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还是不抽？ 每次
抽多少？ 一年抽几盒？
这一直是不少烟民、市
民谈论已久的话题。 国
家财政部、国税总局在
今年 5 月 8 日下发通
知称，从 5 月 10 日起，
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
税 率 由 5% 提 高 至
11%， 并按 0.005 元/支
加征从量税。 这次的提
价消息，又将香烟推到
了风口浪尖，迫使烟民
们重新正视这一话题。

不过，这次的“以
税控烟”是否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呢？ 烟草销售
是否受到影响？ 新老烟
民是否会借此机会戒
烟？ 以及市民对此次香
烟涨价的看法如何？ 针
对以上问题，记者进行
了相关走访调查。

烟草专卖店
大部分店主称销量没受影响

自五月份香烟涨价以来，烟草专
卖店的销售如何？记者对市区部分烟
草经销商进行了走访调查。

“自烟草专卖局给我们统一调动
价格后，我们就是按照新价格进货售
卖的。”当记者询问一家烟草店主，涨
价这几天是否对销量有影响，该店主
回答说。

“还能因为涨价了就不抽烟了？
大部分烟民该买的还是来买，没看出
销量有多大的变化。 ”

“一般低档烟的价格普遍涨了五
毛到一块，一些像熊猫、钻石等中高
档烟则会涨两三块，甚至四五块钱。”
万城新天地门口的一家烟酒店店主
说，“一下子不抽几乎不太可能，我觉
得吸高档烟的人对价格不会很在意，
吸中档烟的烟民有可能因为涨价买
低档烟，而习惯抽低档烟的，也可能
会因为涨价而少抽。 ”

据冶金路一家专营香烟的店主
说，涨价对香烟的销量没有太大的影
响。“紫云烟原先 9块钱，现在也涨到
11 块钱了， 总体来说销量没多大变
化，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下降呢。 ”

位于兴达路一家烟酒店的店主
却表示，由于他的顾客大多是周围的
打工者，对涨价比较敏感，这几天买
烟的人比平时少了点。

新老烟民
烟贵了，您还继续吸烟吗？

“烟草税上调， 你会为此戒烟
吗？”针对这个问题，本报记者通过街
头随机拦截、微信询问等方式采访了
15 位烟民， 一位烟民明确表示会因
为涨价而考虑减少抽烟，13 人表示

会继续抽烟，仅一人说会因为涨价而
考虑戒烟。

小张是一名快递员，虽然烟龄不
长，但是两天一包烟少不了。 他告诉
记者， 他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花销在
1200 元左右， 用在买烟上的钱就有
200元。 以前娇子是 10元一盒，涨价
后到了 11 元， 每个月用在烟上的钱
又多出 15元来。但是，小张认为每盒
涨 1 元， 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什么负
担。

“除了吃饭就是买点烟抽， 涨个
一块、两块还是可以接受的。 ”小张
说。

市民高先生称，这次烟草价格上
涨，让他这位“资深”烟民内心十分纠
结。“吸烟已经成为我一个长久的生
活习惯，要戒掉很难。 可能会选择便
宜一点的烟抽。 如果有机会，或许能
慢慢戒掉。 ”

“我倒觉得这次香烟涨价是个很
好的契机， 我有几十年的烟龄了，身
体也不适合经常性吸烟了。 ”今年 50
多岁的刘先生最近正考虑戒烟，他表
示，抽烟对身体不好，家人常跟着他
抽二手烟，如果戒烟，价格并非是戒
烟的主要动机，而是出于对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考虑。

多少财富灰飞烟云中
攒半年能买个“肾 6”

记者计算了一下，假如一条批发
价为 100 元的烟，在批发环节需要缴
税 5 元， 调整后标准由 5%提高至
11%， 并按 0.005 元/支加征从量税，
也就是需要交纳 12 元， 提高了 7 元
左右。

“玉溪，我抽了近七八年了，从原
来的 22 元一包，涨到现在 24 元一包
了。 ”退休干部老杨说，他几乎每天
一包烟， 按照每包涨价 2 元来算，
一年下来要多花七八百元，长期看来

不得了。
王女士也给自己的烟民老公算

了一笔账， 假如每天抽 1 包 25 元钱
的烟， 一个月要支出 750 元，1 年就
是 9125元。“现在 iphone6官方报价
5288 元， 如果商场搞促销差不多四
千多不到五千，攒半年烟钱就够了。”
王女士感慨地说，如果照这样日积月
累，10 年烟钱就是 91250 元，足够买
一辆不错的私家车。

“不仅如此， 大家都知道吸烟有
害健康，一旦患癌，耗费的不仅仅是
金钱了，还有更重要的健康财富。”一
位市民说。

市民看法
涨价不能代替控烟措施

对于这次香烟市场的价格上涨，
很多不吸烟的市民拍手称赞。

市民刘女士听到这个消息后感
到很高兴。“我爱人的烟龄已经十几
年了，虽说在家里为了孩子一直在控
制， 但外出或应酬时烟瘾还是很大，
一直戒不掉， 家人都很担心他的身
体。希望这次烟价上涨对他能有所触
动和影响。 ”刘女士说。

“烟价格上涨了好，以后大家都
少抽点，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市民
贾大爷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高
兴， 他对公共场所抽烟的行为感到
反感，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吸二手烟。
“应该多涨些价钱，让更多的烟民也
能认识到抽烟会付出更多、 更大的
代价。 ”

“提高烟草税对控烟影响不会太
大，不能因此弱化其它控烟措施。”一
位市民说，希望采取更多措施，在室
内、室外公共场所都禁烟，严禁烟草
广告，在包装盒上加大禁烟和吸烟危
害的宣传力度。

专卖店里香烟已按新价格执行。 （张子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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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子乾·

北校区：邢台市冶金北路 1200 号,乘市内 31 路公交车工商局站下车北行 800 米即到。 联系电话：2616668
南校区：邢台市建设大街 186号（钢铁路与建设大街交汇处），乘市内 3、17 路公交车工业学校站下车即到。 联系电话：7336789�

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招生
（原邢台市工业学校、农业学校、财贸学校联合组建）

★全日制普通中专：开设教育类、加工制造（含汽车）类、财经商贸类、信息技术类、农林牧
类等五大类二十多个专业，重德育，尚技能，保就业。

★“3+2”中专、大专连读：三年中专，两年大专，五年拿到全日制大专毕业证。 学制短、费
用低、专业强、就业优。

★“3+4”中专、普通本科连读：作为河北省首批、邢台市唯一中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试
点学校，我校与河北农业大学签订了分段培养协议，学生在中专学习三年，
考核测试合格后转入本科院校学习四年，分段颁发普通中专和普通本科毕
业证书，享受当年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3+4”中专→本科韩国留学班：我校与韩国东洋大学签订联合办学协议，进行国际交
流与合作，学生取得我校中专毕业证后，可到韩国进行四年本科的学习。 其
优势在于：教育部承认学历；留学手续便捷，签证率高，经济担保要求低；费
用低廉（在韩一年学费、食宿费、校内意外保险费仅 37790元）；专业设置广
泛，就业面宽；学习生活环境舒适等。

购买邢台安联德国印象小区 10-14 号楼业主：高利峰；荆文培；景云；李建忠；吕继红；
秦素月；阮保平；许军可；杜英贵；范斌；范亚光；韩云瑞、武小丽；靳生杰；李楠；卢朝霞；孟聚
根；邵小飞；孙丽娟；孙树霞；严俊岭、赵翠红；袁小冲、赵建巧；甄芹风；李景涛；吕慧楠、员正
正；吕书红；彭银忠；孙照祥；王飞；王孟；王同庆；魏占勇；徐炳金；张书玲；曹立杰；贾见见；
贾圣彪；荆兰英、房铜岭、 房丽媛；李香兰；梁培林；武丽艳；席连智；张萍；张庆新；赵民学；
赵秀廷；崔文娟；范艳争；冯晓；高运华；韩志伟；胡超华；胡立辉；李二凤；李福增；李青云；李
智峰、阮崇昱；李姿；刘飞；刘佳；牛景桥；庞志伏；秦秀民；苏慧海；王博伟、吴艳飞；王彦霞；
王震。以上所通知的业主请于 2015年 6月 5日前速到德国印象会所办理交房手续，逾期不
到，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2160666、2160888���
河北安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

2015年 5月 30日

通
知

注销公告
邢台县海天钉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521000002833），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2
日，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办理。
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县海天钉业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29日

注销公告
邢台金帆运输代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130502000013814），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13 日，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向工商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希望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协商办
理。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即视为弃权，公司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金帆运输代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30日

声明
郭万勇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11050014001355， 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陈永滨名下机动车冀

EBM136， 车 辆 型 号
KMC1048D3， 车辆识别代号
LWU2DM1C39KM08942， 发
动机号：Q091203589D。 此车为
黄标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
车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
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
本人承担，同时该车车辆登记
证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
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公告作
废。

特此声明

灭失声明
杨同兴名下机动车冀

ECR215， 车 辆 型 号
SDH125T-2D， 车辆识别代号
LALTCJ2D933332597， 发动机
号：31060475。由于本人不了解
机动车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
规定， 已将此车辆自行解体，
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
责任由本人承担，同时该车车
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牌照已
丢失， 现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