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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创卫办 0016 J 8号

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公共场
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连云港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公共场所控烟工作实施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连云港市企 IJ



连云港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公共场所
控烟工作实施方案

为扎实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控制和减少公共场所吸

烟和二手烟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江苏省爱国卫生

工作条例》、《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2014版)))、《关于领导

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市实

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改革发展成果

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理念，按照"依法监督、分类管理、部门协

调、各负其贵、限定场所、公众参与"的原则，全面推进公共场

所禁烟、控烟工作，减少烟草烟雾的危害，提高我市居民健康水

平。

二、工作目标

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目标，深入开展禁烟、控烟宣传活动，

禁止烟草广告。开展无烟学校、无烟机关、无烟医疗卫生机构等

无烟场所建设。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设置禁

止吸烟警语和标识。通过广泛深入的禁烟、控烟活动，在全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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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逐步形成不敬烟、不劝烟、公共场所控胆的良好氛围，促使社

会健康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三、工作任务

(一)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

根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五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下

列场所禁止吸烟:

1.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的室内外区域，其他各类学校的

教学场所、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室内区域;

2. 儿童福利院、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室内外区域;

3. 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的室内外区域和其他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的室内区域;

4. 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

5. 体育场馆的竞赛区、运动员区、观众区;

6.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室内会议室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室

内区域;

7. 公用事业、金融机构的室内营业区域;

8. 公共汽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

客渡轮、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及售票室和设置在室内

的站台;

9. 电梯内部及其室内等候区域;

10. 法律、法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禁止吸

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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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位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

志，不得设置与吸烟有关的器具，并确定专(兼)职人员对吸烟

者进行劝阻。

(二)公共场所控制吸烟范围

根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第五章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下

列场所控制吸烟:

1. 歌舞厅、游艺室等娱乐场所;

2. 长途客运汽车、客渡轮、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

等候区域;

3. 法律、法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场所。

控制吸烟公共场所应当划定吸烟区或者设置吸炮室，吸烟区

(室)外的其他区域禁止吸烟。划定吸烟区或者设置吸烟室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与非吸烟区有效分隔;远离

人员密集区域和主要通道;设置独立有效的通风换气装置;设置

醒目的标志;配置烟灰缸(盒);设置吸烟有害健康等控制吸烟

的宣传警语。

(三)职责分工

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地区、各单

位禁烟和控制吸烟工作职责分工如下:

各区人民政府、各功能区管委会:依据《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 2014 版)))相关要求，负责各自建成区范围内对禁烟和控制吸

烟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协调、统一督查指导工作。

市爱卫办:负责拟定全市控烟工作计划，制定督查、考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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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组织、协调对全市控烟工作的督查、评估和考核;以国家卫

计委 2013 年 8 月 23 日发布的《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为基准，

开展形式多样的控制吸烟宣传教育，加大、加强烟草危害的宣传

力度，负责"无烟单位"的命名工作。

市卫计委:负责对委机关和委直属医疗卫生计生机构控制吸

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辖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机构，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烟履约工作

的通知))(国卫办宣传发 [2014 J 8 号)的文件精神，按照《无

烟医疗卫生计生机构标准》和《无烟医疗卫生计生机构评分标准》

开展无烟环境创建工作。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禁烟标识和提示

语张贴规范。

市教育局:负责对局机关和辖区各级各类学校控制吸烟工作

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督促指导各级各类学

校，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

知))(教基一函 (2014J 1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

作的意见))(教体艺厅 (2010J 5 号)精神，依据《无烟学校参

考标准》开展无烟学校的创建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建成无烟

学校。

市工商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查处、确保建成区范

围内无任何形式的烟草(含电子烟)广告。

市城管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确保所审批的户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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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载体不发布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市文广新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影剧院、歌舞

厅、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所管理各级各类表演场所等场所

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级机关工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

室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

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精神，各级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建成

无烟单位，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公安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网吧等互联网上

网服务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
斗←
古巴。

市交通局、市交通控股集团: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

火车站、汽车站、出租车、客运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

域、售票区域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

规范。

连云港民航站:负责机场、机站的禁烟和控烟工作，禁烟标

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港口管理局、市港口集团: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

码头及其等候区域、售票区域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

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食药监局:负责对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局机关和所属派出

机构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旅游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星级宾馆、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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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和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

贴规范。

市体育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各种经营性或非

经营性体育场馆、体校及运动健身场所控烟的监督管理工作，禁

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烟草专卖局: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派出机构、烟草制品经

营者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督促检查所有烟

草专卖单位在醒目位置设立"未成年人禁止购买香烟、吸烟有害

健康"标志标识。

市商务局:负责对局机关以及各大商场、超市控制吸烟工作

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银监局:负责对局机关以及各级各类银行营业区域内的控

烟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保监会:负责对本单位以及各级各类保险机构营业区域内

的控烟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

市报业传媒集团、市广电传媒集团:负责对本单位控制吸烟

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负责开展以《控

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

公益宣传活动。严禁刊播任何形式与烟草有关的广告或变相广

告。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负责对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的

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负责动员广大职工、青

年学生和妇女积极参与控制吸烟活动，自觉遵守各项控制吸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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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其他各部门、企事业单位:负责对本系统和本单位控制吸烟

工作的监督管理，禁烟标识和提示语张贴规范。结合实际广泛开

展以《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控制吸烟工作的宣

传，力口大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知识的传播途径和力度，积极

参与控制吸烟工作的公益活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地各单位要把公共场所全面控制吸烟工作，作为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重要工作来抓，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

建立组织、完善网络，制定措施、明确责任，履职尽贵、狠抓落

实。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件精神，做控烟的表率。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场所要全面开展

无烟环境的创建工作。

(二)广泛宣传，形成合力。

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开展以《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为主要

内容的公共场所控烟宣传工作，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

展控烟公益广告宣传活动。要针对党政机关、中小学校、市场经

营户、企事业单位、社区和农村等不同人群，开展不同的健康教

育，采取不同的控烟措施，让人人高度关注和充分认识吸烟的社

会危害性。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在认真完成各自禁烟控

烟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控烟活动，形成密切配合、齐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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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工作合力。

(三)积极开展创建"无烟单位"活动。

要积极开展创建"无烟单位"活动，建立健全控制吸烟工作

的长效管理机制，以创建"无烟单位"活动促进控制吸烟工作的

落实。要在所有建筑物的入口处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警语，在所

辖区域的等候厅、会议室、楼梯、电梯、厕所、走廊等重点区域

设置清晰明显的禁烟标识，营造良好的控烟氛围。加强督导，确

保取得实效。城市建成区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

(四)规范标识，强化监督。

各单位要按照省爱卫会印发的《江苏省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

识制作标准与张贴规范))(苏爱卫0013 J 6 号)的要求，根据
不同场所类别制作和张贴禁止吸烟警语和标识，监督电话为本单

位负责控烟工作的部门电话，落款为本单位名称。各有关部门要

加大对监管范围内的所有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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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无烟单位标准(试行)

]、单位所有室内场所应做到无人吸烟、无烟味、无烟头;

2、单位有符合全面无烟环境创建原则的控烟制度和有效的

实施措施;

3、单位室内场所无吸烟区域、吸烟室及吸烟工具;

4、单位每座建筑物入口处有明确的提示进入无烟办公楼的

标识，单位内有明显的禁烟标识，有配合无烟环境创建的宣传;

5、设有控烟监督员，对单位内的吸烟行为进行劝阻

6、所属区域内如有商店、小卖部的，均不出售烟草制品

7、设置室外吸烟区的场所，应符合以下要求:吸烟区的设

置应远离人群密集和必经通道，远离建筑通风处，有盛放烟蒂的

器具、醒目的标识和/或指引牌。

i主: 1、室内场所不仅仅是指全面封闭的场所。只要该区域

包括有顶部的遮蔽，或者有一处或多处墙壁或侧面环绕，不论该

顶部、墙壁或侧面使用了何种物料，也不论该结构是永久的还是

临时的，这类区域都定义为"室内场所"。公共场所涵盖公众可以

进入的所有场所或供集体使用的场所，无论其所有权或进入权。

2、工作场所指工作人员在其就业或工作期间使用的任何场

所。包括:进行工作的场所，如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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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使用的附属或关联场所，如走廊、升降

梯、楼梯间、大厅、联合设施、咖啡厅、洗手间、休息室、餐厅、

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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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的

制作标准与张贴规范

根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 H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三条，
"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的制作标准以及张贴规范由省爱卫办统一

规定"的要求，结合国际通用的禁止吸烟标志，特制订本规范。

一、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制作标准

(一)禁止吸烟标志基本图形

采用国际通用的禁止吸烟标志(见左

图)，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不同场所做成不同版

式的警示标志。

(二)室内禁止吸烟标志

《条例》规定了禁止吸烟和控制吸烟场所，在各类场所室内必

须张贴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

1. 竖版:在基本图形下方用中英文同时标注"本场所内禁止

吸烟，监督电话:888888880 (No Smoking. Hotline: 88888888 ) " ，并增

加相关主管部门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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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横版:在基本图形右边用中英文同时标注"根据规定，本场
所内禁止吸烟，投诉或发现违规行为，请致电: 888888880 (No

Smoking. For Complaints Please Call: 88888888 ) " ，并增加相关主管部

门落款。

7.白.

「工二一

串串规定，$场所自禁止 E烟，
踹或发现连自行为，情致电: 88田88回
For ('OD1I，hlnl.. Ph. 、~C.U: 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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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卡:在基本图形右边用中英文同时标注"禁止吸烟 (No

Smoking) " ，并增加相关主管部门落款。

时禁止吸烟 1 i ，，_

No Smoking 11
到ilt

品注.⋯-⋯叫1⋯pl". x=1翩翩
响。Smokir旷的字体为咱 m国Nøw Aoam" 牢号"回旷.文字画鱼为
凰色， .簿'在"伪字体为�方正;;1/1" 字号 .'9 庐"田支字 11鱼纯属色.幅忘
的螺色分别为黑色和红色，

(三)出入口禁止吸烟标志

机构或建筑物出入口处和行人必经通道必须张贴或摆放醒目

的禁止吸烟标志，可贴在墙上或者托以支架摆放在地面上。

规范文字视不同场所而定，并增加本单位落款。

1. 室内外禁止吸烟场所:本场所室内外全面禁止吸烟，落款

为本单位的全称或规范性简称。

2. 室内区域禁止吸烟场所:本场所室内全面禁止吸烟，吸烟

请至室外吸烟区(标注室外吸烟区的位置) ，落款为本单位的全称

或规范性简称。

3. 控制吸烟场所:本场所室内(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

吸烟请至吸烟区(标注吸烟区的位置) ，落款为本单位的全称或规

范性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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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

本场所皇内
{除吸烟区外}
全面禁止吸烟.
吸烟情至吸烟区

{位置}

����

本场所室内外
全面禁止吸烟

山"向...⋯局.鑫肉........ I瞄...'"‘
.归'-惆3驾!...."讪雹叫u.川..旷阳怕叩 r..‘--， ，山且阳.-，唰叩 B

田叫‘刷~雹..-叫..嘘叩u....•.•，..��酬 I H"" ，.a!‘勘a魁岛，.冒..附m‘.，冒2时...."叩ι' 咀 r" 略酣，"呻‘"唰'剧咀‘刷11，......嗣.嗡.ur
.盹.饵帕.，叩叩铿""川‘"制m兔u.川..川叩'揭叩‘剧. .u叫瞄m缸..町‘咱.吨..时 T 叫川"盹"叩_.川‘...川‘"响叫..川.阳叫"吼也

;同ijill饵忖 iZ
⑧ 11 !直 回l

..
「二、 J

ν~二V" 、---"

不锈钢框架

画面 8O'12Ocm
户外写真

不锈钢框架

画面30'4ωn
户外写真

不锈钢框架

画面40叹lcm
户外写真

(四)吸烟室或吸烟区警语

吸烟室或吸烟区外必须有明显的"吸烟室(区)"标志，视吸烟

室或吸烟区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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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区
Smo!dng Area

II ;!，...t;:" 缸 ".11"勇军..军.斗~，俨军事"酬..".，阳-.-咆M阁..享.，峙~--幅~.
H 毡，~..:l~.tl"'.~

F缸"

吸烟区
Smoking Area

LJumZE 句..11" I'l~!t~"1IlI:;I:.'.ll咽'pc". .T.~J⋯!，"S.惜��
--.."镜'叮回回陶嘀句"、'"""唁何回「哀鸣'8t!lJ刊也

阳

在吸烟室或吸烟区内部张贴吸烟危害的警语，并配以警示图

形或海报。警语文字范例如下:

1. 吸烟可导致多种恶性肿瘤，包括肺癌、口腔癌、鼻咽部恶性

肿瘤、喉癌、食管癌、胃癌、肝癌、膜腺癌、肾癌、膀肮癌、官颈癌、结

肠直肠癌、乳腺癌和急性白血病。

2. 吸烟可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青少年哮喘，增
加呼吸道感染的发病和肺结核患病及死亡的风险。

3. 吸烟可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和外用动脉疾病，可导致 2 型糖

尿病，并增加其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生二手烟暴露可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乳腺癌、鼻窦癌，

还可导致急慢性呼吸道症状、肺功能下降、支气管哮喘和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

5. 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婴儿猝死综

合征、早产、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和唇腾裂。儿童暴露于二手烟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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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支气管哮喘、肺功能下降和中耳炎。

6. 戒烟可显著降低吸烟者肺癌、冠心病、慢阻肺等多种疾病

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延缓疾病进展，改善预后。全国戒烟热线电话

为 4∞8885531 ，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电话为 12320 。
更多警语，可参照《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H国卫办宣传函

(2013)142 号)。
(五)烟草销售场所控烟警示标志

烟草销售场所必须在醒目的位置张贴或在拒台醒目的位置摆

放"禁止向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监督电话 :88888888
(Prohibit The Sale Of Tobacco Products '1'0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8.Hotline :88888888) "的警示标志，并增加相关主管部门落款。

h

��

"唱唱鸭..， uu........... ⋯⋯ w
h ⋯⋯"町⋯ .1.-⋯}⋯⋯._......._.a⋯.⋯---_...啊~.....�.⋯.‘... 'U，"，⋯，....u.....

..-山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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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阳.叫川⋯�四.~⋯'一.._'....-甲、

怕 H 帽⋯"町-旷.伽"叫"町.-，叩田"峙蜘}叫H 句...，吵...「咀...��������.且u寝...、、嗣.俨...tU盹t.U"蜻....炯..醉..崎噬宦

Ñ.杀禁止向 18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川."山川门.....1
'CY 烟草制品监督电话: 88888888

JιL3 ⋯ ..u...，....旧叩⋯H血aλ
...食帽w胃..司啊..唾姐'IfI{". J:"⋯篝H鱼川⋯先H川.!!.鱼'叩叫p闸⋯峭叩咽h⋯ h抽⋯.0α.-甲⋯.. .
⋯⋯阳⋯⋯'⋯⋯⋯.⋯...⋯亨"叩镰H衡吁⋯町⋯--阳町帽旷a呐
.咱吁咱...俨 a鑫:u.e"勤..鱼呈圄喻禽 r 剧，协饵J扁龟.啃剪"采H良咀'‘旷1".，.唔.-、..阳"，鑫..忡咿."掬幅.~:.啊:'.t'lJl睛.嗣邑...附嗣刷，掬，..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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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禁烟标志上的监督电话为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控烟工作

办公室电话。禁烟标志规格不得小于本规范中规定的尺寸。

二、张财规范

(一H条例》规定的禁止吸烟场所中室内外区域禁烟的场所，
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儿童福利院、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

心、妇幼保健院和儿童医院，必须在机构和建筑物入口处张贴或摆

放符合标准的禁止吸烟标志，告知机构内所有室内外区域全面禁

烟。

(二H条例》规定的禁止吸烟场所中室内区域禁烟的场所，包
括除上述外的其他各类学校和医院室内区域;各类公共文化场馆

体育场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室内会议室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室

内区域;公用事业、金融机构的室内营业区域;公共交通工具内部

及售票室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电梯内部等，必须在机构和建筑物

入口处张贴或摆放符合标准的禁止吸烟标志，告知机构内所有室

内区域全面禁烟，并指明室外吸烟区的位置。

(三H条例》规定的控制吸烟场所，包括歌舞厅、游艺室等娱
乐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的等候区域等，必须在机构和建筑物入口

处张贴或摆放符合标准的禁止吸烟标志，告知机构内除吸烟区外，

所有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四)室内禁止吸烟标志必须张贴在显著位置，并且张贴平

整、整洁。面积在 30 平方米及以下的室内场所至少张贴 1 张标

志，面积在30 平方米以上 l∞平方米以下的室内场所至少张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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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禁烟标志， 1∞平方米及以上 -21∞平方米以下的室内场所

至少张贴 4-6 张禁烟标志，2∞平方米及以上的室内场所张贴 6-

8 张禁烟标志。

(五)无论是室外或室内吸烟区(室)必须在醒目位置张贴吸

烟区(室)标志，在机构入口处必须指明吸烟区(室)所在位置。在

吸烟区(室)内部必须张贴吸烟具体危害的警示标志。

(六)张贴的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志必须距离地面 150 -

180cm。
参照式样可在 http:// 川 v.jswst. gov. cnl 网站上免费下载，各

单位显著位置处张贴和摆放的标志应参照本规范式样设计制作，

其他区域可根据实际环境设计制作，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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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控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一、中国吸烟人数超过 3 亿，约有 7.4 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

烟暴露的危害。

二、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逾 100 万，超过结核病、艾

滋病和症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

三、现在吸烟者中将来会有一半因吸烟而提早死亡，吸烟者

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至少 10 年。

四、烟草烟雾至少含有 69种致癌物。
五、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可导致烟草依赖，烟草依赖是一种

慢性成瘾性疾病。

六、吸烟及二手烟暴露均严重危害健康，即使吸入少量烟草

烟雾也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七、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平，室内完全禁止吸烟是避免危

害的唯一有效方法。

八、在室内设置吸烟区(室)、安装通风换气设施等均不能

避免二手烟暴露的危害。

九、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即有害健康。

十、"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

反而容易诱导吸烟，影响吸烟者戒烟。

一 20 一



十一、吸烟可以导致多种恶性肿瘤，包括肺癌、口腔癌、鼻

咽部恶性肿瘤、喉癌、食管癌、胃癌、肝癌、膜腺癌、肾癌、膀

肮癌、官颈癌、结肠直肠癌、乳腺癌和急性白血病等。

十二、吸烟可以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青少年

哮喘，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发病风险。

十三、吸烟可以增加肺结核患病和死亡的风险。

十四、吸烟可以导致冠心病、脑丰中和外周动脉疾病。

十五、男性吸烟可以导致勃起功能障碍。

十六、女性吸烟可以导致受孕几率降低、流产、死胎、早产、

婴儿低出生体重，增加婴儿猝死综合征的发生风险。

十七、吸烟可以导致 2 型糖尿病，增加其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十八、吸烟可以导致牙周炎、白内障、手术后伤口愈合不良、

皮肤老化、老年痴呆、绝经后女性骨密度降低和消化道溃痪。

十九、二手烟暴露可以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乳腺癌、

鼻窦癌。

二十、二手烟暴露可以导致成年人急慢性呼吸道症状、肺功

能下降、支气管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二十一、孕妇暴露于二手烟可以导致婴儿出生体重降低、婴

儿猝死综合征、早产、新生儿神经管畸形和唇膊裂。

二十二、二手烟暴露可导致儿童支气管哮喘、肺功能下降和

中耳炎。

二十三、戒烟是降低吸烟危害的唯一方法，戒烟越早越好，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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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吸烟者肺癌、冠心病、慢阻肺等

多种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延缓上述疾病的进展，并改善预后。

二十五、吸烟的女性在娃振前或娃娱早期戒烟，可以降低早

产、胎儿生长受限、新生儿低出生体重等多种问题的发生风险。

二十六、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不适症状，必要时可

依靠专业化的戒烟治疗。

二十七、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

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二十八、吸烟者应当积极戒烟，吸烟者本人的戒烟意愿是成

功戒烟的基础。

二十九、戒烟门诊可向吸烟者提供专业戒熠治疗。

三十、全国戒烟热线电话为 400 888 5531，公共卫生服务热

线电话为 1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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