出“戒烟”宣传；

• 通过调查、空气质量监测研究和其他方法，表明法律起到效果，受到欢迎；以及

• 反击法律反对者的影响 25。

除了这些目标，在推出立法之前，可能需要说服政治领导人和公众，推出和通过保护工作人员

和公众不接触二手烟草烟雾的立法是必要的（框 9）。

框 9：加拿大：一个工作人员发出的个人讯息 28,29

全面的无烟法律如果侧重对工作人员的保护，通常能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烟草公司一贯地辩称，为

了照顾吸烟者，在公共场所需要吸烟区。但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几乎全部室内公共场所同时

也是工作场所。各个国家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同意：“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在没有烟草烟雾

的安全、健康的环境工作。”

酒吧和餐馆是工作场所的讯息，通过希瑟·克罗的故事，在加拿大进行了广泛明确地宣传。希瑟是

一名不吸烟的女服务员，由于多年在她的工作场所：餐馆和酒吧接触烟草烟雾，即将因肺癌去世。

2002 年希瑟被诊断患有肺癌后，她致电一家公民社会组织：支持无烟加拿大医师协会，表示她愿

意讲述她的故事。

这一个电话带来了加拿大卫生部作为联邦卫生部门所做的全国性大众媒体宣传，以希瑟自身的经历，

在全国推动无烟法律。除了媒体上的广告宣传，克罗女士还在支持无烟加拿大医师协会的协调下，

在几十个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拜访全国各地的市长和其他政治领导人。

在加拿大，管制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权限被下放到省市和地区。希瑟的故事和经历把政府、

公民社会、媒体和公众联系到一起，在省市层面支持无烟法律。

希瑟被诊断患有肺癌的时候，加拿大只有 5% 的工作人员受到不接触二手烟法律的保护。在她

2006年 5月去世时，加拿大 80%的工作人员得到了保护。一个故事被广泛传播，带来了巨大的不同。

关于希瑟的故事和宣传活动视频（英语或法语），见：

http://www.smoke-free.ca/heathercrowe/fi l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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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希瑟克罗，由于工作场所的二手烟，2006 年 61 岁时因肺癌去世。

来源：二手烟夺人性命。不信问问希瑟。经卫生部长同意复制，2003 年

4.5.1 对媒体、公众和政治领导人的宣传

就像如下介绍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有许多种方式传播你的讯息。应使用尽可能多的方式。不

过，针对政治领导人、媒体和公众等主要目标受众，主要有两大类传播方式 有影响力，应该

优先使用。

4.5.1.1 付费的大众媒体宣传。专业制作的媒体宣传，在付费获得的播出时间和空间播出，常常

是到达公众 有效的途径，也 有影响力。

付费宣传使你们对讯息，对公众什么时候和从哪里看到或听到讯息有完全的把握。虽然大众媒

体宣传需要资源，从收到的影响效果来看，是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图 5、图 6）。

世界肺健基金会提供在线的资源，供制作宣传推动无烟环境的大众媒体宣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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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爱尔兰的大众媒体宣传，通过“无烟奏效”宣传，突出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保护 31。“根据法律，

酒吧、餐馆和其他工作场所现在必须实现无烟。为什么？因为二手烟导致严重和致命疾病。所

以，即便你不在工作，记住我在工作。他也在工作。无烟奏效。根据法律，无烟 47。”

来源：爱尔兰烟草控制办公室

4.5.1.2 免费媒体。免费媒体，即通过新闻稿、新闻发布会、采访和活动形成的新闻报道，是到

达公众和政治领导人十分有效和花费较低的方式。在城市里 大的报纸刊登首页报道，或者支

持无烟法律的编者按，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框 10）。

框 10：阿根廷圣菲省罗萨里奥市：公民的行动支持无烟立法，成为新闻

2004 年 3 月，阿根廷圣菲省立法会有个立法提案，要在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

禁止吸烟，无一例外。

2004 年 6 月，一个患有哮喘的 10 岁的小男孩，他叫凯文·斯特劳拉，给这项提案以巨

大的推动。凯文乘坐一辆公交车，在司机停止在公交车内吸烟之前，他拒绝为乘车付费。

根据 1985 年的市政法令，已经禁止在公交车内吸烟。司机威胁男孩如果不付费，就把

他带到警察局，但是男孩坚持公交车司机先把烟灭了，他才会付费。

后，这个男孩被带到警察局，警察让他付公交车票费，并告诉司机把孩子送到学校。

在回到家以后，男孩和他的妈妈谴责这起事件，公交车公司暂停司机的工作。这起事件

引起了当地和全国媒体的关注，不久这个男孩成为圣菲省省会罗萨里奥市不吸烟者权利

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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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媒体可通过许多种方式获得：

• 其他辖区成功实施无烟法律的故事；

• 支持无烟法律的生意经营者和知名人物的证言；

• 受到二手烟影响的发言人的证言，特别是工作人员；

• 容易让媒体获得展现自己机会的公共活动；

• 烟草业干扰政治过程的故事；

• 发表研究报告、公众意见调查、其他监测信息。

关于如何利用免费媒体宣传推动无烟法律，有多份指南。在参考资料部分列出的许多案例研究，

也提供了一些如何使用免费媒体推动无烟立法的例子。

图 6：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左）和乌拉圭（右）宣传在酒吧和餐馆实行无烟法律的海报

来源：世界肺健基金会

4.5.2 对生意场所和雇主的宣传

雇主和经营场所是确保遵守法律的关键同盟。世界上没有一个辖区有资源安排检查人员定期

检查每个被管辖场所的遵守情况。

为了使雇主和生意场所能够履行确保遵守法律的义务，需要提供专门的信息和宣传。许多辖区

针对不同部门的雇主，专门制作了指南。这些指南大到比较详细的手册，着重介绍管理层需要

采取的步骤，小到面向处理无烟场所吸烟问题的员工的一页指南（图 7）。这些材料可以通过

网上提供、邮寄给经营场所，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分发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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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尔兰和苏格兰（从左至右）为生意场所和员工制作的指南手册和海报。

苏格兰的手册提供九种语言的版本 36,37,38。

来源：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烟草控制办公室（左）。爱尔兰烟草控制办公室（中）。苏
格兰政府卫生部门（右）。

与各部门主要的组织机构会面，比如政府机构的管理者、工会或协会、商会、食宿业协会等，

也有助于确保这些部门的领导者宣传推动法律的实施。本地的卫生主管当局可以组织这些会议，

并且适当的执法机构代表和 / 或公民社会组织一起参加。

4.5.3 政治代言人作为信使

成功地通过强有力的无烟立法的管辖区，一般都有关键政治“代言人”的坚决支持。他们是高

级别的人人熟识的政治家，他们愿意在整个立法过程中为这部法律而斗争，愿意在媒体上宣传

它（图 8）。

图 8：在各自所在辖区宣传推动无烟立法的知名政治代言人（从左至右）：

墨西哥城卫生局局长 Manual Mondragón；乌拉圭前总统 Tabaré Vazquez。

来源：Manual Mondragón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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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代言人是所在社区的知名人物，他们有影响政策的权力，能吸引媒体的注意。在立法者中

建立对无烟政策的政治支持，向公众宣传法律，以及针对批评为法律辩护，他们起到重要作用

（框 11）。政治代言人应被视为任何传播策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006 年 3 月，乌拉圭成为美洲第一个实施全面的无烟法律的国家。在法令生效前一个月，卫

生部开始收集 100 万个签名，感谢乌拉圭的 100 万个吸烟者，感谢他们在法令生效后会到室

外吸烟。百万分感谢，真的是“百万份感谢”（图 8）。在这个只有 350 万人的国家，这是

个很大的目标。

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收集了 110 万签名。签名是这样收集的：

• 乌拉圭总统 Tabaré Vazquez 本人亲自启动了这场活动，通过全国视频会议的形式，并且

有政府高官和艺术、体育、新闻媒体和政界的名人参加，这确保了有广泛的新闻报道和备

受关注；

• 人们可以在网上致谢卡上签名，或者拨打免费电话签名；

• 在出租车上有宣传这个活动的广告；

• 不断更新的广告牌宣传这个活动的 终结果。

除了在吸烟者中建立对法令的支持和鼓励遵守外，这个宣传活动还树立了一个积极的形象，

那就是法令并不是要从公众那里拿走什么，而是给予公众洁净的空气。吸烟者相当于因为

帮助提供这样的洁净空气而受到感谢。

这在乌拉圭是一个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不过也特别适合当地的情形，它提供了一种让每个

人参与进来宣传法律的独特方式。

框 11：乌拉圭“百万分感谢”的宣传 39

33

    4. 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



4.6 成功要素 6：监测、评估法律的实施和影响

虽然无烟法律一般受到公众的欢迎，但是烟草业在法律实施以后，不会就此停止反对法律。

烟草业通过法庭上的挑战、媒体宣传和游说，会尽力让人们相信法律不起作用，不受欢迎，

并且 / 或者带来负面的经济影响，需要弱化或废止。

对这些反对策略 好的回应是客观地表明，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提供证据表明：法律

正按原本的意图起到效果，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4.6.1 监测工具的类型

有许多监测工具可以用来确定实施无烟法律的成功和影响。对反击反对者试图弱化法律 重

要的监测工具简要介绍如下。

- 公众意见调查表明人们对法律的支持程度。

  多个辖区已经表明，在法律通过前公众的支持率很高，在法律实施后，支持率进一步提高。  

  在为无烟法律做了恰当准备和妥善实施的辖区，支持率一般在 80% 以上。比如，2009 年《欧

  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84% 的欧盟公民支持在办公室和类似的工作场所实行室内无烟  

  工作场所，79% 支持无烟餐馆，65% 支持无烟酒吧、酒馆和俱乐部 40。

2006 年乌拉圭无烟法令生效几个月后，市场舆论调查国际所做的民意调查的问题和回答举例 41，详见表 1。

表 1：2006 年市场舆论调查国际所做的乌拉圭民意调查的问题和回答选项举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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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考资料

–  经济研究显示，法律对生意没有负面影响。

法律实施后，反对者的主要论调是法律影响了生意，特别是食宿或餐饮业（酒店、餐馆、酒

馆、卡拉 OK 场所、迪厅、跳舞俱乐部）的生意。能够使用本市的客观数据反驳这个说法，

很重要。应聘请当地的学术机构审视相关的要素，比如销售量、纳税额和雇佣人数的数据。

关于证据和这类研究的更多指导，请参阅：

     – Smokefree and hospitality. Carlton, Vic, VicHealth Centre for Tobacco Control (Australia), 2010 [ 无烟与食宿业 ]          

        (http://www.vctc.org.au/browse.asp?ContainerID=smokefree);
     – Smoke free Europe makes economic sense. Brussels, Smokefree Partnership (Europe), 2010 [ 无烟欧洲有经济上

     的道理 ] (http://www.smokefreepartnership.eu/Smoke-free-Europe-makes-economic);
      – Smokefree laws help the economy and do not harm restaurants and bars. Global Smokefree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2006 [ 无烟法律有助于经济，不影响餐馆和酒吧 ] 
        (http://www.tobaccofreecenter.org/fi les/pdfs/en/SF_help_economy_en.pdf );
     – Economic impact of smoke-free legisl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Ottawa, ON, Health Canada, 2005 [ 无烟 

    立法对食宿业的经济影响 ]

          (http://www.hc-sc.gc.ca/hc-ps/pubs/tobac-tabac/2005-hospitalit/overview-vue-eng.php).

–  遵守率数据。在法律实施前，应与执法机构就收集遵守率数据的体系达成一致。与执法机构  

  协调，公开遵守率的数据。以简单的形式呈现给媒体这些数据，能反击法律不起作用或者没

  有被遵守的说法（图 9）。爱尔兰一年期遵守情况报告提供了一个好的模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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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爱尔兰、新西兰（数据只体现对无烟酒吧的支持情况）、纽约市（美国）、墨西哥城无

烟法律实施前和实施（大约一年）后公众支持率 43,44,45

– 在法律覆盖的场所，法律实施前和实施后颗粒物的水平。

许多辖区在法律实施前，在一些地方检测了来自烟草烟雾的细微颗粒物，以确定细微颗粒物

水平 高的地方。后续可以在法律实施后再进行检测，表明细微颗粒物降到了更低、更健康

的水平。多个学术机构有开展这些研究的经验，在监测工具和方案方面可以提供协助。

如下网址提供研究方案和其他指导：

Conduct a study. Baltimore, MD, Secondhand smoke monitoring, [ 开展研究：二手烟监测 ] (http://www.shsmonitoring.
org/ ); 
Learn how to conduct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studies. Buffalo, NY, Tobacco Free Air, 2010 [ 学习如何进行二手

烟暴露研究 ] (http://www.tobaccofreeair.org/ ).

– 工作人员健康的指标。为了评估法律对工作人员健康的影响，可以在法律实施前和实施后，  
测量报告的健康症状和血液中可替宁水平等烟草烟雾生物标志。在二手烟监测网站（http://

www.shsmonitoring.org/）上，可以找到对这类研究的指导。另一个测量指标是因为心脏病发作等

急性心血管问题急诊入院治疗的人数。以下辖区曾测量这个指标：

意大利

Cesaroni G et al. Effect of the Italian smoking ban on population rates of acute coronary events. Circulation, 11 February 
2008 [ 意大利吸烟禁令对全民急性冠心病事件的影响 ] (http://circ.ahajournals.org/cgi/content/abstract/CIRCULATIO
NAHA.107.729889v1?maxtoshow=& HITS=10&hits=10&RESULTFORMAT=&fulltext=Forastiere&searchid=1&FIRSTINDEX=0&
resourcetype=HWCIT );

* 美国纽约市，第一次测量是无烟法律实施后几个月，第二次测量是实施一年后。在这段时间内，对法律 
  的支持增加了。所有其他“实施前”数字，都来自无烟法律实施前进行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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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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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6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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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苏格兰
Pell JP et al. Smoke-free legislation and hospitalizations fo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8, 359:428–491 [ 无烟立法与急性冠心病综合症入院治疗人数 ]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sa0706740 );

美国蒙大拿州海伦娜市
Sargent RP, Shepard RM, Glantz SA. Reduced incidence of admissions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ssociated 
with public smoking ban: before and after study. BMJ, 2004, 328:977. [ 与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相关的心肌

梗死入院人数减少：实施前后对照研究 ]
(http://www.bmj.com/content/328/7446/977.abstract?maxtoshow=&HITS=10&hits=10&RESULTFORMAT=&author1=
Glantz&fulltext=Helena&andorexactfulltext=and&searchid=1087350127291_557&stored_search=&FIRSTINDEX
=0&sortspec=relevance&resourcetype=1);

美国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
Bartecchi C et al. Reduction in the incidence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ssociated with a citywide smoking 
ordinance. Circulation, 2006, 114:1490–1496 [ 与全市吸烟法规相关的急性心肌梗死发病减少 ] 
(http://circ.aha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114/14/1490 ).

4.6.2 把讯息发布出去：法律起到效果并且受到欢迎

如在第 4.5 节所讨论的，传播和宣传不应在法律实施后就停止。监测和评估结果应向决策者

和在媒体中广泛宣传，表明法律受到欢迎和它的影响。

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在法律生效日期一周年的时候发布一周年报告，宣传评估的结果。英格兰、

爱尔兰、新西兰和苏格兰都发布了一周年报告，获得广泛的媒体报道，有助于强化一个讯息

就是法律起到效果，并产生预期的影响。

– Ireland - Offi ce of Tobacco Control. Smoke-Free Workplaces in Ireland. A One-Year Review [ 爱尔兰：烟草
  控制办公室。爱尔兰无烟工作场所：一周年回顾 ] 
    (http://www.otc.ie/Uploads/1_Year_Report_FA.pdf )
– New Zealand - Ministry of Health. 2005. The Smoke is Clearing: Anniversary Report 2005.Wellington:   
    Ministry of Health [ 新西兰：卫生部。2005 年。烟雾正在散去：一周年报告 ] 
     (http://www. moh.govt.nz/moh.nsf/pagesmh/3388?Open)
– United Kingdom 英国

° Department of Health. Smokefree England – one year on [ 卫生部。无烟爱尔兰：一年了 ]            
(http://www.dh.gov.uk/prod_consum_dh/groups/dh_digitalassets/@dh/@en/documents/digitalasset/
dh_085882.pdf )

° Scotland - Ash Scotland 2007. Smoke-free success: ASH Scotland presents the Scottish experience [ 苏格
兰：苏格兰吸烟与健康行动，2007 年。无烟的成功：苏格兰吸烟与健康行动介绍苏格兰的经验 ] 
(http://www.ashscotland.org.uk/ash/fi les/Smokefreesuccess07.pdf)

当然，不用等上一年才报告好的结果。随着城市获得数据，就应通过新闻稿或公众活动主动地
宣传积极的结果。

但是，对一些类型的研究过早发布，要谨慎。比如，应该收集半年到一年的经济数据， 
再与前些年做比较。全年的数据能照顾到各个季节，显示的趋势超越任何可能导致销售量短暂
下滑或上涨的短期因素的影响。不过，如果有必要为了反击反对者的说法 ,可以更早地把初步
的发现发布给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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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现无烟城市的 12 个步骤

通过倾听和交流学习经验

纸面上的案例研究和故事当然有助于指导一个社区的努力。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直接听取

和观摩别人的故事。

一个考虑实现无烟的城市要做的 有用的事情之一，是访问已经成功地实现无烟的社区。听一

下别人谈他们的经验能帮助避免犯错误，也让你们有机会询问把他们的经验应用到你们城市的

具体问题。

许多考虑无烟立法的辖区访问过爱尔兰、苏格兰、乌拉圭、美国（加州和纽约市）和其他无

烟的地方，获取想法，认为这些访问是他们规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世卫组织各办公室和其他国际卫生机构可以帮助安排这类拜访。

在框 12 中，学到的经验被提炼成“12 个步骤”，其中许多会按照与这里列出的不同的顺序发

生，或者会同时发生，但是这些步骤确实列出了实现无烟城市需要做的事情的大致框架。

框 12：“12 个步骤”

1.成立当地卫生权威机构主持的规划和实施委员会。包括主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是健康、消 

  费者、教育、环境、宗教或公民协会）、相关执法当局、其他政府部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比如 

  劳动和商务部门），以及主要的雇主和员工协会。

2.成为专家。尽可能多地了解其他辖区是如何实现无烟的。

3.与当地的立法专家一起，在国际 佳实践的指导下，起草有效的立法。

4.研究多种可能的立法情形，包括烟草业采取法律行动的情形，预先做好对各种情形做出潜在回 

  应的准备。

5.寻找政治代言人，介绍和宣传立法。

6.邀请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在这些组织的成员、政治领导人和媒体中形成支持，并且帮助及时地

  反击烟草业的策略。

7.与评估和监测专家一起，确定并开展所需的基线研究（比如公众意见、空气质量监测），以便

  比较法律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影响。

8.与媒体和传播专家一起，制定和发布讯息，向公众宣传推动立法。应该通过新闻稿、媒体采访   

  和活动等免费媒体，加上通过付费的大众媒体（比如电视、广播、广告牌）宣传讯息。媒体策略

  应包括对烟草公司及其同盟错误论调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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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执法权威机构紧密工作，设计执法计划，包括培训检查人员、明确的检查方案和能够进行定 

   期检查的资源，尤其是在法律生效后的 初几个月。

10.在立法的实施日期宣布后，制定和发布指南、标志和其他信息给负责确保遵守的雇主和生意场 

   所。

11.通过媒体活动、志愿者在街头宣传实施，检查人员向各类场所宣传法律，庆祝实施的那一天。 

   这应该是一个庆祝的日子。

12.监测遵守情况、公众意见、室内空气质量、工作人员的健康和经济影响，并且把这些信息及 

   时地公布给媒体和政治领导人，确保对法律的遵守。

附录一：带评注的法规示例

制定无烟立法的人经常提出的一个要求是：“你们有没有我们可以用的例子或范例？”没有起

草得完美的无烟法律和法规，可以作为一模一样的模板使用。许多法律经过了修订，因此阅读

起来不方便。其中包含作为政治上的妥协加进去的修订和豁免规定。要不就是在一些方面包含

了 佳实践的语言，而漏掉了其他一些重要要素。即使常常作为 佳实践的范例引用的一些辖

区，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里提供的文本借鉴了许多个辖区法律的 佳要素，以及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第 8条的实施准则。

显然，这个文本也不够完美。不过，它具备清晰的语言，各个城市可以以此作为工作的起点。

文本包括大多数辖区实施法律和执法需要的基本要素。在许多辖区，一些细节可能写入法规出

台后的实施细则。当然，法律实施得好的一些要素（比如民间社会的参与和执法的一些方面），

并不总是写入立法本身。各个城市应参照这份指南其他章节提供的对这些要素的更详细指导，

以及附录二列出的参考资料。

不过，应该指出，准备推行无烟法律或法规的城市估计应该已经有标准的法律起草风格。当然，

在起草无烟法规（特别是法规第 1 到 4 段）的时候，应该使用这种风格。不建议用附后的文本

代替任何城市已经在用的风格。

应该审阅现有的国家立法，以确保做法的连贯性，并且现有立法中的一些概念可能有用，可以

转到当地法规中。与此尤其相关的包括：财政税务立法（通常包括对烟草制品的定义），烟草

控制立法（比如对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的管理），以及管理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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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名称 ] 无烟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法规

建议文本 评论

1. 目的。本法规的目的在于保护 [ 城市名称 ] 的居民
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不接触烟草烟雾的危害。

法规的目的和序言明确，法规的目
标是保护公众健康。本市与这项管
制相关的法律和健康基础应在这里
写明。

“封闭的”的定义是为了包括有遮
蔽的露台，使生意场所难以构建或
改建部分场所，以便能够允许吸烟。

对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进行的宽泛
的定义。可以提供视为工作场所和
公共场所的场所清单进行澄清，但
是不应把定义限制为这些场所。

这是对在规定的场所禁止吸烟至关
重要的条款。它很宽泛，并且延伸
到封闭场所以外的非吸烟区。不论
规定户外距离有多远，对大多数封
闭的场所应该是现实的，同时又减
少烟雾从户外飘到室内。
少了什么？吸烟室。本来就应该这
样。

2. 理由。鉴于

(a) [ 国家名称 ] 宪法保障人们的生命权 [ 其他任何相关的权利 ]。
(b) 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受尊敬的卫生权威机构认识到，接触烟草烟雾导致不吸烟者死亡和严重  

   疾病。

(c) 接触烟草烟雾没有安全程度可言。

(d) 国际实施准则建议，唯一充分保护公众不接触烟草烟雾的方式是消除产生烟雾的源头。

3. 定义。在本法规中，下列定义适用：
(a)“封闭的”是指

i. 有天花板或屋顶，或有（不论临时或永久）    

   起到天花板或屋顶作用的遮蔽物；或者

ii. 被一个环绕的墙壁，或者在两面或更多面被 

  墙壁，或者被（不论临时或永久）起到墙壁作 

  用的遮挡物封闭的，不论是否含有门、窗或其

  他开口。“封闭的”，以便能够允许吸烟。

(b) 场所或车辆负责人是指对一个场所或车辆的运行负          

  有永久或临时权威的雇主、经营者、经理或其他人士。

(c) 公共场所是指普通公众可以进入的任何场所，

   或者供集体使用的场所，不论所有权或进入的权利 

   如何。公共场所包括，但不限于：

i.  办公楼内的办公室和所有区域，不论属于私人 

    的还是公共的；

ii.  健康机构，不论是私营的还是公立的；

iii.  教育机构，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

iv.  政府建筑物；

v.  零售商店和购物广场；

vi. 食宿和餐饮设施，包括酒馆、餐馆、迪厅、酒 

    店和卡拉 OK 场所；

vii. 制造或加工厂；

viii.  包括多个住户的住处的所有公共区域，包括  

    大堂、电梯和楼道；

ix.  [ 增加对你们的辖区恰当的其他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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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文本 评论

(d) 无烟场所是指根据本法规禁止吸烟的任何场所。

(e) 吸烟是指吸入和呼出烟草烟雾，或持有或控制点燃的烟草制品。

(f)  工作场所是指人们在就业或工作过程中使用的任何场所，不论工作是为了报酬还是自愿 

  的。工作场所包括，但不限于：
i. 办公楼的办公室和所有区域，不论属于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ii. 健康机构，不论是私营的还是公立的；
iii. 教育机构，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
iv. 政府建筑物；
v.  零售商店和购物广场；
vi. 食宿和餐饮设施，包括酒馆、餐馆、酒店和卡拉 OK 场所；
vii. 制造或加工厂；

            viii. [ 增加对你们的辖区恰当的其他场所 ]。

4. 禁止在封闭的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在 [ 城市

名称 ] 的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以及在封
闭的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的任何入口、窗户或进气口
[ 规定距离 ] 内，禁止吸烟。

6. 遵守的义务。根据本法规要求无烟的场所或车辆的

负责人，须负责确保在其场所遵守本法规，包括：

(a) 根据本法规要求无烟的场所或车辆的负责人，

   须负责确保在其场所遵守本法规，包括：。
i. 采取合理的步骤，确保禁止吸烟的场所内无人吸烟，合理的步骤包括：

a. 要求正在吸烟的人立即灭掉烟草制品，或者离开该场所或车辆；
b. 如果这个人拒绝灭掉烟草制品或离开，拒绝向此人提供服务，并联系
恰当的执法权威机构报告这一违法；

    ii. 确保为吸食烟草制品设计的烟灰缸或其他容器不出现在无烟场所；
     iii. 确保附录一要求的标志按照附录要求张贴。

(b) 对寻求执行本法规，或者根据本法规的要求采取行动的员工，任何雇主不得采取任何不 
   利于该员工的行动。

5. 禁止在规定的非封闭或户外区域吸烟。在本市公园、海滩、游乐场和公共体育场，包括这些

场所没有封闭的区域，禁止吸烟。

如果你们知道对采取禁止室外吸烟
这一步有比较高的支持率，才建议
采取这一步。一开始，在儿童和家
庭常去的户外区域（比如当地的体
育场）禁止吸烟，可能能获得支持。

这规定了雇主和生意场所负责的
具体的行动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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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文本 评论

7. 处罚和罚款。
(a) 违反本法规规定的人将受到附录二列出的定额罚
款。

(b) 一个人不止一天构成或继续本法规下的违法，在构
成或继续违法的每一天，都将作为单独的违法定罪。

8.  执法权威机构和检查。
 (a) 如下人员有权对本法规规定进行执法：[ 列出恰当   
   的人员类别，比如：“公共卫生法规定的公共卫生 
   检查员”]。

(b) 为本法规执法目的，[ 市卫生权威机构 ] 可指定
更多类别的检查员。

(c)  上述 (a) 条授权的检查员可：
i. 在合理的时间，进入和检查第 4 条规定指定为

无烟的任何公共场所或工作场所；
ii. 向任何人要求与检查有关的信息；

iii. [ 如果本市的法律体系允许 ] 根据违法的证据，现场开出罚款。

  (d)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挠检查员履行公务，隐藏或提供虚假陈述误导检查员，拒绝提供
给他们根据本法规他们有权获得的任何信息或文件，或销毁任何此类信息或文件。

9. 公众投诉。[ 如果本市的法律体系允许 ] 公众有权向恰当的检查机构报告违反或怀疑违反本法
规的情形。[ 相关的本地权威机构 ] 将建立免费电话，该号码在禁烟标志上显示，并在 [ 本地卫
生机构 ] 网站上公示。

10. 实施细则。 [ 本市权威机构负责人 ] 可制定实施细
则，以进一步实现本法规的有效实施。

12. 生效。本法规在 [ 本市官方政府出版物 ] 发布之日
后 90 天生效。

11. 报告。  [ 本市权威机构负责人 ] 将制作并发布对本法规的遵守情况的年度报告。

处罚应足够高才能起到震慑效果，
因此对生意场所的处罚应比对个
人相应高些。如果在其他立法中
规定了处罚，对震慑违法可能不
够高，可考虑增加条款，对连续
违法允许吊销执照，或者对政府
工作人员进行纪律处分。

执法的规定根据所在市的法律传
统会有很大的不同。一些管辖区
对执法权和检查过程，可能要求
更具体的语言表述。
这里是对起码的语言表述的建议，
可以在本法规中或在实施细则中
根据需要进一步明确。

明确地表述制定实施细则或其他
相关法律文书的权力，将更容易
使本市堵塞没有预见到的漏洞，
或者澄清妨碍法规实施的其他问
题。比如，可以指定更多类别的
检查，或者澄清定义。

（法律或法规发布）90 天或三个
月后生效，应能提供足够的准备
实施的时间。更长的实施准备时
间会带来延误，丧失劲头，并且
烟草业会有机会弱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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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标志

禁止吸烟

评论

1. 在除车辆以外的封闭的无烟场所，必须在显眼位置张贴至少一个达到下列要求的标志：
(a) 无烟场所的每个入口，不论入口是否对公众开放；
(b) 每个卫生间；
(c) 大堂、电梯、会议室、走廊等公共区域；
(d) 多层大楼的每个楼道。

2. 在非封闭的无烟场所，在场所的所有入口和场所内的显眼位置须张贴标志。

3. 能容纳四名以上乘客的无烟车辆，禁烟标志须贴在车辆的所有入口。能容纳四名或
四名以下乘客的无烟车辆，标志须贴在车辆每一侧的一个车窗上。

    4.  在除车辆以外的无烟场所的标志，不得小于 200   
       x 300 毫米，无烟车辆的标志，不得小于 100 x 
      100 毫米。

5. 标志须：
(a) 在白色背景上用黑字，加红色的圈和斜线；
(b) 包含通用的禁止吸烟标志，并且说明在场所或车辆内禁止吸烟；
(c) [ 用本市官方语言或一般使用的语言 ] 印制；以及
(d) 为引导投诉的目的，包含 [ 当地执法权威机构 ] 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6. 在法规生效前，[ 当地卫生权威机构的名称 ] 将提供如下标志样品的电子模板。

根据 [本市名称 ]无烟法规，在这些场所禁止吸烟。

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如怀疑有任何违法行为，请致电执法权威机构免费电话：0-800-123-4567。

感谢你保持我们的空气清洁健康。

规定标志的规格是重要的。除了
立法中规定的标志的文字，提供
一个可见的范例（如下）供各场
所参照，甚至提供和分发标志，
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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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定额处罚

违反的规
定

第 4 或 5 条
（在无烟场
所吸烟）

个人 平均日工资
的 x%

[比第一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二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二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二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二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二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处罚应定得高到足以
震慑违法。

处罚不应不合理，但
是也应足够高，使生
意场所不至于违反法
律，只是交罚款，并
把这作为做生意的一
部分成本。

对机构的处罚应比对
个人高一些，因为机构
一般能支付更高罚款，
并且通过防止机构违
法，能 有效地获得
更好守法。

针对个人，这里的例子
是把罚款与平均日工
资挂钩。这种或者类似
的指标（比如针对生意
场所的话，每日收入
的 x%）有助于确保罚
款随着通货膨胀增加，
因此不会过一段时间
后失去震慑的威力。

平均日工资
的 x%[ 应 比
对个人的处
罚显著较高 ]

[比第一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一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一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比第一次违
反的处罚更
高 ]

平均日工资
的 x%

平均日工资
的 x%[ 应 比
对个人的处
罚显著较高 ]

平均日工资
的 x%

生意场所、
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或
公司实体

被生意场所、
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公
司实体雇佣
的个人

生意场所、
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或
公司实体

被生意场所、
政府或非政
府组织、公
司实体雇佣
的个人

第 6 条（ 未
能确保遵守、
移除烟灰缸，
或张贴标志）

8(d)（ 阻 挠
检查人员）

违反者 第一次违反 第二次违反 第三次及后
续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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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审阅的立法

1. 背景和方法
在各级政府层面，有很多记录下来的关于实施无烟立法的信息和经验。这份指南根据现有的资

料和案例研究，提供在市一级成功实施全面的无烟立法的例子。指南包括无烟法规的范例（附

录一），它吸取了多部法律的 佳要素。

在准备这份指南过程中，从世卫组织、政府、民间社会渠道和通过互联网搜索，收集了管理在

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吸烟的立法和其他法律文书（比如法令、法规和行政命令）。从案例

研究和其他可信的渠道，收集了关于法律实施的更多信息。

这份指南审阅了 13 个辖区的案例研究和 / 或实施报告，以及 25 个辖区的立法。

从各个城市获得立法和案例研究是优先重点。不过，也收集了全国、州、省或地区的法律，以

确保从尽可能多的世卫组织区域收集 佳实践的例子。

这份指南着重提到的法律文书和实施经验，按照具体的标准进行了筛选。

• 要求有实际立法、实施细则或政策的文本。对法律文书的概括，不足以评估无烟政策。

• 立法要求无烟的场所，必须有效地保护较高比例的人群。只是要求一小部分场所（比如政府

  大楼）无烟的立法，没有选择进来。

• 允许室内指定吸烟区的立法，即便有独立的通风，也没有选择进来，除非有记录表明，实际

  设立的吸烟区是极其有限的。

• 通过案例研究、守法数据或其他可信的信息，确知法规实施得比较好（比如违法是例外，而 

  不是通常的做法）。

• 尽可能从世卫组织的所有区域选择例子。

一些区域可能由于缺乏有效的立法，或者缺少对成功故事的记录，呈现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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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份报告审阅的立法清单

在准备这份报告时，审阅了如下法律、实施细则和政策。不是所有的立法都包含 佳实践的规

定，也不是所有的立法都在这份文件中着重提及。一些网站包含相关的实施细则。

非洲区域

肯尼亚纳库鲁

    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Nakuru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y-Laws, 2005

尼日利亚阿布扎比联邦首都地区

    http://blogsofbainbridge.typepad.com/tobaccoandyou/why_abuja_went_smoke_free/  

美洲区域

阿根廷 Neuquén 省

    Ley 2572; promulgada 21-12-07. 2007 [Law 2572; promulgated 21-12-07]. Library of the    
   Superior Court of Justice document. 
   http://www.jusneuquen.gov.ar/share/legislacion/leyes/leyes_provinciales/ley_2572.htm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省会区域特区

   Clean Air Bylaw No. 2401 of 1999. Victoria, BA, Vancouver Island Health Authority, Medical      
   Health Offi cer/Public Health.
   http://www.viha.ca/mho/tobacco/clean_air_bylaw.htm

墨西哥联邦特区（墨西哥城）

Decreto por el que se reforman, adicionan y derogan la Ley de Protección a la Salud de   
los No fumadores del Distrito Federal  y la Ley para el Funcionamiento de Establecimientos     
Mercantiles del Distrito Federal [Decree amending, supplementing or repealing the Act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Nonsmokers in the Federal District and the Law for the Operation of 
Commercial Establishments of the Federal District]. Gaceta Ofi cial del Distrito Federal, 4 
March 2008 
http://www.salud.gob.mx/unidades/pediatria/ley%20_no.pdf

Reglamento de la Ley de Protección a la Salud de los No fumadores en el Distrito Federal 
[Regulation of the Law on Health Protection of Nonsmokers in the Federal District], Gaceta 
Ofi cial del Distrito Federal, 4 April 2008. 
http://www.paot.org.mx/centro/leyes/df/pdf/GODF/GODF_04_04_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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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

Ley para Reglamentar la Práctica de Fumar en Determinados Lugares Públicos y Privados: 
Nueva ley núm. 40 [Law to Regulate Smoking in Certain Public and Private places]. San 
Juan, Department of Health, Government of Puerto Rico, 2006.
http://www.salud.gov.pr/Services/Dejaloya/Pages/NuevaLeyNum40.aspx

乌拉圭

Ley Número 18.256 Control del Tabaquismo [Law number 18.256: Tobacco Control]. 
Montevideo,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2008.
http://www.parlamento.gub.uy/leyes/ley18256.htm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Smoke-Free Air Act of 2002.
http://www.nyc.gov/html/doh/downloads/pdf/smoke/tc7.pdf

东地中海区域
沙特阿拉伯麦加和麦地那

Royal Decree by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 King Fahd, in 2001 declaring 
Makkah and Madinah smoke-fre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Regulation of smoking in public and work places

欧洲区域
爱尔兰

Public Health (Tobacco) Act 2002/Public Health (Tobacco) (Amendment) Act 2004. Naas, 
Offi ce of Tobacco Control.
http://www.otc.ie/legislation-national-overview.asp

土耳其

Law No. 5727, Amendment of the Law on The Law on Tobacco Control and Preventing the 
Damages of Tobacco Products. Offi cial Gazette No. 26761.19 January 2008

英国

Health Act 2006. London, legislation.gov.uk.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6/28/contents

英国苏格兰

Smoking,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cotland) Act 2005. Norwich, Offi 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http://www.opsi.gov.uk/legislation/scotland/acts2005/asp_20050013_en_1
The Prohibition of Smoking in Certain Premises (Scotland) Regulations 2006. Scottish 
Statutory Instruments, 2006 No. 90. Norwich, Offi 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http://www.opsi.gov.uk/legislation/scotland/ssi2006/20060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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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区域
印度

The Cigarettes and Other Tobacco Products Act 2003 (2009 compilation including 
amendmen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http://rctfi .org/tobacco_control_act.htm

西太平洋区域
澳大利亚昆士兰

Tobacco and Other Smoking Products Act 1998/Tobacco and Other Smoking Products 
Regulation. Brisbane, Queensland Government.
http://www.health.qld.gov.au/tobaccolaws/default.asp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Smoking (Prohibition in Enclosed Public Places) Amendment Act 2009. Canberra, a.c.t 
legislation register.
http://www.legislation.act.gov.au/a/2009-5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Tobacco control legislation.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Hong Kong SAR, Tobacco 
Control Offi c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7.
http://www.tco.gov.hk/english/legislation/legislation_so.html

印度尼西亚井里汶市

Regulation of Cirebon Mayor Number 27a of 2006 on protection for non-smoker community 
in Cirebon City. 
http://www.lindungikami.org/site_media/ekstern/REGULATION_OF_CIREBON_MAYOR.pdf

新西兰

Smoke-free Environments Act 1990. Wellington, New Zealand Legislation: Acts.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1990/0108/latest/DLM223191.html

菲律宾达沃市

Ordinance No. 043-02, Series of 2002: The Comprehensive Anti-Smoking Ordinance of 
Davao City. Davao 13th City Council, Series of 2002.
http://www.davaocity.gov.ph/Files/Anti-Smoking-Ordinace.doc

菲律宾马卡蒂市

City Ordinance No. 2002-090. An Ordinance Revising All Existing Anti-smoking Ordinances 
in Makati City and Expanding the Coverage Thereof, Providing Penalty for Violation Thereof. 
Makati, Metro Manila, 2003.
http://www.makati.gov.ph/portal/roms/docs/ORD.%202002/2002-0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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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其他参考资料

这项指南使用的无烟案例研究

许多辖区已经成功地实现无烟。以案例研究的形式记录在案的则少得多。这份指南参考了这些
案例研究，它们为成功地实现和实施无烟立法的过程提供了有用的故事。

巴西累西腓

http://new.paho.org/hq/dmdocuments/2011/PAHO_Smoke-free_Recife.pdf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省会区域特区

Drope J, Glantz S. British Columbia capital regional district 100% smokefree bylaw: 
a successful public health campaign despite industry opposition. Tobacco Control, 
September 2003, 12:264–268.
http://tobaccocontrol.bmj.com/cgi/content/full/12/3/264

印度昌迪加尔

Experience of Chandigarh as a smoke-free cit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entre for 
Health Development (WHO Kobe Centre) (in press).

印度金奈

http://www.searo.who.int/LinkFiles/TFI_Smoke-Free-City-cs.pdf

爱尔兰

Implementing the smoking ban. The Irish Times: Business 2000, Ninth Edition, 2005/06. 
http://www.business2000.ie/images/pdfs/pdf_9th/dept_of_health_9th_ed.pdf

墨西哥联邦特区（墨西哥城）

Dawson J. Mexico City: smoke-free city case study. Paris,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2009.
http://www.theunion.org/news/mexico-city-smoke-free-case-study-launched.html

沙特阿拉伯麦加和麦地那

Mohamed MK. Mecca and Medina: smoke-free city case stud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entre for Health Development (WHO Kobe Centre) (in press).

乌拉圭

Marquizo Blanco A. Six Years that changed tobacco control in Uruguay: Lessons learned 
(2007). Washington, D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http://new.paho.org/hq/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371&Itemid=1231).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New York: smoke-free city: a case study for Smokefree Liverpool. Chester, United 
Kingdom, Jon Dawson Associates, 2006.
http://www.smokefreeliverpool.com/images/stories/documents/new_york_case_study.
pdf?phpMyAd min=03877833a9ef1ea00e0c31c496ef7f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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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无烟城市项目委托撰写的无烟案例研究和简短的国家报告
请注意不是如下所有的案例研究都反映了 佳实践，不是所有被研究的辖区都是 100% 无烟。

更多案例研究

城市 要点国家 / 世卫组织区域

1. 阿拉木图 – 以不立法的形式实施的禁烟项目
– 媒体的作用

– 适应文化环境
– 全国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 室外禁止吸烟

– 政策宣传
–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使用非烟草控制的立法

– 监测策略
– 媒体的作用
–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跨部门的实施团队
– 媒体的作用
– 干预的统一性（循证的）

– 政策宣传
– 倡导活动
– 伙伴关系
– 广泛使用资源

– 国家和城市的关系
– 伙伴关系
– 监测
– 烟草业的反对
– 当地证据的使用

– 社区的参与
– 利用情况
– 政策宣传

– 在没有当地立法的情况下实施政策
– 与学术机构的伙伴关系
– 实施中的渐进

哈萨克斯坦 / 欧洲

印度 / 东南亚

印度 / 东南亚

日本 / 西太平洋

菲律宾 / 西太平洋

英国 / 欧洲

沙特阿拉伯 / 东地中海

沙特阿拉伯 / 东地中海

墨西哥 / 美洲 /泛美卫生组织

巴西 / 美洲 /泛美卫生组织

肯尼亚 / 非洲

2. 昌迪加尔

3. 金奈

4.千代田（东京）

5. 达沃

6. 利物浦

7. 麦加

8. 麦地那

9. 墨西哥城

10. 纳库鲁

11. 累西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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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的国家报告和其他研究

科灵伍德 加拿大 / 泛美卫生组织 – 政策宣传
– 对游乐场的关注
– 年轻人的参与

– 媒体的作用
– 城市议会的参与
– 年轻人的参与

– 与清洁空气的关系
– 缺乏执法

– 不守法的挑战
– 政策宣传

– 次国家级的行动，对多个城市有影响
– 弱的甚至矛盾的国家政策的环境

– 次国家级的行动，对多个城市有影响
– 弱的甚至矛盾的国家政策的环境

– 在 110 个城市实施的独特的街头禁  
   止吸烟的干预
– 类似行动的设计、事实和执法的经
   验

-  政策宣传
-  制定立法过程中媒体的作用

– 次国家级立法（州层面）在市一级 
   的执法

– 社区的参与
– 对“私人的”环境的管制

美国 / 泛美卫生组织

印度尼西亚 / 东南亚

菲律宾 / 西太平洋

美国 / 泛美卫生组织

加拿大 / 美洲

阿根廷 / 泛美卫生组织

日本 / 西太平洋

澳大利亚 / 西太平洋

加拿大 / 泛美卫生组织

埃尔帕索

雅加达

马卡蒂

密歇根

渥太华

圣菲

110 个 城 市 街
头禁止吸烟

汤斯维尔

沃特卢

城市 要点国家 / 世卫组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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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巴西圣保罗

Ley Antifumo [Anti-smoking law]. Anti-smoking Portal, State Government.
http://www.leiantifumo.sp.gov.br/

加拿大安大略省

Smoke-Free Ontario Legisl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Sport.
http://www.mhp.gov.on.ca/english/health/smoke_free/legislation.asp

波多黎各

Nueva Ley Núm. 40 [New Law No. 40)].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www.salud.gov.pr/
Services/Dejaloya/Pages/NuevaLeyNum40.aspx Ya Puerto Rico es libre de humo. [And Puerto 
Rico is smoke-free]. 
http://prlibre.com/

美国加州

Secondhand Smok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http://www.tobaccofreeca.com/secondhand_smoke.html

东地中海
沙特阿拉伯麦加和麦地那

Religion and tobacco. Together for tobacco free Hajj 2006 (1426 Hegir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 ce for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http://www.emro.who.int/tfi /TobaccofreeMecca_Medina.htm

欧洲
爱尔兰

Smoke-free workplaces. Offi ce of Tobacco Control.
http://www.otc.ie/communication_smokefree.asp

土耳其

4207 Sayılı Tütün Ürünlerinin Zararlarının Önlenmesi ve Kontrolü Hakkında Kanunun 
Uygulanması [No. 4207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Harms of Tobacco Products]. Ministry of Health.
http://www.saglik.gov.tr/TR/Genel/BelgeGoster.aspx?F6E10F8892433CFF404F9755767D76FF
563BC337E5066206

英国英格兰

Smokefree. A healthier England from July 1st 2007.
http://www.smokefreeengland.co.uk/

英国苏格兰

Welcome to a new smoke-free Scotland. Clearing the Air, Healthier Scotland.
http://www.clearingtheairscotland.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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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印度昌迪加尔

Smoke-free Chandigarh web site.
http://www.chandigarh.tobaccofreeindia.com/

西太平洋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

Smoke-free for good. Tobacco Control in South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www.tobaccolaws.sa.gov.au/Default.aspx?tabid=160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Smoke free area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ttp://www.dhhs.tas.gov.au/peh/tobacco_control/smoke_free_areas2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Publications and download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Tobacco Control Offi ce, Department 
of Health. http://www.tco.gov.hk/english/downloads/downloads_guidelines.html (English) 
http://www.tco.gov.hk/tc_chi/downloads/downloads_guidelines.html (Chinese)

Smoking (Public Health) Ordinance.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NGO). 
http://smokefree.hk/en/content/web.do?page=Ordinances (English)
http://smokefree.hk/tc/content/web.do?page=Ordinances (Chinese)

新西兰

Smokefree law in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
http://www.moh.govt.nz/smokefree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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