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法 

烟草制品与非烟草类水烟的最低价格  
 

一般信息 
 
2017 年 8 月，纽约市 (NYC) 颁布了 145 号地方法，新法规定了烟草制品和非烟草类水烟的最低价

格和税费。本指南解释了新法的目的，并就如何遵守最低价格要求提供了指导。有关部门正在针

对本法律中关于香烟以外的烟草制品（其它烟草制品或称 OTP）征税的部分制定规则；待此类规

则最终确定后，再公布附加指导方针。 
 
本法律适用于哪些产品？ 
 
新法规定了雪茄（包括小雪茄烟）、小雪茄、无烟烟草（包括嚼用烟草、鼻烟和可溶解烟草制

品）、散装烟草（包括烟斗烟草和自卷烟草）、湿鼻烟和水烟（包括烟草类和非烟草类）的最

低价格。新法不适用于电子烟和其它电子雾化产品。 
 
请注意：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此法律还将每盒香烟的最低价格提高为 13.00 美元。 
 
要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smoke/cig-min-price.pdf。 
 
为什么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很重要？ 
 
烟草使用是纽约市内发生过早、可预防性死亡的主因之一。所有烟草制品（包括雪茄、无烟烟草、

含烟草的水烟和其它烟草制品）均有其固有的危险性，且含成瘾性尼古丁。尽管本市在减少青

少年与成年人吸烟方面已有进展，但使用其它烟草制品的青少年比例却有增加。实践证明，通

过征税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有助于阻止不吸烟的人吸烟，也可以鼓励吸烟的人戒断或减吸，从

而减少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烟草使用量。同理，提高烟草制品的最低价格也可以减少烟草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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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遵守新法 
 
新法的要求是什么？ 
 
新法规定持照烟草零售商须以不低于每个类别和包装规格的最低价格出售烟草制品（见表格）。 
 
如需有关 OTP 征税的初始信息， 
请访问 www1.nyc.gov/assets/finance/downloads/pdf/fm/2018/fm-18-5.pdf。 
 
本法律适用于哪些商户？ 
 
新法中的最低价格部分适用于纽约市所有商户。 
 

生效日期与执法事宜 
 
新法什么时候生效？ 
 
新法已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生效。 
 
新法将如何执行？ 
 

• 最低价格于零售层面执行。 
• 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 DCA) 在对烟草零售商进行常规检查

时，将执行新法中最低价格的部分。 
• 若有商户以低于规定的最低价格出售或供应烟草制品，DCA 将于检查当天针对初犯商户

处以 1,000 美元的罚款；五年内如有再犯，则处以 2,000 美元的罚款，第三次违法则处以 
5,000 美元的罚款。 

• 违法可能导致烟草零售经销商执照遭暂扣或吊销。 
 

请访问 www1.nyc.gov/site/dca/businesses/inspection-checklists.page 以确保您符合新法规定。 
 
依据新法，OTP 还征收下表中未予列出的一项附加税。待最终确定此税项的实施规则后，再公布

附加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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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价格 
 

下表总结了计算最低价格的方法。本部分其余的表格，则是针对一些常见包装或包装规格的计

算示例。未列出包装规格产品的最低价格应按下表计算。 
 
烟草制品 包装规格 

（数目或盎司）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小雪茄 20 支（最小包装规格） 每盒 10.95 美元 
雪茄（或小雪茄烟） 单支雪茄 8.00 美元 

一盒雪茄 8.00 美元 +（1.75 美元 x 雪茄数 - 1） 
无烟烟草 1.2 盎司（最小规格） 8.00 美元 

高于 1.2 盎司  8.00 美元 +（2.00 美元 x 每增加 0.3 盎
司或任何不足此数的部分 *） 

湿鼻烟 0.32 盎司（最小规格） 8.00 美元 
高于 0.32 盎司 8.00 美元 +（2.00 美元 x 每增加 0.08 

盎司或任何不足此数的部分*） 
水烟（包括烟草和非

烟草） 
3.5 盎司（最小规格） 17.00 美元 
高于 3.5 盎司 17.00 美元 +（3.40 美元 x 每增加 0.7 

盎司或任何不足此数的部分*） 
散装烟草  1.5 盎司（最小规格） 2.55 美元 

高于 1.5 盎司 2.55 美元 +（0.51 美元 x 每增加 0.3 盎
司或任何不足此数的部分*） 

 
 
 
 
 
 
 
 
 
 
 
 

*不足此数的部分是指无烟或散装烟草多出的 0 至 0.3 盎司之间、湿鼻烟 0 至 0.08 盎司之间或水烟 0 至 0.7 盎司之间的任何盎司

数。例如，任何包装规格在 1.2 盎司至 1.5 盎司之间的无烟烟草的最低价格均为 10.00 美元。（针对所有产品分类的更多示例，

请见下文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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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茄 
 
下表所示为一盒小雪茄的最低价格。 
 

小雪茄包装规格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20 支装  10.95 美元 
 

雪茄 
 
下表所示为某些雪茄包装规格的最低价格。 
 

雪茄包装规格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单支雪茄 8.00 美元 
两支装 9.75 美元 
三支装 11.50 美元 
四支装 13.25 美元 
五支装 15.00 美元 
八支装 20.25 美元 
10 支装 23.75 美元 
20 支装 41.25 美元 
 

无烟烟草 
 
下表所示为某些无烟烟草包装规格的最低价格。 
 

无烟烟草包装规格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1.2 盎司（最小规格） 8.00 美元 
高于 1.2 盎司，不超过 1.5 盎司 10.00 美元 
高于 1.5 盎司，不超过 1.8 盎司 12.00 美元 
高于 1.8 盎司，不超过 2.1 盎司 14.00 美元 
高于 2.1 盎司，不超过 2.4 盎司 16.00 美元 
高于 2.4 盎司，不超过 2.7 盎司 18.00 美元 
高于 2.7 盎司，不超过 3.0 盎司 2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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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鼻烟 
 
下表所示为某些湿鼻烟包装规格的最低价格。 
 

湿鼻烟包装规格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0.32 盎司（最小规格） 8.00 美元 
高于 0.32 盎司，不超过 0.40 盎司 10.00 美元 
高于 0.40 盎司，不超过 0.48 盎司 12.00 美元 
高于 0.48 盎司，不超过 0.56 盎司 14.00 美元 
高于 0.56 盎司，不超过 0.64 盎司 16.00 美元 
 

水烟（包括烟草和非烟草） 
 
下表所示为某些水烟包装规格的最低价格。 
 

水烟包装规格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3.5 盎司（最小规格） 17.00 美元 
高于 3.5 盎司，不超过 4.2 盎司 20.40 美元 
高于 4.2 盎司，不超过 4.9 盎司 23.80 美元 
高于 4.9 盎司，不超过 5.6 盎司 27.20 美元 
高于 5.6 盎司，不超过 6.3 盎司 30.60 美元 
高于 6.3 盎司，不超过 7.0 盎司 34.00 美元 
高于 7.0 盎司，不超过 7.7 盎司 37.40 美元 
高于 7.7 盎司，不超过 8.4 盎司 40.80 美元 
高于 8.4 盎司，不超过 9.1 盎司 44.20 美元 
高于 34.3 盎司，不超过 35 盎司 17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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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烟草 
 
下表所示为某些散装烟草包装规格的最低价格。 
 
散装烟草包装规格 最低价格（不包括 OTP 税和销售税） 
1.5 盎司（最小规格） 2.55 美元 
高于 1.5 盎司，不超过 1.8 盎司 3.06 美元 
高于 1.8 盎司，不超过 2.1 盎司 3.57 美元 
高于 2.1 盎司，不超过 2.4 盎司 4.08 美元 
高于 2.4 盎司，不超过 2.7 盎司 4.59 美元 
高于 2.7 盎司，不超过 3.0 盎司 5.10 美元 
高于 3.0 盎司，不超过 3.3 盎司 5.61 美元 
高于 3.3 盎司，不超过 3.6 盎司 6.12 美元 
高于 3.6 盎司，不超过 3.9 盎司 6.63 美元 
高于 3.9 盎司，不超过 4.2 盎司 7.14 美元 
高于 4.2 盎司，不超过 4.5 盎司 7,65 美元  
高于 4.5 盎司，不超过 4.8 盎司 8.16 美元 
高于 4.8 盎司，不超过 5.1 盎司 8.67 美元 
高于 5.1 盎司，不超过 5.4 盎司 9.18 美元 
高于 5.4 盎司，不超过 5.7 盎司 9.69 美元 
高于 5.7 盎司，不超过 6.0 盎司 10.20 美元 
高于 6.0 盎司，不超过 6.3 盎司 10.71 美元 
高于 6.3 盎司，不超过 6.6 盎司 11.22 美元 
高于 6.6 盎司，不超过 6.9 盎司 11.73 美元 
高于 6.9 盎司，不超过 7.2 盎司 12.24 美元 
高于 7.2 盎司，不超过 7.5 盎司 12.75 美元 
高于 7.5 盎司，不超过 7.8 盎司 13.26 美元 
高于 7.8 盎司，不超过 8.1 盎司 13.77 美元 
高于 8.1 盎司，不超过 8.4 盎司 14.28 美元 
高于 8.4 盎司，不超过 8.7 盎司 14.79 美元 
高于 8.7 盎司，不超过 9.0 盎司 15.30 美元 
高于 9.0 盎司，不超过 9.3 盎司 15.81 美元 
高于 9.3 盎司，不超过 9.6 盎司 16.32 美元 
高于 9.6 盎司，不超过 9.9 盎司 16.83 美元 
高于 9.9 盎司，不超过 10.2 盎司 17.3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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