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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孟加拉2009年平均卷烟消费税仅占平 

均卷烟零售价格的38%，而2010年也只占 

45%。这两个比例都远低于WHO所推荐的至少

占70%。因此，在孟加拉卷烟税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估算卷烟的需求价

格弹性以及提高卷烟税对孟加拉卷烟消费和税

收的影响。

方法   我们采用ITC孟加拉调查的第一轮

（2009）和第二轮调查（2010）数据，使用一

个包含两个部分的模型来估计价格改变对卷烟

需求的总影响。卷烟总价格弹性分为吸烟率总

弹性和基于吸烟参与程度的日均卷烟消费量弹

性两个部分。此价格弹性估计应用于模拟模型

中来预测当卷烟税和烟草价格增加后对卷烟消

费和税收的影响。

结果   模型估计的卷烟的需求价格弹性约为 

-0.49。其中，吸烟率的弹性占总价格弹性的

59%。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的卷烟消

费量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提高卷烟税有助于

卷烟消费的显著下降和税收收入的增加。

结论   通过提高卷烟税来提高卷烟价格将在孟

加拉形成一个“三赢”局面：减少卷烟消费

量，增加卷烟税收收入，并可能缓解社会经济

上的不平等。

前言
在世界范围内，烟草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

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孟加拉有4110万人使

用烟草，其中2090万人吸烟[1]。据估计每年有

57000人死于烟草使用[2]，然而这个数目在不远

的将来还将大幅攀升。由于其梨形的人口结构

（15岁以下的烟草使用者占全部烟草使用者的

1/3）[3]，普遍的贫困和缺乏教育（31.5%的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孟加拉的烟草消费

甚至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无论以

哪种标准来看，烟草使用已成为孟加拉人民的

身体健康和社会繁荣的巨大威胁，它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必须依靠有力的举措来缓解和避免。

孟加拉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烟草控制。它

是第一个签署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FCTC）的国家，也是首批 40个缔约国 

之一。孟加拉于2005年颁布了烟草控制法案

（TCA），并在2006年实行了相应的规章制

度。然而，由2009年度两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调查（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5] 和国际烟

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ITC）孟加拉调查[1]）提

供的最新证据显示，尽管颁布了TCA法案，孟

加拉的烟草消费在2004至2009的5年间依然持

续大幅增长。

在某种程度上，TCA法案之所以没能限制

孟加拉的烟草消费和流行，部分原因可能是由

于TCA法案中的非税收措施（例如禁止吸烟广

告和公共场所禁烟）的执行力度较低，以及警

示标识的相对低水平应用（依据最新的11条指

导方针，警示标识不应该仅有警示文字，还应

包括警示图片）。然而，提高烟草消费税已被

证明是总体减少烟草使用的一种有效手段[6]。

本文描述了ITC孟加拉调查组（2009年和2010
年）的调查结果。这些结果提供证据支持了通

过提高消费税来减少孟加拉卷烟消费的潜在有

效性。

为了研究卷烟税和卷烟价格增加对吸烟率

（是否吸烟）和吸烟量（吸烟者日均卷烟消费

量）的影响，我们估算了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

和收入弹性。通过这些结果，我们估算了提高

孟加拉卷烟税将造成的影响。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关注了孟加拉

的卷烟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响应。Ali等人使用

1983年至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算出卷烟

的价格弹性为-0.27（不显著），收入弹性为

0.62（显著）[7]。相似的，Guindon 等人使用

了1970年至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没有发现价格变化对卷烟需求有任何显著性的

影响[8]。Barkat 等人利用孟加拉1984年至200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到了卷烟负向显著的价

格弹性和正向显著的收入弹性[9]。这些研究在

估算中只考虑了价格和收入因素而忽略了其他

影响卷烟需求的因素的变化，缺乏个体水平横

向数据，因而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定局限性。

而且，这些研究无法区分卷烟价格对吸烟率和

吸烟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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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更高质量的数据和更完善的方法，估算了孟加

拉卷烟税和卷烟价格的提高对烟草消费的影响。本研究的初

步结果已作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工作论文发表[10,11]。

数据

ITC孟加拉调查始于2008年，是为了评估孟加拉烟草控

制立法的影响而建立。ITC孟加拉调查由孟加拉达卡大学经

济学系的调查员执行。所有调查员都经过事先培训。调查以

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并由孟加拉达卡大学经济学系和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的ITC项目组合作完成。

本文中的数据分别来自于2009年和2010年进行的第

一轮和第二轮调查。第一轮调查由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组成，其中有2510名成年吸烟者（包括吸卷烟者和吸Bidi
者）和2116名15岁及以上的成年非吸烟者。这些样本通过

多阶段分组抽样获取（在行政单位水平上，如县、分县和

村/区，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进行抽样）。这些受

访者作为一个同期组群，并于2010年再次列入随访调查。

其中，失访率为8.3%。

为了得到一个足够多的吸烟人群的样本，我们对吸烟者

进行了过度的抽样。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在抽样中我们只

考虑了卷烟吸烟者和非吸烟者，排除了吸Bidi者。最后我们

得到了包含8507个卷烟吸烟者或非吸烟者的完整样本，其

中卷烟吸烟者样本占了3652个。

孟加拉的卷烟税尚有充足的提升空间

目前，孟加拉的烟草税由两部分构成，它们都是在烟草

的生产层面予以征收的。这两个部分分别是占零售价格15%
的增值税（VAT）和一种消费税，其中消费税是一种按照零

售价的一定比例予以征收的附加税（SD），而这一比例依

10支装卷烟价格的不同而不同。卷烟按其价格被分为4个价

格等级，同一等级中的卷烟按零售价格的相同比例征收附加 

 

税（SD）。2009到2010年，四个等级的卷烟价格上

涨，每一等级的附加税（SD）也随之上涨了1%（见

表1）。然而，不同等级的价格范围是不连续的。两

个相邻价格等级之间的价格差显示在每个等级的下一

行，同时表格还包含了每个等级中报告了该等级价格

范围的吸烟者比例。鉴于吸烟者报告的卷烟价格大多

位于价格等级之间的中空带，为了计算平均附加税

（SD），每个价格等级的附加税率被用于充当位于该 

等级和更高一个等级之间中空带的附加税率（见表1最后一

列）。显然，把零售价格定在价格等级之间的中空带对于生

产者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他们可以以较高的零售价格销

售，却只需要按相对较低的税率纳税。如此，生产者享受着

更高价格带来的更大利润。

表2  2009–2010年卷烟价格、消费税、增值税 

和消费情况

详细说明 2009年 2010年

平均卷烟价格(2009 Taka 10支每包

的卷烟)
17.4 19.3

平均消费税率  
(%，占零售价的百分比)

37.9 45.1

增值税率 (%，占零售价的百分比) 15.0 15.0

平均每日吸烟数量 10.2 10.5

NB: 2010 价格以8%为贴现率，以适合2009–2010的通

货膨胀。

来源: ITC 孟加拉调查, 2009, 2010。
ITC, 国际烟草控制; VAT,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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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9–2010年每个卷烟价格等级的烟草税和吸烟者分布（以平均每日吸烟量加权）

观察年 卷烟价格带 价格等级 (Taka/10支每包的卷烟) 消费税(占零售价的百分比) 吸烟者百分比

第一轮调查(2009)

低
等级 1: 7.25 – 8.75 32 10.1

等级间隔: 8.75 – 16.25 63.6

中
等级 2:  16.25 – 17.25 52 0.0

等级间隔:  17.25 – 23.25 6.1

高
等级 3:  23.25 – 29.25 55 5.3

等级间隔: 29.25 – 46.25 12.0

昂贵 等级4:  46.25 + 57 2.8

第二轮调查 (2010)

低
等级 1:   8.40 – 9.15 33 10.0

等级间隔: 9.15 – 18.40 32.9

中
等级 2: 18.40 – 19.00 53 1.0

等级间隔: 19.00 – 27.00 32.7

高
等级3: 27.00 – 32.00 56 14.7

等级间隔: 32.00 – 52.00 7.6

昂贵 等级 4: 52.00+ 58 1.1

来源: 孟加拉政府，国家财政部; ITC孟加拉调查, 2009, 2010。



在依据吸烟者自报的的日均吸烟量加权后，我们发现

平均附加税（SD）占零售价格的比例从2009年的38%增

加到2010年的45%，并且，以2009年的Taka货币价值为

准，每包10支装的卷烟的平均实际价格从17.4Taka增加到

19.3Taka（见表2）。由于位于最低的两个价格等级的卷烟

吸引了多数吸烟者（其比例在2009和2010年分别为79.8%
和76.6%），平均附加税和平均卷烟价格因此被拉低。

尽管卷烟的实际价格在2009年和2010年之间增加了，

但是与此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显著增加了

5.2%[12]。在这段时期中，日均卷烟消费量几乎维持在同样

的水平：2009年的每天10.2支和2010年的每天10.5支（见

表2）。这可能是由于在孟加拉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弱而

收入弹性较强，价格小幅增长对卷烟需求的负面影响被收入

增加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所抵消。

附加税（SD）在卷烟价格中所占份额的微小增长，以

及几乎没有变化的卷烟平均消费水平，说明孟加拉政府尚

未对卷烟价格和消费取得控制。鉴于目前的卷烟附加税率

（SD），附加税在卷烟零售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远低于

WHO所建议的70%[13]。因此孟加拉的卷烟消费税尚有充足

的提升空间。

卷烟需求的计量经济模型
为了从降低吸烟率和吸烟强度两个方面来估计价格变化

带来的整体影响，我们依据Cragg的方法构建了一个二部分

模型[14]。卷烟的总价格弹性用吸烟率弹性和吸烟强度弹性的

总和来估计。尽管我们的数据具有队列数据的特点，我们没

有采用面板数据技术来估计价格对卷烟需求的影响，因为该

技术把个体层面未观测到的异质性设定为常数。当我们运用

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得到的价格的影响不显

著，这是由于2年间同一吸烟者的观测值中，卷烟的价格缺

乏足够的变化。然而，我们预期价格在地理区域（农村）、

购买源和购买模式/购买量（如，购买整包或购买散烟）上

有显著的横断面变异。因此，我们对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调查

数据进行了混合横断面分析，并通过对同一个体的重复观测

值采用集群校正技术来校正标准误差 (SEs)，进而考虑了观

测值个体内的相关性。

第一步，我们将吸烟概率作为价格、人口学特征、个

体的社会经济状态指标和农村/城市居住面积的函数进行估

计同时应用加权回归来调整调查中吸烟者的代表性；18.9% 
的成年人群是卷烟吸烟者，然而他们在样本中所占比例是

41.8%。我们运用probit模型来估计吸烟概率。

Pr (吸卷烟 = 1) 
= Φ(β0 + β1 价格 + β2 家庭收入 + β3 女性 
+ β4 年龄+ β5 已婚 + β6 家庭规模 + Σβ7i 教育i

+ Σβ8j 职业j + β9  家庭对室内吸烟的限制   
+ β10 工作场所吸烟限制+ β11 第二轮调查

+ β12 城市居住面积 + u)
(1)

这里 Φ(.)是累积正态分布，u是随机误差。

吸烟参与度的价格弹性(bP)由以下公式获得： 

bP = φ(.)β1 
* 卷烟的平均价格/人群的吸烟概率

这里φ(.)是解释变量和方程（1）的估计参数在均值水平的

正态密度取值。β1 从方程（1）估计。同样地，吸烟参与的

收入弹性(bI)由以下函数获得：

bI =   φ(.)β2 * 平均家庭收入/吸烟的人口概率

第二步，用如下的加权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我们估计了在吸

烟参与的条件下卷烟的消费方程。

ln (C) = α0 + α1价格 + α2家庭收入+ α3女性

+ α4年龄 + α5已婚+ α6家庭规模

+ Σα7i教育i + Σα8j职业j      
+ α9家庭对室内吸烟的限制      
+ α10工作场所吸烟限制

+ α11第二轮调查 + α12城市居住面积 + e
(2)

这里ln 是自然对数函数，e是随机误差项。这个条件需求

函数的对数线性形式是通过拉姆齐模型设定误差检验法 

(RESET)[15] 来确定的。从方程（2）估计的价格和家庭收入

的系数α1和α2必须分别乘以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水平，来估

算对于卷烟消费的条件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总的价

格弹性为bP+α1*价格，总的收入弹性为 bI+α2*收入。

由于消费者的消费决定和自报价格具有同时性，自报价

格是一个内生变量，这成为需求等式估计经常遭到质疑的原

因之一[16]。自报价格的内生性可能导致在估计价格对个体的

吸烟决定和日常卷烟消费时产生偏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通过对每次调查中居住在某个特定居住地（村庄）的吸

烟者所报告的卷烟价格取平均值来构造价格变量。然后，这

一平均价格被分配给该地区的吸烟者和非吸烟者。

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我们应用基于辅助变量的 

probit模型来估计吸烟参与度，然后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

型来估计日常卷烟消费量。在第一阶段，我们将附加税率和

增值税率求和以构建税收变量，然后以价格作为因变量，税

收变量和出现在等式（1）和等式（2）中的其他社会经济

或人口学特征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第一阶段

的回归中得到的价格变量预测随之被运用于第二阶段对吸烟

参与度和日均消费量的估计中。

由于附加税是一种从价税，并且在调查的两年间，相关

的四个价格等级及其税率都不同（表1），我们可以用两次

调查中的8个不同的附加税税率来确定价格变量。例如，假

设在2009年某个个体面对的卷烟价格是每包8 Taka，该个体 

的卷烟税变量的值是相应的32%的附加税税率和15%的增值

税的总和，即47%。

在对价格的简化型回归中，卷烟税变量的系数是 

75.18。这说明如果税率增加1%，那么每包10支装卷烟的

平均价格增加0.75Taka（参考在线补充表A3）。卷烟税变

量的系数是统计显著的，表明卷烟税和卷烟价格高度相关。

同时，我们对价格的简化型回归模型进行F检验，得到了一

个很大的F统计量（大于10），说明卷烟税变量可以作为价

格的一个有效的辅助变量。依据Stock和Watson的研究, 如

果存在一个内生自变量，那么，在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

大于10的情况下，这个F统计量可以用来检验辅助变量的显

著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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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房屋指数为依据，我们将所有

个体划分为三个层次（低，中，高），所有的等式都在这三

个层次上分别进行估计。因此，我们得到了整个人群和依

据社会经济状况分组的亚人群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 

计值。

估计结果
表3和表4分别记录了通过probit模型和辅助变量probit

模型所得到的吸烟参与度方程。通过OLS和2SLS估计得到

的吸烟者每日卷烟消费量的条件需求方程，结果分别见表5
和表6。附录中的表记录了在估计中使用的变量均值（参考

在线补充表A1），在辅助变量probit模型中运用的价格简化

型方程（参考在线补充表A2），以及在2SLS模型中使用的

价格简化型方程（参考在线补充表A3）。

在辅助变量probit回归模型中，用于检验自变量外生性

的Wald检验被用来检验在吸烟决定和价格方程中未被观测

的扰动项的正交性[18]。表4中报告的Wald χ2统计量拒绝了吸

烟率方程中自变量外生性假设，表明自报的卷烟价格具有内

生性。类似地，我们对每日卷烟消费量和价格的方程未观测

的扰动项的正交性在对所有吸烟者的条件需求函数的2SLS
回归中进行了检验，得到的稳健回归F统计量是统计显著的 

（见表6），因此检验拒绝了自变量外生性的原假设。

由于在辅助变量probit回归和2SLS回归（分别参考在线

补充表A2和A3）的相应的价格简化模型中，卷烟税变量的

系数估计值都是统计上显著不为0的，这表明了卷烟税作为

自报价格的辅助变量的有效性。在线补充表A3中，稳健F统
计量（大于10）具有较大的值，这也显示卷烟税变量是自

报价格的一个有效的辅助变量。因此，为了估计卷烟需求的

价格弹性，我们将价格变量系数的辅助变量估计值用于吸烟

率和吸烟强度的估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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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吸烟率的probit模型估计（吸烟者，因变量为1，非吸烟者，因变量为0）

社会经济状况分组

人口统计学特征 (1) 合计 (2) 低 (3) 中 (4) 高
卷烟价格/包 (2009 Taka) 0.00312 (0.73) 0.000595 (0.07) -0.000291 (-0.04) 0.0103 (1.36)
每月家庭收入 (2009 Taka) 0.00312 (0.73) 0.000595 (0.07) -0.000291 (-0.04) 0.0103 (1.36)
女性 -1.719*** (-21.86) -1.477*** (-12.13) -1.822*** (-11.69) -1.965*** (-12.92)
年龄 -0.00863*** (-5.75) -0.00852*** (-3.82) -0.00783** (-2.80) -0.0111*** (-3.58)
已婚 0.243*** (4.53) 0.251** (2.93) 0.413*** (4.21) 0.155 (1.49)
家庭规模 0.0502*** (3.55) 0.0369 (1.57) 0.0535* (1.96) 0.0557* (2.15)
教育

小学(1-5 年) 0.177*** (3.42) 0.243*** (3.46) 0.148 (1.60) -0.211 (-1.38)
中学 (6-8 年) 0.207*** (3.37) 0.214* (2.40) 0.253* (2.23) -0.138 (-0.86)
中学毕业 (9-10 年) 0.0968 (1.32) 0.185 (1.47) 0.258* (1.96) -0.396* (-2.41)
高中毕业(11-12 年) 0.259** (2.68) 0.303 (1.23) 0.648*** (3.38) -0.283 (-1.62)
学士 (14-16 年) 0.368** (3.15) 1.888*** (5.97) 0.731** (2.64) -0.164 (-0.92)
硕士 (15-17 年) 0.404* (2.25) -0.119 (-0.18) - -0.0791 (-0.33)
硕士以上 -0.0255 (-0.05) - - -0.932 (-1.83)

职业

佃农 0.144 (1.60) 0.0244 (0.17) 0.267 (1.67) 0.426* (2.17)
 从事非农场农业的自由职业者 -0.221* (-2.07) -0.165 (-1.14) -0.601** (-2.94) 0.302 (0.90)
 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 0.191 (1.91) 0.367* (2.23) 0.0903 (0.55) 0.197 (0.95)
农场打工的劳工 0.101 (1.20) 0.0290 (0.24) 0.107 (0.69) 0.664** (3.09)
非农场农业打工的劳工 -0.176 (-0.86) -0.348 (-0.77) -0.394 (-0.88) 0.447 (1.35)
非农业打工的劳工 0.339** (3.08) 0.385* (2.22) 0.230 (1.18) 0.699** (2.80)
专业人员 -0.625*** (-4.91) -0.924*** (-3.53) -0.953** (-3.25) -0.212 (-0.97)
管理的/行政的/职员 -0.111 (-1.10) -0.281 (-1.69) -0.210 (-1.13) 0.237 (1.16)
学生 -1.054*** (-10.08) -1.449*** (-7.33) -1.383*** (-6.44) -0.586** (-2.93)
失业 0.0884 (1.09) 0.0471 (0.39) -0.0234 (-0.16) 0.445* (2.42)
家庭主妇 -0.775*** (-6.31) -0.702*** (-3.74) -0.826*** (-3.91) -0.914*** (-3.54)
其他 0.196* (2.51) 0.320** (2.67) 0.161 (1.16) 0.254 (1.52)
室内吸烟限制 (1 是, 0 否) -0.109** (-2.83) -0.0200 (-0.35) -0.130 (-1.84) -0.312*** (-3.68)
工作场所吸烟限制(1 是, 0 否) -0.000261 (-0.00) 0.237 (1.72) -0.0826 (-0.61) -0.122 (-1.14)
城市居住地区 0.218*** (3.82) 0.193* (2.06) 0.188 (1.87) 0.208 (1.70)
第二轮调查 -0.182*** (-5.14) -0.302*** (-5.04) -0.192** (-2.83) 0.0600 (0.77)

观察值 8507 3484 2540 2477
系数有边际效应。对于0-1变量, 边际效应是指0-1变量从0到1变化时离散变化的效应。系数的z 统计量在括号中。省略的

分类包括男性, 文盲, 有土地的农民 (职业), 第一轮调查的时间效应以及农村居住地区。

*p<0.05, **p<0.01, ***p<0.001。



表4  吸烟率的辅助变量probit模型估计（吸烟者，因变量为1，非吸烟者，因变量为0）

社会经济状况分组

人口统计学特征 (1) 合计 (2) 低 (3) 中 (4) 高
卷烟的预测价格/包 (2009 Taka) -0.0217*** (-4.83) -0.0384** (-3.24) -0.0252** (-3.15) -0.0104 (-1.29)
每月家庭收入 (2009 Taka) 0.0000192*** (4.14) 0.0000252** (2.76) 0.0000165 (1.85) 0.0000116 (1.60)
女性 -1.680*** (-21.63) -1.488*** (-12.32) -1.783*** (-11.65) -1.887*** (-12.57)
年龄 -0.00823*** (-5.61) -0.00760*** (-3.41) -0.00811** (-2.96) -0.00947** (-3.19)
已婚 0.222*** (4.16) 0.235** (2.72) 0.388*** (4.00) 0.111 (1.10)
家庭规模 0.0474*** (3.38) 0.0340 (1.46) 0.0516 (1.93) 0.0554* (2.19)
教育

小学(1-5 年) 0.187*** (3.71) 0.269*** (3.83) 0.158 (1.74) -0.220 (-1.50)
中学 (6-8 年) 0.236*** (3.89) 0.253** (2.85) 0.283* (2.51) -0.123 (-0.80)
中学毕业 (9-10 年) 0.142 (1.94) 0.231 (1.82) 0.280* (2.13) -0.365* (-2.28)
高中毕业(11-12 年) 0.372*** (3.81) 0.422 (1.73) 0.727*** (3.66) -0.209 (-1.22)
学士 (14-16 年) 0.538*** (4.43) 1.865*** (5.78) 0.848** (2.98) -0.0831 (-0.46)
硕士 (15-17 年) 0.701*** (3.54) 0.0194 (0.03) - 0.108 (0.43)
硕士以上 0.128 (0.26) - - -0.784 (-1.63)

职业

佃农 0.154 (1.73) 0.0352 (0.25) 0.217 (1.38) 0.458* (2.43)
从事非农场农业的自由职业者 -0.240* (-2.30) -0.198 (-1.38) -0.634** (-3.13) 0.321 (1.02)
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 0.194* (1.96) 0.361* (2.18) 0.0802 (0.49) 0.253 (1.28)
农场打工的劳工 0.0859 (1.04) 0.0117 (0.10) 0.0674 (0.44) 0.668** (3.24)
非农场农业打工的劳工 -0.166 (-0.78) -0.210 (-0.48) -0.453 (-1.01) 0.461 (1.39)
非农业打工的劳工 0.342** (3.15) 0.371* (2.12) 0.197 (1.03) 0.801** (3.28)
专业人员 -0.625*** (-4.88) -0.907*** (-3.44) -0.973** (-3.27) -0.140 (-0.67)
管理的/行政的/职员 -0.116 (-1.16) -0.322 (-1.96) -0.209 (-1.14) 0.283 (1.46)
学生 -1.036*** (-10.01) -1.403*** (-7.21) -1.394*** (-6.55) -0.538** (-2.77)
失业 0.0671 (0.84) 0.0120 (0.10) -0.0517 (-0.37) 0.445** (2.59)
家庭主妇 -0.743*** (-6.19) -0.656*** (-3.54) -0.843*** (-4.06) -0.813** (-3.25)
其他 0.215** (2.77) 0.314** (2.64) 0.165 (1.20) 0.314 (1.96)
室内吸烟限制 (1 是, 0 否) -0.0912* (-2.41) -0.0227 (-0.40) -0.119 (-1.70) -0.258** (-3.16)
工作场所吸烟限制(1 是, 0 否) 0.0277 (0.39) 0.300* (2.13) -0.0345 (-0.25) -0.136 (-1.29)
城市居住地区 0.341*** (6.28) 0.277** (2.90) 0.264** (2.82) 0.356** (3.21)
第轮次调查 -0.178*** (-5.11) -0.266*** (-4.42) -0.190** (-2.83) 0.0717 (0.95)

观察值 8507 3484 2540 2477
外生性Wald 检验:

χ2 45.88 19.52 11.87 32.67
p-值 0.00 0.00 0.00 0.00

系数有边际效应。对于0-1变量, 边际效应是指0-1变量从0到1变化时离散变化的效应。系数的z 统计量在括号中。省略的

分类包括男性, 文盲, 有土地的农民 (职业), 第一轮调查的时间效应以及农村居住地区。

价格方程的简化型估计可参考在线补充资料 表 A2。
*p<0.05, **p<0.01, ***p<0.001。

通过模型，我们得到了价格的负向显著的系数估

计值，由于我们已经证实了辅助变量在probit回归模

型和2SLS回归模型中的有效性，我们运用相应的价格

和收入的系数估计值来计算当卷烟价格处于平均水平 

（表7）时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使用所有样本建立

模型，得到的总的价格弹性是-0.49，表明卷烟价格每增

加10%，卷烟消费就会降低4.9%。在低收入国家和中

等收入国家大多数卷烟的需求价格弹性的估计值在-0.5

到-1.0之间，然而在高收入国家则一般在-0.25到-0.5之
间 [19]。孟加拉的估计值处于高收入国家卷烟需求价格弹

性范围的下界，而且该估计值位于先前在孟加拉的研究

中获得的-0.41的短期价格弹性和-0.57的长期价格弹性之

间。 [9]同时，我们得到了总收入弹性的估计值，为0.23 
（表7）， 这表明家庭收入每增加10%，会导致卷烟消费增

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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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卷烟条件需求的OLS估计

因变量, Ln (每日消费量) 社会经济状况分组

(1) 合计 (2) 低 (3) 中 (4) 高
卷烟价格/包 (2009 Taka) -0.0118*** (-4.85) -0.0276*** (-4.75) -0.00420 (-0.99) -0.00602 (-1.47)

每月家庭收入 (2009 Taka)
0.00000889***  
(3.31)

0.0000247***  
(4.12)

0.00000506 (1.06) 0.00000235 (0.60)

女性 0.0140 (0.12) -0.174 (-1.40) 0.0393 (0.14) 0.212 (1.05)
年龄 -0.00116 (-1.13) -0.000754 (-0.45) -0.00386* (-2.43) 0.000757 (0.42)
已婚 0.0839** (2.65) 0.0114 (0.20) 0.110* (2.11) 0.134* (2.48)
家庭规模 -0.00893 (-1.02) -0.0231 (-1.24) 0.0280* (2.14) -0.0285* (-2.24)
教育

小学(1-5 年) 0.0983* (2.46) 0.114 (1.92) 0.0636 (1.11) 0.0695 (0.77)
中学 (6-8 年) 0.0722 (1.72) 0.215*** (3.37) -0.0104 (-0.16) -0.0665 (-0.73)
中学毕业 (9-10 年) 0.0573 (1.16) 0.0880 (1.04) 0.0310 (0.42) -0.0390 (-0.38)
高中毕业(11-12 年) 0.0108 (0.19) 0.0608 (0.43) -0.163 (-1.63) -0.0147 (-0.15)
学士 (14-16 年) 0.0824 (1.22) -0.167 (-0.91) 0.0347 (0.25) 0.0630 (0.61)
硕士 (15-17 年) -0.149 (-0.92) 0.289 (0.84) -0.307 (-1.13) -0.183 (-0.95)
硕士以上 0.0216 (0.11) -0.150 (-0.48) - -0.0984 (-0.44)

职业

佃农 0.204** (3.01) 0.288** (2.61) 0.187 (1.76) 0.173 (1.15)
从事非农场农业的自由职业者 0.170* (2.16) 0.174 (1.64) 0.291* (2.05) 0.0517 (0.33)
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 0.275*** (4.09) 0.201 (1.75) 0.311** (3.06) 0.250 (1.83)
农场打工的劳工 0.177** (2.72) 0.0873 (0.92) 0.266** (2.61) 0.284 (1.91)
非农场农业打工的劳工 0.175 (0.95) -0.434 (-1.17) 0.363 (1.91) 0.342 (1.88)
非农业打工的劳工 0.274*** (3.80) 0.312** (2.95) 0.378*** (3.51) 0.109 (0.67)
专业人员 0.174 (1.62) 0.596*** (3.40) 0.0234 (0.10) 0.168 (1.07)
管理的/行政的/职员 0.236** (3.05) 0.194 (1.52) 0.301** (2.62) 0.107 (0.68)
学生 0.0857 (0.69) 0.0264 (0.09) 0.393 (1.45) -0.0420 (-0.22)
失业 0.260*** (4.06) 0.258** (2.77) 0.341** (3.28) 0.172 (1.21)
家庭主妇 0.0948 (0.68) 0.0377 (0.15) 0.207 (0.83) 0.0990 (0.43)
其他 0.236*** (3.92) 0.251** (2.78) 0.331*** (3.38) 0.105 (0.80)
室内吸烟限制 (1 是, 0 否) -0.0405 (-1.52) 0.0119 (0.28) -0.0547 (-1.27) -0.147** (-3.17)
工作场所吸烟限制(1 是, 0 否) -0.0612 (-1.65) 0.0418 (0.63) -0.0393 (-0.59) -0.113* (-1.97)
城市居住地区 0.0482 (1.53) 0.112* (2.08) -0.00815 (-0.18) -0.0159 (-0.25)
第二轮调查 0.0851** (2.81) 0.103* (1.98) 0.0507 (1.02) 0.157* (2.48)

观察量 3652 1311 1134 1207
调整 R2 0.030 0.061 0.042 0.057

系数的t统计量在括号中。省略的分类包括男性, 文盲, 有土地的农民 (职业), 第一轮调查的时间效应以及农村居住地区。

*p<0.05, **p<0.01, ***p<0.001。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

增加卷烟税和卷烟税结构的改变对卷烟消费和税收的影响

运用对吸烟率和条件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

估计值，我们模拟了卷烟税增加和不同的卷烟税结构以评估

这些改变对整体卷烟消费和税收收入的影响。结果参见表 

8。基准年设定在2012-2013财政年，利用具有和实际相符

的四级税收结构，对2013-2014年的情况进行预测。2012-
2013年的附加税率高于2009年和2010年调查时的税率，见

表1。
我们模拟了三个可选的税收结构来评估卷烟税政策改

变对卷烟消费和税收收入的可能影响：（1）税率为卷烟零

售价61%的统一从价税；（2）税率为卷烟零售价61%的

统一的从价税，和最低每包10支装的卷烟20Taka（2012–
2013的价格）的从量税；（3）每包10支装的卷烟22 
Taka（2012–2013的价格）的统一从量税。

这些税收结构方案中，每包卷烟的平均消费税具有可比

性，见表8第一行。

依据2011年孟加拉人口和住房普查预测，2012年的

人口规模为152518015，而且成年人的比例占总人口的 

69%[3]。成年人口数量乘以吸烟率可以用来估计2012—
2013年孟加拉卷烟吸烟者的数量。我们分别运用吸烟参与

和卷烟条件需求的价格弹性预测了卷烟税政策变化对成年吸

烟者的数量和卷烟年消费量的负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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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IMF的预测，2013年人均GDP增长率为4.9%[12]。

吸烟参与和每日卷烟消费量的收入弹性被用于推测收入增加

对吸烟者数量和卷烟的条件需求的正向影响。此外，我们考

虑了人口增长（年增长率1.24%）导致的成年吸烟者数量的

增长。同时，我们按照每年8%的通货膨胀率对价格增幅做

了调整。

由卷烟价格和收入增长导致的吸烟者数量，卷烟年消费

量和税收收入的净变化被列在表8。整体而言，通过模拟卷

烟税税率及其结构的变化，年度预测表明可以通过卷烟税的

调整来使卷烟消费减少并且显著增加卷烟税税收。在统一从

量税系统下，烟草价格增长最多，吸烟者数量和年度卷烟消

费量降低幅度最大。而在统一的从价税系统下，税收收入增

加最多，零售价中的税收份额所占比例最高。因此，这表明

从价税系统能更多的增加税收收入，而从量税系统则更有利

于提高国民健康。带有最低从量税的从价税比统一的从价税

系统能更大幅度的减少卷烟消费量，同时也能缩小卷烟低价

格带和高价格带之间的价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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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卷烟的条件需求的辅助变量2SLS估计值 
社会经济地位分组

人口统计学特征 (1) 合计 (2) 低 (3) 中 (4) 高
ln (预测的卷烟价格, 2009 Taka/包) -0.0110*** (-5.67) -0.0161*** (-3.69) -0.00543 (-1.91) -0.00923** (-3.05)
每月家庭收入(2009 Taka) 0.0000116*** (4.19) 0.0000267*** (4.50) 0.00000529 (1.15) 0.00000707 (1.65)
女性 0.0193 (0.16) -0.181 (-1.38) 0.0227 (0.08) 0.237 (1.09)
年龄 -0.00212* (-2.03) -0.00175 (-1.03) -0.00442** (-2.82) -0.000407 (-0.21)
已婚 0.0815* (2.57) 0.0132 (0.24) 0.108* (2.09) 0.134* (2.45)
家庭规模 -0.0102 (-1.17) -0.0224 (-1.21) 0.0286* (2.25) -0.0321** (-2.59)
教育

小学(1-5 年) 0.0972* (2.45) 0.0991 (1.67) 0.0641 (1.14) 0.0786 (0.90)
中学 (6-8 年) 0.0949* (2.26) 0.189** (2.99) 0.0230 (0.34) -0.0387 (-0.44)
中学毕业 (9-10 年) 0.0889 (1.81) 0.103 (1.24) 0.0500 (0.70) -0.00190 (-0.02)
高中毕业(11-12 年) 0.0656 (1.11) 0.109 (0.86) -0.120 (-1.14) 0.0345 (0.35)
学士 (14-16 年) 0.154* (2.25) -0.0570 (-0.31) 0.0883 (0.64) 0.126 (1.19)
硕士 (15-17 年) -0.0158 (−0.09) 0.475 (1.82) -0.218 (-0.75) -0.0661 (-0.33)
硕士以上 0.0668 (0.34) -0.106 (-0.39) - -0.0165 (-0.07)

职业

职业 0.202** (3.01) 0.274* (2.49) 0.182 (1.73) 0.198 (1.36)
佃农 0.150 (1.95) 0.174 (1.64) 0.274 (1.94) 0.0201 (0.13)
从事非农场农业的自由职业者 0.263*** (3.97) 0.178 (1.54) 0.308** (3.08) 0.259* (1.98)
从事非农业活动的自由职业者 0.163* (2.52) 0.0624 (0.65) 0.261** (2.58) 0.286* (2.02)
农场打工的劳工 0.208 (1.08) -0.462 (-1.25) 0.352 (1.77) 0.405* (2.25)
非农场农业打工的劳工 0.243*** (3.41) 0.278** (2.64) 0.364*** (3.45) 0.0884 (0.57)
非农业打工的劳工 0.154 (1.41) 0.516** (2.58) 0.0301 (0.13) 0.153 (1.01)
专业人员 0.228** (3.02) 0.191 (1.52) 0.303** (2.73) 0.121 (0.80)
管理的/行政的/职员 0.0859 (0.70) 0.148 (0.56) 0.370 (1.44) -0.0244 (-0.13)
学生 0.248*** (3.91) 0.263** (2.76) 0.338** (3.29) 0.148 (1.12)
失业 0.0735 (0.52) 0.0334 (0.14) 0.206 (0.84) 0.0787 (0.35)
家庭主妇 0.238*** (3.96) 0.227* (2.49) 0.340*** (3.55) 0.118 (0.93)
其他 -0.0345 (-1.29) 0.0242 (0.57) -0.0538 (-1.25) -0.134** (-2.92)
室内吸烟限制 (1 是, 0 否) -0.0595 (-1.61) 0.00811 (0.13) -0.0415 (-0.63) -0.102 (-1.80)
工作场所吸烟限制(1 是, 0 否) 0.0158 (0.55) 0.0740 (1.34) -0.0216 (-0.51) -0.0162 (-0.31)
城市居住地区 0.0813** (2.68) 0.0975 (1.89) 0.0560 (1.14) 0.158* (2.44)

观察值 3652 1311 1134 1207
调整 R2 0.022 0.051 0.046 0.043
内生性检验: H0: 变量是外生性的

稳健回归 F值 11.73 2.62 0.53 5.41
P 值 0.00 0.11 0.46 0.02

系数的z统计量在括号中。省略的分类包括男性, 文盲, 有土地的农民 (职业), 第一轮调查的时间效应以及农村居住地区。价

格方程的简化型估计值参考在线附录中的表 A3。
*p<0.05, **p<0.01, ***p<0.001。
2SLS,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表8  卷烟税增加对孟加拉的卷烟消费和税收的模拟影响

因素

基准: 分层从价 税 

(低: 实际价格的

39%, 中: 实际价格

的56%, 高: 实际价

格的59%, 特高: 实
际价格的61%)

模拟分析 A: 
统一从价税， 

按实际价格的

61% 征收

模拟分析 B: 每包10只装

卷烟按照实际价格的61% 
正手统一从价税 以及最少

20 Taka 的从量税 (按2012 
的 价格) 

模拟分析 C: 每包10只

装卷烟的征收22Taka
的统一从量税 (按2012 
的价格) 

每包10支装的卷烟的平均消费

税(2012 Taka)
11.89 20.90 21.18 21.57

零售价中消费税平均所占的

比例 (%)
53% 61% 61% 57%

零售价中总的卷烟税平均所占

的比例(消费税 和 VAT)  (%)
68% 76% 76% 72%

每包10支装的卷烟的平均价格

(按2012 Taka的价值)
22.46 34.26 34.65 35.67

实际价格的变化  53% 54% 59%
卷烟吸烟者的人数变化(百万) 19.9 16.4 16.2 15.7
年度消费量 (百万，每包10支
装的卷烟)

7603 5490 5388 5125 

年度消费量的变化  -27.8% -29.1% -32.6%
税收 (百万，按2012 Taka的
价值)

116 045 154 372 153 497 142 376 

实际税收的变化百分比  33.0% 32.3% 22.7%

表7  孟加拉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估计值

 价格弹性 收入弹性

因素 合计 低 中 高 合计 低 中 高

吸烟率: Probit (A) 0.04 0.01 -0.00 0.13 0.09 0.13 0.08 0.07 
吸烟率: IV Probit (B) -0.29 -0.50 -0.31 -0.15 0.13 0.14 0.10 0.09 
条件需求: OLS (C) -0.21 -0.43 -0.07 -0.14 0.08 0.17 0.04 0.03 
条件需求: 2SLS (D) -0.20 -0.25 -0.09 -0.21 0.10 0.18 0.04 0.09 
总计 (B+D) -0.49 -0.75 -0.40 -0.36 0.23 0.33 0.15 0.18 
‘低’, ‘中’ 和‘高’指基于房屋指数的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状况。通过合计在B行的IV probit 的估计值以及D行的2SLS 估计值获得

总的价格弹性。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 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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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吸烟率和吸烟强度的负价格弹性表明，在孟加拉，提

高卷烟价格能大幅降低吸烟者数量和他们的每日卷烟消费

量。这些发现对于国民健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吸烟者来

说，与仅仅减少卷烟消费量相比，戒烟无疑对健康更加有

利。因此，总价格弹性中，吸烟率的价格弹性所占的比例

与通过提高卷烟价格来推动戒烟的办法相关联。对高收入

国家来说，由吸烟率导致的价格弹性约占总的价格弹性的 

50%[6,20]。基于我们对ITC孟加拉调查数据的分析，在孟加

拉该比例是0.29/0.49=59%。因此，相比大部分其它国家，

提高孟加拉的卷烟税，对于降低吸烟率（进而提高国民健康

水平）有更明显的效果。

另外，在对三个分组（低，中和高社会经济地位）分别

进行卷烟需求函数的估计时，我们观察到吸烟率价格弹性和

吸烟强度的价格弹性在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分

组中更高。吸烟率的价格弹性的辅助变量估计值在处于低社

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中是-0.50(probit)，而在中等社会经济地

位和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分别是-0.31和-0.15（表7）。

吸烟强度价格弹性的2SLS估计值在三个分组中分别是-0.25 
（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0.09（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人

群），和-0.21（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表7）。因此，

总的价格弹性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分组中是-0.75，在中

等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分组中是-0.40，在高社会经济地位人

群分组中是-0.36。这些估计值表明穷人比富人对价格更敏

感，也因此能从提高卷烟税和卷烟价格中获得更大的健康收

益。这一响应模式与来自全球各地的证据相一致[6]。

由于卷烟的总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0.49），这表明如

果卷烟价格提高一定比例，卷烟消费的减少要低于这一比

例，这就导致了更多的烟草开支和更多的政府税收收入。很

多人认为由此产生的烟草开支将更多地转移到穷人身上。

然而，依据价格弹性的分组估计值，在低社会经济地位

人群中，卷烟价格弹性更高。这一结果意味着，如价格增

加，相比富人而言，穷人将更大比例的减少卷烟消费。这也



就降低了穷人的烟草支出负担以及吸烟给健康带来的不利影

响。最终，通过提高卷烟税来提高卷烟价格，也将缓解孟加

拉现有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结论
对ITC两轮孟加拉调查的分析，证实了在高收入国家以

及越来越多的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的研究结果，即

提高卷烟税和卷烟价格能降低吸烟率，并降低长期吸烟者的

吸烟强度，从而带来显著的卷烟消费的减少。而且，和其他

国家一样，孟加拉的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比高社会经济地位

人群更容易受到卷烟价格变化的影响。在其他国家，提高卷

烟价格对降低吸烟率的影响和对降低卷烟消费量的影响基本

相同；而在孟加拉，提高卷烟价格对降低吸烟率的影响大约

是其对降低卷烟消费量的影响的1.5倍。因此，与其它国家

相比，在孟加拉通过提高卷烟税来提高卷烟价格，将获得更

大的国民健康的收益。

我们也得出结论：提高卷烟税和卷烟价格能增加政府的

税收收入。同时，由于穷人对卷烟价格更敏感，穷人可能会

从卷烟价格的提升中受益更多。这将缓解孟加拉现有的卷烟

消费负担不平等的问题。在孟加拉，这种不平等性使穷人在

健康和经济两方面遭受了更大的不利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在

孟加拉通过提高卷烟税来提高卷烟价格能形成一个“三赢”

的局面：减少卷烟消费量，增加卷烟税收收入，并可能缓解

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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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孟加拉第一个采用的有全国代表性的个体水平的

调查数据进行的卷烟需求分析。

 通过使用来源于研究本身的价格弹性估计，本文预

测吸烟率和日均卷烟消费量的降低，和政府税收收

入的增加。

 这些结果有助于政府在通过税收来控制烟草方面做出

知情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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