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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俄勒冈州所有售卖烟草或吸入剂输送装置 (Inhalant Delivery 
System, IDS) 产品 （亦称电子烟或电子烟产品） 的零售商必须持有许可证。这让州
政府得以追踪商业烟草的售卖地、实施烟草销售法律，并向零售店主和工作人员
提供科普教育及培训。

背景
为什么俄勒冈州需要烟草零售许可证？

对于俄勒冈州的儿童而言，获得烟草和电子烟产品轻而易举。 2019 年， 在被俄勒
冈州卫生局 (Oregon Health Authority, OHA) 检查的烟草零售商中， 每 6 家就有  
1 家向年龄 21 岁以下的人士非法出售烟草产品。 其他州和地区已成功落实了烟
草许可制， 以确保零售商遵守烟草销售方面的法律法规。

如何定义 “烟草零售商”？
任何直接向顾客出售烟草或 IDS 产品的场所都被视为烟草零售商， 包括零售商
店、雪茄吧和水烟吧、电子烟商店和酒吧，它们必须持有烟草零售许可证方可继续
销售烟草。 这一法律不适用于部落领地的零售商。

也不适用于俄勒冈州酒类管制委员会 (Oregon Liquor Control Commission)  
许可的大麻零售商或 OHA 许可的大麻药房，因其不销售含尼古丁的 IDS。

一些县的零售商将继续根据其所在县现行的烟草零售许可计划开展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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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烟草零售许可证
如何获取许可证？

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请浏览税务部 (Department of Revenue)  
的 全州烟草零售许可证 (Statewide Tobacco Retail License) 网站。
拥有众多分店的零售商需要为每个营业地址购置一份许可证。

许可证的成本是多少？ 该成本涵盖了哪些方面的费用？
烟草零售许可证每年的费用为 $953。 该费用涵盖了该计划的实际成本， 包括更严
格、更频繁的执法工作和零售商科普教育。

如果我在申请许可证方面需要帮助， 我该联系谁？
您可以联系俄勒冈州税务局 (Department of Revenue, DOR)： 
TRL.help@dor.oregon.gov  

我需要多久更新一次许可证？
自许可证签发之日起每年更新一次。 DOR 将在许可证申请更新时间临近时向每
位许可证持有方邮寄一封信函。

如果我想把店铺卖了， 会怎么样？我的烟草零售许可证是否可以转让？
许可证不能从一家店铺转让至另一家店铺。 新店主必须申请新的许可证。

合规与执法
保持合规的规则和要求是什么？

关于烟草销售法律和烟草零售许可证要求的信息， 请见 《零售商烟草零售许可证
培训手册》 (Tobacco Retail License Training Manual for Retailers)。该手册可在  
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上找到。

执法工作是什么样的？由谁来进行？
DOR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许可证要求。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OHA 或当地公共卫生机构 (Local Public Health Authority) 
将开始开展每年两次的检查，一次是为了确保零售商不向 21 岁以下的人士出售
产品，一次是为了确保该零售商遵守所有烟草零售法律。

https://www.oregon.gov/dor/programs/businesses/Pages/Statewide-Tobacco-Retail-License.aspx
mailto:TRL.help%40dor.oregon.gov?subject=
https://www.oregon.gov/oha/PH/PREVENTIONWELLNESS/TOBACCOPREVENTION/Documents/OHA-TRL%20Retailer%20Training%20Manual_FINAL.pdf
https://www.oregon.gov/oha/PH/PREVENTIONWELLNESS/TOBACCOPREVENTION/Documents/OHA-TRL%20Retailer%20Training%20Manual_FINAL.pdf
http://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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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检查前收到通知吗？
所以检查都将突击进行。 所有零售商都可以使用教育资源为各项检查做好准备，
也可以向 OHA 工作人员咨询许可要求。 

检查过程中会发生什么？
会进行不同种类的烟草零售检查。 获取关于俄勒冈州烟草零售检查的高级概览，
请查看 《烟草零售检查汇总》 (Tobacco Retail Inspection Matrix)。 该文件可在  
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上找到。

检查不合格会有什么处罚？
前往 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的 “零售商” (Retailers) 页面， 查看 
DOR 和 OHA 烟草销售法违规处罚表。 一旦发生了烟草非法销售，全州烟草零售
许可证法律处罚的是店主，而不是店员或青少年。

是否有处罚申诉程序？
是。浏览税务局的 全州烟草零售许可证 (Statewide Tobacco Retail License) 网站  
了解更多信息。处罚来源 （DOR、OHA 或当地公共卫生机构） 不同， 申诉程序也
有所不同。

一些县已强制要求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 那里的零售商是遵守县计划还是
新的州计划？

一些辖区（县或城市）将保留其现行的烟草零售许可证计划。 浏览俄勒冈州税务部
的 全州烟草零售许可证 (Statewide Tobacco Retail License) 网站， 查询您所在辖区
的烟草零售许可证签发机构。

公平性
州政府如何确保执法公平进行，而不是针对有色人种社区及零售商？

对于有色人种零售商： 来自许可证收费的财政收入让 OHA 得以执行烟草零售法
律。 这意味着将由公共卫生专家（而不是执法部门）造访各店铺进行科普教育和检
查。 OHA 检查员将遵循由若干公共卫生和种族平等组织制定的国家建议， 以确
保公平执法。 这包括评估法律是否有效减少了向青少年的销售行为， 以及确保执
法措施不会无理地针对有色人种社区或烟草行业关注的其他社区。
对于有色人种青少年和社区： 全州烟草零售许可证法案取消了对购买、使用和持
有烟草产品的青少年的处罚。 这将有助于减少有色人种青少年和警方之间的争
执。 该法律将导致青少年使用烟草的责任归咎于向青少年非法出售烟草的零售
商， 并对其实行处罚。 此外， 该法律让烟草行业最关注的社区有能力推行保护个
人和家庭的政策， 例如禁止使用有味烟草产品。

https://www.oregon.gov/oha/PH/PREVENTIONWELLNESS/TOBACCOPREVENTION/Documents/Tobacco Retail Inspection Matrix 3.10.22.pdf
http://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http://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https://www.oregon.gov/oha/PH/PREVENTIONWELLNESS/TOBACCOPREVENTION/Documents/Tobacco Retail Inspection Matrix 3.10.22.pdf
https://www.oregon.gov/dor/programs/businesses/Pages/Statewide-Tobacco-Retail-License.aspx
https://www.oregon.gov/dor/programs/businesses/Pages/Statewide-Tobacco-Retail-Licen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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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额外的问题， 我该联系谁？
关于 OHA 合规检查和执法的问题：
Tobacco.Inspections@state.or.us 
971-673-0984 
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关于 DOR 合规检查和执法的问题：
TRL.help@dor.oregon.gov

503-945-8120 
www.oregon.gov/dor/programs/businesses/Pages/Statewide-Tobacco-Retail-Licen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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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获取本文件其他语言的版本、大字体版本、盲文版本
或偏好格式的版本。 联系健康促进和慢性疾病预防中心 
(Health Promotion and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请拨打 971-673-0984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obacco.Inspections@state.or.us。我们接受所有中继来电，
您也可以拨打 711。

公共卫生处
健康促进和慢性疾病预防中心 
烟草零售许可  
800 N.E. Oregon St., Suite 730
Portland, Oregon 97232
电话号码：971-673-0984
传真：971-673-0994

mailto:Tobacco.Inspections@state.or.us
http://www.healthoregon.org/tobaccoretailsales 
mailto:TRL.help@dor.oregon.gov 
http://www.oregon.gov/dor/programs/businesses/Pages/Statewide-Tobacco-Retail-License.aspx
mailto:Tobacco.Inspections@state.o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