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人烟草使用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马里兰

州通过了 Tobacco 21 (T21)，这项新的法律旨在将烟草产品销售的最

低年龄限制提高至 21 岁，其中包括电子烟、JUUL® 和其他注油式电子

吸烟系统。作为持有执照的烟草零售商，你在确保这一努力获得成功的

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有了你的帮助，我们就能够减少并完全消除

我们州内未成年人接触烟草产品的这一问题。

保持注意。负起责任。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向未满 21 岁的人士销售、经销或承诺销售烟

草产品均属违法行为。

你有责任维护法律。将持续开展合规检查，以确保你的商店遵守有关禁

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如果你由于向未成年人

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而被判有罪，那么联邦罚款金额可能会

超过 10,000 美元，而且你的烟草销售执照也可能会被撤销。

 
遵守法律。

零售商需要： 

1.将全新的 T21 标志张贴在显眼的位置。

2. 使用驾驶执照或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来核对消费者的年龄。

3.为所有员工提供相关培训，要求他们针对每次烟草销售做到以下 

几步：  
 •  如果任何未满 27 岁的消费者想要购买烟草产品，则要求他们出示

有效的身份证（联邦法律）。

 • 查看他们的身份证，确保想要购买烟草产品的消费者年满 21 岁。

 •  拒绝向所有未满 21 岁的消费者销售烟草产品。*

身份证

负责任的零售商

查看

我们不向未成年人 

销售烟草



未成年人的健康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

让我们帮助他们远离烟草。 

烟草产品，包括大多数电子烟，都含有成瘾性药物尼古丁和其他危险化学品。高中未

成年人群中，电子香烟、诸如 JUUL® 的电子烟和其他注油式电子吸烟设备的使用量

在一年里增加了 78%。2018 年，全美超过 300 万高中生使用不同类型的电子烟产

品。鉴于此，美国卫生部长发出警告，青少年使用电子香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尼

古丁会导致年轻人大脑发育迟缓，而电子烟中的化学物质会导致永久性肺损伤。而且

其中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使用其他类型的烟草产品，从而导致他们开始接触一些已知

的致癌化学物。大部分使用烟草产品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从 21 岁就开始接触烟草。由

于这些原因，将限制销售年龄提高到 21 岁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获得电子烟和其他烟

草产品的机会，从而降低他们开始使用烟草的可能性。 

我们为你提供帮助。

本工具包提供的资源帮助你了解新颁布的烟草法，以及你需要履行的守法责任。除了

将限制销售年龄提高至 21 岁以外，*新法还要求零售商张贴使用特定语言的标志。

马里兰州卫生部开发了符合法律要求的海报和橱窗胶带，本工具包中也包含了这些物

品。将这些材料张贴在店铺内便于消费者和员工看到的显眼位置。还可以将其他物

品，如立卡和快速参考指南放置在收银机附近，以帮助店员确定想要购买烟草产品的

消费者的年龄和正确的现役军人身份证。

你还可以从中了解关于马里兰州戒烟热线 1-800-QUIT-NOW 的信息。戒烟热线是一项

免费服务，帮助马里兰州居民戒烟，包括电子香烟和电子烟。任何年满 13 岁的人士都

可以拨打 1-800-QUIT-NOW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mokingstopshere.com。

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使马里兰州的青少年远离烟草。 

如果想要参加免费在线培训，索取其他资料、了解常见问题解答， 

请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请将你的问题发送至 mdh.notobaccosalestominors@maryland.gov。

*持有有效军人身份证，并且年满 18 岁的现役军人除外。



未满 21 岁即未满法定年龄。

不得向任何无法出

示军人身份证，并

且未满 21 岁的个
人销售烟草产品。



作为烟草零售商，你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向任何未满 27 岁的消费者销售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
之前，先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你必须拒绝将烟草出售给任何未满 21 岁的消费者。*

政府发放的带照片的身份证是烟草产品销售唯一的年龄证明。身份证应带有持有人的照片、其体格
描述以及出生日期，证明此人已年满 21 岁。*当前尚未过期的身份证才是有效的身份证明。

可接受下列形式的身份证明：

• 国家签发的驾驶执照	 • 入境卡
• 国家签发的身份证（签发给非驾车者） • 现役军人身份证

• 护照  （其他形式的军人身份证均不可接受）

未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1）

年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 1）

出生日期

有效期

身高

体重

残影/激光影像

未满 18 岁日期

未满 21 岁日期

表示持证人未满 21 岁的红框 
（仅版本 1）

可触摸（凸起）文本 
（仅版本 2）

工作单位——武装部队 
（仅军人身份证）

A

B

C

D

E

H

F

G

I

J

年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 2）

现役军人	
（反面）

未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2）

现役军人	
（正面）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身份证指南

记住：如果有任何疑惑，就不要把烟草卖给

对方。销售烟草产品并不是你的义务。

日期篡改。身份证上被改得最多的地方包括出生日期、有效期和“未满 18 岁”或 

“未满 21 岁”[日期]。确保这些日期没有以任何方式被更改。

查看是否瑕疵。触摸身份证表面是否凹凸不平。查看身份证上是否有擦痕、厚度不

对、起皮、印刷模糊、数字模糊、字母或数字的字体不同——特别是出生日期和有

效期。  

胶线或针孔。将身份证置于明亮的光线下，查看是否有注入漂白剂的胶线或针孔。

数字匹配。检查身份证的正反面，确认身份证上的所有数字是否匹配。

检查水印。检查身份证，确保上面有所有必要的水印或国家印章。

数字偏斜。将身份证旋转 90 度，确认是否所有重要数字不存在偏斜。  

照片和体格。确保身份证上的照片与真人相符。查看身高和体重，确保身份证上的

数字与真人相符。

检查身份证时需要注意：

如何识别假身份证

J

*持有有效军人身份证，并且年满 18 岁的现役军人除外。

2019 年 9 月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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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烟草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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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下文的简单步骤：

如何检查身份证

计算他们的年龄

先检查。

将烟草产品从货架上取下前，始终要求消费者出示身份证并检查。在你确认消费者已经年满 21 岁
之前，不得提供或销售产品。*

养成习惯。

每次检查身份证时，都按照相同的步骤。这样能够避免你在与对方的交谈过程中被转移注意力。

取出身份证。

 要求消费者从钱包中取出身份证。

检查有效期。

 如果有效期已过，则对方出示的是无效卡。

查看出生日期。

身份证必须能够证明对方已经年满 21 岁。*将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与日历进行比较，以确定消费

者可以合法购买烟草的日期。

查看照片和体格。

那个人看起来和身份证上的照片相像吗？同时查看身高和体重，确认是否与真人相符。

有疑惑？要求对方再提供另一项身份证明。

如果你对身份证有任何疑惑，要求对方再提供一项身份证明。如果消费者无法出示，则拒绝销售。

军人身份证？查看这些特征。

向持有有效的军人身份证，即通用出入证(CAC)，并且年满 18 岁的现役军人出售烟草是合法的。 
 •  查看 CAC 正面“工作单位”下方是否有“武装部队”字样。 
 • CAC 是一张竖卡，并且有一个芯片条。 
 •  只有正面印刷有“武装部队”的 CAC 才可作为向年满 18 岁的军人出售烟草的身份证明。

 •  其他形式的军人身份证不可接受。 

其他身份证明

消费者出示的是非马里兰州签发的其他形式的身份证或驾驶执照。如果是其他州签发的执照，不要简单
地认为横卡就意味着消费者年满 21 岁。使用下列方法计算他们的年龄。

在他们出生的年份加上 20，然后加上 1。

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08-11-1999
今天的日期是：10-01-2019 
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 1999
加上 20 = 2019
加上 1 = 2020

该消费者要到 2020 年 8 月 11 日才年满 21 岁。将今天的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与客户满  
21 岁的日期（2020 年 8 月 11 日）进行比较，你会发现目前向该消费者出售烟草是非法的。你必须
拒绝销售。

如何拒绝销售烟草

态度礼貌但坚定。当你确定试图购买烟草的消费者属于未成年人，你应该礼貌却坚定地回绝他们。

解释原因。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能把烟草产品卖给他。

顶住消费者向你施加的压力。消费者可能会试图让你对不把烟草卖给他们感到难过，或者想出各种借口
和理由让你觉得你应该把烟草卖给他们。坚持立场，不要动摇——你并不是必须销售各种烟草产品，尤
其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

继续。继续检查他们的其他物品。如果他们没有其他东西要买，开始招呼下一位排队的消费者。

寻求帮助。如有必要，不要犹豫，向你的上级或经理寻求帮助。

该说什么：
“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向任何未满 21 岁的人出售烟草产品。这并不是针对您个人的——这是法律规
定。否则我可能会丢掉工作或被罚很多钱。”

拒绝出售烟草产品的有效理由
• 身份证上的照片与消费者本人不符。
• 身份证明上没有出生日期（例如：学校或雇主签发的身份证明）。 
• 身份证看上去是伪造的。
• 身份证显示消费者未满法定年龄。
• 身份证已过期。
• 身份证明不是 CAC，如果想要向未满 12 岁的军人出售烟草，必须出示上述证件。

根据最新颁布的法律，向未满 21 岁的人士销售烟草产品系属违法行为。* 
所以当你拿到对方的身份证后，你如何确认他的年龄？

如果对方出示的是马里兰州签发的证件，那么很简单。 
如果消费者出示的身份证是竖的，则表示他未满 21 岁。而且身份证上还会出现（日期）之前“未满  
21 岁”字样。将该日期与当前日期对比以确认是否可以向其销售烟草。

1999
+20

+1
2020

*持有有效军人身份证，并且年满 18 岁的现役军人除外。



•  香烟
•  雪茄、小雪茄，以及含香料产品
•  电子吸烟设备(ESD)，包括电子烟、电子水烟、电子雪茄、笔式电子烟、JUUL® 等
• 无烟烟草（咀嚼烟、吐丝烟、蘸烟、鼻烟）
• 散装烟叶和水烟(用于水烟管和水烟袋)
•  “散装烟”——-单支销售或每包不足 20 根的香烟  
•   烟草配件，如过滤器、卷烟纸、烟管、水烟管和 ESD 中使用的液体，不论尼古丁含量
多少

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均属违法行为。此类产品包括：

如果不确定产品的销售是否合法——不要销售！没有法律规定你必须销售某种产品；但是，

对于你可以卖什么产品，以及将产品卖给谁有明确的法律限制。

如果不确定产品的销售是否合法——
不要销售！ 

产品指南

2019 年 9 月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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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烟草零售商 
快速参考指南

•  说明向未满 21 岁的消费者销售烟草系属违法行为。措辞委
婉、有礼貌，但语气坚定。你这样做是为了守法，否则你就
会被罚款或丢掉工作。这是一个有力的理由。

•  顶住消费者施加的压力。记住，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并不是你
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消费者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或你
认为对方出示的身份证有假，那么拒绝把烟草产品卖给他。
不要因为受到威胁而触犯法律。 

•  保持冷静。如果消费者生气了，那么向经理或保安员寻求帮
助。你还可以报警。

该说什么：

“非常抱歉，我们不能向任何未满 21 岁的人出售烟草产品。
这并不是针对您个人的——这是法律规定。否则我会可能会丢
掉工作或被罚很多钱。”

“非常抱歉，任何未满 27 岁的消费者如果想要买烟草，我必
须先查看带照片的身份证。这并不是针对您个人的——这是法
律规定。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当前日历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以下年份今天之后出生的人：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不得向任何未满 21 岁的个人销售烟草产品。*

2019 年 9 月

身份证

负责任的零售商

查看

我们不向未成年人 
销售烟草

*持有有效军人身份证，并且年满 18 岁的现役军人除外。

了解法律。

向任何未满 21 岁的人士销售烟草系属违法行为。* 
联邦罚款金额可能会超过 10,000 美元。

知道该采取什么步骤。

1. 要求任何未满 27 岁的消费者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

2. 确保所有消费者年满 21 岁。*
3. 拒绝把烟草卖给任何未满 21 岁的消费者。*

拒绝烟草销售的技巧

为了遵守法律，零售商和店员必须：



如何查看身份证。

不出示身份证。不得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如果想要购买烟草产品的消费者未满 27 岁，

则要求对方出示带照片的有效身份证。

先查看带有照片的身份证，再提供其所需的产品。

将身份证上的照片与消费者本人进行比对？是否相符？

确认身份证是否伪造。要求消费者将从钱包中取出身份证，并检查身份证是否被篡改

（塑料剥落、字迹模糊和数字错位）。

检查有效期。身份证必须是当前并且未过期才有效。 

执照是否是竖的？在马里兰州，这意味着持有该执照的消费者未满 21 岁。在向他

们销售烟草产品之前，查看[日期]之前“未满 21 岁”栏的日期，确然他们是否已满  
21 岁。对于年满 18 岁并持有现役军人身份证的消费者来说，确保他们出示的身份证

是竖的，并且在身份证正面“工作单位”下注明“武装部队”字样。

计算并核对年龄。

1

2

3

4

5

6

7

如果你正在核对某消费者的年龄，那么使用下列方法是最简单的：

在他们的出生年份上加 20，然后再加 1。

例如， 
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08- 11-2001
今天的日期：10-01-2019

该消费者要到 2022 年 8 月 11 日才年满 21 岁。将今天的日期（2019 年 
10 月 1 日）与客户满 21 岁的日期（2022 年 8 月 11 日）进行比较，你

会发现目前向该消费者出售烟草是违法的。你必须拒绝销售。

2001
+20

+1
2022

如何计算年龄。

未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 1）

现役军人 
身份证

年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 1）

年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 2）

未满 21 岁人士的驾驶执照 
（版本 2）

其他州和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可能与上述例子中的不同。 

确保认真查看所有身份证，以严格遵守法律。

武装部队（仅军人身份证）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B

B



马里兰州法律

销售和经销 

•   只能将烟草产品出售给年满 21 岁的个人，以及年满 18 岁并且能够出示有效军人身份证的现役军人。电子

吸烟设备(ESD)现在也属于“烟草产品”的定义范围，系指可用于向使用电子吸烟设备的个人输送雾化或蒸

发尼古丁的设备。其中包括电子香烟、电子雪茄、电子小雪茄、电子烟斗、电子水烟斗、笔式电子烟、电子

烟用液体和任何部件、零件或附件，无论是否单独出售，包括在装置使用期间用于雾化或汽化的物质。——马

里兰州 法典注释《刑法》§10-107，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卫生法》§24-305，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卫生法》§24-307，马里兰州法典

注释《卫生法》§13-1001，马里兰州法典注释《企业注册法》§16.7-101

•   禁止使用无人售货机销售烟草产品，除非无人售货机位于成人专用设施内——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公司注册法》 
§16-3A-02

•  香烟只能整包销售，每包至少 20 根——马里兰州法典注释《普通法》§11-5A-02

•  禁止销售丁香烟——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刑法》§10-106

违规和处罚

•   向未成年人销售或经销烟草产品，包括电子吸烟设备(ESD): 店员或执照持有人（或两者）可能会被处以刑

事轻罪及罚款，最高可达：

第一次违规 300 美元； 
第一次违规后两年内再次违规 1000 美元； 
前一次违规后两年内每发生一次违规 3000 美元——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刑法》§10-107

•   向未成年人销售或经销烟草产品，包括电子吸烟设备(ESD)：执照持有人/店主（而非店员）可能会被处以民

事罚款，最高可达：

第一次违规 300 美元； 
第一次违规后两年内再次违规 1000 美元； 
前一次违规后两年内每发生一次违规 3000 美元——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卫生法》§24-305 和马里兰州法典注释《卫生

法》§24-307

•   出售无包装香烟：如果零售商经销无包装香烟，触犯刑法且情节较轻的，可单独处以或并处 500 美元以下

罚款、3 个月以下监禁——马里兰州法典注释《普通法》§11-5A-03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法律内容和处罚规定可能会发生变更。 
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了解最新信息。

广告和宣传

•   禁止出于下列原因向香烟或无烟烟草购买者提供任何礼品或物品 (a) 购买烟草产品； 

(b) 提供购买证明，例如积分、购物小票或优惠券— 21 C.F.R. §1140.34(b)

•   禁止使用香烟或无烟烟草品牌赞助任何体育、音乐、艺术或其他社交或文化活动—— 

或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赛——21 C.F.R. §1140.34(c)

违规和处罚

•   对于违反《烟草管制法》的零售商，共有两项民事罚款明细。最高罚款金额可超过 1 万
美元，屡次违反者可能会被处以禁止继续销售烟草的处罚。

参考资源

• T21 零售商信息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 马里兰州审计署

 www.comp.state.md.us

• FDA 烟草产品中心

 www.fda.gov/TobaccoProducts/default.htm

• 马里兰卫生部烟草预防和管制中心

 https://phpa.health.maryland.gov/ohpetup/Pages/tob_home.aspx

• 马里兰州 Synar 报告（州烟草零售商合规检查）

 https://bha.health.maryland.gov/Pages/Maryland-Synar-Reports.aspx

• 马里兰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www.marylandattorneygeneral.gov/Pages/Tobacco

• 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政策法律资源中心

 www.law.umaryland.edu/programs/publichealth

• 马里兰州戒烟热线，1-800-QUIT-NOW

 www.SmokingStopsHere.com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法律内容和处罚规定可能会发生变更。 
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了解最新信息。

法律指南

联邦法规（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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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罚款 

金额可超过 
10,000  

美元

2009 年 6 月 22 日，总统签署《烟草管制法》。《烟草管制法》授权 FDA 负责管理烟草产

品的生产、销售和经销，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减少未成年人吸烟。FDA 最初的管制对象只包括香

烟、香烟烟草、手卷烟草和无烟烟草产品。但是，自 2016 年 8 月 8 日起，FDA 开始管制下

列烟草产品：ESD、所有雪茄（包括高级雪茄）、水烟（水烟管烟草）、烟斗、尼古丁凝胶和可

溶性烟草。

身份证检查

•   只能将烟草产品，包括 ESD 销售给年满 18 岁的个人 — 21 C.F.R. §140.16(c)

•   在向任何未满 27 岁的消费者销售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之前，零售商必须先查看他们带有照

片的身份证——21 C.F.R. §140.14(b)(2)

销售和经销

•   香烟和无烟烟草只能通过面对面交易销售。了解你当地的法律——马里兰州的几个郡县和巴尔

的摩市要求所有烟草产品的销售都必须通过面对面进行——21 C.F.R. §1140.16(c)

•    禁止使用无人售货机销售烟草产品，包括 ESD，除非无人售货机位于成人专用设施内—— 

21 C.F.R. §1140.16(c)

•   香烟只能整包销售，每包至少 20 根——21 C.F.R. §1140.16(b)

•   禁止拆开或打开无烟烟草的包装，香烟的销售数量不得小于烟草制造商针对个人使用生产的每

包最小根数——21 C.F.R. §1140.14(d)

•   零售商不得发放免费烟草样品（不包括在“合格的成人专用设施内”发放的免费无烟烟草样

品），或在消费者购买任何烟草产品后发放免费礼品——21 C.F.R. §1140.16(d)(1)

•  禁止销售香料香烟（不包括薄荷醇）——21 U.S.C. 387g

•   零售商须更改自助服务的展示品，以便所有涉及香烟或无烟烟草的交易都必须面对面完成， 

禁止打开任何香烟或无烟烟草包装——21 C.F.R. §1140.14(a)(5) 

联邦法规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法律内容和处罚规定可能会发生变更。 
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了解最新信息。

执照发放要求

如果零售商销售香烟、其他烟草产品或电子吸烟设备(ESD)，如电子香烟、电

子烟或可注油电子烟(JUUL®)，必须获得零售商所在司法管辖区巡回法庭书记

员签发的执照。执照每年 4 月 30 日到期，必须每年续展。 

•  如果零售商销售香烟，必须获得烟草销售执照。 
•  如果零售商销售香烟和其他烟草产品，除了必须持有烟草销售执照以外，还

必须获得销售其他烟草产品的许可（无额外费用）。 
•  如果零售商销售其他烟草产品，但不销售香烟，则必须获得销售此类烟草产

品的特定执照。 
•  如果零售商销售香烟或其他烟草产品，那么如果想要销售 ESD，无需再额外

申请特定的执照。 
•  如果零售商销售电子吸烟设备，但是并没有取得销售香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的

执照，那么他们必须获得销售 ESD 的适当执照。

违规和处罚

•  如果在尚未取得相关执照的情况下销售或经销烟草产品或 ESD，触犯刑法且

情节较轻的，可单独处以或并处 1000 美元以下罚款、3 个月以下监禁—— 

马里兰州注释法典《公司注册法》§16.7-211(b)(1)，马里兰州注释法典《公司注册法》 

§16.5-218，马里兰州注释法典《公司注册法》§16-214(b)(1)-(2)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法律内容和处罚规定可能会发生变更。 
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了解最新信息。

新法律。
适用于所有烟草产品的 

新限制销售年龄。



马里兰州及联邦 
烟草销售法

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法律限制 马里兰州法律 联邦法律

所有烟草产品，包括电子吸烟装置(ESD)，只能出售给年满 21 岁的个人， 
以及持有有效军人身份证的年满 18 岁的现役军人。

禁止烟草零售商向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销售香烟、雪茄、无烟烟草、 
手卷纸烟、电子烟和水烟。

烟草产品包括香烟、雪茄、无烟烟草、手卷纸烟、电子烟和水烟

如果任何未满 27 岁的消费者试图购买烟草产品，零售商必须查看其身份证。

香烟和无烟烟草只能通过面对面交易销售。**

禁止使用无人售货机销售烟草产品，除非无人售货机位于成人专用设施内。

香烟只能整包销售，每包至少 20 根。

禁止拆开或打开无烟烟草的包装，香烟的销售数量不得小于烟草制造商针对 
个人使用生产的每包最小根数。  

禁止销售丁香烟。

禁止销售香料香烟（不包括薄荷醇）。

禁止香烟和无烟烟草制造商使用任何可识别的徽标赞助任何体育或娱乐活动。

禁止直接向消费者出售或运输通过邮件或互联网订购的香烟。

禁止发放免费烟草样品（不包括在“合格的成人专用设施内”发放的免费无烟 
烟草样品）。 

禁止在消费者购买香烟或无烟烟草后，或消费者通过优惠券兑换或购买香烟或 
无烟烟草后获得的积分兑换而向其发放免费礼品或其他物品。 

法律内容和处罚规定可能会有变更。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了解最新信息以及地方性广告植入条例。**马里兰州近一半的司法管辖区都制定有地方性法律， 

要求所有烟草产品的销售都必须面对面进行。此外，一些郡县和市镇还针对电子烟包装和销售 

额外制定限制。详情请咨询当地卫生部门。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身份证

负责任的零售商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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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 限制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 处罚

巴尔的摩市 
《巴尔的摩市卫生法案》  
§12-501-12-507

•  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兑换烟草产品

• 禁止他人为未成年人代买或向其出售任何烟草产品或卷烟纸

• 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吸烟设备

罚款金额最高可达  
1,000 美元

巴尔的摩郡 
《巴尔的摩郡法案》 
§13-12-105

•  禁止店主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烟草用具，或使用优惠券兑换烟草产品

•  禁止他人为未成年人代买或向其出售任何烟草产品或烟草用具

店主 =  
500 美元 - 1,500 美元

其他人 =  
50 美元 - 100 美元

卡洛尔郡马里兰州 
注释法典地方政府 
§1-1203-1-1204

•  禁止零售商向未满 21 岁的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电子吸烟设备、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
兑换烟草产品，除非个人同时满足以下三点：(1) 年满 18 岁，(2) 现役军人，(3) 能够出示
有效的军人身份证。

300 美元 - 500 美元

西索郡
马里兰州注释法典 
地方政府
§1-1203-1-1204

•  禁止零售商向未满 21 岁的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电子吸烟设备、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
兑换烟草产品，除非个人同时满足以下三点：(1) 年满 18 岁，(2) 现役军人，(3) 能够出示
有效的军人身份证。

300 美元 - 750 美元

加勒特郡
马里兰州注释法典 
地方政府
§1-1203-1-1204

•  禁止零售商向未满 21 岁的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电子吸烟设备、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
兑换烟草产品，除非个人同时满足以下三点：(1) 年满 18 岁，(2) 现役军人，(3) 能够出示
有效的军人身份证。

300 美元

霍华德郡 
霍华德郡法案  
§12-1300-12-1302

•  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兑换烟草产品

• 禁止他人为未成年人代买或向其出售任何烟草产品或卷烟纸

店主 =  
250 美元 - 1,000 美元

员工 =  
50 美元 - 250 美元

其他人 =  
50 美元 - 100 美元

肯特郡
肯特郡法案， 
第 156-2-156-4 章

•  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兑换烟草产品

•  禁止他人为未成年人代买或向其出售任何烟草产品或卷烟纸 

店主 =  
300 美元 - 500 美元

其他人 =  
50 美元 - 100 美元

蒙哥马利郡 
《卫生通则》， 
§24-11

•  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兑换烟草产品

•  禁止他人为未成年人代买或向其出售、提供任何烟草产品或卷烟纸
1,000 美元

乔治王子郡 
《卫生通则》，  
§12-202

•  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电子烟、卷烟纸，使用优惠券兑换烟草产品

•  禁止他人为未成年人代买或向其出售任何烟草产品、电子烟或卷烟纸

店主 =  
300 美元 - 1,000 美元

其他人 =  
50 美元 - 100 美元

圣玛丽郡 
马里兰州注释法典 
地方政府
§1-1203-1-1204

•  禁止零售商向未满 21 岁的未成年人销售任何烟草产品、电子吸烟设备、卷烟纸或使用优惠券
兑换烟草产品，除非个人同时满足以下三点：(1) 年满 18 岁，(2) 现役军人，(3) 能够出示
有效的军人身份证。

300 美元 - 500 美元

2019 年 9 月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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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烟草销售法

法律内容和处罚规定可能会发生变更。访问 www.NoTobaccoSalesToMinors.com  
了解最新信息以及地方性广告植入条例。此外，一些郡县和市镇还针对电子烟包装和销售额外制定限制。 

详情请咨询当地卫生部门。



使用我们的零售商测验 

了解你自己掌握了多少

你已经复习了有关如何防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信息， 

请花些时间完成以下简短的测验，了解自己到底掌握了多少。

有效的身份证：

A. 包含持有人的照片。
B.  包含持有人的出生日期，以证明持有人是否已经达到了烟草产品销售的法定年龄。
C. 当前并且未过期。
D. 以上皆是。

按照法律规定，你在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前，必须检查任何年龄未满以下岁数的消费者带有

照片的身份证：

A. 18 岁
B. 20 岁
C. 21 岁
D. 27 岁

如果你由于向未成年人出售任何烟草制品而被判有罪，联邦罚款可能超过：

A. 1,000 美元
B. 750 美元
C. 10,000 美元
D. 300 美元

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向未满 21 岁的人士销售烟草？
A. 如果是为他们的父母代买烟草。
B. 如果有年满 21 岁的人士陪同未成年一起前来购买。
C. 如果他们是朋友或家庭成员。
D. 如果他们已满 18 岁，并且能够出示现役军人身份证。

如果消费者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或者你认为他们出示的身份证是伪造的，那么你应该：

A. 拒绝销售。销售任何烟草产品并不是你必须履行的义务。
B. 如果他们看起来年满 21 岁，就把烟草产品销售给他们。
C. 如果他们贿赂你，就把烟草产品销售给他们。
D. 如果他们说自己年满 21 岁，就把烟草产品销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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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执法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全年开展_________，以确保零售商不会向未成年人
出售烟草。

A. 教育
B. 合规检查
C. A 和 B。
D. 以上皆否。

某消费者想要买一包烟弹，用于自己的电子烟。店员必须：

A. 如果此人未满 27 岁，则要求查看他带有照片的身份证。
B. 不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直接把烟弹卖给他。
C.  确保消费者已年满 21 岁（如果持有有效的军人身份证，则年满 18 岁）。
D. A 和 C。

身份证被篡改的迹象包括：

A. 塑料剥落
B. 字迹模糊
C. 数字错位
D. 以上皆是

下列哪项不属于可接受的身份证明形式？

A. 护照
B. 学校签发的身份证明
C. 国家签发的驾驶执照
D. 国家签发的身份证

向未成年人（未满 21 岁的人士）销售或提供____属于违法行为。
A. 香烟
B. 电子烟/电子香烟/可注油式电子吸烟设备
C. 小雪茄/雪茄
D.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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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D  2.D  3.C  4.D  5.A  6.C  7.D  8.D  9.B  10.D

身份证

负责任的零售商

查看

我们不向未成年人 
销售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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