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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长期以来的研究结果表明! 提高烟草税是控制烟草使用最为经济有
效的手段$ 现在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提高烟草的价格能够减少烟草流行所
引起的疾病负担! 但问题是!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具体而言! 我们应该
怎样来提高烟草税+ 世界各国! 尤其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
家而言! 更是迫切地寻求这方面的答案$ 因为这些国家一方面在税收政
策管理方面的能力有限! 另一方面! 他们也非常担心提高烟草税会难以
执行! 并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 如非法贸易* 扩大失业* 减少政府
财政收入! 甚至是增加穷人的负担等问题$

许多证据表明! 一个管理良好的烟草税制在减少烟草消费和减少吸
烟引起的疾病方面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并且不会像烟草行业所描述的
那样! 产生可怕的经济后果$

事实上! 提高烟草税和烟草价格可以给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
医保一类的公共支出$ 这种既能减少烟草消费! 又能增加政府收入的双赢
结果对于那些财政捉襟见肘* 急于寻求新的财政收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刚
性需求如医保方面支出的政府而言! 显得尤为有吸引力$ 烟草税对政府来
说是一种简单且有效的增收工具! 同时又不至于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这本技术手册意图为读者! 尤其是财政部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套能
够有效推行的烟草税技术指导$ 这本手册介绍了烟草税的各种类型! 分
析了各个税种的优点和缺点! 并总结了这些税种在征收管理中遇到的技
术问题及政治障碍$ 最后! 本手册还介绍了烟草税的最佳政策实践经验!

这些经验能够在增加烟草税的征税力度的情况下! 至少从中短期来看能
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同时又能够最大化地促进公共卫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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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本手册旨在通过提供一套烟草税的最佳政策实践! 帮助各国政府通
过提高烟草税来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并同时促进公共卫生健康$

各国政府都想通过征收烟草税来调控烟草的消费! 筹集财政收入并
促进公共健康$ 在所有对烟草制品征收的税收中属消费税最为重要! 因
为消费税专门针对包括烟草制品在内的少数商品征收! 因而能够相应提
高这类商品的相对价格$ 在消费税的征收中! 既可采用从量税! 也可采
用从价税$ 单一税率的从量税可以较大程度地提高低价烟的价格并从而
减少其市场占有量$ 除了从量税外! 各国政府还可以根据其烟草产品市
场的特点和结构! 采用从价税的形式对烟草产品市场加以调控并筹集财
政收入$ 不过从长期的效果来看! 从量税会更为有效$

如果提高烟草税使得烟草制品中的税占到其零售价格的C#c! 将能
够极大地提高烟草产品的价格! 从而促使很多吸烟者戒烟! 防止青少年
尝试吸烟! 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因吸烟导致的疾病与死亡$ 同时还需要
注意必须要对所有的烟草制品持续地征税才能防止潜在的消费替代$

烟草消费税之所以呈现出多样性! 是因为各国政府希望通过烟草税
达到的目标和面临的困难都各有不同$ 仅有一个设计良好的烟草税制还
不够! 还需要在税收征管上有相应的征管技术和人力资源来有效地进行
征收管理! 并且需要根据情况对税制进行相应调整$ 简单透明的税法和
税务管理制度有助于减少税务征管和税收遵从的成本! 同时还可以减少
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机会! 从而能够长期有效地提高税收收入$

烟草消费者和生产商的避税行为使得政府通过烟草税筹集财政收入
和控制烟草消费的努力大打折扣$ 税制的简化有助于减少纳税人避税的
机会并监测税收收入的单位成本$ 逃税包括烟草非法贸易和非法生产!

这其中既涉及正品的烟草产品! 也涉及假冒烟草产品$ 如果一国的税收
征管能力和走私稽查能力较弱! 且惩处力度不够! 提高烟草税可能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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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走私$ 为此需要加强现代征管手段的应用!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加强
税务征管及打击走私$

至于增加的税收是否主要由低收入人群来承担! 则主要取决于低收
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对提高烟草税在烟草消费方面的反应$ 对所有的烟
草制品提高烟草税一般会减少低收入人群的烟草消费! 并相应增加高收
入人群所交的烟草税额$ 因此! 提高烟草税从健康和福利的角度来看是
累进的$ 此外! 至少提高烟草税所增加的税收收入可以用作针对低收入
人群的公共健康计划$

在很多国家! 提高烟草税要么对就业没有多大影响! 要么还很可能
会稍微增加一些就业量$ 随着烟草税的提高! 烟草行业就业量的下降会
被其他产业就业量的提高所抵消$ 提高烟草税所增加的税收收入还可以
用来培训从烟草行业退出的就业人口以及用来培训烟农! 以帮助他们改
种其他农作物$

在实施从量税时! 还需要根据通胀水平和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情况
适时调整! 其中根据居民实际收入进行调整在中低收入国家尤为重要!

因为有众多国家的经验表明! 这些国家烟草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

在大多数国家! 由于烟草制品的税收占其零售价格的比重较低! 并
且(或者) 在计算价格指数时并不考虑烟草制品的价格! 因此! 一般来
说! 提高烟草税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从中短期来看! 提高烟草税将会增加财政收入! 因为烟草税占其价
格的一定比例! 且大多数国家由于烟草价格的提高而导致的消费量的下
降程度小于价格的增长程度$ 许多国家将增加的烟草消费税税收收入用
于烟草控制和其他促进公共健康的项目! 也有一些国家将增加的税收用
于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基于以上方面! 本手册的最后一章讨论了烟草税的"最佳政策实
践#! 并向各国政府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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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导论

!糖" 酒和烟草制品作为生活非必需品! 同时又是在全球被广为消费
的商品! 而成为征税的理想对象##与此同时" 对这一类商品的征税还
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所承担的税负" 如减轻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以
及对生产资料的征税$ 从而使得穷苦的劳动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 并以
较低的价格出卖劳动力" 由此使得商品的价格更便宜$ 便宜的物价将增
加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 并进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劳动力需求的
增加将拉动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由此改善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 这样一
来" 他们的消费将增加" 对他们所消费的一切物品所课税的收入" 也将
一并增加$%

亚当!斯密" #国富论$% 第#篇第$章% 第%&% '%&(页% !&&(年&

!)&(年*+ -. /0.00.编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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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至少有#11万人死于烟草消费引起的各种疾病% 从而使得
吸烟成为全球最大的可预防致死因素' 烟草消费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
损失% 包括由吸烟所引起疾病的医疗负担及由吸烟所引致的潜在的死亡
并进而导致生产率的下降' 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和促进公
共健康% 考虑到吸烟所致的疾病和死亡% 控制烟草消费自然就成为世界
卫生组织的一项首要工作任务' 这方面的工作包括" 有效地推动世界卫
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2345/6/) 在各国的实施进程% 尤其
是采用7842*9中的各项措施在各国减少烟草的需求' 具体包括" 对烟
草使用的监测和预防政策& 保护人们远离二手烟的危害& 提供戒烟帮助&

警示烟草使用的危害性& 禁止烟草广告* 宣传和赞助& 加强对烟草制品
的征税'

在以上所有的干预政策中% 大幅提高烟草制品的税收和价格被视为
最有效的单项政策措施% 这对于贫困人群和青少年尤其有效' 与此同时%

由于烟草制品的需求缺乏弹性% 且大多数国家烟草制品税占最终价格的
比重偏低% 因此大幅提高烟草税将能给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本技术手册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寻求+最佳, 的烟草税政策' 在整理
各国现行的烟草税政策的基础上% 讨论运用烟草税达到公共健康和财政
收入目标的障碍% 并提供有效烟草税政策管理的案例' 本手册还试图让
各国财政部的税收政策和管理部门了解到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做法及
遇到的挑战' 同时% 本手册也能帮助各国卫生部或相关机构的政策制定
者和管理者更好地了解烟草税结构和烟草税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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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目标
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采用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建议% 几乎所有的国

家都对各种烟草制品征收不同种类* 不同程度的税' 很多税种已经存在
了上百年% 至少也已经征收了几十年了% 期间在征收范围* 结构和管理
方面都经历了阶段性的调整' 对烟草制品的征收包括" 消费税(包括从
量税和从价税)* 关税* 增值税* 一般销售税或消费税以及用于各种特定
项目的特定征收'

! 尽管对烟草制品征税的名称各国不一% 但在征收形式
上却有很多的共性'

在对烟草制品征收的所有税中% 消费税是卫生政策效果最为显著的
一个税种' 因为增值税和一般消费税对所有商品和服务征收% 而消费税
只对烟草等特定的商品征收% 从而能够提高烟草制品相对于其他商品和
服务的价格' 此外% 是否能真正提高烟草制品的相对价格还取决于消费
税的形式% 只有当烟草制品的消费税税率超过其他商品的平均消费税税
率时% 才能保证烟草消费税的有效性'

各国政府征收烟草税以期望达到多重政策目标% 这些目标在某些特
定的时段也有可能是相互竞争性的' 从历史上来看% 大多数国家征收烟
草税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 如今% 许多国家通过提高烟草税率以达到增
收的目的' 烟草制品由于生产商较少% 替代性较弱以及相对较低的需求
弹性等特征% 而被当作理想的征税对象% 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 正是
由于这些特质% 对烟草制品征税从对消费品征税的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

较好地满足了+拉姆齐守则, (90:;<=% !)>&)% 即由于烟草制品的需求
弹性不强% 因此相较于对其他较有弹性的商品和服务征税来说% 对烟草
制品征税能够在获取可观的财政收入的同时% 对经济产生较少的市场扭
曲' 当然% 除了烟草制品之外% 也还能找到其他具有这类特点的商品%

对这类商品征税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一些国家政府除了财政收入的目标之外% 还通过征收不同类型的烟

! (译者) 我国的消费税就其实质和内涵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A0 (<@-;<+B

A=% 中文也有译为特许权税)% 而非@D.;B:EA-D. A0' @D.;B:EA-D. A0并非一个特定的
税种% 而是对商品征收的税如<@-;<A0 * FG6及;0H<;A0等税种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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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税追求其他的政策目标' 有些国家通过设置很高的关税来保护国内的
烟草种植和烟草工业% 以减少外来竞争者的冲击' 还有些国家通过烟草
消费税的技术设计来实现其各种各样的政策目标% 如有些国家根据烟草
的来源或品种的不同而有区别地征税% 或者是根据烟草制品的价格(通
常进口品牌价格高于国产品牌) 来区别征收% 或者是根据其他一些烟草
制品的特征设置烟草税的税制要素'

也有些国家甚至于采用所谓的+保护穷人, 的烟草税政策% 如对低
端烟草制品征收较轻的税以保证这些低端产品I品牌以较低的市场零售价
格供应给低收入烟民% 而对高端产品I品牌则征收较高的税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人们对于烟草使用在健康危害方面的了解越来
越深入% 一些国家政府开始采用烟草税这一政策工具来控制烟草消费%

减少由吸烟导致的死亡和疾病% 以促进公共健康'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
究结果表明% 通过征收较高的烟草税并由此增加烟草制品的价格% 确实
能够起到减少烟草消费的作用% 这对于一些敏感人群% 如青少年% 低收
入人群以及怀孕妇女来说尤其有效' 因此% 许多国家政府在明确提出控
制烟草消费的政策目标的前提下% 已经开始征收烟草税或是增加了征收
烟草税的税负程度(/J0HDBEK0<A0H% >111& 9D;;0.+ /J0HDBEK0% >11()'

同样% 随着对吸烟在健康危害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 人们也愈发认
识到烟草制品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以及政府采用包括烟草税在内进行
政府政策干预的必要性(LJ00.+ /J0HDBEK0% >111)'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
能够证明暴露在烟雾环境中对于健康的危害性% 因而吸烟的负外部性是
显而易见的(MNO33N% >11()' 由于公共卫生支出通常都来源于政府财
政支出% 因此% 吸烟对于非吸烟人群的健康危害及由此所引起的疾病治
疗费用和公共卫生支出都会增加'

很多人对于吸烟在健康方面的危害认识不足% 因而许多国家在吸烟
的健康危害方面确实存在信息不完整的市场失灵' 由于越来越多的吸烟
者是在非常年少的时候开始尝试吸烟% 他们对吸烟的危害性知之甚少%

并且一旦吸上就会上瘾% 因而这种信息不充分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正变得
越来越严重' 很多烟民由于缺乏自控力而烟瘾越来越大% 这也是一种市
场失灵% 要使这种外部性+内部化,%也必须要由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对烟
草市场进行干预(PQBR<Q0.+ SD;<U-% >11V)' 尽管提高烟草税对控制烟
草使用不一定非常奏效% 但对于存在以上市场失灵的国家的青少年和穷
人来说% 提高烟草税对于减少这些人群的吸烟还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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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众多的证据表明% 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能够有效地控制烟草使用%

因此提高烟草税成为234#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第(条(见附件表!)

的核心内容% 以号召公约的所有成员国使用价格和税收手段来控制烟草
使用' 而公约的第!#条(见附录表>) 则号召成员国在提税的同时也要
采取措施消除烟草非法贸易% 因为烟草非法贸易会直接影响提高烟草税
的控烟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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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税和烟草使用
关于烟草价格和烟草税对烟草使用影响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

' 直
到最近为止% 所有这方面的研究都是关于高收入国家的% 如美国* 加拿
大* 英国* 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 这些多年的研究都支持增
加烟草税和烟草价格能够减少烟草使用的论点' 由于在高收入国家的烟
草制品主要是以卷烟为主% 因此这些研究也主要是以卷烟为主' 尽管各
类研究关于价格对卷烟影响作用的大小差别不一% 但是大多数的研究估
计出的卷烟价格需求弹性都在'1W>#到'1W#之间% 其中绝大多数估计
在'1W%左右(这一数字意味着如果卷烟价格增长!1X% 卷烟消费会下
降%X)' 其中一些研究在模型中考虑了卷烟的致瘾性因素% 发现卷烟需
求对价格的反应从长期来看% 要比短期更为敏感'

在过去的十年中% 越来越多的研究以中低收入国家为对象研究价格
和税收对烟草使用的影响' 这些研究关于烟草的价格需求弹性的估计结
果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但大多数的研究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价格需求
弹性比高收入国家要高' 例如% 3B和70D(>11>) 的研究估计显示% 中
国卷烟的价格需求弹性在'1W#% 到'1W(%之间% 而LDJ. (>11V) 则估计
印度的比迪烟(Y-+-;) 的价格需求弹性在'1WV( 到'1W)>之间% 卷烟
的价格需求弹性则在'1W!V 到'1W%!之间' 而对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
入国家的研究都表明% 如果考虑到吸烟的致瘾性% 长期的价格需求弹性
比短期更为明显' 如GHDB-(>11$) 的研究显示摩洛哥卷烟的短期价格需
求弹性在'1W#! 到'1W&$之间% 而长期的价格需求弹性则在'!W$( 到
'!W#%之间'

根据成人吸烟的个体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 价格和税收因素对
于人们决定是否吸烟(吸烟流行率) 以及吸烟的频率和数量(条件性需
求) 都有影响' 一般来说% 对高收入国家的研究表明% 价格对吸烟的影
响有一半是来自于对流行率的影响' 由于只有极少数的吸烟者是在成年
后才开始吸烟% 因此价格对成年人吸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戒烟上' 一些

> 参见/J0HDBEK0<A0HW(>111 ) 以及9D;;0.+ /J0HDBEK0(>11() 关于这一问题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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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这些研究发现% 随着烟草价格的提高% 有
些吸烟者会开始尝试戒烟% 其中一些人在努力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后% 能
够成功地戒掉'

根据对中低收入国家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烟草价格对吸烟流行率
确实有影响% 尽管价格对吸烟流行率和烟草消费量的影响程度在各个国
家差别很大' 例如% G+-D<AD:D<A0HW(>11#)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
现% 价格对印尼的吸烟流行率没有影响% 但对吸烟者的吸烟量有影响%

其估计的条件价格需求弹性为'1W(!' S=0-.U(>11$) 基于缅甸的数据%

估计缅甸烟草制品的总体价格需求弹性为'!W(>% 其中吸烟流行率价格
弹性为'!W>V% 条件需求价格弹性为'1W$% '

另外还有一些根据不同人群对烟草制品价格反应的调查数据的研究%

这些调查中考虑了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 收入* 受教育程度* 种族以及
居住地(如城市或农村) 等因素' 这些研究发现% 吸烟者性别* 种族和
居住地因素对烟草价格的反应在不同国家有差异性% 但吸烟者年龄和社
会经济(N*N) 状况(以其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衡量) 这两个因素对烟
草价格的反应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一致性' 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和年轻人
对烟草税和烟草价格的敏感度是成年人的两三倍(/J0HDBEK0% 即将出
版)' 研究也发现较高的烟草税和烟草价格对青少年尤其有效% 能够有助
于防止他们开始尝试吸烟并上瘾' 同样% 正如经济学原理所揭示的% 社
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群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对烟草价格的反应更
为敏感' 例如% N0=U-.;D=等人(>11>) 的研究发现% 保加利亚低* 中和
高收入人群对烟草的价格需求弹性分别为" '!W$$% '!W11 和'1W#>

(总的价格需求弹性为'1WV)& 同样% Z0. 20HR<<K (>11>) 对南非的研
究将人群按收入分为四组% 其中最低收入组的烟草价格需求弹性为
'!W$)% 最高收入组的价格需求弹性为'1WV!'

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由于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烟草消费替代问
题' 一般来说% 某一类烟草制品由于涨价而引起的消费减少会由于吸烟
者转吸其他未涨价烟草制品而抵消' 例如" [0:-.0Q0=0. 和O<DH0H-K0Q

(>11%) 对越南的研究发现% 当卷烟和黄花烟(QB;A-@ADR0@@D) 的价格相
对发生变化的时候% 就会产生吸烟者在两者之间的消费替代% 尤其是当
卷烟涨价时% 吸烟者就会转而吸黄花烟' 这种可能存在的消费替代也从
另外一个方面给出提示" 如果提高烟草税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卫生利益%

就非常有必要在提税时对所有烟草制品同时提税并提高所有烟草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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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总之% 许多研究都证实了税收和价格手段确实能够影响烟草的消费
需求% 这种影响体现在对烟草消费的各个方面% 包括" 更高的烟草价格
能够防止人们尝试吸烟% 促使现在吸烟的人尝试戒烟% 并且让吸烟者减
少每天吸烟的频率和数量' 这些研究结果还发现% 中低收入国家的烟草
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高收入国家更为敏感' 而且在既定的国家% 年轻
人及I或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群比成年人及I或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
对价格的反应更为敏感% 这些研究结果与通常的经济理论是一致的' 根
据上瘾性经济原理% 对烟草制品的永久性提价对烟草需求弹性的影响从
长期来看比短期更为明显' 最后% 研究还发现% 烟草制品之间相对价格
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替代% 尤其是当只有一种烟草产品涨价时% 这种替
代就会更为明显且会抵消由于涨价对烟草制品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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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概览
本技术手册希望通过阐述烟草税的最佳政策实践经验% 来帮助各国

政府提高烟草税并取得最好的政策效果' 本手册也是将要出版的有关烟
草税的系列出版物之一% 这些出版物包括" 将由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
家癌症研究署(\/]) 联合推出的#烟草经济和烟草控制$& 将由国际癌
症研究总署(]G9/) 推出的+烟草控制系列丛书, 之一#烟草税收与
价格政策有效性手册$& 将由彭博全球减少烟草使用倡议行动(Y]) 推
出的烟草税系列报告'

以上系列出版物在读者* 内容和程度上都有不同的定位' 例如% 国
际癌症研究总署的出版物从专业研究的角度% 介绍全球关于烟草税和烟
草价格政策对烟草使用影响的研究& 而美国癌症研究总署和世界卫生组
织的专门出版物则从一个更为宽泛的层面% 主要介绍全球各种烟草控制
和干预措施对公共卫生和经济的影响% 其中尤为强调这些政策措施对中
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相比而言% 彭博全球减少烟草使用倡议行动(Y])

推出的烟草税系列报告则主要是一些国别报告% 这些报告探讨在一个特
定国家增加烟草税所可能导致的对各方面的潜在影响% 包括对烟草使用
的影响% 对防止(烟草使用所引起的) 死亡的影响% 对政府财政收入的
影响等' 这本手册主要是为各国税务管理部门和其他关心烟草税的政府
部门提供一套关于烟草税结构和烟草税管理的实践指南' 总之% 以上所
有相关出版物互为补充% 将全面系统地为大家介绍烟草经济* 烟草税和
烟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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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第>章介绍了全球范围的烟草税% 总结了各国对烟草制品
征收的各个税种以及各国对烟草制品征税的不同做法% 并从理论和实践
方面分析了烟草税制对烟草价格* 税收收入以及烟草消费的影响'

本手册的第$章讨论烟草税的管理% 因为良好的税收管理对于烟草
税在促进公共卫生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方面非常重要' 本章首先阐述了
烟草税管理者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 这种素养和能力包
括非常清楚地了解不同的烟草税政策对烟草价格* 烟草消费和政府收入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同时他们也需要明白烟草税政策和管理中其他一些
会影响烟草需求的因素' 本章中还讨论了有效的烟草税管理中可能会遇
到的挑战% 包括对烟草生产和烟草税征收的监管以及防范逃避税的措施'

本手册的第%章讨论了烟草税涉及的一些政治经济问题% 尤其是重
点讨论了当政府提高烟草税时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和挑战' 当政府想要提
高烟草税时通常会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包括" 提高烟草税能给政府增
加多少税收收入% 这种税收增长能够持续多久& 提高烟草税对宏观经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尤其是对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多大& 提高烟草
税是否会损害穷人的利益& 是否会加剧烟草非法贸易' 本章还提供了一
些国家烟草行业干预提高烟草税率的案例以及烟草生产商在税率提高后
所采取的对策' 最后% 本章讨论了烟草税收入的用途和专款专用问题%

在许多国家% 烟草税收入一般都专款专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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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几章所讨论的内容的基础上% 本手册的最后一章将向读者介
绍烟草税的+最优政策实践方案,% 即提高烟草税既能最大程度地促进
公共卫生利益% 同时又能保证至少在中短期内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 此
外% 考虑到目前许多国家的烟草税政策和管理水平与我们所描述的最优
方案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因此% 本章也介绍了政府优化烟草税制的各种
政策措施'

尽管本手册试图论及烟草税的各个方面% 但其中很多方面仍然尚缺
乏实践案例' 各国政府在烟草税政策和管理方面的不断改革和优化% 将
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烟草税改革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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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烟草税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

理论和实证概况

本章介绍了烟草消费税的各种类型及其在公共卫生和政府收入方面
的含义' 一个好的烟草税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和公共财政来说都
至关重要% 它既能减少烟草消费% 又能保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一
国政府对烟草税制设计或改革则取决于该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尽管许多国家对烟草制品也征收进口关税和类似增值税的销售税%

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 消费税占烟草制品价格的权重最大% 为政府筹
集到的税收收入最多% 对公共卫生方面的影响最大' 因此% 本章主要讨
论消费税% 包括那些专门对烟草制品征收* 但未被称为消费税的税种'

此外% 本手册主要讨论对卷烟征收的消费税% 至于对其他烟草制品(如
自制手卷烟* 咀嚼烟* 鼻吸烟以及水烟) 征收的消费税% 一方面由于可
获得的数据有限% 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国家对这类烟草制品不征收消费税
(或税率较低)% 因此本书对这些非卷烟类的烟草制品的征税不作过多介
绍和讨论'

本章第!节介绍了烟草税的不同类型& 第>节按收入水平* 国家和
地区介绍了烟草税的税率及烟草税占价格的比重& 第$节讨论了对卷烟
征税的税制设计和管理中的一些问题& 第%节则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



进一步讨论了怎样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设计相应的烟草税制& 第#节讨
论了在单一税率和差别税率中进行选择的问题& 第( 节对全章进行了
总结'

!"# 对烟草制品征税的类型
消费税和增值税是最常见的对烟草制品征收的两个税种' 根据现有

数据% 全世界大约有)1X的国家(!V>个国家中的!($个) 都对卷烟征
收消费税' 全世界除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包括巴林王国*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 部分太平洋岛屿国家(包括
库克群岛*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瑙鲁* 纽埃* 帕劳和基里巴斯共和国)%

部分加勒比海岛国(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 格林纳达和圣卢西亚) 及阿
富汗* 贝宁* 马尔代夫*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之外% 其余国
家 !V> 个国家中的!#> 个 都对卷烟征收增值税(和销售税)

(234P6/9% >11))'

!

消费税" 消费税有两种 从量税和从价税' 从量税是根据烟草
制品的数量单位(如每包* 重量* 每条* 每支) 征收固定数额的
税' 从价税则是根据烟草制品的价格按一定比例征税' 后面我们
将详细介绍这两种征税方式'

!

增值税"增值税是对消费品征税的常见形式' 通常来说% 增值税
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征收% 且采用单一税率% 也正因为如此%

增值税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 并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
入' 而且% 从征管方面来看% 增值税除了对征税商品和服务的价
格需要加以严格的监管和账簿记录外% 并不需要对其他方面投以
很多精力'

各国卷烟增值税的税率差异很大' 以增值税占卷烟零售价格
的比重来看% 目前该指标在>X '!1X之间的有$1 个国家%

!1X '!#X的有#&个国家% !#X '>1X的有(#个国家' 全世界
只有$1个国家不对烟草制品征收任何形式的增值税(234P6/9%

>11))'

!

其他税种" 在不同国家对消费品征税会冠以不同的税种名称% 有
些税种虽然不使用消费税这一名称% 但其实质却是消费税(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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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印花税和埃及的一般销售税(PN6))' 此外% 还有其他一些
对烟草制品额外征收的税% 专款专用于一些特定项目'

!

进口关税"几乎所有国家都对进口卷烟征收关税'

$ 进口关税是对
进入一国海关并将在该国被最终消费(例如有些商品如果仅仅是
过境% 还要被运往其他国家% 则不能称为是在该国被最终消费)

的选定商品征收的税' 通常进口关税都是在商品入关环节对进口
商征收'

各国的进口关税也有很大差异' 各国政府征收进口关税一方
面是为了保护国内的民族产业%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取财政收
入' 有些国家卷烟进口关税税率非常高% 如尼日利亚($#X)%

圭亚那(!11X)%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卢比% !W$&1N[9I千克)%

津巴布韦((1X% 另加#MN ! I#1 包)% 埃及( V$X)% 约旦
(&#X)% 墨西哥((&X)% 洪都拉斯(##X) (67G% >11))' 一
般来说% 那些国内卷烟产量小% 或是对卷烟不征收消费税的国家
会倾向于对进口卷烟征收高关税% 以获取财政收入' 海湾国家在
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 贝宁* 科威特*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以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MG*) 都对进口卷烟报关的到岸价格(/]5)

征收!11X的进口关税'

近年来% 随着各种各样双边的* 地区的及全球贸易协定的签
定% 许多国家的进口关税都得以大幅度下降' 由于进口关税对进
口商品歧视% 因此各种自由贸易协定都要求签定国逐步降低进口
关税直至取消' 随着进口关税的逐步降低和取消% 政府由此获取
的财政收入也逐渐在减少% 因此% 就有必要征收消费税或增加消
费税来弥补财政收入' 文莱过去曾对进口卷烟按到岸价格(/]5)

征收>11X的进口关税% 但最近则以消费税取代了进口关税' 由
于该国国内不生产卷烟% 因此以消费税取代进口关税这一举措也
不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任何影响% 而只需要对进口商在征税环节作
一些技术调整就可以了' 文莱的这一税收政策变化一方面是为了
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264) 的承诺%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其
他一些国际和地区贸易协定的要求'

$ 这方面也有例外% 如新加坡' 此外% 很多国家作为各种地区或双边贸易协定的成
员方% 烟草制品在协定范围内或被征收不同的进口关税或无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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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和地区烟草价格及税收概况
从全球来看% 卷烟的价格及税收占零售价格的比重有很大的差异%

本章的图!和图>分别以国家的收入和地区为划分标准描述了这种差异'

在图!中% 越高的国家组的卷烟最高平均价格越高% 每包烟中税收所占
的比重也越高' 从全球平均水平看% 每包烟的平均零售价为>W#$美元%

每包烟中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约为#1X' 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国家的
卷烟平均价格和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都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中中低
收入组国家卷烟平均价格为每包!W&$美元% 税收占每包卷烟零售价的比
重为%#X% 低收入组国家卷烟平均价格为每包!W1(美元% 税收占每包卷
烟零售价的比重为$)X'

图# >11V年不同国家收入组卷烟最畅销品牌的平均价格% 每包烟所含的消费税以
及每包烟中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1) P6/9数据计算得出'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各大区中(图>)% 欧洲区卷烟的平均零售价格及
每包烟中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都是最高的(分别为$WV&MN ! I包及
($X)% 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国家(*M) 的相关指标较高的缘故' 东地中
海地区(*79) 卷烟中的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最低% 非洲区(G59)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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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指标次之' 各大区的数据比较显示出两个有趣的特点" 一是东南亚
地区(N*G9) 卷烟中税收占零售价的比重位居世界第二% 但平均零售价
格却位居世界倒数第二% 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卷烟生产价格较低所致&

二是非洲区卷烟平均零售价格在各大区中不算低% 但该区税收占卷烟价
格的比重在各大区中却是较低的'

图! >11V年各大区卷烟最畅销品牌的平均价格% 每包烟所含的消费税以及每包烟
中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1) P6/9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最畅销品牌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 在!V>个国家中有%&个国家
达到了世界银行(2Y) 的>I$的标准(即每包卷烟税的价格占零售价
的(&X)

%

' 在这%&个国家中% 只有V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了%I# 的标准
(包括波兰*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古巴* 毛里求斯* 法国* 英国以及捷
克)' 在这V个国家中% 古巴(V&X) 和毛里求斯((VX) 采用单一的
从量税% 有$个国家(斯洛伐克* 英国以及捷克) 的卷烟消费税既从量
又从价% 但以从量为主& 在另外$)个国家中% 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

个国家) 的卷烟消费税要么只从价% 要么既从量又从价而以从价税为主'

% !)))年%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认为% 那些采取了全面控烟措施的国家% 其卷烟税
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能够达到>I$至%I#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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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以卷烟消费税的结构对国家进行了分组% 从该图可以看出大多
数国家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重仍然低于世界银行!)))年发布的标准'

图% >11V年烟草税各税种和不同类型的卷烟消费税占卷烟零售价格比重及与世界
银行标准的比较'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1)P6/9数据计算得出'

至于其他烟草制品% 比迪烟是在东南亚国家流行的一种手卷烟% 这
些国家包括"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 马尔代夫* 尼泊尔* 斯里兰卡以
及东帝汶#

' 这些国家中除了印度* 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外% 一般都不对比
迪烟征收消费税' 印度的比迪烟占烟草总消费的V#X% 其他烟草制品占
>#X' 印度拥有数量众多的生产比迪烟的小生产商% 其中)VX的比迪烟
都是手工卷制的(*BQD:D.-ADQ% >11&)' 印度$11个品牌比迪烟没有一个
品牌的市场份额超过#X (PDD+@J-H+% D̂QAJ@D:-.U& NB.H<=% >11V)' 迄今
为止% 印度对比迪烟征收的消费税几乎为零' >11V年印度最畅销的卷烟

# 比迪烟是印度卷烟的一种形式% 它是将1W!# 1W>#克晒干的烟丝卷入加工成长
方形的一种植物(A<:RBQ.-) 的干叶中% 制成圆锥形并且用细线串成串% 供人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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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金叶牌(PDH+ 5H0K<) 卷烟% 对其征收的消费税是每千支! &#)印
度卢比' 机制比迪烟的消费税率是每千支>(印度卢比% 而手工卷制的比
迪烟的消费税率是每千支!%印度卢比'同样% 在孟加拉国% 比迪烟占卷
烟消费的&1X% 且大多由小生产商制造' 孟加拉国对比迪烟按税前零售
价格的>1X征收增值税(Y0QK0A<A0H%即将出版)' 在尼泊尔% >11V年最
畅销卷烟的消费税是每千支%!#尼泊尔卢比% 而比迪烟的消费税率是每
千支#1尼泊尔卢比'

水烟是在东地中海地区颇为流行的另一种吸烟形式% 这一地区包括"

巴林* 吉布提* 埃及* 伊朗* 伊拉克*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利比亚*

阿曼* 巴基斯坦*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突尼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也门'

关于对水烟征收消费税的资料不是很多% 不过在黎巴嫩* 利比亚*

斯里兰卡和土耳其对水烟是征收从价消费税的% 而以色列则对水烟征收
从价和从量的混合消费税(

' 这些国家水烟消费税税率差异也非常大% 利
比亚* 斯里兰卡和黎巴嫩对水烟征收消费税的计税依据都是生产商价格
(出厂价)% 税率分别为>X* !#X和!1VX% 而土耳其则是就水烟的零售
价格征收税率为#VX的消费税(234P6/9% >11))'

大多数国家都很少关注无烟烟草产品% 但随着新兴无烟烟草产品的
出现% 这一问题也日益成为需要关注的政策问题' 这些无烟烟草制品除
了为数众多的烟草制造商生产的传统的鼻烟(;.B^̂)

&和咀嚼烟之外% 还
包括各种各样的可溶性烟草制品的鼻烟制品(;.B;)

V

' 对于这类烟草制
品如何征税是将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 土耳其对于每包不超过#11克的水烟征收税率为#VX的从价税% 或是每包1W1>

土耳其里拉的从量税% 择二者税额高者适用征税'

& (译者)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无烟烟草主要有鼻烟* 嚼烟* 含烟等类型% 主流的无
烟烟草制品有;.B^̂和;.B;两种% 如果直译;.B^̂和;.B;这两个词% 均有+鼻烟, 的
意思% 不过;.B^̂和;.B;的使用方式基本上都是放入牙龈与嘴唇间含化% 与传统+鼻
烟, 的使用方式相去甚远' ;.B^̂和;.B;之间也有所不同" 在美国% 配方中含有深色
明火烤烟* 含水量较少的无烟烟草叫做;.B^̂% 反之称为;.B;' 而在瑞典% ;.B^̂和
;.B;的称呼与美国恰好相反% 瑞典人管配方中不含深色明火烤烟* 含水量较大的无
烟烟草叫做;.B^̂% 反之称之为;.B;'

V 更多关于新兴的无烟烟草制品的介绍请参见以下网址" JAAE" IIADR0@@DEQD+

B@A;WDQUI-.+<WEJEI70-. 80U<\< N:DK<H<;;8QD+B@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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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美国% 各州对鼻烟产品征收消费税的差异很大% 宾夕法尼亚
州不征税% 马萨诸塞州按批发价)1X的税率征税% 佛蒙特州则按每盎司
!W%)美元征税' 美国南部各州(这些州也是主要的产烟区) 对无烟烟草
制品的征税程度最低'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对无烟烟草制品征收从量税%

即主要是按烟草制品的重量征税% 但大多数州都按批发价或生产商的出
厂价征收从价税% 美国#!个州中只有)个州对无烟烟草制品征收从量
税' 这一点很有意思% 因为美国的每个州都对卷烟征收从量税' 按烟草
制品的重量征收的从量税会导致对烟草制品最终征税程度有很大差异%

因为很多新兴烟草制品比传统的烟草制品在重量上要轻很多' 各国对鼻
烟征收的消费税也有很大差异' 例如挪威对每!11克鼻烟征收1W(V 挪威
克朗的从量消费税(*9/% >11V)% 而土耳其则对鼻烟征收最低限额的从
量税% 并同时对其征收与卷烟一样的#VX的从价税(7D56BQK<=% 土耳
其财政部% >11))'

!"% 卷烟税的设计和征收
各国卷烟消费税的设计和征收有很大的差异性%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

在以下多方面"

卷烟消费税可以采用单一税率% 即对所有卷烟适用同样的税率% 计
税依据可以采用以下两种形式'

!

从量" 对卷烟征收从量消费税最常见的计税单位是以每包>1支
装卷烟为单位% 或是以每千支卷烟为单位% 但也有例外% 如以每
>#支为计税单位的(如澳大利亚)& 以每条为单位的% 以每#包
共>#支装为单位的(如加拿大)& 以每支为单位的(如印度尼西
亚)& 以每米为单位的(如尼泊尔) 或是以重量为单位的(如新
西兰)

)'

!

从价" 从价税可以以生产商的出厂价为计税依据(如中国)& 也
可以以零售价为计税依据(如孟加拉国* 土耳其* 俄罗斯* 乌克
兰以及欧盟)& 直到>11)年% 印度尼西亚从价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 适用于重量超过1WV千克的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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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打在产品上的) 印花税票价格(R0.+<QDHEQ-@<)

!1为准% 该
计税依据是根据烟草企业的生产成本并经财政部调整核定'

卷烟消费税也可以采用非单一税率% 这种情况下的计税依据主
要包括"

!

价格档次及卷烟的其他品牌特征#如卷烟的零售价和生产商价
格$ 市场销售量$ 卷烟长度$ 是否带过滤嘴$ 包装$ 烟叶原产
地%" 在有些国家% 卷烟的从量消费税是根据卷烟的等级来定的%

尤其是根据品牌的档次来定' 例如% 埃及的卷烟从量消费税是根
据出厂价来定的% >11)年埃及卷烟的从量消费税低价品牌卷烟为
每包!W1V埃及镑% 高价品牌为每包$W>#埃及镑& 印度* 尼泊尔
和斯里兰卡则是按照卷烟的长度来征收从量消费税& 哈萨克斯
坦* 俄罗斯和乌克兰对过滤嘴卷烟和非过滤嘴卷烟则征收不同的
从量消费税& 土耳其的卷烟消费税的从量依据以前是多重的% 先
是根据卷烟的价值来征收% 后来又改为根据烟叶的产地(东方国
家产地还是非东方国家产地) 来征收% 到>11)年% 土耳其的卷
烟消费税改为根据零售价征收税率为#VX的从价消费税% 并同时
征收每包最低>W1# 土耳其里拉的从量消费税(bBQ<KH-<A0HW%

>1!1)' 有些国家根据卷烟的不同特征征收不同档次的差别从价
消费税% 但这种差别从价税率的使用不如差别从量税率那么普
遍' 据统计% 共有(个国家对卷烟适用差别从价消费税率% 差别
税率的依据主要是零售价格% 但也有依据生产商价格(如中国)

或是根据市场销售量的(如缅甸)'

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V>个国家中只有!)个国家不对卷烟征收任何
形式的消费税(234P6/9% >11))'

!!有些国家对所有卷烟征收从量或从
价的单一税率% 也有些国家则是根据卷烟的特征征收差别税率' 如表!

所示% 世界上很多国家(!V>个国家中的(1个国家) 只对卷烟征收从价
消费税% 有##个国家只征收从量消费税' 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V>个
国家中的%V个国家) 对卷烟征收既从价又从量的消费税'

!1 印花税票(Y0.+<QDH) 价格是印尼政府为各品牌设定的价格% 其计算依据包括生
产成本* 生产商利润* 分销商* 经销商及零售商的利润'

!! 附录中的表!提供了各国烟草消费税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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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卷烟消费税制
国家数

总数 !V>

只征收从量消费税 ##

只征收从价消费税 (1

既从价又从量的混合消费税 %V

不征消费税 !)

资料来源" 根据234P6/9>11) 数据计算得出'

附录中的表!和表>详细显示了!##个国家的相关数据" 有$>个国
家根据卷烟的价格* 生产量* 包装* 卷烟的种类* 产品特征或是原材料
的产地等来决定实行差别税率(67G% >11))'

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类别国家的卷烟消费税政策有所不同' 一般来
说% 低收入国家会更倾向于采用从价税" %1个低收入国家中有>V个国
家的卷烟消费税只采用从价税的形式% 有!1个国家采用从量税的形式%

另有>个国家既从价又从量' 相比较而言% 高收入国家则较少采用从价
税形式" $V个高收入国家中仅有> 个国家的卷烟消费税采用从价税形
式% 有!!个国家采用从量税形式% 有>#个国家 大多数都是欧盟国
家 采用既从量又从价的形式' 中等收入国家卷烟消费税的税率形式
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V#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1个国家采用从价税形式%

有$%个国家采用从量税形式% 有>!个国家既从价又从量'

从地区来看% 大多数西太平洋国家(!) 个国家中的!% 个% 占比
&%X) 仅采用从量税形式& 但在非洲% 很多国家(%%个国家中的>)个
国家% 占比((X) 仅采用从价税的形式& 在美洲区% 大约有一半国家
($!个国家中的!(个国家% 占比#>X) 采用从价税的形式% 另约有一半
国家($!个国家中的!$个国家% 占比%>X) 采用从量税的形式% 只有
>个国家(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的卷烟消费税既从价又从量'

在%V个既采用从价消费税又采用从量消费税的国家中% 大多数国家(%V

个国家中的>V个) 从价征收的比重要比从量高& 而在所有低收入和中低
收入国家中% 除了刚果* 多米尼加共和国* 乌克兰* 巴基斯坦之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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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以国家收入和 大区分组的卷烟消费税类型
卷烟消费税制

国家收入组 仅采用从量
税形式

仅采用从
价税形式

既从量又
从价

无卷烟
消费税

国家总数"

高收入国家 !! > ># & %#

中高收入国家 !( !! ) ( %>

中低收入国家 !V !) !> $ #>

低收入国家 !1 >V > $ %$

234大区
非洲区(G594) !% >) ! > %(

美洲区(G794) !$ !( > $ $%

东地中海办事处
(*794)

! & # & >1

欧洲区(*M94) !1 $ $( 1 %)

东南亚区(N*G94) $ > > ! V

西太平洋区(2894) !% $ > ( >#

所有国家 ## (1 %V !) !V>

"

有可获取数据的国家'

资料来源" 根据234P6/9>11)数据计算得出'

主要采用从价税的形式征收烟草消费税!>

'

附录表$显示了各国烟草税更详尽的信息' 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烟
草消费税采用既从价又从量的混合形式% 这其中主要包括欧盟成员国'

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 欧盟成员国的烟草消费税要求必须是既从量又从
价% 且烟草消费税须至少占卷烟零售价格的#&X% 最畅销品牌(788/)

卷烟每千支所包含税额不少于(% 欧元' 最畅销品牌(788/) 卷烟的

!> 这主要取决于最畅销品牌在消费税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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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量征收的消费税不得低于总消费税额的#X% 或者是总税额占到零售
价格的##X以上' 欧盟成员国对最畅销品牌卷烟会征收一个最低限额的
消费税% 但不超过总消费税额的!11X' 不过欧盟对一些成员国也适用
过渡期政策% 目前>&个成员国中有>%个国家对卷烟消费税设有最低限
额% 其中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征收高于此限额或是平均从价税率' 除$个
成员国之外% 所有成员国最畅销卷烟品牌的消费税至少占零售价格的
#&X以上% 同时% 所有成员国都达到每千支卷烟所包含税额不少于(%欧
元的要求(见附录表$ '表#)'

>11V年!!月% 欧盟委员会达成了一项旨在提高欧盟公共卫生水平的
政治决议' 根据这项决议% 欧盟今后在烟草税最低限额指标中将以加权
平均价格(2G8) 取代最畅销品牌价格(788/)' 之所以有这一改变%

主要是因为现今烟草市场较过去竞争更为激烈% 卷烟价格经常在变动%

市场上最畅销品牌往往不是一个% 而是多个' 在计算卷烟消费税时以加
权平均价格取代最畅销品牌价格提高了透明性% 并保证所有卷烟制造商
在同一个舞台上竞争' 此外% 为了提高烟草消费税在促进公共卫生方面
的作用% 欧盟还决定在今后的#年中将卷烟消费税的最低限额标准逐步
提高到每千支)1欧元% 且这一标准是以所有卷烟为计算口径% 而不是加
权平均价格% 同时要求卷烟消费税至少要达到加权平均价格的(1X'

卷烟消费税最低限额标准的提高将缩小欧盟成员国内最贵烟与最便
宜烟之间价格的差距' 因为自>1!!年!月!日起% 欧盟卷烟消费税的最
低限额标准将不再有上限' 欧盟还要求至>1!%年!月!日% 卷烟消费税
中从量部分占消费税总额的比重不得低于&W#X% 税额占卷烟零售价格
的比重要高于&(W#X%这样使得成员国有较大的灵活性根据本国卷烟市
场的特点来安排卷烟消费税中从价和从量的比重!$

'

至于中高收入国家% 以土耳其为例% >1!1年土耳其将卷烟消费税从
价税的税率提高到($X% 并同时征收最低限额为每包>W(#土耳其里拉的
从量税(见下图%)& 俄罗斯的烟草消费税则要更为复杂一些" 从量税和
从价税都设有最低限% 并且带过滤嘴的卷烟和不带过滤嘴的卷烟的税率
也不一样% 带过滤嘴的卷烟的税率要高一些(见下图#)'

!$ JAAE"II<@W<BQDE0W<BIA00A-D. @B;AD:;IA00A-D.I<@-;<+BA-<;IADR0@@DEQD+B@A;IH<U-;

H0A-D.I-.+< <.W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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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年土耳其卷烟消费税

资料来源"根据bBQ<KH-<A0HW(>1!1) 数据计算得出'

图* >11)年俄罗斯带过滤嘴和不带过滤嘴卷烟的消费税

资料来源"根据67G(>11)) 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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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从量税#或单一税%

从量税 从价税

税基 卷烟制品的数量单位(如每
千支卷烟)

卷烟制品的价值(如零售
价* 批发价和生产商的出
厂价)

在税务管理方面的
要求

在生产环节或是进口环节征收
在税务管理方面的要求较低%

只需核定烟草产品的数量
即可'

要求有较高的税务管理能
力和技术水平% 否则会带
来很高的管理成本'

是否会存在计税价
值低估的问题

不会 有可能会存在计税价值低
估的问题% 但可以通过设
置最低零售价格的办法来
解决'

对烟草制品+质量,

的影响
促使+品牌提升效应, (ME

UQ0+-.U<̂̂<@A)% 会相对减少高
价品牌烟草制品的税负'

存在+乘数效应,% 会使
高价高+质量, 产品的成
本更高'

对烟草制品价格的
影响

会提高烟草制品的相对价格%

特别对于低价烟% 相对价格
的提高更为明显'

会带来低价产品相对更低
价格的效果% 当+乘数效
应, 很强时% 相对价格的
降低能得以+补偿,'

通货膨胀因素 通货膨胀会抵消掉从量消费
税的作用% 因此需要根据通
货膨胀水平适时作调整'

从价消费税会随价格的上
涨而增长' 至少烟草制品
的价格会随着通货膨胀而
上涨'

公共卫生收益 不管烟草制品的价格在什么
水平% 从量税都会减少人们
对于烟草制品的消费'

从价消费税会鼓励吸烟者
+低档替代, (AQ0+-.U

+D.)% 即不顾健康损害
而吸更便宜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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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价税比较
设有最低限额
从量税的从价税

从量与从价
的混合消费税制

从量与从价且设有最低
从量限额的混合消费税

从价计征消费税% 如果
从价计征的税额小于设
置的最低从量限额% 则
以最低从量限额计征'

以烟草制品的单位和
价值为计征依据'

同时以烟草制品的单位和价值
为计征依据征收从量税和从价
税% 当税额小于最低从量限额
时% 则适用最低从量限额'

在生产和进口环节征收
需要较高的税务管理水
平和管理能力' 否则单
纯使用从价税会带来较
高的征管成本'

需要较高的税务管理
水平和管理能力' 否
则同时征收从价税和
从量税在核定计税依
据和征管方面会带来
较高的征管成本'

需要较高的税务管理水平和
管理能力' 否则同时征收从
价税和从量税在核定计税依
据* 从量税征管及确保最低
限额税收入库方面会产生较
高的征管成本'

由于设有最低限额从量
税% 因而可避免对低价
品牌计税依据的低估'

从价计征的那一部分
可能会存在计税依据
低估的问题'

由于设有最低限额从量税%

因而可避免从价计征部分可
能对低价品牌计税依据低估
的问题'

不会刺激消费者寻求
+高档替代,'

不会刺激消费者寻求
+高档替代,'

不会刺激消费者寻求+高档
替代,% 但会产生+低档替
换,'

能够提高低价卷烟的相
对价格'

从量税的提高也会相
应提高从价计征的
税额'

从量税的提高也会相应提高
从价计征的税额' 当最低限
额是按一定百分比计征时%

如按总税额与加权平均价格
之比计征时% 提高从价税率
或从量税额会增加最低应纳
税额' 考虑到对卷烟+质
量, 的影响效应% 这种税制
结构还会减少高* 低价烟之
间的价格差距'

如果不随通货膨胀水平
作相应调整% 最低从量
限额的作用将会随通货
膨胀被逐步侵蚀'

需要随通货膨胀水平适
时作相应调整% 否则最
低从量限额的作用将会
随通货膨胀被逐步侵蚀'

需要随通货膨胀水平适时作
相应调整% 否则从量计征部
分及最低从量限额的作用将
会随通货膨胀被逐步侵蚀'

最低从量限额有助于防
止+低档替换,'

可能会减少+低档替
换,'

会减少+低档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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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烟草制品采用适当的消费税征税方式
本节将就从量税和从价税对卷烟价格* 消费* 烟草制品的质量和种

类* 政府收入和税收管理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两种征税方式作一个全面的
理论与实证回顾' 需要提醒的是% 卷烟的质量( B0H-A=) 一词在这里不
意味着任何卷烟对健康影响的大小% 而只是根据卷烟的包装* 成分配制*

或是其他任何能够提升消费者兴趣的因素来评估卷烟的+质量,' 因此
可以说% 即便卷烟被人们说+质量好一些或差一些,% 但在健康方面的
危害是一样的'

长期以来% 关于卷烟消费税是采用从量税还是从价税的形式一直是
烟草税政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卷烟消费税的税负水平和税制结构
将会影响到不同利益方的利益和目标' 考虑到在大多数国家对于大多数
烟草制品来说% 烟草行业都是垄断或是寡头垄断体制% 因此% 实行不同
的卷烟消费税制对于政府的收入* 烟草制造商的利润* 消费者价格* 卷
烟的+质量, 和种类以及税务部门的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影响(参见
S<<.% !))V& S0=0.+ S<<.% !)V>& !)V$& !)V&& !))!& O<H-E0HH00.+ S<<.%

!))>& NB-A;0.+ 7B;UQ0Z<% !)#$& NK<0AJ 0.+ 6Q0.+<H% !))%& 7=H<;% !))%)'

因此% 采用这两种不同的卷烟消费税税率形式会通过对卷烟+质量,*

种类和价格的影响而影响到人们对卷烟的消费选择% 并进而影响公共卫
生健康水平' 此外% 政府也可以通过对卷烟消费税政策的调整来调节人
们对卷烟的需求% 提高政府的收入并促进公共卫生健康'

因此% 对于税收政策决策者来说% 关键是要决策如何设置卷烟消费
税的税率形式和税率水平% 如何在从量和从价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以
保证最终达到促进公共卫生健康和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政策效果' 为此%

我们需要就这两种税率形式的效果做深入的研究' 表$就这两种税率形
式的差别以及同时使用这两种税率形式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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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 从量税较从价税在提高消费者价格方面的效果更为明
显! 因而在减少烟草消费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参见O<H-E0HH00.+ S<<.!

!))># O<H-E0HH00.+ 4OD..<HH! >11!$%

消费税的种类和消费者价格" 在从价消费税制下% 烟草公司会倾向
于增加产量% 因为随着产量增加% 供给增加% 价格就会下降% 但这种价
格的下降一部分由税务局承担了(意为由国家税款负担% 译者)% 因为
征税使得每包烟的纳税额下降了' 因此可以说% 从价消费税实质上是政
府在+补贴, 烟草制造商以增加卷烟产量和提供更低的卷烟价格' 同
样% 如果烟草制造商增加卷烟价格% 政府的烟草税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而在从量税制下% 任何生产商价格(出厂价) 的增加都会增加生产商的
收入% 因而生产商会更愿意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

一些国家这方面的初步数据也证实了以上结论' 那些主要采用从量
税的国家的卷烟平均零售价格普遍要高很多' >11V年除了有!)个国家不
对卷烟征收任何形式的消费税外% 在那些既征收从量税又征收从价消费
税但以从量税为主的国家的卷烟平均价格为$WV&美元% 而以从价消费税
为主的国家的卷烟平均价格为$W!%美元' 再看那些只征收从量消费税的
国家的数据% 结果就更能说明问题" 那些只征收从量消费税的国家的卷
烟平均价格为>W%(美元% 而只征收从价消费税的国家的卷烟平均价格为
!W>)美元' 表%说明这种现象和各收入组国家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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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各收入组国家卷烟平均价格$ 消费税及消费税
占平均#零售% 价格的比重

不同收入国家组""" 平均价格
# % !+支装
每包 "

平均消费税
!+支装每包""

消费税占平均
价格# %

高收入国家
从量且从价 ! #W$1 ! $W!# #)W%X

以从量为主% 兼有从价税 ! #W%) ! $W$! (1W$X

以从价为主% 兼有从量税 ! #W!> ! $W11 #VW(X

只有从量税 ! #W1) ! >W#( #1W$X

中等收入国家
从量且从价 ! !W#! ! 1W($ %!W(X

以从量为主% 兼有从价税 ! !W&$ ! 1W&$ %>W!X

以从价为主% 兼有从量税 ! !W%$ ! 1W#) %!W%X

只有从量税 ! !W)V ! 1W&1 $#W>X

只有从价税
中高收入国家
从量且从价 ! !W&( ! 1W)1 #!W1X

只有从量税 ! >W1& ! 1W&( $(W)X

只有从价税 ! !WV& ! 1W&> $VW&X

中低收入国家
从量且从价 ! !W$$ ! 1W%( $%W#X

只有从量税 ! !W)1 ! 1W(% $$W(X

只有从价税 ! !W!) ! 1W$> >&W>X

低收入国家
只有从量税 ! !W!) ! 1W$1 >#W$X

只有从价税 ! 1W)) ! 1W>% >%WVX

"

最畅销品牌卷烟的未加权算术平均数价格% 以该年年末官方的主要或市场汇
率换算为美元'

""

最畅销品牌卷烟的未加权算术平均数的消费税额'

"""

>11V年&月世界银行国家收入组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234P6/9>11) (价格和税收部分)* ]75(官方汇率% 除缅甸
之外' 缅甸数据取/]G全球数据库中的非官方汇率) 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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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从量消费税时! 消费者价格的增加可能会超过增加的税收
"称为税负过度转移$%

税负过度转移" 所谓税负过度转移% 是指当对某一商品的征税程度
增加时% 该商品的消费者价格增加比增加的税负还要多!%

' 正如我们前
面所讨论的% 对卷烟征收从量消费税就很有可能产生这种税负过度转移
效应% 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在提税之后% 该商品的价格马上
会相应提高% 提高的价格里不仅包含了所提的税% 同时在过去的一年中
成本的增加等因素也会反映到价格的上涨中来' 30QQ-;(!)V&) 运用美国
的相关数据所作的研究表明% 美国(美国对卷烟征收从量消费税) 烟草
消费税提高使得卷烟价格大幅度地提高% 价格的提高幅度大约是税收提
高幅度的两倍% 但在他的研究中% 并没有发现价格的提高也归因于生产
成本增加的因素'

在从量消费税制下% 生产商价格的任何提高都将增加生产商的收入%

从而使生产商在从量消费税制下更有提价的积极性' 而在从价消费税制
下则不同% 因为从价税制下% 价格提高后的增加部分收入通过被征税转
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量消费税使得生产商更愿意生产高价产品以及更多样化的烟草产
品(参见Y0Q<H% !)&(& S0=0.+ S<<.% !)V$% !)V&% !))!& S<<.% !))V&

/Q<:<Q0.+ 6J-;;<% !))%)'

产品多样化和产品吸引力" 生产商是否能够将税收转移给消费者承
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市场运作能力% 由于产品的差异能带来一定的
市场垄断% 因此很多生产商会在产品多样化方面花很大力气' 产品差异
化可以是垂直差异也可以是水平差异' 所谓垂直差异% 指的是不同厂家
生产质量完全不一样的产品% 尽管所有消费者都倾向于消费质量最好的
商品% 具体到卷烟这种商品% 所谓+质量好, 通常指的是最畅销品牌%

但在愿意付多少钱来购买质量好的商品方面% 消费者就会表现出差异'

所谓水平产品差异% 则是指生产商生产(质量差不多的) 同一类的
产品'

!% 过度转移的程度取决于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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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替换和乘数效应" 从价消费税的乘数效应对低+质量, 产品来
说更有利' 例如生产商要花!美元来提高产品的+质量, (如改善包装
以使产品在外观上更抢眼)% 那么在从量消费税制下% 生产商需拿出!美
元的税前收入用于此项支出' 但如果是在实行从价消费税制且消费税含
税税率为>1X的情况下% 生产商则需拿出!W>#美元用于此项支出!#

' 从
价消费税的乘数效应使得价格的增长超过了包装改善方面的支出" !美
元的包装改善支出导致价格增长了!W>#美元% 因为政府要就包装改善支
出的!美元征税% 并取得1W>#美元的税收收入' 换句话说% 在从价消费
税制下% 由于存在乘数效应% 生产商为改善包装而增加生产商价格的同
时% 也为政府增加了税收收入'

产品多样性" 在产品多样性方面% 由于从价消费税会使得卷烟市场
相对更缺少竞争性% 因此增加从价消费税税率会迫使一些厂商(品牌)

退出市场% 从而减少卷烟市场的产品多样性'

由于从量消费税对高价烟及优质品牌卷烟来说更有利(意指从量消
费税使得高价烟的相对价格提高得较少)% 因而从量消费税在烟草控制方
面的效果会更为明显' 年轻人是烟草行业未来消费的主要客户群体% 年
轻人比较在意品牌和产品的外观% 他们愿意购买那些高价* 市场集中度
比较高的卷烟' 抢眼的包装以及卷烟产品的多样性也给年轻消费者提供
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满意度% 从而让他们愿意花钱去购买卷烟' 当其他
促销手段被禁止时% 包装就更显得尤为重要'

从量消费税不太会导致消费者从高价烟向低价烟的品牌替换(如低
档替换问题)'

当卷烟的税收和价格都提高时% 有些消费者会减少吸烟量% 有些则
会转而去吸更为便宜的烟' 因此% 当提高烟草税并相应提高卷烟价格后%

尽管多少能降低卷烟的消费量% 但其政策效果可能不会如预期的那么令
人满意' 而当对所有品牌的卷烟都征收统一的从量消费税时% 消费税的
提高能够缩小高价烟和低价烟之间的价格差距' 这种价格差距的缩小

!# 当含税税率为>1X时% 价格需上涨!I(! 1W>1)% 才能弥补用于包装改善的!

美元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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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抑制消费者+低档替代, 的意愿% 不过在高价烟和中档烟之间可能
会存在+低档替代,' 在从价消费税制下% 由于其计税依据是卷烟的价
格% 因而对所有卷烟实行统一税率将保持所有卷烟的相对价格不变'

不过% 当低价烟和高价烟之间的价格差距缩小后% 人们也会怀疑是
否存在+高档替代, 问题' 税收和价格的提高可能会改变消费者在既定
的收入状况下购买更高+质量, 产品的边际消费意愿' 从量消费税提
高% 低价烟与高价烟之间的相对价格差距会缩小% 进而导致低价烟的市
场份额下降% 这一假设目前已被众多的实证研究结果所证实' NDR<H0.+

P0QQ<AA(!))&) 的研究发现美国从量消费税的提高使得普通品牌(低价
烟) 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

在深入了解了烟草消费税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作用以及从量税会促进
烟草制造商生产高价烟的基础上% 欧盟委员会设置了一套具有其特色的
卷烟消费税制" 对低价品牌卷烟征收从量税(设置一个最低从量税限
额)% 同时对高价烟征收从价消费税' 通过这样一套烟草消费税制% 使得
烟草制造商各自寻求适合自己的市场和品牌定位!&

'

从长期来看% 对卷烟实行从量消费税更有助于提高卷烟的市场集中
度及烟草业的行业利润'

行业利润" 理论研究表明% 在从量税制下% 烟草行业利润会更高
(参见O<H-E0HH00.+ S<<.% !))>)' 而且提税可能还会提高烟草产业的行
业利润% 当然% 其必要条件是增加的税负能!11X以上地被转移(如价
格的增长超过增加的税负)' 由于税负增加提高了卷烟的价格% 并降低了
市场需求% 要使利润增加% 税后标价就必须增加' 因此烟草跨国公司都
更倾向于从量消费税'

随着从量消费税的增加% 政府有必要采取其他相应措施来抗衡烟草
行业更为强劲的市场影响力'

一般来说% 政府从某一种税获取的财政收入取决于其市场特征' 政

!( 最近土耳其的经验表明% 连续多年持续地提高卷烟从量消费税确实降低了低价
烟的市场份额% 不过在这期间该国的人均收入也在增长'

!& JAAE"II<@W<BQDE0W<BIA00A-D. @B;AD:;IA00A-D.I<@-;<+BA-<;IADR0@@DEQD+B@A;IH<U-;

H0A-D.I-.+< <.W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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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征税时不仅关注税收收入水平% 同时也关注获取税收收入的确定性
和稳定性以及税务征管和税务执行方面的问题' 因此政府不仅关心烟草
税的收入水平% 而且也关心烟草税收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以及税收征管
方面的便利和可操作性'

税收收入水平" 从理论上看确实存在某种从量税和从价税的最优配
置% 以使得政府的税收收入最大化% 且收入稳定% 变动性小(参见YD

J0.D. 0.+ Z0. /DAA% !)V%& !))!& S0=0.+ S<<.% !)V&& S<<.% !))V& O<H-

E0HH00.+ S<<.% >11()'

税收会通过影响卷烟的+质量, 及影响市场上品牌的数量从而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卷烟的价格% 提税之后% 消费者可能会选择少吸他们惯常
所吸用的品牌% 也可能还吸同样多的烟% 但会吸便宜一些的% 甚至也可
能吸更贵一些的烟但吸的数量更少一些' 要想准确地预测(提税之后)

税收收入是很困难的% 因为要预测税收收入% 首先必须预测提税后消费
者行为的变化' 除非我们能够知道有哪一种税的变化能够不对卷烟这种
商品的市场特征产生影响或影响非常小% 否则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能
不考虑提税和提价对消费者行为变化的影响' 如果政府提税的目标就是
要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那么在提税的过程中就应力图将扭曲效应降到
最小" 提税对价格的扭曲是难免的% 但政府提税没有必要对生产商和消
费者在卷烟产品+质量, 选择上造成扭曲(参见S0=0.+ S<<.% !)V&&

O<H-E0HH00.+ S<<.% >11()

!V

'

税收收入的确定性" 由于从量税不受卷烟价格的影响% 因此从量税
能够保证为政府带来稳定的税收收入'

随着卷烟消费税的提高% 烟草企业也会相应提高卷烟生产商价格
(出厂价格)% 但提价的幅度很难确定% 因而这一税价推递过程对含税消
费者价格的影响幅度也很难确定' 一般来说为了保证提税能够获取预期
的税收收入或是确保税收收入变动不大% 那么% 当提税对价格的影响不
确定时% 价格需求弹性就成为在决定采用哪种消费税形式时一个非常关
键的因素(S0=0.+ S<<.% !)V>& S<<.% !))V)' 如果卷烟的需求是缺乏弹

!V 不过%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提税对卷烟产品特征方面的扭曲(而非仅仅是
对价格的扭曲) 也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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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需求弹性为1)% 那么卷烟价格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消费量' 在这种
情况下% 由于提税并没有影响到卷烟的消费数量% 因此以卷烟数量为计
税依据(如从量消费税) 就不会对政府的税收收入造成影响' 如果卷烟
的需求弹性是固定的(如在任何价格水平上% 价格需求弹性均为!)% 那
么不管提税后卷烟的价格如何变化% 消费者还仍然是花一样多的钱买烟%

在这种情况下% 从价消费税就能够保证政府在提税后照样获得稳定的税
收收入' 不过% 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卷烟需求弹性都在1 '!之间
(参见附录表%)' S0=0.+ S<<. (!)V>) 的一项研究认为% 如果通过从价
税取得的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低于预期的需求弹性的话% 就能
保证政府提税后获得预期的税收收入'

税务管理的便利" 在税务管理方面% 从量税的管理相对容易' 只要
卷烟的数量被确定下来% 政府税务管理部门就可以在不同的环节进行征
税(如生产环节* 批发环节或是进口环节)' 在从价消费税制下% 由于
计税依据取决于生产商所标的出厂价格或是零售价格% 因此% 为了避免
计税依据被低估% 从价消费税要求税务部门有较强的税务管理水平和对
计税依据的核定能力'

税务执行能力" 从价消费税会涉及计税价值的评定问题% 当计税依
据为生产商价格时尤其如此% 因为这其中可能会存在转移定价问题' 如
在采用从价消费税时% 卷烟制造商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一个关联公司%

从而缩小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并少纳消费税' 这样一来% 由于税基变小了%

政府通过从价消费税征得的税收收入也缩水了' 菲律宾就是因为存在这
种转移定价问题而弃从价税转而采用从量税% 俄罗斯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于!))(年对进口卷烟由采用从价税改为采用从量税'

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在从价消费税制下% 由于税额会随价格的上
涨而上涨% 因此税收收入会与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同步增长' 而在从量消
费税制下% 就有必要就通货膨胀程度进行消费者价格指数(/8])

调整!)

'

!) 不过% 也有很多对卷烟征收从量税的国家不随通货膨胀水平自动进行价格指数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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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避税" 在实行从量消费税时% 卷烟生产商可以通过调整卷烟的
长度或是包装的大小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例如% 英国曾将对卷烟的征
税由以卷烟的重量为计税依据征收从量税改为以从量税和从价税大约各
占一半的形式征收% 结果在!)&#年到!)V!年之间% 在英国曾经销量很
大的一种小型号烟的市场占有率从V$X骤降到>#X (S0=0.+ S<<.%

!)V$)' 因此% 在实行从量消费税制时% 作为计税依据的单位必须是非常
明确且没有争议的(如每支烟的长度须确定% 如超过一定长度就按两支
烟计算)'

打击逃税" 许多烟草公司反对提高烟草税的一条理由是% 提税会刺
激走私' 烟草行业声称% 提高烟草税会减少烟草的合法贸易% 但却不会
减少烟草的总贸易量' 他们认为% 提高烟草税会刺激烟草走私% 从而减
少政府的税收收入% 并进而削弱将税收政策作为促进健康的政策工具的
有效性'

非法烟草贸易的存在尤其是当其规模较大时% 将会影响到烟草的合
法市场% 并最终损害烟草税的有效性>1

'

烟草税的决策者关心烟草税在公共卫生方面或政府财政收入方面的
影响(或两个方面都关注)% 因而他们关心烟草税对征税的烟草市场消
费和不征税的烟草市场消费的作用效果' 因此% 烟草税制应该便于征收
和执行' 由于从价税和从量税对于烟草市场会起到不同的效果% 因此%

在减少刺激烟草走私方面% 不仅是烟草税的税负水平与之相关% 从价税
和从量税的搭配和平衡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1 第%章将进一步讨论烟草税的避税和逃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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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一税率与差别税率的选择
对所有的卷烟(或是烟草制品) 在同一环节适用简单且单一税率的

消费税制有利于减少吸烟(烟草使用)% 同时也有利于实施有效的税务
管理以保证组织更多的税收收入入库' 实行单一的税率可以防止消费者
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或是不同的烟草制品之间) 进行消费替代% 同时可
以提高税收遵从率% 并防止烟草制造商通过采用各种定价策略来试图
避税'

从全球的趋势来看% 各国政府都在简化烟草消费税制' 但也仍然还
有许多国家针对卷烟的不同品牌或是不同产品采用有差别的消费税征收
形式及适用不同的税率' 如附录表!所示% 在!##个国家中% 有$$个国
家实行差别消费税制% 其中又有>!个国家对卷烟实行多层次的税率% 这
些国家包括几个烟草消费大国如巴西* 埃及* 印度* 印度尼西亚以及菲
律宾' 包括孟加拉国在内的(个国家对卷烟实行有差别的从价税率% 另
有包括中国* 巴基斯坦*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个国家对卷烟实行既
有从价又有从量且税率还有差别的混合消费税制'

实行多层税率的从价消费税或从量消费税% 往往是出于各种政治经
济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国内烟草产业和烟草制造商的利
益' 但是% 这种多重税率的卷烟消费税制在客观上又为烟草制造商提供
了通过价格策略或是生产经营策略的调整来达到避税目的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如墨西哥和越南) 取消了曾经使用的多重税
率% 而改为对所有品牌适用单一税率% 或是调整其烟草消费税政策以减
少不同品牌卷烟之间的价格差距' 埃及* 波兰* 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对卷
烟消费税的改革都使低价烟的相对税率提高得更多% 并由此迫使烟草制
造商提高中高档卷烟的价格' 表#列示了!#个国家最畅销* 最便宜及高
档品牌卷烟的每包价格和每包烟中税收占价格的比重' 在这!# 个国家
中% 由烟草使用引发的疾病死亡率达到>I$% 这!#个国家也是彭博减少
烟草使用倡议行动(YHDD:R<QU].-A-0A-Z<) 重点资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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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国不同等级卷烟每包价格及税收占价格的比重
国家 价格# % 总的税收比重

最畅销
品牌卷烟

最便宜
卷烟

高档烟 最畅销
品牌卷烟

最便宜
卷烟

高档烟

孟加拉国 1W$V 1W!& !W1% (&X %&X V&X

巴西"

!W1$ !W1$ !W>V #VX #VX ($X

中国 1W&$ 1W>) !W&( $VX %1X %%X

埃及"

1W%) 1W%) !W#> #)X #)X $)X

印度 !W(# !W%1 !WV( ##X #1X #1X

印度尼西亚""

1W)( 1W%( 1WV& #!X %%X #1X

墨西哥"""

>W1& !W>( >W1& (#X (#X (#X

巴基斯坦 1W>$ 1W!( 1WV1 #$X ($X (VX

菲律宾"

1W#$ 1W#$ 1WV% #%X #%X &(X

波兰 !W)% !W!# >W(# )%X )!X V#X

俄罗斯 1W#! 1W!% !W>( $&X %&X >&X

泰国 !W>) 1W&# !WV! (%X (#X ($X

土耳其 !W)& !W%! $W!# &$X V&X &$X

乌克兰 1W$) 1W1V 1W(# %#X (!X $)X

越南 1W(# 1W!# 1W)% %#X %#X %#X

"

最畅销和最便宜的都是同一品牌卷烟'

""

最畅销和最便宜的都是丁香卷烟( SQ<A<K;)'

"""

最畅销和最高档的都是同一品牌卷烟'

数据来源" 根据234P6/9>11)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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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公共卫生健康' 同样% 各国卫

生部门也致力于这一目标' 但是烟草消费税制结构和税率却是由各
国财政部来决定的% 对于财政部而言% 保证税收收入是首要考虑的
问题' 一般而言% 各国政府都希望在不减少政府税收收入的前提下%

通过税收政策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提高烟草税获取的额外税收收入
可以考虑用于补充烟草控制基金' 烟草税收入可用于补贴戒烟产品
(尤其是用于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戒烟产品)% 补充控烟媒体宣传以及
其他控烟活动和项目% 这将极大地减少烟草消费% 促进公共健康%

其意义比单纯地获取增收的税收收入要深远得多'

本章中% 我们讨论了不同的卷烟消费税及其效果' 一般来讲%

一种税收工具致力于一项政策目标' 从公共卫生这一目标而言% 从
量税是一项更为合适的税收政策工具% 因为从量税的实施会带来以
下两方面效果" 一是提高从量税相对能更多地提高卷烟的价格% 从
而使得那些对价格比较敏感的消费者更少吸烟& 二是在从量税制下%

消费者以低价烟替代高价烟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 尤其是在提税
后吸烟者还难戒掉或减少吸烟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对于低收入
人群及青少年来说尤为明显% 因为这两类人群收入有限% 对价格更
为敏感' 另外% 我们也应看到从量税对高价烟以及一些占有市场品
牌优势的烟来说更为有利% 因为提高从量税对这些烟价格的提高相
对要低% 从而使得其对吸烟者更有吸引力% 并能促使市场上出现更
多这类品种的品牌% 这对于那些注重于卷烟品牌和形象的年轻人来
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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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量税还是从价税% 都是政府用于烟草控制的税收政策
工具' 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从量税来迫使卷烟涨价并降低低价烟的市
场占有率' 由此也必将减少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人群对卷烟的消费
需求' 政府还可考虑通过征收从价消费税来调节卷烟的+质量, 和
市场种类以使卷烟的市场结构达到一个政府所希望的状态'

哪种消费税能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则需首先搞清楚各国烟草
行业的结构及具体的卷烟市场特征% 如哪种卷烟的市场销量最大等%

然后才能决定哪种消费税形式更为合适'

此外% 对卷烟增收消费税以筹措更多的财政收入往往还受制于
各种政治经济因素' 决策官员们出于竞选连任的目的会照顾选民们
的意愿(而选择不增加税收)' 尽管对所有品牌增加消费税并减少
不同品牌间的价格差距对促进公共卫生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都有利%

但政府出于某种考虑在对销量很大的品牌及中低价的卷烟增税方面
往往会犹豫不决' 出于政治方面的因素% 很多政府认为随着社会各
阶层对公共卫生认识的深入% 对以上两类卷烟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
提高烟草消费税将更可行' 因此% 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 考
虑采取渐进和过渡的方式提高烟草消费税' 在运用烟草消费税进行
烟草控制方面并没有一个万能的固定的模式' 一国政府需要考虑该
国在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况% 如烟草行业的特点* 该国在公共政策选
择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认识水平等的基础上%

来决定具体采用哪种烟草消费税政策' 随着政府对所有品牌卷烟征
税程度的加强以及禁止烟草广告的努力% 公众对吸烟的健康危害方
面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入% 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卷烟的消费
倾向'

数据表明(参见附录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
在提高烟草消费税方面仍然都存在很大的空间'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
入国家中% 只有少数国家的卷烟消费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超过
#1X' %#个低收入国家中有%个国家% #V个中低收入国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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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 %$个中高收入国家中的!#个国家对卷烟征收消费税的税
率超过#1X' 相比较而言% %V个高收入国家中有!>个国家的卷烟
消费税税率低于#1X' 就卷烟消费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这一指标来
看% 低收入国家的比重平均为>#X% 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X% 中
高收入国家平均为%!X% 高收入国家平均为#$X'

一些研究证明% 如果将卷烟消费税提高到至少占零售价格的
&1X% 其在公共卫生* 拯救生命方面将产生极大的变化(参见9D;;

<A0H% >11V% >11))' 目前已有一些国家% 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
达到了&1X这一标志性指标' 一项关于烟草消费税比重最高的十国
最畅销品牌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十国卷烟消费税中零售价格的比重
平均达到了&%X

>!

' 当然% 要达到&1X这一标准指标% 需要根据各
自的国情如现有的税制结构和税率水平等% 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和
步骤% 我们将在下一章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 这些国家包括"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古巴* 斐济* 毛里求斯* 波
兰* 塞舌尔* 斯洛伐克以及委内瑞拉(234P6/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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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烟草税的管理

一国政府至少是出于三个理由开征或提高烟草消费税" 增加政府财
政收入% 纠正烟草消费的负外部性以及控制烟草使用(7@/0QA<. 0.+

NADA;K=% !))#& 20Q.<Q<AW0H% !))#)' 在本章中% 我们将主要讨论为实现
以上目标% 政府在烟草消费税管理中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以及如何提高
政府的税收管理能力'

%"# 税务管理能力
有效的税务管理应该是那种既能保证纳税人较高的税收遵从度% 又

能以较低的行政成本征收到较多的税收收入入库' 好的税务管理既需要
税务管理和执行部门拥有一定的技术管理水平% 也需要有一个设计合理
的税制' 税务管理部门对于现行税制及对现行税制的改革政策效果应有
全面的了解和评估% 在经济和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 应尽可能简化税
制% 对于税法调整有可能引起的避税也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时还需
要加强税法和税务管理方面的衔接和配合'

#$



%"#"# 对烟草税政策的认知和评估

如果政府提高烟草税的目标是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烟草使用为目
的% 那么在提税时就应该将着力点放在那些生产商很少但市场份额很大
的烟草产品上' 烟草制品几乎都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需求弹性小% 税收
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也较低% 并且不太会有很接近的替代品% 这些因素都
决定了对这一类烟草产品增税会更容易一些% 并且能为政府带来持续稳
定的税收收入' 在本节中% 我们将讨论烟草产品的特征以及政府在酝酿
烟草税政策改革时评估税改对政府税收收入和烟草消费影响的重要性'

烟草制品的价格弹性" 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数据表
明% 烟草制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价格需求弹性的负数绝对值小于!)% 一
般来说主要都在'1W> 至'1WV之间(也有少数例外% 参见附录表%的
总结)' 由于烟草制品的需求缺乏弹性% 因此对其增加税收能够为政府增
加税收收入>>

'

税收占零售价格的比重" 如附录表$所示% 各国烟草税占卷烟零售
价格比重的差别很大% 介于VX 'V)X之间(234P6/9>11))' 只要税
率的增长幅度超过提税所引起的价格增长幅度% 就能确保提税能够增加
政府税收收入' 也就是说% 即使当卷烟的价格需求弹性大于'!时(绝
对值) 也能够保证税收收入的增长'

表(显示的是不同收入国家组在不同卷烟价格需求弹性下% 随着每
包卷烟的消费税增加#1X* &#X和!11X% 提高卷烟消费税所带来的政
府税收收入增长的百分比情况以及税收占卷烟零售价格的百分比' 从该
表中我们看到%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 即便在提税后一段时间卷烟
的需求弹性不再变小% 提高卷烟消费税也总是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计算没有考虑人均收入增长对卷烟消费和对财政
收入的影响'

>> 需求弹性越小% 提税对减少烟草消费的作用也会越小% 但却能带来更多的财政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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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收入组国家不同的价格需求弹性下烟草消费税收入的增长百分比

商品税占
零售价的
百分比

消费税占
零售价的
百分比

每包卷烟
消费税增
加百分比

在不同的价格需求弹性下
消费税收入增加百分比

+ ) + 4 + , # +

低收入国家 %1X >#X #1X %1X $#X $1X >#X

&#X #VX %)X %1X $!X

!11X &$X (1X %&X $$X

中低收入
国家

%#X $1X #1X $VX $>X >(X >1X

&#X #%X %$X $$X >$X

!11X (VX #>X $(X >1X

中高收入国
家和高收入
国家

#(X

(#X

%#X

#1X

#1X $>X >$X !%X #X

&#X %$X >VX !>X %X

!11X #>X >VX %X >1X

#1X $1X >(X !1X 1X

&#X %1X >>X #X !>X

!11X %&X >1X &X $$X

高收入国家 V#X &1X #1X >>X VX (X >1X

&#X !VX !X $X (VX

在本表格的计算中没有考虑品牌替代(交叉价格弹性)* 收入效应及非法贸易%

并且假定零售环节增值税(FG6) 税率和零售商利润率(97) 分别为!#X和!1X'

资料来源" 根据234P6/9>11)计算得出'

收入效应" 来自于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
均收入和卷烟需求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性' 当人均收入增加时% 消费者
可能会增加烟草消费或是转而消费更高价的烟% 显然消费者的这种反应
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不过% 来自于一些高收入国家!))1 年至>11&

年间的数据却显示出收入和卷烟消费之间存在负相关性' 在这一时期%

全球成人(!#岁及以上人口) 人均实际PO8从( V%V美元I成人增长至
V !V!美元I成人% 增长了!)W#X' 同一时期% 全球成年人人均卷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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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支降至! >1V 支% 下降了!&X' 尽管较高收入国家这一时期成
年人人均收入(PO8I成年人) 增长了>(X至>&X% 但高收入国家成人
人均卷烟消费还是下降了$#个百分点% 中高收入国家下降了!%个百分
点' 这一时期% 中低收入国家成人人均收入增长最快(增长了!>!X)

>$

%

但卷烟消费却只下降了!个百分点% 这一点可能反映了其他控烟措施的
效果抵消了收入增长对需求的影响' 低收入国家收入和卷烟消费之间
正相关关系最为明显% 这一期间低收入国家成人人均收入增长>(X%

成人人均卷烟消费由!))1 年的$$& 支增长到>11& 年的%!V 支% 增长
了>%X (]75% >11)& *9/% >11V)'

尽管全球人均卷烟消费在下降% 但许多国家的数据却显示高档品
牌卷烟的市场份额却增加了% 这说明一些吸烟者随着收入的增加转而
吸较高档品牌的烟' 例如% 近几年来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PO8) 翻
了一番以上% 进口高档卷烟的市场份额从!))V年的#X增长到>11#年
的>1X' 进口品牌卷烟的零售价从每包1W($ 美元到!WVV 美元不等%

而同期低价烟的零售价则介于每包1W1& 美元至1W($ 美元之间(PB-.

+D. <A0HW% >1!1)'

俄罗斯的高档卷烟品牌在>11% '>11# 年间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时
期% 即使在农村地区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经济购买力得以快速
增长(9D;;<A0HW% >11V)' 巴基斯坦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但该国高档卷
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从>11(年的!#X达到>1!! 年的!&X (预计) %

同一时期中档价位卷烟和低价位卷烟的市场份额预计将从V#X降至
V$X (*BQD:D.-ADQ% >11)) ' 土耳其和埃及也有同样的趋势' >11! 年
埃及万宝路(70QHRDQD) 烟的价格是每包%W# 埃及镑% 当年其市场份
额为$W(X (*BQD:D.-ADQ% >11)) ' 到>11)年埃及万宝路烟的价格几
乎翻倍% 为每包VW# 埃及镑% 其市场份额也增至(X (7D5*U=EA

>11)) ' 土耳其高档烟与低价烟的价格相差> '$ 倍% 尽管如此% 土
耳其高档烟的市场份额从>11!年的&W#X增至>11(年的!VW%X (*B

QD:D.-ADQ% >11))% 至>11V年又增至>1X (bBQ<KH-<A0HW% >1!1)& 而低价
烟的市场份额则从>11!年的#)X下降至>11(年的%#W%X% 到>11V年继
续降至%!X (bBQ<KH-<A0H% >1!1)'

>$ 收入除以成年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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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卷烟消费税对烟草消费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 一国的税务当
局应了解本国卷烟市场状况以及影响卷烟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从政府增
收的角度来说% 尽管提税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卷烟销量% 但由于卷烟市
场销量巨大% 提高卷烟消费税还是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 不过% 由
于居民收入与卷烟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
由于增税而引起的卷烟销量的下降% 并最终为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

为了使烟草税收政策既服务于公共卫生目标% 又满足政府财政收入
的需要% 一国税务当局必须考虑到卷烟价格* 消费者的收入敏感性等因
素% 在设计烟草税制以及提高烟草税幅度时进行严谨细致的评估' 如附
录表$所示% 大多数国家仍然存在提税并增加政府收入的空间' 一般的
原则是% 如果想要通过提高卷烟价格和减少烟草消费的方式达到公共卫
生的目标% 增加的卷烟税应该大于通货膨胀和收入上涨的幅度% 使得吸
烟者感觉更负担不起'

%"#"! 精心设计烟草税政策

一个好的卷烟消费税制应该比较透明% 征税对象和税基易于界定%

且花费较少的行政征收成本而且有收效'

制定以上条件能够被称为+设计良好, 的卷烟消费税制的一种办法
就是在同一环节对所有烟草制品适用简单且统一的税制' 这样一套税制
既有利于增加政府税收收入% 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卷烟消费' 最好是实行
一套单一的从量消费税制% 因为单一税率的从量消费税可以提高纳税的
遵从度% 减少烟草生产商采用避税价格策略的机会% 从而更能够增加政
府税收收入% 提高卷烟平均价格以减少烟草消费' 而且% 单一税率的从
量税能够缩小不同品牌卷烟以及不同类烟草制品之间的价格差距% 从而
减少吸烟者在不同品牌卷烟和产品之间的消费替代' 图(描述了高价烟
与低价烟之间的价格差距' 在该图中% 对所有卷烟都征收每包1W#美元
的从量税' 图( '图!!描述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生产商价
格分布)% 实施不同的卷烟消费税制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在所有的税制结
构中% 在单一税率的从量消费税制下% 卷烟的价格差距似乎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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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一税率的从量消费税及卷烟的价格差距

改革税制结构
我们在第>章中谈到% 不同国家在对烟草制品征税时采用不同的税

制结构' 在本章中% 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不同的烟草消费税制结构及其不
足% 并探讨进一步优化的措施'

单一税率的从价税制结构
图&描述了在实行单一税率的从价消费税制下% 低价烟与高价烟之

间的差距相对要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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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单一税率的从价消费税及卷烟价格差距

设有最低从量税限额的消费税制
从价消费税会加大高价烟与低价烟之间的价格差距% 并由此加大从

不同品牌卷烟征收到的税收额的差距' 为解决这一问题% 有些国家(如
俄罗斯* 乌克兰和土耳其) 在卷烟消费税制中设置了最低从量税限额%

以保证对低于一定价格以下的卷烟也能征收到一定的税收% 同时对高于
此价格以上的卷烟征收从价消费税(如土耳其) 或是同时征收从量和从
价税(如俄罗斯和乌克兰)' 图V和图)描述了在设有最低从量税限额的
情况下% 实行从量和从价的混合消费税制或是仅实行从价消费税% 对低
价烟和高价烟价格的影响情况' 当按混合消费税或是按从价消费税计算
出来的税额低于最低限额时% 就按预先设置的最低限额征收'

最低从量税限额的设置保证了对低价烟征收一定的税额并迫使低价
烟涨价' 通过这种方式% 既促使了低价烟涨价% 又对高价烟征收了更高
的税% 从而保证了政府能够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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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设有最低从量税限额的混合消费税制

图7 设有最低从量税限额的从价消费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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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这样一套税制也有其缺陷'

从价消费税受制于卷烟生产商的价格策略' 如果高价位卷烟在卷烟
消费税中占很大比重% 那么烟草制造商可能会在提税的时候有意调低卷
烟的出厂价从而少缴税而使政府增税的目的落空' 例如% 土耳其烟草税
主要来自于对中档和同档价位卷烟征收的从价税% 所能征得的税收收入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烟草制造商的定价策略' 税务当局可以与卷烟生产
商谈判% 要求其提高出厂价以保证税收收入% 不过% 这种谈判也不一定
总是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因此% 税务部门在这一过程对从价税的征管
成本可能会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 与生产商谈
判要求其提高卷烟的价格& (>) 由于价格是由生产商决定的% 而价格又
是征税的税基% 因而税务部门会增加防止生产商避税的监管成本' 俄罗
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11&年以前% 俄罗斯对卷烟征收的从价消费
税以批发价为计税依据(不含销售税或增值税的出厂前价格)' 有些卷
烟制造商为了少缴税会申报比较低的批发价% 在缴过税之后% 批发商再
将其利润加进来并与生产商分享该利润(9D;;<A0H% >11))' 自>11V年
起% 俄罗斯改为以最高零售价为计税依据征收从价消费税'

下一步措施& 各国的实践证明% 与实行单一的从量消费税制相比%

设有最低从量消费税限额的税制要求一国税务部门拥有较强的征管能力
和技术水平% 因为生产商很可能会采用对税务部门不利的价格策略来避
税% 从而增加政府的税务管理成本'

为了减少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 保证中长期税收收入% 在每次卷烟
消费税的调整中可以令提高最低从量税的力度强于提高从价税% 最终成
为单一的从量卷烟消费税制' 与此同时% 应小心处理对从价税税率的调
整% 以免当前卷烟消费税收入以及从中高档价位卷烟征收的税收收入受
到太大影响'

多重卷烟消费税制
我们在第>章提到%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卷烟生产和消费大国(如孟

加拉国* 巴西* 中国* 埃及*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以
及乌克兰) 实行的是多重卷烟消费税制% 即对不同的烟草制品征收不同
的消费税率' 当对低价烟适用低税率% 而对高价烟适用高税率时% 便会
加大不同品牌的价格差距% 如图!1和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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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多重税率(从量税) 卷烟消费税制下的卷烟价格差距

图## 多重税率(从价税) 卷烟消费税制下的卷烟价格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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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多重税率卷烟消费税制是根据不同产品的特点来设定不同
的税率% 因而会刺激卷烟制造商通过改变价格或生产策略来达到避税的
目的' 例如% 土耳其根据烟草制品的内在烟叶成分的档次来设置不同级
别的税率% 且那些烟叶成分档次高的品牌相对享有较低的税率% 烟草公
司对这一政策迅速作出反应% 调整其品牌的烟叶成分以享有更优惠的税
率而少缴税' 由于烟草公司的避税策略% 结果土耳其实际征收入库的税
收收入远低于预期收入' >11)年% 埃及一个高档品牌卷烟降价至中档价
位% 其目的就是为了少缴税% 因为中档价位的烟适用的税率要比高档价
位的低' 印尼的多重税率卷烟消费税制对小型卷烟生产企业有利% 结果
导致印尼大约生产白包和丁香卷烟的中小型生产企业有% #11 家之多'

为了扼制烟草企业的避税% 印尼政府不得不颁布一条新法令% 禁止新设
中小型烟草公司'

下一步措施&政府可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采用多重税率的卷烟
消费税制% 这些原因包括通过保护小型生产企业或是国内生产商来达到
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 中国* 泰国和埃及都是这种情况% 在这些国家%

烟草企业或是国有的或是国家占有很大的股权' 但是% 这种多重税率的
烟草消费税制会刺激烟草制造商通过价格策略进行避税% 从而减少政府
的税收收入'

考虑到各国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情况% 一国政府在实行单一的从量消
费税制前至少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个步骤" (!) 逐步减少税率级次% 并
在中长期内达到只适用一个税率级次& (>) 如果品牌间的价格差距太
大% 可采用类似于欧盟的设有最低从量税限额的混合税制% 或是类似于
土耳其的设有最低从量税限额的从价消费税制% 以便在短期内能够减少
价格差距% 并从长期角度能最终实现单一的从量消费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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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税收遵从度以增加税收收入

税务当局的税收管理水平取决于其对纳税人税源监控和税收遵从度
的执行情况% 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减少逃避税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的过程'

税务当局之所以要监控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是因为税务管理的首要
任务就是" +依法征税% 应征尽征% 以维护税法和税务当局的严肃性' 纳
税人无论是不小心% 还是粗心或故意避税% 甚至是由于税务部门的征管
不力等原因导致的各种税收不遵从行为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此税务当
局应设法将各种税收不遵从行为降到最低, (/68G% >11V)

>%

'

很多国家的税务当局都会采用以下措施以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

!

要求生产商* 进口商和出口商进行税务登记并取得生产* 中间环
节销售及零售许可证&

!

通过以下两种办法监控国内生产与贸易以消除税收不遵从行为"

!

进行产品检查
!

规定在烟草制品上贴税票
!

要求纳税人(生产商和进口商) 在卷烟制品出厂后或是入关后的
指定期限内申报纳税'

%"#") 对生产进行监控

对卷烟消费税的有效管理需要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建立起良好的
合作关系' 烟草消费税的征收管理主要根据纳税人的纳税登记* 纳税申
报和缴纳税款来进行' 税务部门只需要进行常规的纳税检查和税务执法
以保证税款入库' 最常见的税务执法就是定期审计纳税人的账簿' 此外%

有些国家还需打击非法贸易以确保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 参见税收政策与管理(>11V) 税收管理论坛" 税收遵从的分组最终报告#监测
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政府征税者的经验和实践指南$' JAAE" WD<@+WUD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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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现场稽查"通常在税务征管水平较弱的国家% 可采用在生产流
程中现场稽查的方式进行产品数量+强制执行,' 当税务官员认为纳税
人有可能存在税务欺诈时% 现场稽查的成本便会增加' 不过% 如果税务
官员能够经常地去纳税人的各生产和经营地检查或是突击检查% 便能极
大地减少纳税人的税务欺诈行为' 印度和格鲁吉亚在这方面有较成功的
经验' 在印度% 税务部门向卷烟和比迪烟的生产企业派驻税务稽查员%

每位稽查员每天要详细记录当天的生产量以及出厂量并将记录传给次日
的稽查员(7D5].+-0% >11))& 在格鲁吉亚% 政府对烟草制品的生产* 运
输和存储都进行严格的监控(*BQD:D.-ADQ% >11V)' 过去一些高收入国家
也曾对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实行严格的现场稽查制度(NB.H<=<A0H% >111)'

例如% 苏格兰曾经派税务官员掌管威士忌酒厂所有入口* 出口以及所有
重要生产场所进出口的钥匙' 税务局派专员住在每个酒厂旁边% 没有税
务驻守员在场% 任何人也不能打开酒厂的门' 同样% 酒厂的所有仓库也
由税务部门派驻的官员负责开库和闭库' 现在% 英国主要是由仓库保管
员负责日常的保管和清点% 税务官员通过现场清点和审计来加强对消费
税应税产品的管理'

为了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减少非法贸易% 很多国家政府都要
求烟草制造商在烟草制品上贴上税票'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高
成本高科技的办法来直接监控烟草商的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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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票" 很多国家都通过贴税票的方式对卷烟生产进行监控并以此区
分合法烟草制品和非法烟草制品% 以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那些没
有贴税票的产品会被认为是非法生产或走私的' 不过% 各国贴税票的具
体方式也不一样' 例如% 越南要求年产量达到#111万支以上的卷烟生产
企业生产的品牌和达到越南国家标准的品牌% 都要贴上税票& 孟加拉国
则先是要求硬盒包装的卷烟贴税票% 后来又要求所有卷烟都要贴税票
(*9/% >11V)& 乌克兰在边界和机场免税店销售的卷烟不需要贴税票%

但需要贴上一种橘色的标签% 上面写着+仅供免税店销售, 字样% 这样
做是为了防止这些卷烟又回流到国内市场销售(*BQD:D.-ADQ% >11V)& 相
类似做法的还有塞尔维亚% 该国要求在国内生产的品牌贴上红色税票%

有执照品牌贴上绿色税票% 进口品牌贴上蓝色税票(*9/% >11V)'

税票成本"烟草公司通过在税务局或是相关授权机构购买税票
或印花税票的方式支付税票成本' 税票面值有各种计价方式% 可以
是每支卷烟(如印尼)% 每支雪茄或小雪茄% 也可以是每千支卷烟
(如欧盟国家)% 或是一定数量包装的每包卷烟% 或是按每公斤烟草
制品的重量来计算' 通常税票的成本较低时一般是由生产商或是销
售商支付% 再通过提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最初一些国家对税票
的成本给以补贴(如越南)% 但现在都是由生产商先支付税票的成
本% 然后再通过提高零售价格的方式将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改良税票#印花税票%" 近年来% 一些国家政府(如土耳其* 巴西%

以及美国的加州) 采用一种高科技的税票以减少假税票现象的发生% 同
时能更有效地对国内烟草生产商进行监控% 加强对烟草生产信息的获取'

该系统在烟草生产场地放置电子监视扫描器% 这种扫描器能够读取税票
中的信息并自动将信息传送给财政部' 因此% 税务管理部门能够实时获
得卷烟生产的所有信息% 如生产了多少包% 在哪个工厂生产的% 什么时
候生产的% 是什么品牌的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所有这些信息都可用来对
烟草商的生产情况进行税源追踪和监控% 以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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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税票"还有一种电子税票' 这种电子税票与印花税票类似% 能
够有效地提供烟草产品的税源监控信息以防止逃税' 电子税票记载了产
品的品牌* 生产商* 在哪里生产的* 税票是何时生产的及何时被纳税人
购买的等等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很容易地追溯烟草产品的生产全过
程' 以上两种高科技税票的区别主要在于" 财政部通过印花税票可以在
卷烟的生产过程中就实时获取相关信息% 而电子税票系统则要求烟草批
发商向政府授权单位申报一个序列号% 当授权单位验证并批准了该序列
号后% 批发商再向该序列号补充进加密密码和授权的电子税票信息' 不
过%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政府授权单位是如何来验证序列号的' 最后由卷
烟分销商负责往产品上印制电子税票% 而后运往各零售点(GBAJ<.A-%

>11()

>#

'

高科技税票的成本" 印花税票系统比传统的税票的成本要高很多'

包括菲律宾* 印尼* 巴基斯坦*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已尝
试采用该系统% 但成本昂贵的运行费用仍然是妨碍政府下决心正式运行
该系统的原因' 在土耳其% 该系统运行的所有成本根据卷烟和酒的生产
情况被分摊到五年支付计划中' 就卷烟而言% 是根据卷烟的产量分摊到
卷烟的价格中去% 由此使得每千支卷烟的价格在五年中上涨了( 里拉
(以>11)年计算% 经济型和高档卷烟的平均零售价格分别上涨了1W$VX

和1W>!X)' 在巴西% 由卷烟生产商负责每条生产线上该系统的安装和
运行维护成本(成本为每包卷烟零售价的!X至!W(X)' 在菲律宾则是
由烟业和酒业公司来承担采用该系统的成本>(

'

># 资料来源于GBAJ<.A->11(年V月!%日在新墨西哥州GHRB B<QB<的56G技术中
心的演讲'

>( >11)年#月!!日#马尼拉时报(6J<70.-H06-:<;)$% JAAE" IIA-.=W@@I@.U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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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税务管理问题
消费税款的缴纳
全球的税务实践一般都是由烟草生产商就其生产情况申报纳税% 纳

税期限一般是在卷烟出厂后的!# '$1日内% 土耳其* 巴基斯坦* 埃及和
欧盟都执行这种规定' 在土耳其% 烟草生产商在每月的!#号缴纳上个月
的消费税% 埃及则是在每月的$1号纳税'

免税和退税
烟草生产商可就损坏或未用的印花税票或是未售出被退回给生产商

的烟草制品向税务部门申请退税或免税% 税务部门核查无误后会批准此
类免税或退税申请% 通常免税会用于冲抵税票或是印花税票'

最低纳税额
如果烟草生产商* 批发商或零售商预计政府会提高烟草消费税% 他

们可能会存储一些存货以便在政府提税后还能让这些存货享受当前的低
税率' 如果消费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 通常来说% 如果生产商在新税法
生效前已将这些存货申报备案% 那么这些存货可仍然适用之前的低税率
(NB.H<=<A0HW% >111)' 为了消除这种避税行为% 今后税法的变动趋势可
能会改为对于在新税法生效前已生产的存货也适用新税率' 对于生产的
批发环节的存货适用新税率相对要容易一些% 但要对零售环节的存货适
用新税率就困难得多' 因此%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达到一定
量的存货% 税法可规定一个最低纳税额以保证税率的提高能反映到价格
中来% 且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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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良好的税务管理是保证税收政策有效落实和提高纳税人税收遵

从度的必要条件% 而良好的税务管理则既需要有技术支撑% 也需要
有一个设计良好的税制作为基础' 由于烟草制品具有价格弹性低*

税收占零售价格比重低的特点% 因此很多国家目前仍然具备很大的
提高烟草税的空间% 并以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减少烟草使用量'

不过% 税收管理部门应该清楚烟草市场的状况和影响市场销售的因
素及由此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 在设计烟草税制时都应将这
些因素考虑进来% 以保证烟草税制能同时服务于公共卫生和财政收
入的目标'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提高烟草税时% 一定要保证
提税幅度大于通货膨胀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 这样才能保证在提
税及烟草价格上涨后% 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是下降的% 以保证政府在
提税后增加税收收入'

从税制透明性* 计税对象的界定和税务管理的效率方面来看%

单一税率的从量消费税制应该是比较好的烟草消费税制' 尽管目前
各国烟草消费税制不一% 并考虑到各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情况% 各国
可考虑在短期内简化烟草消费税制% 在中长期内逐步向单一税率的
从量消费税制转化'

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 包括采用一套
税源监控制度* 增加税务稽查人员等' 政府应根据需要对税务管理
系统进行评估' 经验表明% 传统的税票在打击非法贸易和假烟方面
成效不大% 但还是要比没有税票的制度好'

)%第 $ 章 烟草税的管理



新技术的出现加强了税务部门的监管能力' 数据表明% 印花税
票系统帮助巴西政府有效地监测国内卷烟非法贸易% 并在>11V年为
政府增加了!亿美元的卷烟消费税收入(7D5YQ0-H% >11))' >11&

年加州由于加强了征管及采用了高科技税票(印花税票)% 税收征
管部门预测当年卷烟的逃税金额将下降$&X (从>)> 111 111美元
至!V> 111 111 美元)

>&

' 以上经验表明% 在税收征管中采用新技术
能够有效地促进+应征尽征,% 且增加的税收收入能够远远弥补采
用新技术的成本支出'

新技术是加强税收征管* 减少逃税的有力工具' 为了减少逃税%

各国政府仍需采用包括增加税务稽查人员在内的各种强化征管措施'

以巴西为例% 尽管巴西在打击国内非法卷烟生产方面成效显著% 但
通过巴拉圭入境的卷烟非法贸易始终困扰着巴西政府' >11%年马来
西亚的卷烟非法贸易占合法市场份额的>#X% >11#年该份额下降了
!1X% 尽管卷烟价格有所上涨'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采用了包括高科
技税票等手段加强了税收征管% 但民众认为是政府在有力打击非法
贸易方面的努力导致减少非法卷烟在市场上的数量(*9/% >11V)'

同样% 英国通过加强税收征管人力和采用其他强有力的措施% 有效
地减少了卷烟的非法贸易(LDJ.;D.% >11))' 我们将在下一章具体
讨论'

>& 加利福尼亚州均等化委员会(/0H-̂DQ.-0NA0A<YD0Q+ D̂*B0H-0A-D.)% >11&年
(月>&日资料' JAAE" WRD<W@0WUDZI.<;I.<;QDD:1&WJ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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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对于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是必要的% 但却并不足以
完全消除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 有效的税收征管制度会定期采用
其他一些加强征管的措施% 并要求生产商保管好各种记录(如进货*

存货* 高科技税票* 出厂的物流记录等)% 税务部门会定期检查这些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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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烟草税收的政治经济学

征收消费税可以有效提高政府财政收入' 近些年来% 除了满足财政
收入需要外% 越来越多的政府通过提高烟草税来减少烟草使用带来的卫
生和经济负担' 研究表明征收烟草税是减少烟草消费最有效的方法' 而
综合采用价格与非价格措施(比如在公众场所禁烟* 禁止烟草广告等)

也非常有效(2DQH+ 3<0HAJ 9<EDQA>11>% LJ0<A0HW>11(0% G;0Q-0<A0HW

>11&)'

然而% 政治因素始终萦绕在提高烟草税的决策上' 这些因素包括
(但不局限于) 担心提税可能影响到逃税(走私) 和避税* 就业* 通货
膨胀* 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的负担能力 特别针对低收入吸烟者而言
以及进口与国产卷烟的价格比' 此外% 在一些国家% 政府会与烟草生产
企业共同协商来提高烟草税% 烟草企业对增税的反应会影响政府对财政
收入的预期' 因此% 了解每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烟草税政策的成
功实施非常关键'

#&



)"# 烟草税收与公共卫生收益
越来越多的证据清楚地表明% 烟草税的提高会延迟青少年初始吸烟

年龄并促使成年吸烟者戒烟% 极大地减少因吸烟而早逝的人数% 从而显
著降低由于烟草使用而引起的卫生和经济负担'

例如在印度% 预计>1!1年之后的几年% 由于吸烟致病而造成的早逝
人数可达近百万% 其中包括死于心脏病* 癌症* 呼吸系统疾病和结核病
者' 印度对卷烟课税很低% 对比迪烟和雪茄烟的征税在历史上一直近乎
于零' 大幅增加这类烟草税收会显著降低吸烟率和由此引发的疾病与死
亡% 同时又能大幅提高政府财政收入' 研究显示% 卷烟价格提高!1X可
以令印度农村卷烟消费降低$W%X% 而比迪烟价提升!1X可分别减少印
度农村和城市消费的)W>X和VW#X' 对青少年来说% 他们的卷烟吸烟率
和比迪烟吸烟率也会分别降低!W&X和!!W&X (LDJ. <A0HW% >1!1)'

对民众健康而言% 通过加税将比迪烟价格提高#>WVX可以避免当前
比迪烟吸烟者中%(1万例的早逝% 而通过增税把卷烟价格提高!#$X可以
避免现有卷烟吸烟者中>11万例的早逝' 此外% 通过延迟当前印度青少
年的初始吸烟年龄% 可以预防!(1万例和! 1)1万例由吸卷烟和吸比迪
烟带来的早逝'

在俄罗斯% 计划增加的烟草消费税% 预计可减少约V万例死亡(占
预期死于烟草相关疾病人数的1W%X)' 然而% 这只是令吸烟者人数略微
减少'如果俄罗斯选择将烟草税提高到占零售价格&1X的话% 就能避免
俄罗斯现有人口中高达>&1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这会将烟草相关疾
病死亡减少达!>X% 且从长期来看作用可能更大' 同时% 政府每年可额
外收取! #$1亿卢布((1亿美元) 的消费税(9D;;<A0H% >11V)'

在乌克兰% 相对小幅的提税% 即把烟草税提高到占零售价格#1X的
水平% 可减少高达#1万的吸烟人口% 避免>#W$万例死亡(占预期死于
烟草相关疾病人数的$W!X)% 且每年可增加约!%亿乌克兰币(>WV!亿
美元) 的额外消费税收入' 若乌克兰将烟草税提高至零售价的&1X% 吸
烟人数可减少近>11万% 可避免约!11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 即烟草
相关死亡减少!>X' 同时% 政府可每年增加额外%>亿乌克兰币(VW(亿
美元) 消费税收入' 与邻国相比% 乌克兰税负较低% 这成为走私卷烟出
境的诱因' 因此% 在乌克兰提高烟草税可以减少非法卷烟走私贸易'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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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即便禁绝所有非法卷烟出口% 税收收入仍会增加>(亿到$(亿乌克
兰币(#W$)亿到&W>&亿美元)% 即提高了约!#1X到>11X (9D;;<A0HW%

>11))'

人们必须认识到烟草控制% 尤其是烟草税收的高度政治性以及其中
涉及的复杂利益关系' 尽管每个国家所涉及的利益方和他们的兴趣都有
所不同% 但很多理由都曾被广泛用来反对提升烟草税% 其中包括增税对
避税活动* 走私* 通货膨胀* 就业* 贫困以及民族工业保护方面的影响
等等'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看看这些问题'

)"! 避税与逃税
税务管理当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在增税以后如何维持财政收入的税

基和流量' 预期的税收收入水平取决于对逃税和避税的限制* 消费的趋
势* 其他烟草控制政策的采用以及业界对提税的反应等' 避税与逃税能
使烟草制品对吸烟者而言价格更低% 也更加容易获得% 尤其是针对青少
年和低收入吸烟者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逃税和避税破坏了高额烟草税和
其他控烟措施对居民健康水平预期所产生的作用'

在现有的消费税体系和征收过程中% 纳税人会有机会少付税款' 而
税收体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不同反应% 例如% 烟草消费税的增加一方
面会刺激某些烟草生产企业和个人进行逃税和避税% 这取决于周围的环
境(执法不力* 执法周期过长* 腐败* 管理不善)% 另一方面也会令某
些吸烟者减少吸烟量(或者令非吸烟者根本不去尝试吸烟)'

逃税与避税是有区分的" 避税是合法的% 是为了减少纳税而改变一
些经济行为% 很可能负担一些成本& 但逃税涉及非法活动以逃避纳税'

为了减少纳税而利用的某些机会是有个人成本的' 这个成本的体现
形式可能是消费或购物行为的改变* 被查处逃税漏税的几率提高以及用
于避税和I或隐瞒漏税的真实资源成本' 这些成本取决于政府政策实施的
难易% 包括税收管理和税收征收等政策% 但也同时取决于税率和税基的
设定'

%&第 % 章 烟草税收的政治经济学



)"!"# 避税

消费者为了避税而采取的某些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 比如从低税率
国家或免税店购买个人消费品' 在美国* 欧盟和其他边境人口较多的国
家(例如独联体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 尤其是巴西和巴拉圭之间
(90:D;% >11)))% 生活在高税率国家的吸烟者可以合法地在临近的低税
率国家进行跨境购物' 有些国家的居民也可以直接从免征某些税赋的原
住民保护区购买卷烟'

在某些国家% 个人的跨境购物和I或其他避税行为相当多% 比如在卢
森堡% 因其低税率% 又与很多高税率国家相邻% 所以这种现象非常多'

但实际上% 个人是不太可能仅为了买烟省点小钱而花更多的钱跑到很远
的地方去'

免税店里的免关税烟草制品价格便宜% 更加吸引消费者购买' 尽管
这样鼓励了个人消费% 但却破坏了征税的最初目的% 也损害了公众健康'

为了提高烟草税在减少卷烟消费方面的有效性%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呼吁禁止(或限制) 向国际旅客销售免关税烟草制品% 也禁止
由国际旅客带免税烟草制品入关' 禁止销售免关税烟草制品可以减少避
税机会' 有证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参与到禁止销售免关税卷烟
的活动中来(5/G% >11))'

自!)))年起欧盟已禁止向在其境内旅行的个人销售免关税烟草
制品& 罗马尼亚也禁售(>1!1 年) & 保加利亚则在与非欧盟国家的
陆路边境禁售& 尼泊尔最近也完全禁售(>11V 年) & 自>11! 年起加
拿大对免税店内销售的烟草制品征收联邦税(/0.0+-0. /0.@<QND@-<

A=% >1!1) '

销售免关税烟草制品会鼓励消费% 限额允许入境旅客携带免税烟
草制品同样也会鼓励消费' 尽管许多国家仍有>11 支卷烟(或类似数
量其他制品) 的免关税进口限额 有时会更多% 而越来越多的政府
正在取消或减少这种给入境旅客的额度' 比如% >1!1 年> 月% 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宣布" +作为进一步保障公共卫生的手段% 将额度减少到
!)支卷烟,% 这意味着未开封的>1支装的一包烟也要缴纳关税(3D.U

SD.UNG9PDZ<Q.:<.A% >1!1)' 巴巴多斯* 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则
不允许卷烟有任何免关税限额' 一些欧盟国家的免关税进口限额限制
在%1支卷烟(保加利亚* 希腊* 匈牙利* 立陶宛* 波兰% 罗马尼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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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V

' 危地马拉的限量是V1 支卷烟(/0.0+-0. /0.@<QND@-<A=%

>1!1& *BQDE<0. /D::-;;-D. >11))'

烟草生产企业避税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 却较少见诸于文献' 企业
避税是合法活动% 如改变产品特点* 包装* 生产规模和定价政策等' 例
如% 在从量税收下% 企业可以操控卷烟的长度或包装大小来减少纳税'

在一些采用多级税收体系的发展中国家% 烟草业的反应则各不相同' 在
依据价格水平划分税级的国家% 例如埃及*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我们发
现各品牌的价格汇集于各税级的最高价格附近' 为了避免高额纳税% 企
业选择不同的定价措施% 以避免支付比单一税率下还要高的税额'

一些国家按照产品类型和生产水平采用不同的消费税率' 例如印度
尼西亚的税率根据产品类型和生产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于小规模
生产所适用的税率较低% 所以生产商可以建立数间小公司而非一个大工
厂来规避较高的税赋' 据生产规模分级的税率使得厂家免于支付最高的
税款% 在降低售价的同时可以提高利润空间' 当税率取决于产品类型时%

制造商可以将其产品重新分类% 使之按照较低税率纳税% 就像近来的美
国% 与烟斗制品相比% 自制卷烟的税率大幅度提高% 致使厂商把自制卷
烟重新包装成烟斗制品去销售' 一般来说% 在不同税收体系下% 避税的
方法会有很多' 要消除避税% 取得较高财政收入% 同时获得更大的公共
卫生收益% 各国政府需要弥补税法中的此类漏洞'

避税的程度与形式引起政府的注意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避税限制
了政府通过税收提高财政收入与控制消费的能力' 由于从一个国家的烟
草税收数据可以倒推出卷烟销售水平% 而分析吸烟状况和估算烟草制品
价格弹性建立在这些数据上% 因此会影响分析的准确性' 随着税率的提
高% 纳税消费与避税活动都会改变' 如果没有考虑提税所引起的避税活
动% 会夸大税收对卷烟消费的影响'

政府需要防止或至少控制避税'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制定严格的税
收条例来使避税机会最小化' 在实践中% 随着政府修订法规来堵塞税收
漏洞% 税务顾问们也会寻找修订条例中的新漏洞'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税收结构过于复杂% 此类税收漏洞就更容易出现' 简化税收结构会有助
于减少避税机会% 也会降低单位财政收入的监测成本'

>V 在这些国家(除了罗马尼亚) 仅对自非欧盟国家由陆路或海路抵达(但非空港)

适用(欧盟内禁止免关税销售)'

'&第 % 章 烟草税收的政治经济学



)"!"! 逃税

逃税通常是纳税人通过向税务当局刻意歪曲或隐瞒其真实经济活动%

来减少其纳税责任' 比如% 通过减少发票金额或者谎报产品的数量或内
容% 进口商可以逃避关税% 生产商可以逃避国内消费税' 当关税为从价
税时% 减少发票金额会降低税基& 当关税为从量税时% 更容易出现谎报
数量的现象'

逃税或非法贸易涉及走私与非法生产% 可能涉及真货或假货' 走私
是通过非授权途径产生的产品贸易% 走私意味着逃避所有或大部分关税
和消费税以及所得税' 走私可以是远距离大规模有组织地走私或者跨国
走私' 大规模走私是大量烟草制品甚至是在其原产国内% 被非法运输*

分销* 销售% 而根本不支付任何税款' 在运输过程中% 出口货物的+过
境, 状态可以让货物离开出口国而不受税务或关税审核' 过境货物在等
待继续运输时通常临时存放在一个并非其最终目的地的国家% 大规模走
私者通常在此将货物转运' 造成长距离走私的原因是% 主要卷烟生产国
的出口价与合法卷烟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价差' 相对其他产品而言% 卷
烟的税赋占了其价格的很大比例(欧盟国家为&1X 'V1X% 一些中* 低
收入国家为##X '(1X)% 而且因为烟制品重量相对较轻% 因此烟草制
品对走私者特别有吸引力'

走私者与合法商人并非总是泾渭分明' 走私者可能是用合法进口掩
盖走私* 用走私货来降低其合法进口成本的分销商(50B;A-% !)))& 6JBQ;

R=0.+ 6JBQ;R=% >111)' 几家主要烟草跨国公司已成为数个国际诉讼案件
的主角% 他们的牵涉程度有所不同" 这些公司被控提供走私卷烟% 或至
少了解其产品流向的非法目的地>)

'

一些证据显示免关税烟草制品的存在已助长了很多国家的非法烟草
制品贸易' 这些证据包括政府声明和烟草业内部文件(英美烟草公司的
坦白书) 以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其他报道(YQ-A-;J G:<Q-@0. 6DR0@@D%

>11)& /DHH-. <A0HW% >11%& 234>11)0& /0.0+-0. /0.@<QND@-<A=% >1!1)'

标注为待销售的免关税卷烟可能最终成为走私货% 甚至通常在没运到免
税店之前就被转入非法分销渠道'

>) 一些案例可参见JAAE" II W0;JWDQUWBKI;:BUUH-.UI或JAAE" II WEBRH-@ -WDQU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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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海关官员的报告概述了免关税与非法贸易之间的联系' 比
如% 根据+有组织犯罪和贪污报告项目, (4//98) (>11V) 一个对
东欧和欧亚大陆有组织犯罪和贪污的监控项目 所述% >11V 年& 月%

罗马尼亚警方官员称所有走私卷烟的半数是通过边境免税店入境的' 民
主研究中心 一个致力于民主价值与市场经济研究的跨学科公共政策
研究机构 >11&年发表了一篇简短论文% 证实了免税店与保加利亚卷
烟走私增加之间的联系' 为了打击非法贸易% 保加利亚(除航空港) 和
罗马尼亚就此禁止免关税烟草制品销售% 并将(从非欧盟国家入境旅
客) 免关税卷烟进口限额从>11 支减少到%1 支( ND̂-0\<;GU<.@=%

>1!1& 7<+-0̂0% >1!1)'

有好几种方法被用来估计烟草制品的走私程度% 包括依靠专家意见*

监控烟草贸易* 使用调查数据和经济计量模型比较烟草销售和烟草消费
(7<QQ-:0. <A0H% >111)' LDD;;<.;<A0HW(>11)) 回顾了各种估算% 得出
结论认为>11&年前后全球卷烟市场中!!W(X是非法的' 一份由欧盟委员
会委托的毕马威(S87P) 研究估计% >11%年非法贸易约占欧盟>#国烟
草市场的VX ')X (LDD;;<.;<A0HW% >11))'

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 我们没有找到关于欧洲大规模卷烟走私的
文献% 只有一篇关于非法贩运的研究报告(7<QQ-:0. <A0HW% >111)

$1

' 卷
烟走私的证据大多来自北美(Y0HA0U-0.+ [<Z-.% !)V(% !))>& 6JBQ;R=0.+

6JBQ;R=% !))!& P0HRQ0-AJ 0.+ S0-;<Q:0.% !))&)' bBQ<KH-和fJ0.U(>111)

的研究显示卷烟市场中长距离走私非常严重% 是财政收入流失的重要原
因' 在世界范围内% !))#年% (X的已售烟草制品是通过未完税卷烟从
合法渠道转入非法渠道走私销售的' bBQ<KH-和N0=U-.;D=(>1!1) 估计
!)))年全球卷烟消费的$W%X是走私货'

非正规烟草市场的规模% 遑论其组成% 是难以评估的% 尤其是它还
在逐步发展中' 在>111 '>11!年% 英国大多数非法卷烟是由本地企业生
产的产品% 出口到欧洲大陆后又走私回英国' >11>年和>11$年% 英国主
要烟草生产商签署了理解备忘录% 在该备忘录下他们同意控制供应链'

这些协议是自愿的% 不具约束性% 其有效性取决于生产商的信誉' >11(

年% 英国修改了法律% 设置了高额罚金' 此举令英国真货品牌的走私减

$1 非法贩运涉及个人或小组织在低税收国家购买超过海关限额的烟草制品% 用以
在高税收国家不纳税出售(LDD;;<.;<A0H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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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是走私冒牌货和廉价的非英国品牌' 至于其他烟
草制品% 走私手卷烟(396) 的问题依然严重" 英国消费的手卷烟一半
以上是非法货(GN3% >11))' 所以对供应链的控制还有继续改善的
余地'

非法生产可能涉及合法厂家的品牌卷烟生产% 这些厂家对税务机关
只申报了部分产量' 这种形式的逃税在埃及* 印度(比迪烟)* 印度尼
西亚* 俄罗斯* 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卷烟生产大国很普遍' 非法生产还
可能涉及本国非法厂商生产冒牌产品%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俄罗斯和东南
亚% 多数假烟来自中国' >11&年% 世界海关组织(2/4% >11&) 收到$

份关于在奥地利* 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发现非法卷烟加工厂的报告'

加强合作* 交换必要信息和赋予海关更大侦缉权限也许可以捣毁更多的
非法生产线'

我们通常通过海关查处非法卷烟的规模和构成来了解非法卷烟市场
的构成' 但是% 被查卷烟可能并不代表整个非法市场' 此外% 根据被扣
卷烟来比较各国的情况意义也不大% 因为海关的侦缉技术* 报告流程和
执法等情况都不尽相同'

非法市场的存在% 尤其是达到一定规模后% 对消费和税收收入都会
产生影响' 如果走私卷烟在整个市场中比例很大% 那么所有卷烟的平均
价格就会下跌% 导致消费上涨' 随着非法烟草制品变得唾手可得% 其在
个人消费中所占比例就会提高% 吸烟者付出的平均价格就会降低' 降价
除了影响现有吸烟者的消费% 也会影响未来潜在的吸烟者% 因为价格越
低个人就越容易开始吸烟' 证据表明非法烟草制品的购买者多为年轻人%

他们多从事低技术或无技术行业% 这些人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2<;A%

>11V)' 结果就是消费的增加会造成更多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

大幅度提税% 特别是在法律和执法环节薄弱* 罚金少* 对走私犯起
诉时间过长的情况下% 更能刺激为追求更高利润而进行的走私活动' 提
高商品税或者从量税和从价税(O<H-E0HH0% >11)0% >11)R) 是否能够在非
竞争环境下影响商品的销量或诱发逃税(<WUW6JBQ;R=<A0H% !))!&

6JBQ;R=0.+ 6JBQ;R=% >111)% 目前的文献尚无明确结论' 但很明显% 加
大惩罚力度或提高破案率对逃税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在实践中% 贪污通
常会使控制逃税更加困难' 而且% 由于贪污减少了走私的预期成本% 更
加鼓励了走私' 有些政府已经倾向于将征税执法私有化来加强税收系统
的效率% 他们认为在私有化制度下财政收入的流失会小一些' 比如%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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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国早在!))!年就私有化了一部分海关管理'

政府应该要求本地生产的所有烟草制品提供认证识别信息% 以便通
过分销过程跟踪追查这些产品% 并且应该加强政府间在此事上的合作'

此识别信息对执法会非常有用% 海关可以更容易识别非法产品% 并找出
那些处在分销链高端的责任人' 被抓住的走私者应该处以严厉的行政处
罚% 这样才能使得惩罚更具时效性和更大力度% 也因此才会更有威慑力'

另外% 每个国家的工业监管体系都应该增加针对非法烟草制品存在
和定价范围的措施% 可靠的措施可以减少海关当局估算本国非法贸易程
度时对烟草业界的依赖'

西班牙采取了有效措施控制烟草走私% 是这方面的表率' 西班牙从
!))$ '!))%年到!))( '>111年间% 把投资从%11万欧元提高到了将近
% 111万欧元(LDD;;<.;0.+ 90% >11V)% 用以加强情报分析% 增加海关
在边境地区的行动% 发展反走私国际合作' 其结果是走私卷烟的市场份
额从!(X降低到>X% 而税收收入从>$亿欧元增长到#>亿欧元% 等于
在反走私措施上的每!欧元开支对应(V欧元的税收收入(GN3% >11))'

>111年% 欧盟委员会(*/) 把数家烟草公司告上法庭% 走私是其中
一项指控' >11!年% !1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带领下参与了这次诉讼' 菲
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87]) 因为同意在!>年内支付欧盟委员会!1

亿欧元并控制其品牌以后的走私% 所以于>11%年被免于指控' 87]开发
了特殊的跟踪追查系统并在>亿个标准箱上标识了独有代码' 意大利的
卷烟非法贸易从>1世纪)1年代的!#X降低到>11(年的!X '>X (LDD;

;<.;0.+ 90% >11V)' 从>11V年起% 87]在东欧启动了对烟盒的跟踪追
查系统' 日本烟草国际公司(L6]) 在>11&年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11)

年英国也签署了反走私协议'

世界卫生组织认识到% 要消除烟草制品的非法贸易% 加强国际合作
非常重要%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345/6/) 成员国建立了一个谈判组
织来拟定烟草制品非法贸易协议' 谈判于>11V年>月开始% 一直在进行
中' 协议文本草案在>1!1年!!月呈交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当前协议草案包括的条款有控制烟草供应链* 对
违反协议的措施和制裁* 促进国际合作与数据共享以及关于协议本身的
制度措施' 烟草供应链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

"

$! 资料来源" JAAE" II WJDW-.AÎ@A@I-.RI<.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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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许经营(要求所有从事烟草制品生产* 设备生产* 商业活动*

运输和烟草制品主要加工者特许经营)

!

客户识别和验证(谨慎处理)

!

跟踪追查(在烟草制品和用于本地及进口烟草制品生产的设备
上% 加盖安全且不可移去的标识)

!

记录(烟草商业销售或烟草制品生产* 销售* 分销* 储藏* 发
货% 进口或出口% 或用于生产烟草制品的设备)

!

安全与防范措施(确保合法)

!

禁止或根据协议进行互联网及其他以电子通讯为基础的销售
!

在自由贸易区限制* 特许经营或者禁止烟草和免关税销售(非法
烟草贸易的主要来源)

$>

尽管所有形式的避税与逃税都会影响财政收入和烟草控制% 决策者
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分配资源来防止避税与逃税时% 需要知道哪个问题
更加重要' 比如% 当跨境购买与大规模走私并存时% 跨境购买可能比大
规模走私损害小% 因为虽然它鼓励了消费* 产生了不必要的运输成本*

在政府之间转移了税收收入% 但如果购买量低于指定限额% 跨境是合法
的' 相反% 走私是非法的% 因为除了鼓励吸烟% 它还会将财政收入转移
给犯罪组织% 并产生与暴力或执法相关的成本'

)"% 保护国内品牌
直到>1世纪)1年代中期% 许多国家的政府是各类产品(包括烟草

制品) 的唯一生产商' 政府参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保证大部分人有能力
购买这些产品' 今天% 除了少数国家% 国有烟草业大部分已经私有化了'

中国* 泰国* 埃及(政府仍拥有#>X)* 越南* 日本(低于%)X)* 摩
尔多瓦和伊朗政府依然全部或部分控制烟草生产与分销' 在历史上% 国
有企业生产卷烟的定价和使用的烟草等级比外国品牌都低很多'

现在% 相对于国产的低档* 低价烟% 政府一般采用差别消费税率%

对高档高价烟适用更高的税率% 这些烟通常是外国品牌' 当提税时% 由

$> 最近研究显示在英国实行该协议的获利会远远超过其成本(GN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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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档高价烟的价格弹性较低% 因此这类产品带来的财政收入比其他品
牌卷烟更加稳定' 高收入吸烟者更愿意抽高档高价品牌香烟% 他们对价
格变化的反应比低收入人群小' 如表&所示% 鉴于其市场份额与相应的
高税率% 各国烟草税收收入中高档品牌卷烟所创税收都占相当大的比例'

表6 !++,年不同价格等级的卷烟占卷烟消费税收入
和卷烟销售量的比重

巴基斯坦 埃及 土耳其
*@-;<

7-H

9;

""

"消费
税收入
占比X

销量
占比
X

PN6

7-H

[*

""

"消费
税PN6

占比X

销量
占比
X

*@-;<

7-H6[

"消费
税收入
占比X

销量
占比X

高档 !! >$! >) !1 V$> !> > ( ( $ !>) >V >1

中档 >% >(( ($ &) ))1 !% ( !% # % $)( %1 %1

平价 > &%% & !1 % )V$ &$ > &V ) $ #)! $> %!

总额 !11 !11 !11 !11 !11 !11

"

在烟草消费税收入中的比例'

""

在巴基斯坦% 消费税收入包括联邦与州消费税' 在埃及消费税收入是总销
售税'

资料来源" 作者使用埃及财政部(>11))* 巴基斯坦联邦收入署(5Y9) (>11))

和bBQ<KH-<A0HW(>1!1) 的数据计算'

各国政府也有倾向通过不征税* 或者保持很低税率的方式以使大众
消费型烟草制品保持相对较低的价格' 印度的比迪烟和无烟烟草制品
(NB.H<=% >11V& PDD+@J-H+% D̂QAJ@D:-.U)% 俄国的帕皮洛斯烟和无过滤嘴
卷烟(9D;;<A0HW% >11V) 和埃及的水烟(7D5*U=EA% >11)) 都是如此'

有些情况下% 由于消费水平低% 政府对一些产品(如散装烟草) 不征税
或征税极低' 结果随着税差加大% 消费者转向这些产品% 越南(PB-.+D.

<A0HW% >1!1) 和波兰(234% >11)R) 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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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税与可负担性
政府提高烟草税来减少烟草使用对卫生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 所

需要考虑的不止是税收的绝对水平% 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相应变化也
需要考虑在内' 烟草税的提高如果不能使烟草制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其
他商品价格的上涨% 就会导致烟草制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而
言是下跌(真实价格或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价格下跌) 的' 烟草制品名
义价格提高但实际价格下跌会导致烟草消费增加% 其影响将更加严重'

>1世纪&1年代的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吸烟对健康有负
面影响等信息不断被提及且被广泛传播* 卷烟的外包装和烟草广告里增
加了健康警告标识* 禁止在广播里播出烟草广告* 包括餐厅和工作场所
等公共场所限制吸烟* 卷烟名义售价上涨了#$X% 但是从!)&1到!)&)

年人均卷烟消费依然上涨了!!W%X' 增加的消费是在这期间卷烟的实际
价格下降!(X造成的% 这主要是因为联邦从量税没有增长% 而某些州的
从量税小幅度增长不足以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一些国家将烟草税作为减少烟草使用与改善公共卫生的手段% 采取
了自动与通货膨胀保持同幅度提高烟草从量税的办法来保持卷烟的实际
价格' 比如澳大利亚每年调整卷烟税两次% 使烟草实际价格在调整通货
膨胀影响后得以维系'

类似的% 评估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时% 收入对于烟草使用的影响也
要考虑在内' 大多数国家% 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 烟草制品消费随着收
入的提高而增长' 其结果是% 收入提高导致的烟草使用增加可能会高于
提高烟草税而引起的烟草使用的减少' 虽然这种现象会比单纯提税带来
更多的财政收入% 但这也意味着烟草使用及其负面影响的增加而非降低'

这说明当烟草税的主要目标是减少烟草使用时% 降低烟草制品的可负
担性非常重要% 因为可负担性取决于价格和收入两方面' 如YH<@J<Q和F0.

20HR<<K (>11%& >11)) 的研究发现% 高收入国家税率与价格的增长一般高
于收入的增长% 所以自!))1年起卷烟的可负担性已经普遍显著下降% 有助
于这些国家吸烟的减少' 相反% 在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 税率和价格的
增幅小且远远低于收入增长% 卷烟(和几乎所有其他烟草制品) 的可负担
性显著提高' 图!>显示了#个国家卷烟可负担性的变化' 以!))#年为基
准% 估算值大于(小于) !表示与!))#年相比卷烟不容易(容易)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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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个国家的卷烟可负担性

注" 可负担性指数是最流行品牌的价格与人均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P6/9>11)'

以中国为例% 3B <A0HW(>11V) 的报告指出% !))1到>11#年间虽然
卷烟实际价格翻了一番多% 但由于这期间中国收入的迅速增长% 卷烟可
负担程度却提高了两倍以上' 这与相关经济理论是一致的% 即可负担性
的增长导致了中国的卷烟需求逐步变得越发没有弹性(对价格变化敏感
度降低)' 此外% 卷烟可负担性的提高导致在此期间中国人均卷烟消费增
长约)X' 至今% 尚无国家采取政策来自动调节烟草制品税收% 以防止
烟草制品随收入逐步提高而变得更容易负担'

)"* 烟草税与烟草制品替代物
烟草税税率因产品不同而不同% 烟草税的变化对烟草产品的价格影

响也有不同% 因此会引起这些烟草产品间的相互替代(/J0HDBEK0<A0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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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比如% 为加入欧盟而提高的卷烟税使波兰的一些吸烟者从机制卷
烟改吸自制卷烟(9b4)' 这引起自制卷烟税随后提升至接近机制卷烟
税的水平% 之后两种税收都进一步提高' 但是% 其他烟草制品税相比之
下增加较少% 这又导致了进一步替代 这次是换成烟斗% 很多消费者
用来做卷烟而不是使用烟斗去吸' 最近一次波兰烟草税提升(>11)年$

月) 针对这个现象把烟斗烟草税提高到与自制卷烟税相同的水平'

对烟草制品一致课税% 令税收在不同产品的价格中占相似的比例%

因此税收的增长可令所有烟草产品价格成比例提高 来减少这些产品
之间替代的可能' 但也要考虑到不同烟草制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范围%

哪些产品可近似替代(交叉价格弹性) 以及每种烟草制品的起始税率'

由于一些烟草制品的起始税率可能非常低(或甚至为零)% 大幅度
加税让其税价比与其他烟草制品持平从政治上可能难以实现' 在印度%

吸比迪烟的是比较穷的人' 因此% 比迪烟消费者同卷烟消费者相比对价
格变化敏感得多(即表现为高得多的需求价格弹性)' 烟草制品中不同
的需求价格弹性意味着这些产品的价格同比例变化会引起消费的不同
变化'

)"4 烟草税与贫困
担心加税给穷人造成负担是对提高烟草税的另一个阻碍' 确实% 在

一些国家% 烟草税水平和结构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使某些品牌或
产品价格低廉% 使穷人也负担得起' 这样的政策没能+扶贫,% 反而令
较低收入人群使用更多烟草' 其后果是穷人最终承担了不匹配的烟草卫
生与经济负担比例% 贫富人群烟草使用的不同% 解释了他们在健康方面
的社会经济差异(YDR0K <A0HW% >111)' 此外% 烟草使用能加剧贫困% 因
为资金花在了烟草制品上% 而非用于食品* 住房* 教育和卫生保健等基
本需求(\0QU-;<A0HW% D̂QAJ@D:-.U)' 图!$显示% 选定国家中较低社会经
济群体由吸烟引起的卫生后果严重得多% 导致了这些群体的高死亡率%

这也是贫富人群之间健康鸿沟存在的主因' 因病误工带来家庭收入损失*

烟草使用引起的早逝以及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卫生医疗开支增加都会使
这些问题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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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吸烟造成的不同卫生后果

注" !))(年吸烟致使男性死亡率社会性不均衡' 假设!))(年人口死亡率保持不
变% 数值为$#岁男性因吸烟死于$# ()岁的百分率'

资料来源" LJ0<A0H% >11(RW

贫困人群是否承担了更沉重的烟草税负担取决于几个因素% 包括税
收结构和不同收入阶层的烟草使用模式' 当烟草使用的普及程度和消费
模式在各收入阶层之间接近% 而且各种烟草制品的税收也类似时% 由于
贫穷人群支付的烟草税占其收入比例要比富有人群高% 烟草税一般是递
减的' 在贫困人群的烟草消费比高收入人群多的国家% 烟草税的递减性
更为显著' 但是% 在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和I或高收入群体消费的产品税
额也较高的国家% 烟草税递减幅度可以较小% 甚至于递增'

同样的% 贫困人群是否承担了更沉重的税负取决于贫困人群与富有
人群的烟草使用对提税做出怎样的变化' 同经济学理论吻合% 越来越多
国家的研究普遍发现% 烟草使用的价格弹性在一国各社会经济群体之间
有很大差异% 低收入人群的烟草使用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大大高于高收入
群体的烟草使用' 比如% N0=U-.;D=<A0HW(>11>) 估测保加利亚低* 中*

高收入人口的卷烟需求弹性分别为'!W$$% '!W11和'1W#>' 同样% Z0.

20HR<<K (>11>) 估测南非的卷烟需求弹性按照收入四分位数的分布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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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W$)到最高的'1WV!' G+D-<AD:D<A0HW(>11#) 估测印度尼西
亚低* 中* 高收入人群的卷烟需求弹性为'1W(&% '1W$$ 和'1W$!' 这
些估测表明烟税提高会减少最低收入人群的烟草使用% 但对较高收入人
群的作用较小'

由于较低社会经济群体对卫生教育的重视低于较高社会经济群体%

通过税收提高卷烟的实际开支可以帮助减少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吸烟流
行率和吸烟相关疾病的差异(<WUW6D.;<.+ <A0HW% !))%)'

鉴于这些发现% 即使烟草税本身是递减的% 烟草税提高却是可以递
增的' 根据现有证据% \0QU-;和他同事们归纳了泰国* 保加利亚和土耳
其的情况(即将出版)' 其研究显示% 由于各收入群体对价格反应的不
同% 烟草税的提高使各国最低收入人群所支付的烟草税总体比例下降%

而最高收入群体支付的比例提高' 另外% 由于贫困人群烟草使用相对有
较大幅度的减少% 他们会从提税中获得更多的卫生与经济福利'

另外% 当考虑到自律问题即个人在当前消费获得即刻满足与长远需
要之间没有做出优化选择而导致的烟草制品过度消费% 也考虑到减少烟
草消费的获益时% 税收的递减会变弱% 甚至可能会递增(PQBR<Q0.+ SD

;<U-% >11V)' 贫困与富有人群在烟草使用方面对价格反应差异越大就越
是如此& 由于贫困人群价格弹性更高% 他们从税收引发的消费减少而获
取的福利比富有人群要大得多'

PQBR<Q和SD;<U-(>11V) 对美国的研究发现% 收入最低的>#X的人
群其卷烟开销占其收入比是最高收入的>#X的人群的!1倍% 而且他们估
计穷人与富人相比% 其卷烟需求对价格的反应要大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

就吸烟者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程度这个似乎合理的假设(即刻满足与长
远利益区别的程度) 而言% 卷烟税累进性相当大' 在大多数中低收入国
家% 收入不同导致的烟草制品消费不同不甚显著% 这些国家的证据表明
穷人比富人对价格更加敏感% 烟草税很可能累进程度更大'

最后% 提高烟草税对贫困人群的影响这个疑虑一直存在% 对此各国
政府可以通过把提税所得新增财政收入给贫困人群提供更多福利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意义上% 烟草税收成为扶贫政策% 越来越多的政府
把部分烟草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助贫' 比如% 埃及正在考虑提高卷烟税%

用取得的财政收入扩大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和改善贫困人群的卫生服务'

土耳其最近加税后% 政府也在考虑使用部分额外财政收入扩大卫生覆盖
及改善卫生服务% 而这些都造福于贫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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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高烟草税与通货膨胀
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税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时被人用作反对烟

草提税的借口' 在工资和I或大量政府支出(例如公共养老金) 与通货
膨胀挂钩的国家中以及I或者政府政策旨在保持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 情
况可能确实如此'

烟草制品税收增加加速通货膨胀的程度取决于几个因素% 最主要的
是税赋在价格中的比例和计算价格指数时给予烟草价格的权重' 如果税
负占烟草制品价格的比重为>#X% 税负加倍(百分之百的增加) 会把价
格提高>#X' 如果价格指数中给烟草制品的权重是$X% 对应提税价格
指数会提高1W&#X' 当烟草税在烟草制品价格中所占比例较大时% 加税
的通货膨胀作用也就更大' 同样的% 在计算价格指数时给予烟草制品的
权重越大% 给定加税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也就越大'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

烟税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 表V通过检验各种税级
组合(按照占价格的百分比) 与价格指数中烟草权重% 揭示了烟草税对
通货膨胀的影响一般较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多重目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大多数国家
的重要经济指标% 且通常是货币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 通货膨胀率直接
作用于利率和汇率' 在很多国家% 工资* 社会保险福利和其他福利金的
变更都与通货膨胀相连% 用价格指数来衡量' 在一些国家% 各种税收与
价格指数挂钩' 比如% 美国每年调整所得税篮子来反映居民消费价格的
变化% 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定期提高卷烟税使之与通货膨胀同步' 价
格指数可用来更加精确地比较开支* 收入与特定商品价格的逐步变化%

也用于多个国家间的比较'

鉴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诸多用处和烟草税增加的潜在通货膨胀影
响% 一些政府为某些目的把烟草(有时是其他商品) 从消费价格指数计
算中剔除' 从!))>年起% 法国从用于调整最低工资的价格指数中剔除了
烟草制品' 对于其在各种福利金指标中的运用% 一些政府去除了各种他
们认为不必要或不恰当产品的价格% 其中包括酒精饮料* 赌博和烟草'

从!))!年起% 卢森堡从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去除了烟草制品* 烈性酒
和+按工资比例调整的某些服务,'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虽然很多国家
报告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里不包括烟草制品% 其最广泛使用的指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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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烟草税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税负在价格中的比例 价格指数中烟草权重 通货膨胀影响
低

( %1X)

中
(%1 &1X)

高
( &1X)

低
( >X)

中
(> %X)

高
(% VX)

低
( ! 1X)

中
(! > #X)

高
( > #X)

注" 计算通货膨胀影响使用的是税收与烟草权重范围的中间值'

资料来源" 作者的模拟计算'

(包括用于工资* 养老金和其他支出的指数) 依然包括烟草制品'

由于担心提税而引发通货膨胀% 阻碍了烟草税的增加% 将烟草制品
从开发关键价格指数的商品篮子中剔除出去可以大大减少这种顾虑' 另
外% 有人注意到把烟草制品纳入关键价格指数会导致许多消费者价格尺
度扭曲% 尤其是在那些使用这些产品的人口较少且不断减少的国家' 同
样的% 由于很多国家用于计算价格指数的权重经常变化% 烟草制品税收
提高会导致通货膨胀而言过其实% 因为税收提高会令这些产品的消费降
低' 最后% 有人认为从价格指数中去除烟草制品会提高烟草税增加的公
共卫生作用% 给那些工资或福利金与通货膨胀挂钩的使用者一点缓冲
(GH@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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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税与就业
烟草加税的反对者往往认为加税会导致失业% 指出很多人受雇于烟

草种植* 加工和分销行业' 但是% 如20Q.<Q(>111) 指出% 烟草存在的
经济性并不意味着对烟草的经济性依赖' 很多工作都被用来估计烟草业
对经济的贡献% 其实这些工作距离依赖烟草甚远% 而仅是在一些有限的
情况下% 通常是间接地涉及烟草(比如销售烟草制品与很多其他商品的
零售商% 或者生产耕种设备的重型设备行业的工作)' 同样的% 一些估计
包括了所谓的+支出引发的就业, 收入来自划分为烟草相关工作的
从业者% 其消费所带来的就业' 一般来说% 只有烟草种植(一般是兼职
且烟草只是多种作物之一)* 烟叶烘干和存储(这只涉及很少岗位) 以
及烟草制品加工方面的就业才是真正依赖烟草的'

在大多数国家% 随着耕种技术的提高和烟草制造商采用了新的资本
密集型生产模式% 烟草依赖行业的就业一直在逐步减少' 在一些国家%

烟叶和I或烟草制品进口的增长已经导致本国烟草依赖行业的就业减少'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 这些原因导致的烟草依赖行业的失业超过了任何高
额税收和其他烟草控制措施造成的失业([<-<A0HW%即将出版)'

更重要的是% 高额烟草税使烟草制品需求减少% 由此引发的任何烟
草依赖性就业损失会被其他行业的新职位抵消' 加税后烟草使用者因戒
烟而没有花费的钱% 或者在烟草制品上少花的钱% 不会从经济中消失%

而是会花费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 在这些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 比如%

高额税收在印度对就业的影响预计不会很大% 因为印度经济的增长和预
料中烟草相关就业的缓慢减少% 同时随着原本花费在烟草上的资金开支
于其他商品和服务% 令其他行业就业增加(LDJ. <A0HW% >1!1)' 同样地%

政府使用加税带来的新增税收收入会在其他行业创造就业机会' 多项研
究已经表明% 烟草税收的增加或其他烟草控制措施的实施不会导致净失
业& 在许多国家% 随着开支转移到劳动力更密集的商品和服务% 这些努
力会带来就业净增长([<-% <A0HW%即将出版& L0@DR;% <A0HW% >111)' 那些
进口烟叶和I或烟草制品比例较大的国家尤其如此% 因为花费在烟草制品
上的钱会流出这些国家% 而不会因为加税或其他烟草控制措施而把钱花
费在替代烟草支出的方面'

甚至全球的烟草税增加都不会对大多数国家的烟草依赖性就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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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 对少数几个确实严重依赖烟叶出口的农业国家(比如马拉维
共和国)% 烟草制品全球需求急剧* 即刻的减少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严重
失业' 但由于当前全球需求的增长趋势% 高额税收和其他烟草控制措施
不太可能导致需求短期内大幅下跌% 而是近期内增长减缓% 随后才是长
期的需求缓慢下降'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很多年内不会出现失业% 有时间
从烟草逐步过渡到其他作物种植'

那些纠结于烟草税增加对本国烟草依赖性行业就业影响的国家% 可
以采取缓和从烟草种植与加工到其他经济活动过渡的方案来缓解这些顾
虑' 支持农民作物多样化的方案% 与烟草制品加工从业者的再培训方案%

可以很容易地从烟草制品税收提高带来新增财政收入中取得一小部分作
为资金' 比如土耳其% 作为预期国家卷烟垄断私有化政府资助的+替代
作物方案,% 已经有效地使很多烟农改种其他作物(bBQ<KH-<A0HW%

>1!1)'

)"7 烟草税与减少伤害
今天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烟草制品% 而新产品看起来还在不断涌现

(详见 WADR0@@DEQD+B@A;WDQU)' 这些产品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可燃类
(点燃吸食) 产品和非可燃类(通常口服) 产品' 在一些国家% 两类产
品已经成系列地存在了很多年% 而在少数几个国家中% 机制卷烟只占整
个烟草使用相对较小比例' 比如印度% 吸烟者使用比迪烟(手工卷制在
天度烟叶中的干烟草) 远远多于机制卷烟% 很大部分人咀嚼本地烟丝&

在印度尼西亚% 丁香卷烟吸食广泛& 而在很多中东国家% 烟草水烟吸食
很普遍(比如JDDK0J或者;J-;J0)'

近年来% 尤其是在高收入国家% 随着烟草工业向市场引入+低风
险, 产品% 现有产品的种类已有了相当的拓展' 比如一些新型卷烟声称
减少了烟雾含有的致癌物质% 而另一些则称焦油* 尼古丁和I或一氧化碳
的释放非常少' 很多新型非可燃类产品也如此投放市场% 包括瑞典火柴
公司的+;.B;, (一种湿润型鼻烟产品% 通过一种被认为可以大量减少致
癌物质的方法固化的烟草) 和硬糖* 可溶性烟条* 烟草口香糖和其他产
品' 同时% 现有的一些散发尼古丁的非烟草制品种类也有增加% 有那些
用于戒烟的产品(尼古丁口香糖% 贴片% 吸入喷管等) 和+电子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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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混合空气和水蒸气来散发尼古丁的电池驱动设备)'

鉴于经历过有过滤嘴的* 低焦油* 低尼古丁卷烟的市场化% 各国政
府已经在为如何规范这些产品而努力% 一直不愿意允许这些产品作为危
害较小的产品进入市场' 研究明确显示吸烟者的认知% 例如低焦油* 低
尼古丁卷烟比普通卷烟更安全% 导致很多本来会戒烟的人继续吸烟' 在
焦油和尼古丁的机械测量出现了几十年后% 很明确的是这种测量并不反
映人体反应% 而这些卷烟也不比普通卷烟安全'

现有烟草制品的种类已经导致有人建议对烟草区别征税% 对卫生威
胁较大的产品加重税收% 而对那些认为较安全的产品降低税收等级(或
者不征税)' 比如% 30QQ-;(!)V1) 提出% 通过鼓励吸烟者从高焦油I尼古
丁品牌转向低焦油I尼古丁品牌% 假设后者危害较小% 那么根据焦油和尼
古丁含量区别征税可以促进公众卫生' 但是% 鉴于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些
卷烟的相对风险% 那么很显然这样的政策弊大于利% 因为它可能把更多
吸烟者留在市场中% 消费他们以为比较安全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 各种烟草制品(如有过滤嘴与无过滤嘴的卷烟% 或
有烟与无烟产品) 的区别征税看来并非出于推广减少伤害这个动机'

区别税收的存在% 其动机更多的是针对跨国公司(如生产过滤嘴卷烟
的厂商% 以保护本国生产者如生产无过滤嘴卷烟的厂商% 或者增加财
政收入% 如对较高收入* 价格弹性低的消费者使用的机制卷烟征收的
税款高于对收入较低* 价格敏感度高的吸烟者所吸食的手卷比迪烟的
征税)'

认识到过去的假象和当前的不确定因素% 设计一个对人们认为较安
全的产品有利* 对危害较大产品不利的烟草税收制度% 目前还需要等待
明确的伤害降低证据% 这样对使用这些产品的个人与一般人群的公共卫
生都有益'

)"#+ 烟草税财政收入! 卫生开支和烟草税收入指定
用途

卫生医疗系统的融资在大多数国家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关系到改
善卫生医疗的可及性与卫生医疗的服务质量' 这也减少了疾病与疾病致
死的高额经济成本风险' 在中* 低收入国家% 由于大比例的自费卫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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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开支以及由此带给贫困家庭的经济困难% 融资已经成为医疗改革的中
心问题(8Q0KD.U;0-<A0HW% >11V)'

在卫生医疗融资中使用政府税收收入支付卫生服务开支是近年来的
创新' 直到>1世纪中期% 医疗服务自费支出的主要替代办法是私人慈善
基金* 公积金或者社会保险计划(例如疾病基金) (234% >11%)' 在烟
草制品方面% 把烟草税收收入指定用途(通过立法) 或者专项使用(政
府承诺但无需立法% 比指定用途更灵活) 于卫生目的% 可以看作是一个
矫正烟草使用负面结果的途径'

专款专用可以根据两个条件分类' 首先% 根据税收与其融资的开支
之间的联系" 强或紧的联系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用于一项专
门开支% 而该项开支不从其他财政来源(例如一般基金) 获得(主要)

资金' 薄弱或者松散的联系意味着只有部分税收收益用于考虑之中的开
支% 而且I或者该项开支(主要) 从其他财政来源获得融资' 其次% 根
据开支的融资类型% 专款专用可以是特定I狭义的(例如公共企业提供的
服务) 或者宽泛I广义的(例如社会保险% 教育)' 反对专款专用的主要
论点是专款专用可能带来预算过程死板% 限制了资金用于其他目的% 阻
碍资源的最佳分配从而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布坎南(YB@J0.0. % !)($) 的研究表明% 以中间选民和纳税人(而
非财政当局) 在税收开支过程为决策者的假设开始% 显示了指定用途是
可行的' 如果让选民投票% 通过特定的税收为特定的公共产品I公共服务
筹资% 与通过一揽子税收为一揽子公共产品I公共服务筹资相比% 选民对
前者的投票更能反映其真实意愿' 自布坎南之后% 不少经济学家已说明
为何某些类型的指定用途是可行的或者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的' 比如%

8-QAA-H(!))V) 认为把从矫正环境税而来的财政收入指定用途来补偿那些
因此项税收受到最大损害者可能是可行的' 70Q;-H-0.-和9<.;AQD:(>111)

认为% 在环境税收政策中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时% 指定用途可以作为一
种承诺机制" 可以阻止以后政客取消或削减这项税收% 因为其用途被指
定用于一项可行的开支项目' 同时% YQ<AA和S<<. (>111) 将指定用途解
释为一种工具% 一个弱势现任政客以此来锁定某些赋税收入(来自环境
庇古税) 用途并防止以后的政客改变这项用途' OJ-HHD. 和8<QQD.-

(>11!) 认为指定用途税是合理的% 因为它改善了个人对政府开支的
监控'

指定税收用途在现代公共财政中的获益和使用者收费原则上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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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有力的支持' 根据这个原则% 烟草税必须由那些从烟草相关卫生服
务中获益的人缴纳% 而此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 因为不是所有烟草吸食
者都会患有烟草相关的疾病% 而烟草税收收入可能不足以为开支需要融
资' 但有争议说税收可以采取强制卫生供款的方式来给烟草相关疾病的
健康保险项目融资' 这个理由有两个弱点" 第一% 它没有说明为何烟草
相关卫生服务应该由特定保险机制% 而非一个全面覆盖所有卫生服务的
机制来提供资金' 比如% 埃及强制实施了每包卷烟1W!1埃及镑的税款来
为部分健康保险项目融资% 而不是给烟草相关疾病指定一个专项保险'

第二% 这种机制下的卫生开支可能必须狭义定义% 比如% 卫生开支可能
不包括用于防止吸烟的开支'

所以% 专款专用或专项使用烟草税收入用于卫生系统是更合理的'

烟草税收入在一些国家相当巨大% 并能为医疗卫生提供重要资源% 在资
源匮乏的低收入国家中尤其如此' 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显示% 在刚果民
主共和国* 巴基斯坦或越南等国家% 来自消费税的当前财政收入(>11V

年数据) 是政府卫生开支的#1X以上' 甚至税收增加而带来的财政收入
专款专用于卫生项目也是内部筹资的有效途径% 同时解决了任何对此类
加税的政治反对意见' 消费税提高#1X% 可以把>>个低收入国家(据
其现有数据) 的消费税收入提高$$X' 仅此额外财政收入就相当于这些
国家公共卫生开支的>)X' 在消费非常高的地方% 烟草消费税收入有时
几乎相当于政府的公共卫生开支' >11V年% 消费税提高#1X所得到的卷
烟消费税收入分别相当于巴基斯坦和越南政府公共卫生开支的$!X和
>(X (234% >1!1)'

一些政府把烟草税指定用途' 比如% 美国几个州政府(主要是加利
福尼亚州* 马萨诸塞州* 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 和几个国家(比如厄
瓜多尔*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冰岛* 印度* 韩国* 尼泊尔和泰国)

指定其部分或者全部烟草税收入用于不同目的' 在卫生项目方面% 主要
包括烟草控制和I或卫生促进' 全世界超过>1个国家实行指定烟草税用
于卫生目的(234% >11)@)' 在加利福尼亚州% 消费税的#&X资助儿童
与家庭第一信托基金% >)X开支于卫生教育* 医院服务* 内科服务与研
究% 而另外>X的消费税为乳腺癌基金融资' 由于加利福尼亚州烟草税
指定用途的成功% 类似的情况也在肯塔基州(主要用于癌症研究)* 路
易斯安那州(主要用于烟草预防)* 马萨诸塞(主要是健康保险) 和俄
勒冈州(主要为卫生基金) 出现' 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发现% 税收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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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和由加税融资的烟草控制活动的增加使卷烟消费减少(5H<<HH-.U<A

0HW% !))>& S<<H<Q<A0HW% !))()'

尼泊尔对(国产的或进口的) 每支机制卷烟征收>派萨(80-;0) 的
卫生税' 这项税收的财政收入被指定用于癌症控制' 其他类型融资的活
动包括社会与卫生项目(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 牙买加* 巴拿马* 蒙古*

菲律宾)% 儿童* 老人和残障人士保护项目(哥斯达黎加)% 教育项目
(哥斯达黎加* 冰岛* 韩国)% 急救项目(萨尔瓦多* 巴拉圭)% 体育活
动(哥伦比亚* 爱沙尼亚% 瑞典在一定范围内也采取此种做法)' 澳大
利亚的部分州和新西兰使用烟草税收入资助过去由烟草工业赞助的体育
和艺术活动'

在烟草(和酒类) 税收指定用途方面% 泰国可能是最成功的例子'

>11!年% 泰国政府通过了卫生促进基金法案% 从而建立了泰卫促进基金
(6J0-3<0HAJ 8QD:DA-D. 5DB.+0A-D.)' 泰卫收到了全国酒类和烟草制品全部
税收收入的>X% 大约合每年$#11万美元' 泰卫作为催化剂运作并支持
那些已经致力于公众卫生问题的群体和组织% 它每年直接对内阁和议会
报告' 泰卫的成功激发了其他国家采取或考虑制定同样的政策' 蒙古和
汤加已经建立了与泰卫一样的结构并且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接受了泰卫的
技术协助'

附表#总结了各个国家中央和次中央级政府的烟草税收收入指定用
途的情况' 正如所料% 财政收入与开支的联系薄弱% 大多数国家只有部
分烟草收入指定用于开支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现有的#$ 个国家
中% 有)个国家指定税收用于烟草控制和其他公众卫生措施% 平均拨款
水平低于全部税收收入的#X (234% >11)@)' 另外% 这些项目趋于广
义定义% 如卫生* 教育和社会保障' 支持广泛卫生和社会服务(如其他
疾病项目) 的指定用途资金扩大了烟草控制的政治基础与全民社会支持
基础' 在澳大利亚历史上% 体育和教育部在广泛的政治支持帮助下说服
财政部提高烟草税是可行的% 而且在指定用途税立法后% 财政部还进一
步提高了烟草税但并没有指定其用途(P0HR0HH=% !))&)' 只有少数几个
国家指定烟草税收入用于烟草控制活动和癌症治疗% 而这些可以看作狭
义定义的开支项目'

把烟草税收收入专门用于给最贫困社会经济人群的其他卫生项目可
以产生双倍卫生收益 烟草消费减少和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与使用'

在中国% 卷烟税提高!1X会使烟草消费量下降#X%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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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增加的收入可以为中国(!))1年) 最贫困的!亿公民中的!I$提
供一揽子基本卫生服务所需的资金(N0<.-0. 0.+ 7@PQ<<Z<=% !))()'

对于各国% 尤其是卫生保障低的中* 低收入国家而言% 烟草消费税
收入根据政治支持无论是指定用途还是专项使用% 都能为最迫切的公共
卫生开支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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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烟草税的最佳政策实践

本章讲述烟草税收政策在实践中的最佳操作问题% 在强调烟草税的
公共卫生作用的同时% 也承认烟草税收在财政收入方面的重要性' 基于
上文提及的经验证据积累和发表的文献% 这些最佳实践是多数国家可以
立即操作的指南' 对很多国家而言% 这里描述的最佳政策实践会与当前
烟草税实践有很大不同% 需要一些过渡策略' 下文所述的最佳政策实践
包括一些对有效过渡策略的讨论'

)(



用提高烟草消费税来达到减少烟草使用造成的死亡与疾病的公
共卫生目标

大量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已清楚地说明% 较高烟草制品税收和
价格对降低烟草使用及其后果的有效性% 尤其是在贫困人群和青少年中
间' 同时% 提高烟草消费税可以在中短期内持续新增大量财政收入' 从
长远来看% 烟草税收的持续提高并且结合其他被经验证实的烟草控制政
策和项目的实施% 可以更大幅度减少烟草使用及其后果% 而最终% 税收
收入也会降低'

设定烟草消费税水平! 使之至少达到烟草制品零售价格的百分
之七十

几乎所有国家的烟草消费税(或其他对烟草制品的专门税收) 都不
到零售价的&1X% 税负占零售价尚不及一半' 提高烟草税使之至少占零
售价的&1X可以使价格大幅度提高% 促使众多当前吸烟者戒烟% 阻止无
数青少年吸烟% 令烟草使用造成的死亡与疾病大幅度减少' 同时% 消费
税提高会令烟草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 重要的是% 此项最佳实践针对烟
草消费税(或者其他烟草专门税) 而非针对烟草制品征收的所有税收%

因为这才是使烟草制品价格相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提高的税种% 从而
最终减少烟草使用' 在那些已经达到了这个界限的国家% 进一步提高烟
草税要与下文所述的其他实践一致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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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简单越好
复杂的税收结构更难管理% 造成更多避税和逃税机会% 且在取得公

共卫生和财政收入目标上也不甚有效' 简化烟草消费税结构可以简化税
收管理% 减少避税和逃税并提高财政收入% 而且通过减少不同烟草制品I

品牌之间因加税而替换的诱惑% 对烟草使用有更大影响' 在税收结构复
杂的国家% 恰当的过渡策略包括逐步减少税收差异% 对特定的烟草制品
实施单一的统一税率' 使用从价多级税率的国家应逐步减少税率层级数%

最终实现单一的统一税率' 同样% 那些根据产品特点征收不同级次税率
的国家应减少* 且最终取消这些差别税率'

随着消费税在零售价中比例的提高! 应更多依靠烟草从量消
费税

通过缩小高档烟与低价替代品间的价格差距与限制吸烟者加税后改
抽低档烟的机会% 更多依靠从量消费税可以使烟草税对公共卫生的作用
最大化' 对指定烟草制品的所有品牌采用同样的从量税可发出明确的信
息% 即所有产品同样有害' 对当前依靠从价税或从价与从量混合税制的
国家而言% 恰当的第一步% 要对所有品牌征收大幅从量税后再加收从价
税' 随着从量税更大幅度提高% 可以逐步降低从价税率% 提高税价比%

使从量税在全部消费税中占较大比例'

更多依靠消费税而非进口关税
由于各国纷纷加入双边* 地区和全球贸易协定% 进口关税使较高财

政收入与提高零售价方面的有效性一直在不断降低' 于是% 依靠从量烟
草消费税可以确保烟草税收收入的可持续性' 对那些现在主要依靠烟草
制品进口关税的国家% 恰当的过渡策略可以逐步减少进口关税% 同时提
高从量烟草消费税% 烟草制品全部税收就会一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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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烟草制品征收同比税负并且同时提税
只对某些烟草制品提高消费税会引起其他烟草制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诱使吸烟者转向相对较便宜的产品作为替代品' 其结果就是烟草使用减
少的总量小于按照同比水平提高所有制品税负可能形成的削减量' 所有
烟草制品税收同比增长可以尽量减少卷烟间的替代% 从而尽量增加烟草
税带来的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同样的% 提高所有烟草制品税收比部分产
品选择性提税会增加更多的烟草税收入'

取消烟草制品的免国内税与免关税销售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章呼吁+酌情禁止或限制向国

际旅行者销售和I或由其进口免除国内税和关税的烟草制品,' 通过提高
所有烟草制品的价格并减少避税机会% 可以加强高额税收对公共卫生的
作用% 且同时增加更多财政收入'

以创收为目的! 依靠提高烟草税来取得财政收入增长
工业价格增加(当课税为从价税时) 或者销量增加将会造成烟草税

收收入增长% 但税收提高在达到公共卫生目标方面更有效% 且会在中*

短期导致新增财政收入' 依靠提高销量来增加财政收入会令烟草使用的
公共卫生后果恶化' 依靠工业价格提高来取得财政收入增长% 由于对工
业价格策略的依赖% 会导致烟草税收收入逐步变得更难预测* 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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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通货膨胀自动调节从量烟草税
除非定期调整% 从量烟草税的真实价值会随着一般价格水平提高而

逐步降低' 此时% 烟草税收收入的真实价值就会降低% 而税收在减少烟
草使用方面的有效性会缩减' 对此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与通货膨胀同
步的自动调节从量税收机制来加以避免' 至今% 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采取了这个办法' 对于较低的通货膨胀% 每年调整一次应该足够& 而对
较高的通货膨胀% 就需要更经常地加以调整'

烟草税增加应充分! 以降低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
为了最大程度地提高增加烟草税的公共卫生作用% 同时取得较高的

财政收入% 各国政府应加税以提高价格并降低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 在
很多中* 低收入国家% 烟草使用量随收入而提高% 而收入提高速度比烟
草制品价格快会令这些产品变得更容易负担' 为了降低可负担性% 税收
增加需要引起实际价格的提高大于实际收入的增加'

将提高烟草消费税纳入减少烟草使用的综合策略中来
各国政府应该采取包括减少成人烟草使用和防止青少年烟草使用在

内的全面烟草控制策略' 除了高额烟草税% 这样的策略应该包含其他减
少烟草使用的干预政策% 包括但不局限于" 全面无烟空气政策* 完全禁
止烟草公司市场活动* 对烟草使用后果的严厉警告* 帮助当前吸烟者戒
烟的广泛努力* 大众媒体公众教育活动' 实施综合策略来减少烟草使用
可以更大幅度减轻烟草使用的后果% 建立对高额税收的公众与政治支持%

并使加税在取得公共卫生目标方面的有效性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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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部分烟草税收收入支持其他烟草控制和I或公共卫生宣传
活动

大幅度提高烟草制品消费税导致大量新增财政收入% 可以用来支持
各种活动% 包括其他控烟干预手段和促进健康宣传活动' 经验证据显示%

使用税收或其他财政收入资助烟草控制项目比仅仅加税能更大幅度地降
低烟草使用量' 许多国家的经验已表明% 当至少有部分增长的财政收入
用于支持卫生方面的项目时% 对高额烟草税的公众支持力度会更大' 烟
草税在多数国家带来的财政收入是烟草控制活动开支的成百上千倍% 给
烟草控制项目资金的增加留有相当大的空间' 虽然硬性指定烟草税收收
入用于烟草控制和其他卫生宣传项目可能在一些国家不可行% 软性指定
用途应该对所有国家都是可能的'

不要把某些烟草制品的低税& 低价格视为'扶贫( 政策
在某些产品上保持低烟草税和低价格% 以此来保证贫困人群对这些

产品的可负担性% 并非扶贫政策' 相反% 这会导致贫困人群使用更多的
烟草% 令他们负担不相称的因烟草使用带来的健康与经济后果% 增加将
来贫困的可能性' 对所有烟草制品征收高额烟草税可令贫困人群烟草使
用减少更多% 并带来健康与经济福利的累进分配% 才是真正的+扶贫,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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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关于较高烟草税的累退性忧虑妨碍烟草税的提高
尽管根据传统的计算纳税负担的方法% 烟草税具有累退性% 但如果

考虑到贫困人群的价格敏感度较高和烟草使用相关的内在因素% 烟草税
也有可能会是累进的' 即使使用传统的纳税负担方法计算% 鉴于不同收
入群体对价格反应不同% 较高税收会增加高收入群体支付的烟草税整体
份额% 因此税收的增加也是累进的' 特别担心烟草消费税累退性的国家
可以在高额从量烟草消费税之上使用因价税' 就税收增加对贫困人群影
响的担忧依然存在% 可以使用因提税而带来的财政收入支持帮助贫困烟
草使用者戒烟* 其他针对贫困人群的卫生宣传活动* 和I或其他针对贫困
人群的项目等来弥补'

不要让影响就业的观念阻止烟草税提高
国内烟草税提高后% 烟草依赖性就业会减少% 由于在烟草制品上的

开支可以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开支% 这种就业的减少会通过其他行业就
业的增加得到补偿' 鉴于多数国家烟草制品加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税收提高后可能不会对就业有净影响% 甚至就业会有小幅提高' 由于担
忧烟草依赖行业的失业情况% 可以使用新增烟草税收入的一部分来帮助
烟农改种其他作物和I或重新培训烟草制品加工从业者在其他行业就业%

这样会大幅度减少这种担忧'

不要因担心高额烟草税对通膨的作用而阻碍税收增加
在大多数国家% 无论烟草税在烟草制品价格中比例相对较低% 还是

在计算国家价格指数时给予烟草制品价格的权重较低% 都意味着烟草税
收增加一般对通货膨胀作用很小' 由于工资或者一些政府支出可能与价
格指数绑定% 对于烟草税提高会影响通货膨胀的担忧% 政府可以通过使
用不包括烟草制品价格的指数 如欧盟的建议以及在法国实施的情况
(用以调节最低工资的指数)% 来减少这些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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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烟草税收管理当局的能力! 监控烟草制品市场和评估烟草
税增加的影响

无论烟草制造商和税务管理当局间的税务系统如何完善% 税务当局
应该做到+信任但验证,' 这需要建立完善的* 采用新技术监控烟草制
品生产与分销* 并且包括产品在分销链中移动时对其产品数量控制的监
控体系' 另外% 税务当局应定期审计纳税者账簿' 如果没有% 应建立烟
草征税部门' 这个部门应同海关协作% 尽量使违法行为减少并监控贸易'

该部门还应维护并更新一个全面数据库来介入烟草制品市场% 承担烟草
制品需求分析% 并评估当前烟草消费税以及这些税收增加的作用' 这些
努力和临近国家* 本地区及全球组织的税务当局合作与协作时会最有效'

采用新技术强化烟草税收管理! 使避税逃税最小化
税收管理当局应采用最新技术来提高税款征收效率% 使避税逃税最

小化' 这些新技术包括更高级的难以伪造的税章% 和可以用来在分销链
中跟踪烟草制品的跟踪侦查系统' 独立于烟草制造商填写的申报之外%

税务当局应有接触生产层面并精确预估生产商税务责任的能力' 如需要%

可少量增加烟草消费税为采用这些技术提供资金& 就大多数国家而言%

通过采用这些技术而回收的潜在漏税产品的财政收入要多于其支付的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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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烟草税收管理能力! 实行所有烟草制品加工与分销特许经
营制度

对所有涉及烟草生产与分销者采取特许经营制度有助于监控烟草制
品市场% 易于确认非法烟草制品% 并提高确认与惩处逃税者的管理能力'

此措施最好结合上文讨论的技术措施'

确保对被抓到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者采取明确& 迅捷且严厉的
惩罚

经济学理论和经验证据表明% 加强对非法行为的惩处可减少犯罪'

有力的烟草税收执法可以提高抓到从事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者的可能性%

而高额行政处罚可以提高对这类非法活动惩罚的迅捷性和严厉性' 对过
去未纳税产品征税增加% 强化执法保证了收入大于由此产生的支出' 那
些显著提高了执法和惩罚力度的国家已有效地减少了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当他们+追查大鱼, 那些从事非法烟草贸易活动者时更是有效% 而
非专注在分销链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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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烟草消费税是保护公共卫生的有力工具% 同时也是保证政府财政收

入的有效来源' 以上提及的最佳政策实践可以帮助政府减少烟草使用及
其后果% 并产生烟草税最大的作用% 同时加强这些税收的财政收入增加
能力' 随着政府开始从当前的实践过渡到+最佳实践,% 我们可以获取
更多知识% 而最佳政策实践也将更加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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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条"

价格和税收措施减少烟草需求
#"缔约各方认可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 尤其是

青少年中% 有效而重要的减少烟草消费的工具'

!"在不损害各缔约方决定和制定其税收政策的主权时% 每一缔约方
宜考虑其有关烟草控制的国家卫生目标% 并酌情采取或维持可包括以下
方面的措施"

!

对烟草制品实施税收政策并在适宜时实施价格政策% 以促进旨在
减少烟草消费的卫生目标&

!

酌情禁止或限制向国际旅行者销售和I或由其进口免除国内税和
关税的烟草制品'

%"各缔约方应根据第>!条在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定期报告中提供
烟草制品税率及烟草消费趋势'

))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条"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各缔约方认识到消除一切形式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包括走私*

非法生产和假冒以及制定和实施除次区域* 区域和全球协定之外的有关
国家法律% 是烟草控制的基本组成部分'

!"每一缔约方应采取和执行有效的立法* 实施* 行政或其他措施%

以确保所有烟草制品每盒和单位包装以及此类制品的任何外包装有标志
以协助各缔约方确定烟草制品的来源% 并且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的双边
或多边协定协助各缔约方确定转移地点并监测* 记录和控制烟草制品的
流通及其法律地位' 此外% 每一缔约方应"

!

要求在其国内市场用于零售和批发的烟草制品的每盒和单位包装
带有一项声明" +只允许在(插入国家* 地方* 区域或联邦的地
域名称) 销售,% 或含有说明最终目的地或能帮助当局确定该产
品是否可在国内市场合法销售的任何其他有效标志&

!

酌情考虑开发实用的跟踪和追踪制度以进一步保护销售系统并协
助调查非法贸易'

%"每一缔约方应要求以清晰的形式和I或以本国一种或多种主要语
言提供本条第>款中规定的包装信息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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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每一缔约方应"

!

监测和收集关于烟草制品跨国界贸易% 包括非法贸易的数据% 并
根据国家法律和适用的有关双边或多边协定在海关* 税务和其他
有关部门之间交换信息&

!

制定或加强立法% 通过适当的处罚和补救措施% 打击包括假冒和
走私卷烟在内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

采取适当措施% 确保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有益于环境的方法% 销
毁或根据国家法律处理没收的所有生产设备* 假冒和走私卷烟及
其他烟草制品&

!

采取和实施措施% 以监测* 记录和控制在其管辖范围内持有或运
送的免除国内税或关税的烟草制品的存放和销售&

!

酌情采取措施% 使之能没收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所得'

*W根据第>!条的规定% 各缔约方应在给缔约方会议的定期报告中
酌情以汇总形式提供依照本条第% (0) 和% (+) 款收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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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采用多级制或统一税率不同类型税收的国家
税收类型#共#**个国家%

从量税(#!) 从价税(%&) 混合税制(%&)

多重税率(>!) 统一税率($1) 多重税率(() 统一税率(%!) 多重税率(() 统一税率(%!)

波斯尼亚
巴西
白俄罗斯
克罗地亚
埃及斐济
加纳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尼泊尔
新西兰
巴布亚新
几内亚
菲律宾
共和国
韩国
斯里兰卡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阿塞拜疆
巴巴多斯
伯利兹
博茨瓦纳
文莱
加拿大
哥伦比亚
古巴
格鲁吉亚
海地
牙买加
日本
莱索托
马拉维
毛里求斯
纳米比亚
挪威
新加坡
南非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特立尼达
多巴哥
乌干达
乌拉圭
美国

安哥拉
孟加拉国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缅甸
塞内加尔

玻利维亚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智利
哥斯达黎加
刚果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加蓬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圭亚那
洪都拉斯
伊朗% 老挝
黎巴嫩
利比里亚
利比亚
马里
毛里塔尼亚
墨西哥
莫桑比克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 卢旺达
塞拉利昂
苏丹
多哥%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中国
马达加斯加
摩尔多瓦
巴基斯坦
俄罗斯
乌克兰

阿根廷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多米尼加共
和国
爱沙尼亚
芬兰

%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约旦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
马耳他
黑山
摩洛哥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泰国
突尼斯
英国

!W在有67G数据的!##个国家中有!1个国家没有消费税'

>W以下这些国家在法定税率基础上实施了最低额税" 欧盟>&国% 以色列% 俄罗斯% 瑞士%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资料来源" 烟草商会(67G) >11)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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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全球分级税制的不同基准
差别的I分级的卷烟消费税 国家数
所有 !#(

分级 $>

分级基准 零售价 !!

厂商价 >

销量 !

产量 !

类型 滤咀I非滤咀 !>

类型 手工I机加工 >

类型 KQ<A<KI白卷烟 !

包装 软包I硬盒 $

卷烟长度 %

贸易 本地I进口 !

重量(卷烟中烟草含量) !

烟叶含量(本地I进口) $

在有67G数据的!##个国家中有!1个国家没有消费税'

一些国家根据一项以上标准区分'

V个国家根据一项以上标准区分征税'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67G(>11)) 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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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不同收入国家组卷烟价格$ 消费税和总税额
占价格的百分比"

国家 美元价格" 从量消费税从价消费税占总税额比重

低收入国家

无消费税
阿富汗 1W#! 1W11X 1W11X &W&)X

贝宁 !W1( 1W11X 1W11X >!W(&X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W$! 1W11X 1W11X $(W##X

平均 1W)( 1W11X 1W11X >>W11X

仅从量税
冈比亚 1W$( $1W11X 1W11X (>W1#X

加纳 !W!( !$W$$X 1W11X >)W$1X

肯尼亚 !W#% %!W(&X 1W11X ##W%(X

吉尔吉斯斯坦 1W(! !%W!&X 1W11X $1WV$X

马拉维 !W1$ $&W$$X 1W11X #!W#1X

尼泊尔 1WV% !$W$VX 1W11X >%WV)X

巴布亚新几内亚 %W>! >(W>)X 1W11X %(W)>X

乌干达 1W#! %%W11X 1W11X (>W)&X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W1) !VW1$X 1W11X $%W()X

乌兹别克斯坦 1W#1 !%WV&X 1W11X $!W#%X

平均 !W!) >#W$!X 1W11X %$W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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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价税
孟加拉国 1W$V 1W11X #>W11X (&W11X

布基纳法索 !W1( 1W11X %W#$X !)W&)X

布隆迪 1W%) 1W11X %(W1VX #$W)>X

柬埔寨 1W$1 1W11X !1W(&X !)W&(X

中非共和国 1W(% 1W11X !>W$!X >VW%(X

乍得 !W1( 1W11X !$W$#X $$W>&X

科摩罗 >WV$ 1W11X !&W&$X !)W#VX

科特迪瓦 !W%) 1W11X !(W$#X >(W$1X

厄立特里亚 !W($ 1W11X %%W(%X ##W$(X

埃塞俄比亚 1W%% 1W11X %%W%VX #(W1$X

几内亚 1W$) 1W11X !!W1#X $&W1)X

几内亚比绍 >W!> 1W11X >W()X !VW%>X

老挝 1W#& 1W11X $>W>(X %!W$#X

利比里亚 1W&V 1W11X #W&$X $)WV%X

马达加斯加 1W&# 1W11X #1W(#X (&W$>X

马里 !W%) 1W11X #W>VX >1W#$X

毛里塔尼亚 !W$# 1W11X >1W11X $%W%)X

莫桑比克 1W(1 1W11X $$W(&X %VW>1X

尼日尔 !W1( 1W11X (W%#X >>W)#X

尼日利亚 !WV) 1W11X >&W>!X $!W)&X

卢旺达 1WV) 1W11X $#W#(X #&W$&X

塞内加尔 !W>& 1W11X !>W#%X >&W&)X

塞拉利昂 1W!( 1W11X >#W1%X %!W&$X

多哥 !W1( 1W11X !#W11X $1W$$X

越南 1W(# 1W11X $#WV!X %%W)1X

也门 1W&# 1W11X %&W$&X %&W$&X

赞比亚 !W!% 1W11X $1W(!X %%W%!X

津巴布韦 1W%1 1W11X $%W>)X %>WV(X

平均 1W)) 1W11X >%W&(X $VW#!X

既从价又从量
刚果 1W)% !%W(&X !$WV>X $1W)>X

巴基斯坦 1W>$ $%W%(X %W>%X #>W%)X

平均 1W#V >%W#(X )W1$X %!W&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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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

无征税
基里巴斯 #W#% 1W11X 1W11X #1W11X

马尔代夫 !W#( 1W11X 1W11X $1W11X

马绍尔群岛 >W#1 1W11X 1W11X %1W11X

平均 $W>1 1W11X 1W11X %1W11X

仅从量税
阿尔巴尼亚 !W%V $1W&&X 1W11X %)W)#X

阿尔及利亚 1W)V #$W!%X 1W11X (&W(&X

亚美尼亚 !W($ !(WV$X 1W11X $!W&%X

阿塞拜疆 1WV& #W!%X 1W11X >!WV$X

哥伦比亚 1WV1 >$WV1X 1W11X $%W$!X

埃及 1W%) #)W>&X 1W11X #)W>&X

格鲁吉亚 1W(1 %1W11X 1W11X ##W>#X

印度 !W(# %$W)VX 1W11X ##W1)X

莱索托 >W$( >#W>VX 1W11X $VW$>X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 !W&# $%W>)X 1W11X $)W11X

蒙古 1W$) >&W)VX 1W11X $&W1&X

纳米比亚 >W%& >VW&VX 1W11X %!WV$X

菲律宾 1W#$ %$W#>X 1W11X #%W>$X

萨摩亚 >W() %)W%)X 1W11X (>W#$X

斯里兰卡 >WV$ #VW($X 1W11X &!W(&X

斯威士兰 $W%% !>W1$X 1W11X $>W1$X

汤加 $W#( $)W%&X 1W11X #>W#>X

瓦努阿图 #W(V !>W#1X 1W11X (!W!!X

平均 !W)1 $$W(1X 1W11X %VW1VX

&*! 烟草税管理技术手册



仅从价税
安哥拉 1W(& 1W11X !#WV1X $&W1#X

玻利维亚 1W&V 1W11X >)W#1X %!W11X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W%> 1W11X %!W)&X #(W#1X

喀麦隆 !W1( 1W11X #W(1X >!W&%X

佛得角 >W#> 1W11X $W>#X >!W&>X

刚果 1WV) 1W11X !(W$>X $>W>!X

吉布提 1W(V 1W11X %$W#!X %$W#!X

厄瓜多尔 >W>1 1W11X #$W#&X (%W>)X

危地马拉 !W>) 1W11X %(W11X #(W&!X

圭亚那 !W&# 1W11X !$W#VX >&W$&X

洪都拉斯 1W)# 1W11X >VW11X %!W1#X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W$> 1W11X #W!$X !)W!(X

伊拉克 1W($ 1W11X VW#$X >>W&#X

缅甸 1WV! 1W11X &#W11X &#W11X

尼加拉瓜 !W1( 1W11X &W&#X >$W!#X

巴拉圭 1W>1 1W11X )W&%X !VWV$X

秘鲁 !W>& 1W11X >#W>!X %>W)#X

苏丹 1W)& 1W11X #VW)!X &!W)#X

土库曼斯坦 >W!> 1W11X $1W11X %$W1%X

平均 !W!) 1W11X >&W>$X %1W11X

既从价又从量
中国 1W&$ !W>1X >1W%#X $(W!VX

多米尼加共和国 >WV> >(W11X >1W11X (>W11X

萨尔瓦多 !W%1 &W!%X )W!)X $!W$VX

印度尼西亚 !W!% #W(1X $VW(%X #>W(%X

约旦 !W)& >>WV(X $!W))X (VW(%X

马其顿 !W(! >WV(X >!W>$X $)W$%X

摩洛哥 >W!( 1W#&X #1W1#X ((W$(X

摩尔多瓦共和国 1W#V >W11X $W11X >!W(&X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W(> $W11X !>W$1X $1W$1X

泰国 !W>) >W>>X ##W1>X ($W&VX

突尼斯 !W$1 >W$#X %&W$$X (%W)%X

乌克兰 1W$) >1W11X VW&%X %#W%1X

平均 !W$$ &W)VX >(W%)X %VW##X

'*!附 录



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

无征税
库克群岛 (W1> 1W11X 1W11X (%WV%X

格林纳达 >W)( 1W11X 1W11X $1W$VX

瑙鲁 $W1# 1W11X 1W11X (>W1#X

纽埃 %W($ 1W11X 1W11X ((W>#X

帕劳 $W#1 1W11X 1W11X #&W!%X

圣卢西亚 $W&1 1W11X 1W11X !%W>>X

平均 $W)V 1W11X 1W11X %)W!#X

仅从量税
白俄罗斯 1WV( VW11X 1W11X >$W>#X

伯利兹 $W#1 >#W&!X 1W11X $%WV!X

博茨瓦纳 >W$$ $VW)&X 1W11X %VW1(X

巴西 !W1$ >VW&$X 1W11X #VW$)X

克罗地亚 >W)! %>W(&X 1W11X (1W&1X

古巴 1W$1 V&W!%X 1W11X V&W!%X

多米尼加 !W%1 !!W(%X 1W11X %)W%$X

斐济 !W$1 &(W)%X 1W11X &(W)%X

牙买加 #W1# >)W($X 1W11X %#W!#X

哈萨克斯坦 1W&# VWV)X 1W11X !)W(1X

毛里求斯 >W1# (&W()X 1W11X V1W&%X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W11 !W(&X 1W11X >VW&#X

塞舌尔 $W)V &#W&(X 1W11X &#W&(X

南非 >W1% $>W%%X 1W11X %%W&>X

苏里南 !WV> (W%1X 1W11X %>W!)X

乌拉圭 !WV# %&W&)X 1W11X (#WV>X

平均 >W1& $(WVVX 1W11X #>W#)X

(*! 烟草税管理技术手册



仅从价税
阿根廷 !W!! 1W11X (1W)1X (&W#1X

智利 >W1& 1W11X (1W%1X &(W$&X

哥斯达黎加 !W$# 1W11X %%W>>X ##W&>X

加蓬 >W!> 1W11X #W)!X >!W!&X

黎巴嫩 !W$$ 1W11X $$W$VX %%W1!X

利比亚 1WV1 1W11X !W)(X !W)(X

墨西哥 >W1& 1W11X #>W!&X (#W>>X

巴拿马 !W)( 1W11X >VW>(X %$W#>X

圣基茨和尼维斯 !WV# 1W11X !1W%#X $1W$!X

土耳其 !W)& 1W11X #VW11X &$W>#X

委内瑞拉 $W)( 1W11X &1W11X &VW>(X

平均 !WV& 1W11X $VW&1X #1W((X

既从价又从量
保加利亚 !W)V >)WV>X %1W#1X V(W)VX

拉脱维亚 >W)$ >%W##X $>W>1X &>W1!X

立陶宛 !WV$ $#W>&X >1W11X &!W>$X

马来西亚 >W(1 %1W11X $W#(X %VW$>X

黑山 1WV% $W$$X >(W11X %$WV(X

波兰 !W)% $%W%)X %!W$>X )$WV%X

罗马尼亚 >W>> $>W&!X >#W11X &$W(VX

俄罗斯联邦 1W#! !(W11X #W#1X $(W&#X

塞尔维亚 1W)# !(W!1X $$W11X (%W$#X

平均 !W&( >#WV!X >#W>$X (#W(&X

)*!附 录



高收入经济体

无征税
安提瓜和巴布达 >W#( 1W11X 1W11X $!W$&X

巴林 !W(1 1W11X 1W11X $$W$$X

科威特 !W&1 1W11X 1W11X $%W1%X

阿曼 !W#( 1W11X 1W11X $$W$$X

卡塔尔 !W(# 1W11X 1W11X $$W$$X

沙特阿拉伯 !W(1 1W11X 1W11X $$W$$X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W&& 1W11X 1W11X $1W&&X

平均 !W&V 1W11X 1W11X $>W&)X

仅从量税
澳大利亚 (W(# #$W1>X 1W11X (>W!!X

巴巴多斯 #W#1 $%W!VX 1W11X %VWV%X

文莱 !W!& &!W%$X 1W11X &!W%$X

加拿大 (W%V #&W#(X 1W11X (%W($X

日本 $W$! #VW>)X 1W11X ($W>)X

新西兰 #W)1 #&W&&X 1W11X (VWVVX

挪威 !1W!% #>W(VX 1W11X &>W(VX

韩国 !W)V #>W)1X 1W11X (!W))X

新加坡 VW1( (1W()X 1W11X (&W>$X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W>> >$W(%X 1W11X $(W()X

美国 %W#V $!W##X 1W11X $(W#&X

平均 #W1) #1W$%X 1W11X #)W%VX

仅从价税
巴哈马 %W>) 1W11X >%W(>X >%W(>X

赤道几内亚 >W!> 1W11X !)W$)X $#W$(X

平均 $W>! 1W11X >>W11X >)W))X

*!! 烟草税管理技术手册



既从价又从量
奥地利 #W#& !$W$#X %$W11X &$W1!X

比利时 #W&) &W((X #>W%!X &&W%$X

塞浦路斯 $W)> !%W#%X %%W#1X &>W1VX

捷克共和国 $W11 $#W#>X >VW11X &)W%VX

丹麦 (W>% $VW#VX !$W(!X &>W!)X

爱沙尼亚 >WVV $!W>#X $!W11X &&W#1X

芬兰 (W!> (WVVX #>W11X &(W)!X

法国 &W$V (W1$X #&W)&X V1W$)X

德国 (W## $#W!#X >%W((X &#W&&X

希腊 %W!V $W(&X #$WV$X &$W%&X

匈牙利 $W1> >)W1VX >VW$1X &%W1#X

冰岛 #W#> $VW(#X !>W(VX &!W11X

爱尔兰 !!W>& %$W>VX !VW>(X &)W>%X

以色列 #W11 #W11X #$W(VX &>W!1X

意大利 #W)V $W!#X #%W&%X &%W#(X

卢森堡 %W%# )W(>X %&W%%X &1W!1X

马耳他 #W>) !!W#VX %VW&1X &#W#$X

荷兰 (W!> $)W(#X >1WV&X &(W%)X

葡萄牙 %W)% $(W%VX >$W11X &(WV$X

斯洛伐克 >W%# %)W&%X >%W11X V)W&1X

斯洛文尼亚 $W1( !#W11X %$W>!X &%WVVX

西班牙 %W!V $W(&X #&W11X &(W(%X

瑞典 #W($ !%W1)X $)W>1X &$W>)X

瑞士 (W>1 $1W11X >#W11X (>W1(X

英国 &W(% %>W&&X >%W11X &)WV>X

平均 #W$1 >>W#VX $(WV%X &#W$VX

"

该国销量最大品牌的价格按照该时段最后的官方(主要或市场) 汇率换算成
美元'

总税收比例包括指定消费税% 从价税% 增值税(FG6)% 进口关税(如果该国
最流行品牌是进口的) 和其他(如果适用)'

未加权计算平均值'

>11V年&月世界银行根据收入对国家的分类'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P6/9>11) (价格和税收)% ]75(官方汇
率% 缅甸除外% 根据中情局世界事实录的非官方汇率) 计算'

!!!附 录



图% >1!1年!月欧盟卷烟消费税占卷烟零售价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欧盟委员会税收与关税联盟的数据计算'

图) >1!1年!月欧盟788/产生的消费税( I!111)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欧盟委员会税收与关税联盟的数据计算'

"!! 烟草税管理技术手册



图* >1!1年!月欧盟应用的消费税( I!111)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欧盟委员会税收与关税联盟的数据计算'

欧盟国家缩写
G6 奥地利 *N 西班牙 76 马耳他
Y* 比利时 5] 芬兰 \[ 荷兰
YP 保加利亚 59 法国 8[ 波兰
/b 塞浦路斯 3M 匈牙利 86 葡萄牙
/f 捷克共和国 ]* 爱尔兰 94 罗马尼亚
O* 德国 ]6 意大利 N* 瑞典
OS 丹麦 [6 立陶宛 N] 斯洛文尼亚
** 爱沙尼亚 [M 卢森堡 NS 斯洛伐克
*[ 希腊 [F 拉脱维亚 MS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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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卷烟价格弹性估计&&&总结
国家&省份I作者 日期I年份 结果
阿根廷
9D0+0(>11()

!))(年! 月到>11% 年(

月月度数据 !

E

1W>(#

玻利维亚
GH@0Q0 (>11()

!)VV >11>年度数据 !

E

1WV#

巴西
]UH<;-0;(>11()

!))! >11$年季度数据 !

E

1W>#至1W>&)

保加利亚
N0=U-.;D=% bBQ<KH-% +<Y<=<Q

(>11>)

生活标准测量研究!))#

年家庭调查 !

E

1WV

智利
O<RQDAA(>11()

!))$ >11$年季度数据 !

E

1W>!至1W%#

中国
70Dff% L-0.U% L[(!))&)

四川省
!)V! !))$ 年综合时间
序列 !

E

1W%&至1WV

中国
70Dff% L-0.U% L[(!))&)

四川省
!))#年横截面数据 !

E

1W()

中国
3B 62% 70Df(>11>)

!)V1 !))& 年综合时间
序列 !

E

1W#%至1W(%

中国
[0.@<% GK-.% [DJ 0.+ OD

(>11%)

微观层面数据% 调查%

!))$年和!))&年调查对
象组()省)

!

E

1W11&至1W1V

中国
70Df% 3B 62% b0.UP3

(>11#)

>11>年横截面数据 !

E

1W!#%

中国
70Df% 3B 62% b0.UP3

(>11#)

!)V1 >11> 年综合时间
序列 !

E

1W!V至1W(!

中国
Y0-b% fJ0.Uf(>11#)

8QDZ-.@-0H0.+ ;E<@-0H

:B.-@-E0H-A-<;

!))& >11> 年横截面数
据I时间序列 !

E

1WV%

$!! 烟草税管理技术手册



中国
70Df% b0.UP3% 703W

(>11$)

!))V年横截面数据(!(

县)

!

E

1W#!

中国
Y-;JDE% LWGW& [-B% 3WbW&

7<.U% W(>11&)

!))# 年中国家庭收入
项目 !

E

1W%&至1W#!

埃及
\0;;0Q(>11!)

!))%I!))#家庭预算横截
面数据及!))#I!))( 年
调查

!

E

1W>&至1WV>

爱沙尼亚
600H<A0H(>11%)

!))>到!)))年家庭收入
与开支研究月度数据和
!))(到!)))年爱沙尼亚
统计局月度数据

!

E

1W$>

欧洲#地区%

P0HHB;% NW& N@J-0̂̂-.D% GW&

[0F<@@J-0% /W& 6D.;<.+%

LW& 5<Q.0.+<% *W(>11()

>111年烟草控制国家图
表数据 !

E

1W%至!W11

印度
YJ0HH<A0H(>11#)

\DAEBRH-;J<+

!)V$和!)))国家采样
调查组织的采样调查
!))V到!)))年国家家
庭卫生调查

卷烟"

!

E

1W&) 至
1WV#

Y-+-;"

!

E

1W#V 至
1WV$

印度
LDJ.% 9W7W(>11V)

!))) 到>111 国家采样
调查

Y-+-;"

!

E

1WV(至1

W)>

卷烟"

!

E

1W!V 至
1W%!

印度尼西亚
G+-D<AD:D% OBA0J0QA0%

3<.+Q0A.D(>11!)

!)))年国家社会经济调
查数据 !

E

1W(!

印度尼西亚
OBA0J0QA0% NBQ=0% 80;0=%

3<.+Q0A.D% G+-D<AD:D

(>11>)

!W年度数据" !)&1 到
>11!年
>W月度数据" !))( 年!

月到>11!年(月
!

E

1W$>至1W#&

印度尼西亚
G+D-<AD:D<A0HW(>11#)

!)))年由中央统计局采
集的国家社会经济调查
数据(NB;<.0;)

!

E

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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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9D;;% 3W& GH N0+0A% \WGW

7W(>11&)

!))1到>11%年 !

E

1W1&&至1W&(

马尔代夫
]. D̂PHDR0H@D.;BHA0.A;

(>11>)

!))&年!> 月到>111 年
!1月月度数据 !

E

!

缅甸
S=0-.U(>11$)

家庭水平数据(>111年)

!

E

!W(!)

摩洛哥
GHDB-(>11$)

!)(#到>111年综合年度
数据 !

E

1W#!至!W#%

尼泊尔
S0QK-(>11$)

家庭水平数据(>11$年)

!

E

1WVV(

俄罗斯
4UHDRH-. <A0HW(>11$)

!))(年和!))V年全国普
查家庭数据

8Q-@<<H0;A-@-A=D̂AJ<+<@-

;-D. AD;:DK< 1W1V#

至1W(>V

俄罗斯
[0.@<% GK-.% [DJ 0.+ OD

(>11>)

!))>到>111年纵向家庭
调查 !

E

1W1>至1W!&(

南非
Y<QU0.+ S0<:E <̂Q(>11!)

!))&年家庭调查((#11

个黑人家庭和!$#1 个白
人家庭)

!

E

1WV至!W&)

南非
F0. 20HR<<K (>11>)

!))1年和!))#年收入与
开支家庭调查 !

E

1WV!至!W$)

斯里兰卡
GQB.0A-H0K<(>11!)

!)))到>111年月度时间
序列数据 !

E

1W>>&至1W)1V

斯里兰卡
GQB.0A-H0K<(>11>)

!)))I>111 年家庭水平
数据 !

E

1W%#

泰国
NBE0KDQ. (!))$)

无 !

E

1W(&

泰国
N0QA-.;0QA(!))$)

!)VV年线性开支系统和
家庭水平数据 !

E

1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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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N0QA-.;0QA<A0HW(>11$)

>111 年家庭社会经济
调查
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自商
业经济部% 贸易部

!

E

1W$)$

土耳其
4.+<Q(>11!)

!))%年家庭水平收入调
查数据 !

E

1W%!

乌克兰
SQ0;DZ;K=% G.+Q<<Z0%

SQ-;0.DZ% 70;JH-0K-Z;K=0.+

9B+ (>11!)

>11!年(月全国调查 !

E

1W%

乌克兰
70K;=:70;JH=0K-Z;K==

(>11%)

!))&到>11$年月度数据!

E

1W$至1W%V

乌拉圭
90:D;(>11()

!))!到>11$年季度数据!

E

1W$%至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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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按地域划分指定烟草税用途的国家
地区I国家 国家I州

数量
税收与开
支项目之
间的联系

开支项目的类型

非洲 $ 弱 广义" 青少年% 体育和健身(马达加斯
加)% 布拉柴维尔医科大学(刚果)% 卫
生(科摩罗)

中* 南美洲 ) 弱 广义" 卫生(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牙
买加)% 教育% 社会与老年保障(哥斯
达黎加)% 体育(哥伦比亚)% 债务取消
和防癌委员会(乌拉圭)% 农业% 包括
烟草生产补贴(阿根廷)% 紧急救援
(巴拉圭)

狭义" 肿瘤学研究所(巴拿马)

欧洲 !1 弱 广义开支例如" 卫生% 社会保障% 文化
狭义开支例如" 预防吸烟% 烟草相关疾
病的治疗(芬兰% 冰岛% 波兰% 塞尔维
亚和瑞士)

北美% 美国
(联邦和各州)

$( 弱 联邦" 广义(儿童健康保险政策) 州"

所有州广义' 财政收入通常按照预定的
百分比分配用于开支项目' 开支举例"

卫生% 教育% 体育和娱乐活动
北非与中东 & 弱 广义" 青年高级理事会(约旦)% 团结

国家基金(突尼斯)

狭义" 烟草控制与烟草疾病治疗(也
门)% 烟草控制(吉布提% 伊朗和卡塔
尔)% 学生医疗保险(埃及)

东南亚 $ 弱 广义" 卫生(印度% 尼泊尔% 泰国)%

社会保障(印度)

西太平洋 ( 弱 广义" 卫生(韩国% 蒙古% 菲律宾)%

教育(马绍尔群岛)% 铁路和森林特殊
的服务账户(日本)

狭义" 烟草控制(图瓦卢)

本表格并非穷举% 依据政府网站公布的信息' !W+弱," 部分烟草财政收入指定
用途% 或者由指定用途收入支持的开支也从其他融资来源获得支持(例如普通基
金)' +紧," 所有财政收入指定用途% 开支项目仅从指定用途财政收入融资'

>W+广义,"开支项目定义宽泛(例如卫生% 教育)' +狭义," 开支项目狭义定义或
者特定(比如防止吸烟)'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通过P6/9问卷和个人交流收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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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G59(2DQH+ 3<0HAJ 4QU0.-0A-D. ĜQ-@0. 9<U-D.)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
G79(2DQH+ 3<0HAJ 4QU0.-0A-D. 9<U-D. D̂AJ<G:<Q-@0;)

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区
Y](YHDD:R<QUPHDR0H].-A-0A-Z<AD9<+B@<6DR0@@DM;<)

彭博全球减少烟草使用倡议行动
/]5(/D;A% ].;BQ0.@<0.+ 5Q<-UJA)

到岸价(成本* 运费加保险费价)

/]N (/D::D. <0HAJ D̂].+<E<.+<.@<NA0A<;)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8](/D.;B:<Q8Q-@<].+<)

消费者物价指数
*/(*BQDE<0. /D::-;;-D.)

欧盟委员会
*79(2DQH+ 3<0HAJ 4QU0.-0A-D. *0;A<Q. 7<+-A<QQ0.<0. 9<U-D.)

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办事处
*M9(2DQH+ 3<0HAJ 4QU0.-0A-D. *BQDE<0. 9<U-D.)

)!!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
*M(*BQDE<0. M.-D.)

欧洲联盟
5/G(5Q0:<DQK /D.Z<.A-D. GHH-0.@<)

(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联盟
P//(PBĤ/DDE<Q0A-D. /DB.@-H)

海湾合作委员会
PO8(PQD;;OD:<;A-@8QD+B@A)

国内生产总值
PN6(P<.<Q0HN0H<;60)

一般销售税
396(30.+ QDHH-.UADR0@@D)

手卷烟
]G9/(].A<Q.0A-D.0HGU<.@=̂DQ9<;<0Q@J D. /0.@<Q)

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L6](L0E0. 6DR0@@D].A<Q.0A-D.0H)

日本烟草国际公司
7D5(7-.-;AQ=D̂5-.0.@<)

财政部
7D3(7-.-;AQ=D̂3<0HAJ)

卫生部
788/(7D;AEDEBH0QEQ-@<@0A<UDQ=)

最畅销价格类别
\/](M.-A<+ NA0A<;\0A-D.0H/0.@<Q].;A-ABA<)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9b4(9DHH'=DBQ'D. ADR0@@D)

自制手卷烟
N*G9(2DQH+ 3<0HAJ 4QU0.-0A-D. NDBAJ '*0;AG;-09<U-D.)

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区
67G(6DR0@@D7<Q@J0.A;G;;D@-0A-D.)

烟商协会
MNO33N (M.-A<+ NA0A<;O<E0QA:<.AD̂3<0HAJ 0.+ 3B:0. N<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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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
FG6(F0HB<G++<+ 60)

增值税
2G8(2<-UJA<+ GZ<Q0U<8Q-@<)

加权平均价格
2/4(2DQH+ /B;AD:;4QU0.-0A-D.)

世界海关组织
2345/6/(2DQH+ 3<0HAJ 4QU0.-0A-D. 5Q0:<DQK /D.Z<.A-D. D. 6DR0@@D

/D.AQDH)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234P6/9(2DQH+ 3<0HAJ 4QU0.-0A-D. 9<EDQAD. AJ<PHDR0H6DR0@@D*E-

+<:-@)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烟草流行报告
289(2DQH+ 3<0HAJ 4QU0.-0A-D. 2<;A<Q. 80@-̂-@9<U-D.)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
264(2DQH+ 6Q0+<4QU0.-0A-D.)

世界贸易组织

!"!缩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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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受世界卫生组织(234) 的委托% 我们将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烟
草税管理技术手册$ 译成中文% 希望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制定者* 烟草税
研究人员及对烟草税有兴趣的读者有所帮助' 全书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郑榕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高松博士翻译% 郑榕负责第! '$章% 高松负责
第% '#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胡德伟教授对译文进行了校对% 郑榕
对全书进行了最后的统稿'

尽管我们力求准确* 通达地反映原文% 但译文中仍难免有不当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校者
>1!!年!1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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