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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草零售商有哪些要求？
烟草法包含《97 号地方法》或“合理烟草执法 (Sensible Tobacco Enforcement)”，针对

烟草零售商设立了定义和要求。

要求
标牌要求

需要哪些标志？ 
法律要求销售香烟、其他烟草制品、电子烟、水烟、烟斗、卷烟纸或吸烟用具的零售商在

显眼处张贴两个标志：

1.  年龄限制标志：一个当前的年龄限制标志，指明不能出售给 21 岁以下人士的额外商品。

2.  纳税印花标志：一个表明在纽约市内销售的香烟必须装在带有效纽约市和州纳税印花包

装内的标志。 

不张贴这些标志会招致什么处罚？ 
未张贴规定标志的零售商将被处以每项违规行为最高 500 美元的罚款。 

标志要求何时生效？

1. 当前的年龄限制标志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生效。  

2. 纳税印花标志要求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生效。

零售经销商的定义

该定义是什么？

烟草零售经销商是指任何销售香烟或烟草制品的人。烟草零售经销商必须持有纽约市烟草零

售经销商的有效执照，持有纽约州销售香烟和烟草制品的有效注册证书，并对其持有的香烟

和其他烟草制品缴纳规定的税款。

哪些人不属于零售经销商的定义所涵盖的范围？

零售经销商的定义不适用于任何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为制造商、代理商或持证批发或零售经销

商运送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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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执照的零售经销商会面临什么处罚？

对无执照零售经销商的处罚：初犯将被处以最高 2000 美元的罚款，若再犯，每次将被处以 
2000 美元的罚款，并可能对在三年内出现两次无照违规行为的经销商进行查封。无照销售香

烟或其他烟草制品被视为轻罪。从制造商或持证批发商以外的任何人处购买香烟或其他烟草制

品也被视为轻罪。

对零售经销商的这一定义于何时生效？ 
2018 年 2 月 24 日。

逃避香烟税

该法律如何规定逃税行为？

烟草零售经销商不得：

•  将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出售给无执照的经销商或执照被吊销或撤销的经销商

•  从制造商或持牌批发商以外的任何人处购买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

•  销售、提供、持有或运输经变更或伪造的香烟纳税印花、压印或印记

•  藏匿未带印花或非法加盖印花的香烟包装、无包装的散装香烟或未粘贴、经更改或伪造的纳

税印花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是什么？

• 初犯将被处以最高 2000 美元的罚款

•  对于第二次（不同日期）违规和三年内再犯，每次将被处以最高 5000 美元的罚款

• 对于三年内第二次违规或再犯（不同日期），吊销执照

• 若三年内出现三次违规行为，则查封经营场所。

•  违反本法律的零售经销商也将受到先存的民事香烟税处罚，最高为：

 –  若零售商持有或控制的香烟装在无印花或非法加盖印花的包装内，则每 200 支香烟（超过 
1000 支）罚款 100 美元。

 –  若零售商故意将持有或控制的香烟装在无印花或非法加盖印花的包装中，则每 200 支香 

烟（超过 1000 支）罚款 200 美元。

 –  未盖纳税印花或盖有假纳税印花、压印或印记的香烟，每 10 盒（超过 100 盒）罚款 200 
美元。

关于逃税的法律于何时生效？ 
201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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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机构
查封持续违规者

“查封”一家商店意味着什么？ 
查封是指通过上锁或以其他方式阻止进入经营场所而对该场所进行强制关闭。

什么情况下可以查封零售商店？

本法律允许对多次违反特定烟草法的商店进行查封： 

• 零售商或批发商在三年内出现两次以上无执照经营的情况 

• 零售商或批发商在三年内违反以下法律规定三次： 

 – 向 21 岁以下的顾客出售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

 – 逃避纽约市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税费

 –  销售散装香烟或小雪茄 
（香烟和小雪茄必须至少以 20 支为一包销售。）

 –  允许未满 18 岁的员工在未经店主或年满 18 岁员工监督的情况下销售、分配或处理烟

草制品

 – 销售调味烟草制品

 –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和非烟草吸烟产品

在查封之前是否会通知我？

会。行政法庭查明商店应被查封后，会在查封前至少 10 天在该商店处张贴查封令。 

我的店如何才能解除查封状态？

在局长下令的查封期（最长 60 天）结束，并且所有未付罚款及费用均已付清后，商店就可

以解除查封状态。 

本法律于何时生效？ 
2014 年 1 月 18 日。

没收非法烟草制品

在什么情况下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会被没收？ 
 纽约市财政部门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Finance)的执法人员，包含治安警官，可以

没收任何销售中的调味烟草制品（烟草吧除外）或任何由无执照零售商或批发商持有或提供

的香烟。财政执法人员已被授权可没收未缴税的烟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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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员能否没收调味烟草制品？ 
能。纽约市禁止销售除薄荷醇、薄荷或冬青以外的调味烟草制品，烟草吧除外。

没收烟草制品的规定于何时生效？ 
2013 年 11 月 19 日。

执照吊销和暂扣

在什么情况下执照会被吊销或暂扣？

当商店在三年内不同日期出现两次及以上下列情况，烟草零售经销商的执照须被吊销：

• 向 21 岁以下个人出售香烟、其他烟草制品或电子烟。

• 向 21 岁以下个人出售非烟草类水烟、烟斗、卷烟纸或吸烟用具。 

• 销售散装香烟。

• 以低于最低规定价格的价格销售烟草制品（如雪茄、小雪茄、鼻烟或散装烟草）。

• 以少于 20 支的包装销售小雪茄。

•  允许未满 18 岁的个人在不受经营场所内年满 18 岁的个人监督的情况下处理或销售 

烟草。

• 销售、持有或藏匿虚假纳税印花或没有纽约市和州有效纳税印花的香烟。

如商店在三年内销售或提供调味烟草制品达三次及以上，则烟草零售经销商的执照须被 

暂扣。 

若违反香烟或烟草法但不缴纳相关民事处罚，则烟草零售经销商的执照也可能会被暂扣。 

与吊销和暂扣相关的规定于何时生效？

2014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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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罚款 
违反这些法律的罚款是多少？ 
下表是各种违法行为对应的罚款和处罚。

纽约市烟草零售商处罚体系
违规行为 罚款和处罚

无执照的烟草零售经销商 •  初犯罚款 2000 美元

•  第二次（不同日期）违规和之后再犯，每次罚款 
2000 美元

•  若三年内出现两次违规行为，则查封经营场所

销售、持有或藏匿未纳税的香

烟或其他烟草制品或假印花
• 初犯将被处以最高 2000 美元的罚款 

• 第二次（不同日期）违规和三年内再犯，每次将被处

以最高 5000 美元的罚款

• 三年内第二次违规或再犯（不同日期），强制吊销 

执照

• 若三年内出现三次违规行为，则查封经营场所

加上以下民事烟草制品持有税务处罚：

•  若零售经销商持有或控制的香烟装在无印花或非法加

盖印花的包装内，则每 200 支香烟（超过 1000 支）

罚款 100 美元

• 若零售经销商故意持有或控制装在无印花或非法加盖

印花的包装内的香烟，则每 200 支香烟（超过 1000 

支）罚款 200 美元

• 若零售经销商持有或控制未盖纳税印花或盖有假

纳税印花、压印或印记的香烟，则每 10 盒（超过 
100 盒）罚款 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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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 罚款和处罚

向未成年人出售非烟草吸烟 

产品
• 初犯罚款 1000 美元

• 三年内再犯罚款 2000 美元

•  三年内第二次违规或再犯（不同日期），强制吊销

执照

销售或以销售为目的持有调味

烟草制品
• 初犯将被处以最高 1000 美元的罚款 

• 三年内再犯将被处以最高 2000 美元的罚款

• 第三次和三年内再犯，每次将被处以最高 5000 美元

的罚款

• 对于三年内发生在不同日期的第三次违规行为和不同

日期的所有后续违规行为，最长可强制暂扣一年执照

• 若三年内出现三次违规行为，则查封经营场所

我如何才能阅读此情况说明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或查看实际的法律条文？

访问 nyc.gov/health 搜索“tobacco laws”或致电 311。

如果我有问题或需要更多信息该怎么办？

请致电 311 询问关于“合理烟草执法”的信息。

纽约市烟草零售商处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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