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更健康的明天
创建无烟企业

 

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危害

促进吸烟者戒烟



中国

截至2015年9月，6座中国城市的240余
家企业参与了无烟城市共创无烟企业项
目，包括以下获奖企业：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

杭州

克拉玛依  

青岛

唐山

长春

创建更健康的工作场所
艾默瑞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中国控烟伙伴项目（GHI-CTP），与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中国新探

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于2014年4月启动了无烟城市共创无烟企业

项目。本项目的目标是保护非吸烟员工免受工作场所的二手烟草烟雾

暴露，以及帮助吸烟员工戒烟。

根据当地政府对控烟工作和无烟政策的支持力度、地方项目实施团队

的能力以及与有影响力的领导间的合作关系，本项目选取了六座城

市。此外，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对

本项目给予了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之中，鞍山、长春、杭州、克拉玛

依、青岛和唐山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此，我们突出表彰各城市所

取得的成绩，并且重点介绍各城市创建无烟企业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

果而采用的关键策略。各城市的项目团队都致力于以下四项主要工作

以达到项目目标：

除了分享各项目城市的成果之外，我们还在此突出表彰无烟城市优秀

无烟企业奖的获奖单位。获奖单位分为以下四类： 

 • 最佳无烟企业奖企业 

 • 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企业

 • 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企业 

 • 最佳戒烟支持奖企业 

所有获奖企业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为员工创造健康、无烟的

工作环境，以及为吸烟员工提供戒烟支持。 

 

 

中国控烟伙伴项目                     

无烟城市共创无烟企业项目

启动会暨研讨会

中国，青岛 – 2014年4月

 • 企业招募——募集本地企业加入本项目，并 

  且 争 取 这 些 企 业 的 领 导 和 员 工 对 控 烟 工 

  作的支持。截至2015年9月，本项目已经招 

  募了240余家企业，总计超过40万名员工。

 • 技术支持——向企业领导提供培训、宣传材 

  料和技术支持，指导他们的控烟工作。

 • 媒体宣传——争取当地的媒体，推广和宣传 

  无烟企业项目工作，介绍企业领导、管理层 

  和员工所取得的成绩。 

 • 项目评估——持续督导项目工作所取得的成 

  绩，并且在可以改善项目成果的前提下，对 

  项目措施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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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坐落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主要钢铁冶炼生产中心。如今，鞍山市的
360万名市民逐渐了解到另一个领域的工作——创建无烟工作场所和无烟公共
场所。 

鞍山市无烟企业项目团队与鞍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合作，向控烟工作提供
支持。鞍山市项目成功的因素包括：争取鞍山市爱卫办领导的支持，通过下发
政府官方文件，推动鞍山市无烟企业创建工作。此外，项目团队还致力于促进
无烟企业项目的实施与鞍山市全国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相结合。

项目团队还关注于将控烟工作推广到企业和社区。项目组举办了大型控烟活
动，并邀请到副市长和其他政府高层领导出席。该活动也吸引了企业代表、新
闻媒体、卫生领域领导、控烟形象大使和鞍山市卫生监管部门的关注。此外，
项目团队还在世界无烟日期间召开了优秀无烟企业表彰会议，副市长出席了此
次会议，并且知名企业的领导也分享了他们公司的控烟经验。鞍山市团队的主
要项目策略包括：

 • 争取各级政府和企业部门的领导支持，确保合作及可持续性。

 • 鼓励知名无烟企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指导其它企业开展无烟单位 
  创建工作。

 •有效的利用媒体平台。项目团队在鞍山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官 
  方网站上开辟了无烟企业专栏，并且在《鞍山健康报》上发表了控 
  烟通讯。

“作为一家大型企业，我们
深知企业需要一个全面综合
的控烟政策，包括有效的宣
传、员工教育、持续的检查
和奖惩制度。我们非常高兴
成为为员工创建无烟环境的
领先企业 。”

刘德进 
董事长，中国三冶集团有
限公司

鞍山

24
所企业

27486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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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无烟企业奖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

作为鞍山钢铁集团的分部之一，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拥有3600多名员工，其中将近2700人吸烟。公司在2014年3月正
式发布了室内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并且将控烟工作与员工培训、宣传和考核相结合。如今，无烟工作场所政策的执行已
成为员工绩效考核的常规指标，企业领导也通过日常宣传活动不断强化控烟信息，例如组织员工清理厂区的烟头烟蒂。自
从全面控烟措施实施以来，已经有将近200员工成功戒烟。

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的7000名员
工如今在全面无烟的环境中工作，无
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公司无烟政策于
2014年底正式实施，三冶集团通过
遍布工作场所的电子屏幕循环播放，
将无烟政策通知传达给员工。此外，
还通过视频和公益广告来强化无烟企
业的宣传教育工作。公司培训人员为
员工提供控烟会议和培训，并且在公
共场所张贴禁烟标识。指定的控烟监
督员也每天对重点公共场所进行两次
检查，违反无烟规定的员工将罚款50
元。

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
大商集团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无烟政策覆盖大商集团鞍山商业投资
有限公司的所有室内区域。公司重
视并努力将无烟政策传达给262名员
工，为此公司采取了召开员工会议、
张贴海报、邀请专家进行培训和讲
座、以及举办控烟知识竞赛等措施。
公司无烟工作场所政策的执行计划包
括设立控烟监督员，每天对重点公共
场所进行检查，并且作为补充措施还
进行不定期检查。公司定期和员工及
其家属进行通话，为他们戒烟提供鼓
励。成功戒烟的员工会得到奖励，而
抓到吸烟的员工会被劝阻或罚款。  

最佳戒烟支持奖
鞍山市房产立山总公司

鞍山市房产立山总公司的199名员工
在无烟政策覆盖的环境中工作。公司
管理层在控烟工作中发挥了明显的带
头作用：公司的五名最高层领导中，
三位已经成功戒烟。公司要求有戒烟
意愿的员工签署戒烟承诺书，并且召
开戒烟讨论会，让员工相互交流戒
烟经验并互相鼓励。公司邀请了相关
领域专家提供戒烟课程和现场咨询服
务，并且定期出资举办戒烟活动，鼓
励吸烟员工及其家属进行戒烟。成功
戒烟的员工将获得奖励，而继续在工
作场所吸烟的员工将处以500元罚款
并通知其领导。自从加入无烟企业项
目以来，大约90名吸烟员工尝试过
戒烟。

获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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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坐落于中国东部，是浙江省省会及最大的城市。杭州市以自然风光闻名
遐迩，每年都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杭州市目前正在为620万名市民的健康
开展一项规划——与多个部门合作共创无烟工作场所。

杭州市无烟企业项目团队的牵头单位是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团队与
多个部门达成合作，包括杭州市总工会、杭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杭州市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杭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以及当地媒体单位。

杭州市项目团队成功地招募到93家企业，总计超过18万名员工加入无烟企业项
目规划。杭州市通过“三管齐下”的招募方式，即与三种类型的部门合作开展
招募企业工作，取得了项目成功：

• 政府部门——卫生办、爱卫办、市政府机关
• 企业部门
• 技术支持部门，如疾控中心

为了分享控烟知识和控烟技巧，项目团队与杭州市健康城市建设指导中心合
作，获益颇丰。杭州市健康城市建设指导中心与政府部门就无烟企业项目规划
进行协调，推动项目进展并提供无烟培训课程。项目团队还组织了多次控烟教
育活动，其中包括无烟企业经验交流会，表现优异的企业在会议上分享他们的
成功经验。

回顾无烟企业项目规划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功，杭州市疾控中心除了强调众多项
目合作伙伴部门的重要性之外，还包括以下方面：

 • 利用杭州市“创建百家无烟单位”宣传教育活动的契机，招募企业 
  加入无烟工作场所项目。

 • 发布了有关创建无烟企业的政府官方文件。

 • 在杭州市总工会的支持下，重点招募具有影响力的大型和中型 
  企业。

“阿里巴巴公司是在杭
州率先实行了室内工作
场所全面无烟的大型公
司之一。阿里巴巴制定
了严格的制度，为其他
企业特别是电商企业树
立了良好模范。”

姜垣 
控烟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杭州

93
所企业

182104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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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无烟企业奖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集团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并且公司的35000名员工也在引领整个杭州市的控烟工作。阿里巴巴的无烟
工作场所政策禁止室内吸烟，并且禁止在指定吸烟区之外的室外场所吸烟。公司领导对控烟工作表示大力支持，并且要求
所有员工都遵守无烟工作场所政策。无烟标识在公司内部随处可见，员工在阿里巴巴内部员工网站上分享禁烟信息。公司
每天在公共场所进行控烟检查，违反规定的员工将在员工例会上予以通报批评。多次违反规定的员工可能会丧失晋升的机
会及扣除奖金。 

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是最早开
展控烟工作的领导企业之一。公司的
禁烟政策覆盖了企业所有设施的室内
区域，仅有指定的室外吸烟区允许吸
烟。为了将无烟工作场所政策传达给
员工，公司张贴了大量的禁烟标识，
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等渠道教育员
工关于吸烟的危害。控烟监督员每天
进行例行检查，并且公司制定了完整
的奖励和惩罚措施，鼓励吸烟员工戒
烟。由于公司无烟政策的有效实施机
制，不吸烟已经变成公司企业文化的
一部分。同时，无烟文化也促使吸烟
员工戒烟。  

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
浙江外婆家餐饮连锁机构

外婆家餐饮连锁机构规定，1600名
员工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并且必须
对吸烟的客人进行。外婆家员工在
入职培训时，即被明确告知公司的无
烟规定。外婆家还拍摄了一部微电
影——《烟缘》，讲述了一名外婆家
员工成长为控烟监督员的经历。外婆
家还为顾客提供了奖励，支持外婆家
控烟工作的顾客将被赠予免费的健康
菜。鉴于中国吸烟与饮食之间长久的
文化联系，外婆家餐饮连锁机构的成
功和广受欢迎，以及控烟政策都具有
示范意义。 

最佳戒烟支持奖
GE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

GE通用电气能源有限公司制定了员
工健康框架规定，其中包括面向杭州
市550余名员工的戒烟措施、评估标
准和资金支持。公司的无烟工作场
所政策包括禁止在生产区域内任何场
所以及公司车辆内部吸烟。企业领导
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员工教育，包括邮
件通知、员工例会、公司内部LED屏
幕播报、医生提供现场培训等。公司
的戒烟支持措施包括成立由人力资源
牵头的控烟委员会，专门负责戒烟
工作的顺利实施。公司还提供了戒
烟口香糖、尼古丁替代治疗以及800
元的成功戒烟奖励。GE通用电气能
源有限公司的戒烟措施取得了显著
成效，127名加入戒烟项目的员工之
中，30名员工成功戒烟，尚未戒烟
成功的大部分员工的吸烟量也减少了
62%。

获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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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市坐落于中国西北部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拥有39万多人口。该市是
国家建设健康城市确定的六个示范城市之一。克拉玛依市无烟企业项目团队致
力于在全市范围内创建无烟工作场所，并与克拉玛依市总工会和克拉玛依市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达成合作关系。

项目团队与克拉玛依市总工会就无烟企业项目目标达成正式合作协议，合作完
成了招募企业的目标。克拉玛依项目团队通过对企业领导的培训，加强能力建
设，鼓励政府领导和部门加入到无烟工作中。
   
克拉玛依市项目团队通过发放无烟企业建设材料和戒烟相关材料，来推广和促
进无烟企业项目规划，此外还通过一些目标性明确的措施，例如克拉玛依市总
工会网站提供控烟相关材料下载，与媒体达成合作关系对无烟企业项目进展进
行宣传报道。

目前克拉玛依招募了将近60所企业加入无烟单位创建工作，总计45588名员
工。项目团队取得的成功与下列策略密不可分：

 • 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倡导政府机构成为无烟环境的领 
  导者。

 • 将无烟企业创建工作与克拉玛依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全国 
  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有机结合。

 • 举办无烟企业经验交流会，促进无烟企业项目工作。

最佳无烟企业奖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热电厂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热电厂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创建无烟环境，禁止1200余名员工在公司的任何场所吸烟。企业管
理层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员工控烟会议、每周检查以及控烟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公司邀请控烟专家为员工提供戒烟课程，
此外公司还对员工使用戒烟药物提供补贴。最重要的是，企业强调员工的个人选择：被发现在工作场所吸烟的员工会被处
以罚款，而成功戒烟的员工将获得奖励。

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风城油田

作业区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风城油田作业
区制定了面向2700余名员工的无烟
工作场所政策。将无烟政策有效传达
给员工是至关重要的，风城油田作业
区通过召开会议、提供员工培训、在
办公场所和生产区域张贴禁烟标识、
以及邀请克拉玛依市疾控中心专家提
供健康教育讲座，确保员工知晓无烟
企业政策。此外，公司还利用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加强对员工的控烟宣传。
企业领导亲自戒烟，对无烟企业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值得关注的
是，如今“控烟已经基本成为风城油
田作业区的企业文化”。

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

术研究院

尽管对研究院的500余名员工进行禁
烟宣传教育非常重要，然而详尽的控
烟执行计划帮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
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的室内无烟政策
的成功开展。工程技术研究院规定了
特定的控烟监督员和负责区域进行每
周检查，并且违反无烟规定的员工、
相关部门领导、客户和所属部门都将
被给予通报批评和罚款。相反，企业
通过戒烟课程培训和戒烟咨询帮助员
工戒烟，并对成功戒烟的员工给予奖
励。 

最佳戒烟支持奖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3500多名员工，他们在控烟
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自从加
入无烟企业项目以来，公司320名吸
烟员工大约有170人（53%）成功戒
烟。该公司的室内场所全面禁烟，并
且向员工提供的戒烟相关活动包括
邀请相关专家，向员工提供戒烟课程
和现场咨询。该公司为员工及其家人
安排相关活动，鼓励他们戒烟。同时
介绍有戒烟意愿的吸烟员工到相应戒
烟诊所。该公司持续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包括员工培训、发放宣传教育材
料、“世界无烟日”宣传板报比赛活
动等，强化对员工的无烟信息。 

获奖企业克拉玛依  

59
所企业

45588
名员工

“我们公司见证了对吸
烟态度的变化。如今，
不吸烟成为了我们的企
业文化。我们相互鼓励
戒烟，并向成功戒烟的
同事表示祝贺。”

王鑫
党 委 副 书 记 、 纪 委 书
记、工会主席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风城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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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870万市民的健康水
平。青岛市获得了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健康城市最佳实践奖，反映了
青岛市在实施城市范围控烟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青岛市无烟企业项目拓宽
了控烟领域，同时将控烟工作集中到青岛市工作场所。

青岛市无烟工作场所工作的牵头单位是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与多部门
达成合作关系：青岛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以及青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这些合作部门在招募无烟企业
和协调项目活动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青岛市项目团队在项目伊始就制定了无烟企业标准和项目实施计划。青岛市爱
卫办也下发了正式的政府文件，向全市公开招募企业参与项目。同时，对企业
领导层进行了控烟培训。项目团队还鼓励企业领导分享他们在创建无烟工作场
所过程中的经验体会。除此之外，项目组还组织企业领导去模范无烟工作场所
进行了一次现场考察。 

青岛市招募了48家企业共计47000余名员工，促使无烟企业项目获得了成功。
青岛市项目团队介绍了以下几点取得成功的因素：

 • 与多家政府部门和私立企业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企业招募的力 
  度并扩大信息和最佳实践措施的宣传。

 •充分利用媒体，推广无烟企业项目。

 • 以全国卫生城市复审为契机，督导无烟企业创建工作。

青岛

48
所企业

47583
名员工

“无烟企业已经成为我
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现
在我们的员工不吸烟，
并 且 互 相 劝 阻 不 要 吸
烟。”

梁春光
人力资源与管理部主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五厂

10

最佳无烟企业奖
青岛市交通运输集团

青岛市交通运输集团自2014年9月起，实施一项面向17000名员工的无烟工作场所政策。公司管理层首先鼓励员工学习新颁
布的禁烟规定，然后组织开展培训，向员工宣传吸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公司专门指定了一名领导负责控烟工作，并且安排
控烟监督员定期检查室内和室外吸烟情况。禁烟标识覆盖了整个工作场所，随处可见，并且设置了摄像头监控政策遵守情
况。青岛市交通运输集团还参加了公益活动，将他们的车辆变成移动控烟课堂。

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

五厂

青岛啤酒公司及其主要产品——青岛
啤酒，享誉海内外。工厂 的569名员
工实行了禁止在厂区室内和室外任何
场所吸烟的无烟政策。为了推进控烟
工作，企业领导通过内部宣传途径，
如网站和新闻通讯等将无烟政策传达
至员工，并教育员工关于吸烟和二手
烟的危害。企业领导还制作了控烟宣
传视频，并且定期在职工餐厅播放。
控烟监督员每周对工厂进行一次检
查，违反企业无烟规定的员工将罚款
100元。公司还为吸烟员工提供了戒
烟课程，成功戒烟的员工也将获得表
彰。

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
青岛太平人寿保险公司

作为青岛市控烟工作的领军企业，青
岛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投资100多万元
人民币支持青岛市控烟项目。公司的
429名员工同样在无烟企业项目中获
益匪浅，据报告，60%的吸烟者已经
戒烟。公司的控烟规定包括引人注目
的控烟通讯、定期检查和突击检查相
结合、以及持续的健康促进讲座。公
司管理层邀请相关专家提供戒烟课程
和咨询服务，同时还向成功戒烟的员
工提供物质奖励。员工在每年体检后
接受健康教育课程，并且参与每个季
度的宣传活动以及世界无烟日控烟活
动。除了工作场所的控烟工作之外，
青岛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还鼓励客户也
加入到控烟行列中来，不吸烟客户的
保险费将会降低。

最佳戒烟支持奖
青岛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

青岛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在开展无烟
工作场所项目的过程中，发起了员
工自愿参加的戒烟挑战活动。公司的
400名员工可以签署承诺书报名参与
活动，承诺戒烟并每三个月通过尿样
尼古丁和可替宁含量的检测，来检
验戒烟情况。公司设立了正面奖励
制度，奖励短期戒烟成功的员工500
元。迄今为止，公司的400名员工中
已经有100多人签署承诺书，并承诺
戒烟。公司提供员工教育、戒烟课程
和戒烟药物，帮助员工进行戒烟。成
功戒烟的员工将获得公司表彰，并且
公司设立了控烟监督员来监督员工行
为。 

获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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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位于中国北方，拥有700多万人口，是中国的工业重地。唐山市无烟企
业项目团队与唐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唐山市总工会合作，带领唐山市企
业开展控烟项目。

唐山市通过与相关部门合作以及特定的媒体宣传，招募企业参与无烟企业项
目。其中，与地方电视台合作制作的一则公益广告还获得了中国国家卫生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的奖项。唐山市的招募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果，目前有18家企业参
与项目，共计99315名员工。

唐山市项目团队还关注与当地企业的交流和教育工作。项目团队定期进行实地
考察，举办研讨会以加强合作、普及控烟知识和强化领导力建设。此外，项目
团队还定期召开项目促进会议和经验交流会议，并邀请企业领导和工会代表出
席。 

唐山市项目团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

 • 利用唐山市总工会的“健康企业项目”，实施无烟城市共创无烟企 
  业项目。

 • 充分利用媒体宣传，提高公众对无烟企业的认可程度，并招募更多 
  的企业参与本项目。

 • 对参与项目的企业实施督导和评估，帮助这些企业成功创建无烟工 
  作场所。

唐山

18
所企业

99315
名员工

“我们制定了科学和标
准的控烟系统，覆盖了
公司的所有区域。我们
修 订 了 公 司 的 管 理 政
策 、 政 策 实 施 系 统 制
定、奖励、员工教育、
科室目标以及绩效评估
方式，将无烟工作场所
的承诺纳入到公司体系
之中。”

梁文平
副 总 经 理 ， 开 滦 （ 集
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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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无烟企业奖
开滦（集团）有限公司

开滦集团公司制定了详尽的控烟措施，并取得了有事实根据的、可量化的结果。企业的1128名员工现在享受100%无烟的室
内和室外工作场所。无烟工作场所政策的宣传随处可见且从不间断。自无烟政策正式生效之日起，员工收到了关于政策的
通知卡片，公司在网站和社交媒体强化控烟政策宣传，在员工会议上讨论控烟相关事宜，禁烟标识也张贴在工作场所的醒
目位置。无烟政策的执行分为两个方面：非吸烟员工及其科室的绩效考核分数和奖金高，吸烟员工及其领导将面临罚款并
扣除年终奖金。 

最佳无烟政策实施奖
开滦唐山矿业分公司

自2014年4月起，面向开滦唐山矿业
分公司的5639名员工的无烟工作场
所政策正式生效实施。公司通过张贴
海报、广播、召开员工会议、张贴标
识和召开员工会议，不遗余力的宣传
控烟政策和强化控烟信息。公司的控
烟项目还强调控烟宣传，并且设立了
帮助实施无烟政策的控烟监督员。控
烟监督员每半年进行一次专门培训，
他们利用详尽的奖惩机制来促进无烟
工作场所政策的落实。有效的戒烟支
持也强化了控烟工作的效果，包括现
场咨询服务和戒烟药物补贴。 

最佳无烟政策执行奖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15000名员工将企业的无烟工作推
进到新的高度。员工禁止在室内场所
吸烟，并且必须劝阻顾客在商场室内
区域吸烟。唐山百货大楼的执行活动
包括奖励成功戒烟的员工200元，相
对应的是被抓住吸烟的员工罚款300
元。此外，吸烟员工的所属单位也将
受到惩罚，罚款会根据特定地点而指
数型增长，例如防火区域。公司每天
都会进行控烟监督，并且鼓励员工在
早班会上分享吸烟危害的个人经历和
体会。公司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控烟活
动，并且鼓励员工与其家人和朋友分
享控烟知识。

最佳戒烟支持奖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1654名员工按
照具体计划，开展“唐山市自来水公
司创建无烟企业项目”。公司的控烟
项目包括由唐山市健康教育所的控烟
专家培训和宣传教育。企业管理层，
包括公司工会主席李志高通过带头戒
烟并鼓励他人戒烟，为项目提供了极
大的支持。唐山市自来水公司高度重
视戒烟支持工作，为员工提供了现场
戒烟咨询、开展戒烟活动鼓励员工戒
烟、并且提供奖励表彰戒烟成功的员
工。自从加入控烟项目以来，已经有
38名员工成功戒烟。

获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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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长春市一直致力于面向760万市民的健康促进工作，并且在2013年
颁布了覆盖全市范围的全面公共场所无烟政策。在无烟企业项目规划的指导
下，长春市工作场所目前也在致力于创建健康的工作环境。

在长春市卫生局的支持下，长春市健康教育所开展实施无烟工作场所项目。项
目团队注重强化与企业高层之间的个人关系建设，来获取企业支持并招募其加
入无烟企业项目。

企业加入项目之后，项目组指导企业制定无烟工作场所政策，并且向企业领导
层提供控烟相关培训。项目团队向企业发放了禁烟标识、宣传册和其它宣传材
料，帮助企业宣传无烟信息。项目团队还积极推广戒烟俱乐部，企业员工可以
通过热门社交媒体，如微信和QQ等进行注册。 

长春市项目团队还利用世界无烟日的契机，与多个卫生部门合作，包括长春市
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长春市控烟协会以及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办
了以创办无烟企业和戒烟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项目团队还为该活动制作了控烟
宣传主题曲。  

长春市招募到了16000余名员工共同创建无烟企业。项目团队的成功要素包括
以下方面：

 • 与企业领导建立紧密联系，支持控烟工作。

 • 通过现场控烟讲座，对员工直接开展培训。

 • 将控烟工作纳入到健康教育的范畴。

“我们公司已将无烟规定纳入员工招
募 的 要 求 。 当 招 募 新 员 工 和 进 行 绩
效考核时，我们考虑其吸烟状况，控
烟已经包括在新员工入职培训计划之
中。”

王献红
副总经理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企业

最佳无烟企业奖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 

作为世界一流的客运铁路和城
市轨道车辆研发、制造和出口
基地，中国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13000余名员工目
前在无烟工作场所中工作。公
司的所有场所都禁止吸烟，并
且企业无烟政策目前已经促使
270名员工成功戒烟。公司的
无烟政策一开始就通过公司的
媒体中心，包括电视和报纸传
达给员工，并且关于无烟政策
的标识在公司内也随处可见。
长春市健康教育所为所有员工
提供了健康教育培训，员工在
戒烟方面也获得了帮助，如戒
烟课程、戒烟药物补贴，另外
成 功 戒 烟 的 员 工 还 会 获 得 奖
励。

长春

2
所企业

16887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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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焦总厂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线材厂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中厚板厂
* 鞍钢集团朝阳鞍凌钢铁有限公司钢轧厂
* 鞍钢集团东鞍山烧结厂
* 鞍钢集团房产物业公司
* 鞍钢集团公司劳动卫生研究所
*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弓长岭井下铁矿
* 鞍钢集团矿渣开发公司
 鞍山博亿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鞍山晟展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 鞍山市电影公司
** 鞍山市房产立山总公司
 鞍山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通卡公司充值中心
* 鞍山市嘉恒房产面积测绘中心
 鞍山顺丰制衣有限公司
* 鞍山置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 大商集团鞍山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 亚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

长春 
*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卡车厂
** 中国中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 
** 阿里巴巴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达利（中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公司杭州文晖路证券营业部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GE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萧山供电公司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阿福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奥航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城市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顶仁乐购超市有限公司
 杭州东箭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方回春堂国药馆有限公司
 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港大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区（滨江）水务有限公司
 杭州杭千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杭星气体有限公司
 杭州杭甬运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杭州河合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鸿程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泓锋置地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华星轴承有限公司
 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杰丰服装有限公司
* 杭州金鱼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经济开发区高教保洁有限公司
 杭州科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坤和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 杭州龙山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南海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秋意浓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日铁住金排气装置有限公司
 杭州三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 杭州三台山庄
 杭州生达轴承有限公司
 杭州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杭州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四季青苏杭服装市场有限公司
 杭州天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天天物美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绝缘材料厂
 杭州下沙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杭州下沙商贸城
 杭州下沙新城医院

* 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阳光涂料有限公司
 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鑫溢制衣有限公司
 杭州颖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油漆有限公司
 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月星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卓达染整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三星半导体（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集成电路研究开发分 
 公司
 圣奥集团有限公司
 万事利集团
* 万向集团公司
* 网易杭州研发中心
 沃尔玛华东百货有限公司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奥展实业有限公司
* 浙江杭钢动力有限公司
 浙江和田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锦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理想连线联合工会委员会
 浙江名莎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南源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轻机实业有限公司
*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新华书店
** 浙江外婆家餐饮连锁机构
 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意森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永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 中节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
 独山子蓝德精细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山子润滑油厂
 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克拉玛依安泰炼化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博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红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融汇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赛诺乳头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市电信公司
 克拉玛依市供电公司
 克拉玛依石化公司热电厂
 克拉玛依市客运公司
 克拉玛依市荣昌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市三达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市鑫塔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市泽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汇源城
 克拉玛依苏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通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克拉玛依新港公司
 克拉玛依油建公司
 克拉玛依油气储运公司
 克拉玛依钻井公司信息服务中心
 西部钻探固井压裂工程公司
 西部钻探克拉玛依录井工程公司
 西气东输二线输气分公司及检维修中心
**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新疆红山涂料有限公司
 新疆寰球工程公司
* 新疆克拉玛依电厂
 新疆瑞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油田公司白碱滩物业管理公司
 新疆油田公司百口泉采油厂
 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
*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
* 新疆油田公司工贸工程公司
 新疆油田公司供热二分公司
* 新疆油田公司供热公司
* 新疆油田公司行政事务中心
 新疆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公司
* 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 新疆油田公司陆梁油田作业区
 新疆油田公司燃气公司
* 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
* 新疆油田公司数据公司

 新疆油田监理公司
 新疆油田勘察设计研究院
 新疆油田克拉玛依物业管理公司
* 新疆油田石西作业区
 新疆中太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克拉玛依石油支行
 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分公司热电厂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
 中国石油克拉玛依销售公司
 中国石油西北化工销售独山子分公司
**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
**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风城油田作业区
 
青岛 
 工业和信息化部青岛邮电疗养院
* 国家电网山东即墨市供电公司
 即墨市军队粮油供应站
 卡拉罗（中国）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技术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莱西市建筑总公司
* 青岛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春明调味品有限公司
* 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第二粮库
 青岛东晖国际酒店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鼎假日酒店
 青岛豪德博尔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红领服饰份有限公司
 青岛华山生化有限公司
* 青岛华世基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即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青岛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青岛朗讯科技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崂特啤酒有限公司
* 青岛乐金浪潮数字通信有限公司
 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
* 青岛利客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丽元整形美容医院
**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五厂
*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一厂
** 青岛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
 青岛润昊天然气有限公司浮山加气站
* 青岛三利集团
** 青岛市交通运输集团
 青岛双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四方大酒店有限公司
** 青岛太平人寿保险公司
* 青岛万达国际影城有限公司李沧店
* 青岛维客沧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青岛维客超市有限公司金水路店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维客集团崂山百货公司
 青岛香根温泉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鑫复盛餐饮有限公司
 青岛易特优电子有限公司
 青岛中苑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即墨国家粮食储备库
 山东三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武胜关度假酒店
 橡胶谷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物流中心青岛配送中心
 
唐山 
 河北大唐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开滦（集团）有限公司
** 开滦唐山矿业分公司
**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唐山公共交通总公司
 唐山鸿宴饭庄
* 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集团
* 唐山市爱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
* 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
 唐山中联耐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唐山分行
* 中国建设银行唐山分行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项目参与企业
截至2015年9月

**  获奖企业         *  申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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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致谢

无烟城市共创无烟企业项目团队 首席研究员，团队领导
鞍山 俞美蓉，王芳
长春 许兆瑞，聂英健
杭州 曹承建，俞锋
克拉玛依 王勇，王勇
青岛 李善鹏，綦斐
唐山 李建新，刘静

艾默瑞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乔治亚州立大学 
中国控烟伙伴项目团队
杰福瑞·考普兰博士（Dr. Jeffrey P. Koplan），帕美拉·瑞德曼 (Pamela Redmon)， 
迈克尔·埃里克森博士 (Dr. Michael Eriksen)，段一新，吴杰 (Jacob Wood)，段宗栓， 
李书阳 ， 印曈，卡丽安·康威 (Keriann Conway)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 王克安，吴宜群，赵璐，周丽娜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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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的所有发现和结论都属于原作者，不代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立场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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