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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报告收集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成员属于无偿服务，是作为

专家身份而非政府或其它组织代表。委员会由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召集，就调查事项为总

干事提供建议。因此，此报告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和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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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来自烟草行业文件的证据反映了烟草公司多年来有意破坏世界卫生组织（WHO）控
制烟草使用的努力。这种蓄意破坏是精心策划的，资金充分的，而且通常具有隐蔽性。

在美国，一场对烟草行业的法律诉讼使得无数烟草公司的秘密文件得以公开，从而暴

露了烟草公司阻挠控烟行动的活动。烟草公司阻挠控烟行动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

他们那些通常带有欺骗性的策略和手段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

烟草公司的文件显示，他们把WHO这个国际公共卫生机构看作他们最主要的敌人之
一。文件更表明了烟草公司策划了全球性的策略以削弱人们对WHO能力的信任度，阻碍
WHO执行其使命。文件表明，烟草公司对抗WHO的活动并未将注意力放在烟草使用所产
生的公共卫生问题的事实真相；取而代之，烟草公司为了达到减少WHO用于科学研究和
政策活动的预算的目的，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公共卫生事务引开，让其它联合国机构反

对WHO，说服发展中国家相信WHO的控烟项目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第一
世界”的日程，歪曲烟草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削弱WHO作为一个机构的可信度。

尽管烟草公司的最高层经常设计这些策略和手段，但是烟草行业的官员们在实施这些

策略中所起的作用常常不为人知。有文件表明，在他们与WHO的斗争中，烟草行业躲藏
在各种各样表面上独立的半学术性、公共政策和商业组织的背后，并向它们秘密提供大量

资金。文件也显示了烟草行业对抗WHO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烟草行业有着秘密
财务关系的国际和科学专家。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文件同时显示了烟草公司正悄悄影响

其它联合国机构和发展中国家代表以对抗WHO的控烟行动。

烟草公司的高级执行官共同计划并实施精细的策略以对抗一个公共卫生组织，这种行

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受到谴责。专家委员会相信，烟草公司的这些活动拖延并破坏了全

球性的有效控烟行动。考虑到烟草使用的严重破坏性后果，专家委员会深信，从有限的调

查所发现的烟草行业预谋和已经成功的对抗行为的数量来看，人们有理由相信烟草公司对

抗WHO控烟活动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尽管烟草公司对抗WHO行为所造成的人
员伤亡数量也许永远无法量化，但是谴责烟草公司的行为并采取适当纠正措施正是当务之

急。

专家委员会敦促WHO及其成员国对报告中所描述的烟草公司的行为采取强硬立场。
本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对付烟草公司所采用的策略。这些建议主要包括：（1）成员国
应对烟草公司对成员国控烟行动的影响进行同样的调查；（2）WHO应监控烟草公司未来
的行为以确定本报告中指出的烟草公司的策略是否仍然在继续；（3）WHO应帮助成员国
决定采取何种适当的措施以弥补烟草公司过去的错误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美国的一些烟草公司公开宣称它们已经改变了行为，因此无需为它们过去的错误行为

而受到处罚。这些承诺，即使是真的，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烟草公司对某一国的所作所为。

如果烟草公司在世界其它地区继续采取这些令人无法接受的策略，那么它们开始在美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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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责任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烟草公司仍然在全球采用本报告所指出的策略和

方法，那么WHO必须将这些行为公之于众。成员国也必须仔细的评估烟草公司对其公民
健康和福利已造成的影响与烟草后果，并采取适当措施以纠正过去的错误并防止未来的滥

用。

Thomas Zeltner, M.D.

David A. Kessler, M.D.

Anke Martiny, Ph.D.

Fazel Randers,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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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概概概   要要要要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999年夏天，一份提交给世界卫生组
织（WHO）总干事的内部报告指出，烟草
公司过去的秘密文件中有证据显示烟草公

司曾经“努力阻止公共卫生政策的实施和

相关的努力以减少联合国组织内部对控烟

行动的资金支持”。作为回复，WHO总干
事布伦特兰女士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以

研究这些现在已经公之于众而曾经是机密

的烟草公司的文件。

这些文件揭示了烟草公司将WHO看成
是它们的主要敌人之一，并认为它们正在

与WHO
进行着一场战斗。根据某主要公司用于对

抗行业威胁的总计划，“WHO的影响是毋
庸置疑的”，公司必须“遏制、削弱WHO
的控烟行动并使之改变方向”。文件表明

，烟草公司对抗WHO控烟行为的方法包括
：造成事端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烟草使用所

产生的公共健康问题上引开，试图减少WH
O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政策活动的预算，
挑拨其它联合国机构反对WHO，说服发展
中国家相信WHO的控烟项目是以牺牲发展
中国家利益为代价的“第一世界”的日程

，歪曲烟草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削弱WH
O作为一个机构的可信度。

烟草公司的策略文件揭示了这些公司

的目的和手段：

“攻击WHO。”

“采取长期行动以对抗WHO激进的全
球禁烟活动，引发公众对WHO职权重新定
义的争论。”

“阻碍WHO的项目活动。”

“尽力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就反对烟草

作出承诺。”

“分配资源立即制止WHO。”

“使主要个人丧失信誉。”

“遏制WHO从私人资源获得资助。”

“与记者合作质疑WHO的工作重点、
预算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改变或重新计划癌症研究机构（IAR
C）重点项目或预算分配。”

“努力改变WHO主办的会议的性质和
基调。”

“建立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作为在WH
O说服第三世界活动的阵线。”

“说服泛美卫生组织（PAHO）将控烟
从其今年的工作重点中删除。”

“阻止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参
加WHO的禁烟项目。”

“离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W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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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专家委员会调查的最终结果

，将送交总干事审阅。

∙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次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和审阅由于

在美国发生的对烟草公司的诉讼而公之于

众的烟草公司的文件。这些文件来自于Phil
ip Morris 公司(Philip Morris), R.J.
Reynolds烟草公司（RJR），Brown &
Williamson烟草公司（B&W），美国烟草
公司（ATC），Lorillard烟草公司（Lorillar
d），烟草协会（TI），烟草研究理事会（
CTR）和英美烟草公司（BAT）。除非特
殊说明，本报告所指的“烟草公司”是上

述的两家或多家烟草公司，但并不包括其

它未列于此的公司。

此外，在与总干事协商后，采访了数

量有限的个人。这些个人所提供的资料有

助于澄清在烟草公司文件中早已发现的信

息。

∙ 烟草公司用以影响烟草公司用以影响烟草公司用以影响烟草公司用以影响WHO烟草控制烟草控制烟草控制烟草控制

的战略和手段的战略和手段的战略和手段的战略和手段

经专家委员会审查的烟草公司的文件

揭示烟草公司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破坏WH
O的控烟行动，并采取了广泛的手段以达
到他们的目的。摆在专家委员会面前的证

据表明，烟草公司的有些战略成功地影响

了WHO的控烟行动，有些则没有。在有些
案例中，专家委员会无法根据现有的信息

判定某种战略成功与否。在一些案例中，

专家委员会发现文件中描述的某个事件或

战略特别能够体现烟草公司的战略和手段

的成功影响作用，专家委员会就这些事件

和策略在本报告作了更为详细的案例研究

。（见四至九章）

•  为影响为影响为影响为影响WHO政策与政策与政策与政策与WHO官员建立不官员建立不官员建立不官员建立不

恰当关系恰当关系恰当关系恰当关系

烟草公司影响WHO控烟行动的最重要
的战略之一就是与WHO现任或前任官员、
顾问、专家保持关系。在一些案例中，烟

草公司雇佣或许诺雇佣WHO或联合国（U
N）的前任官员，
间接地在这些组织中设下有用的联系人，

以帮助它达到影响WHO行动的目的。令人
极为担忧的是，烟草公司在WHO中有自己
的顾问，付给他们工资，让这些顾问在为

WHO工作的同时帮助烟草公司达到他们的
目的。其中一些案例使我们非常担忧，即

是否WHO的决策过程的公正性受到了影响
。这些都表明，需要制订规则保证WHO现
任或未来雇员，包括顾问和专家以及专家

委员会成员不得与烟草行业有任何联系。

•  运用经济手段影响运用经济手段影响运用经济手段影响运用经济手段影响WHO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在不少案例中，烟草公司试图通过给

WHO的相关预算施加压力来破坏WHO的
控烟行动。烟草公司还利用它们的资源通

过精心策划的捐资活动来博得好感或达到

特定效果。

•  利用其它联合国利用其它联合国利用其它联合国利用其它联合国（（（（UN））））机构来影响或机构来影响或机构来影响或机构来影响或

对抗对抗对抗对抗WHO控烟行动控烟行动控烟行动控烟行动

专家委员会的研究表明，烟草公司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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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利用其它UN机构来获取WHO烟草控制
活动的信息，并干涉或对抗WHO的相关烟
草政策。烟草公司的努力似乎主要集中在

粮农组织（FAO），但文件也显示烟草公
司同时或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把目标放在

其它UN机构上，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贸
发会议（UNCTAD）、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ECOSOC）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烟
草公司的游说目的在于使FAO站在反对WH
O控烟政策的立场上，并鼓吹烟草对经济
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烟草使用对健康造成的

影响。

•  使人们不信任使人们不信任使人们不信任使人们不信任WHO或或或或WHO官员以破官员以破官员以破官员以破

坏坏坏坏WHO的效力的效力的效力的效力

烟草公司利用“独立”的个人或机构

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或对媒体及政客的讲演

中攻击WHO的能力和工作重点，同时掩饰
它们在鼓动这些攻击中所扮演的角色。

•  通过其代理人影响通过其代理人影响通过其代理人影响通过其代理人影响WHO的决策的决策的决策的决策

对文件的研究表明，烟草公司利用一

些外部组织游说影响WHO的控烟行动，包
括工会、烟草公司创建的前沿团体和烟草

公司附属的食品公司。

另外，烟草公司游说WHO会员国中的
发展中国家。文件显示，烟草公司相信，

这种游说会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反对

WHO的烟草控制决议。

•  歪曲歪曲歪曲歪曲WHO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

烟草公司的战略和手段包括操纵有关

烟草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科学和公开的辩论

。为了影响、歪曲WHO研究成果，降低其
可信度，烟草公司秘密资助“独立”专家

搞研究、发表论文、出席会议、游说WHO
的科学调查员。通过那些由烟草公司出资

的研讨会、反调研以及为批评支持反烟草

立法的研究而特别进行的科学合作，它们

的计划得到了促进。烟草公司这一战略最

显著的成果就是歪曲1998年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对被动吸烟（ETS）的研究。直到今
天，烟草公司对这些研究的歪曲仍影响公

众对ETS对健康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看法和
政策。

•  制造媒体事件制造媒体事件制造媒体事件制造媒体事件

文件显示，烟草公司发动媒体事件使

公众视线从WHO有关控烟的活动（例如世
界烟草与健康大会）上转移出来。

•  监测监测监测监测WHO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最后，文件表明烟草公司加强对WHO
及其地区办公室的监测，收集WHO控烟项
目的情报。一些案例中，烟草公司秘密监

测WHO的会议及大会，在WHO有秘密联
系人，获得了WHO的机密文件及信息。

∙ 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案例研究

本章提到的烟草公司的种种战略在下

面的案例研究中给出了具体例子。这些案

例研究说明：

•  一家烟草公司将WHO看作其暗中破坏
全球控烟活动这场大规模、影响广泛

的战役中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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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公司正在进行一场全球战役，说

服发展中国家和烟草生产国反对WHO
的控烟政策。

•  烟草公司某顾问在没有暴露其与烟草

公司关系的情况下，在媒体中并在对

管理机构作演讲时攻击WHO。这名顾
问还被提名加入WHO的一个委员会。
烟草公司计划让该顾问在委员会中利

用WHO地区办公室将公众的注意力从
WHO资助的一个会议上转移。

•  烟草公司试图精心策划，转移公众对

WHO资助的烟草大会的注意力，达到
破坏该会议目的。

•  烟草公司秘密资助一名临时顾问进入

WHO一个委员会。这使我们怀疑WH
O杀虫剂安全国际标准制订活动是否
受到影响。

•  IARC进行了有关被动吸烟和肺癌之间
关系的一项重要研究。烟草公司为此

花费数百万美元企图依靠一些顾问的

作用终止该研究或影响研究结果，同

时掩饰烟草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其中一些案例使我们非常担忧，即是

否WHO的决策过程的公正性受到了影响。
每一个案例研究都包括具体的建议供WHO
考虑，以防止未来烟草公司对WHO的影响
。

∙ 博卡拉顿行动计划博卡拉顿行动计划博卡拉顿行动计划博卡拉顿行动计划

1988年11月，在Philip Morris
国际公司总裁Geoffrey Bible （现任Philip

Morris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指导下，Philip
Morris区域办公室和纽约总部的主要执行
官聚集在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制订下一年

的计划。制订出的行动计划是得以公开的

烟草公司的文件之一。这一计划有许多目

标，主要是用以攻击WHO的烟草控制项目
，影响WHO地区办公室的工作重点，并针
对WHO的组织结构、管理和资金来源开展
行动。这一计划明确了烟草行业面临的全

球26大威胁，并为每一种威胁制订了相应
的多种战略。这些威胁中排在首位的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项目。文件题目

这样写道“WHO/UICC/IOCU改变方向/遏
制战略”

•  烟草公司“改变烟草公司“改变烟草公司“改变烟草公司“改变WHO方向”的代理人方向”的代理人方向”的代理人方向”的代理人

烟草公司的文件显示，Philip
Morris公司为了“使WHO改变方向”利用
它强大的食品公司和其它非烟草附属公司

、烟草行业组织、商业组织、前沿团体和

其它看似独立的代理人。烟草公司利用这

些组织直接或间接通过新闻界、政府和国

际组织影响世界卫生组织。

•  建立并利用看似独立的组织以获得进建立并利用看似独立的组织以获得进建立并利用看似独立的组织以获得进建立并利用看似独立的组织以获得进

入入入入WHO的途径的途径的途径的途径

博卡拉顿行动计划相当一部分涉及建

立并操纵那些看似独立其实与烟草公司有

密切联系的组织。文件显示，烟草公司成

功地利用某些组织，如：LIBERTAD、纽
约国际事务协会、美国—

欧共体协会和国际健康与发展学会，去接

近国内、国际领导者、卫生部长、WHO和
联合国其它机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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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国际烟草信息中心动员国际烟草信息中心动员国际烟草信息中心动员国际烟草信息中心(INFOTAB)和和和和
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CORESTA)对对对对
抗抗抗抗WHO

博卡拉顿计划的另一个关键内容是，P
hilip Morris公司决定将INFOTAB和
CORESTA变成它们的政治工具，让这两个
机构去作游说工作，对抗WHO的健康宣传
项目。文件也阐述了Philip
Morris公司如何利用其地区办公室和非烟
草附属单位迫使国际商会（ICC）游说WH
O的管理机构世界卫生大会（WHA）和IL
O（国际劳工组织）。而且，Philip
Morris企图利用FAO、ILO和其它联合国机
构、WHO地区办公室和协调中心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来影响WHO的烟草政策和WH
A的决议。

•  博卡拉顿情况报告博卡拉顿情况报告博卡拉顿情况报告博卡拉顿情况报告

自1989年1月31日至1989年9月30日，
每两个月一次的情况报告略述了计划实施

的详细情况。1989年10月30日作出最终概
要。在26大威胁的每一项下面都列出针对
这项威胁所取得的成果。文件提到大量附

加材料，这些材料在文件原件中作为附件

出现。而在明尼苏达文件保存处的电子版

文件中以及Philip
Morris文件网页上则几乎见不到这些附件
。经过大量努力，专家委员会查找到许多

文件附件，但有些关键性文件则没能查到

。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用其它烟草公司

的文件来填补这个缺憾。

博卡拉顿行动计划看来持续了一年。

专家委员会在公开的文件中没能发现这样

的计划，因此我们不清楚该烟草公司是否

随后又制订了类似计划。但是有证据表明

该计划的内容一直持续到90年代。计划本
身让人们认识到持续不断的反对WHO的活
动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

要判断博卡拉顿行动计划带来的影响

就必须认识到它的一整套目标和战略的关

系。该计划涉及极广，包含26个范围广泛
、极负野心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Philip
Morris公司动用了其高级执行官、科学家
、律师和顾问。该计划是在国际范围内组

织的，协调了公司的所有地区办公室，利

用了烟草行业组织和前沿团体，取得的结

果令人吃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Phil
ip
Morris公司的国际结构是其一大优势。这
种结构在很多地方与WHO的结构类似：在
世界许多相同国家和地区设地区办公室，

包括Philip
Morris设在瑞士Neuchatel的研究发展中心
，该中心与WHO总部很近。这些地区办公
室使得Philip
Morris的人员能够发展在WHO和UN的联系
人，特别是在日内瓦。至少通过这些联系

人中的一个，Philip
Morris公司能够参与对世界卫生大会一项
吸烟与健康的决议作了有利于烟草的修订

。（第五章会介绍）

Philip
Morris公司的商业利益及其与其它烟草公



Page 6 概要

司的联系使其能够利用国际商会（ICC）和
国际烟草种植者联合会（ITGA）来影响国
际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Philip
Morris通过其代理人结识多名资深政府和
国际组织官员，包括ILO和FAO现任和前任
总干事。

与那些具体的政策取得的“成就”相

比更为重要的是博卡拉顿行动计划建立了

一些机制。这些机制经过精细策划，得以

很好地隐藏，使烟草公司能够持续地与WH
O对抗。在这些机制已建立了十年的今天
，他们很快就会被用于对付WHO的无烟倡
议行动和将进行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制订

。如果这些预言正确，博卡拉顿行动计划

可能不仅仅让人认识到过去：它让人们预

见到将来。

∙ 第三世界问题第三世界问题第三世界问题第三世界问题

70年代结束时，烟草行业官员担心WH
O和反对烟草行动将利用在发展中国家谴
责烟草行业的行为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反对

吸烟战役。很快，烟草公司就发动了大规

模的战役以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以及联

合国内部对其的援助。烟草公司的说客们

企图引起发展中国家官员的担忧，同时在

经济方面引导联合国机构，让他们注意到

烟草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在经济上是多么重

要。烟草公司的代表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

，失去烟草这棵摇钱树将导致烟草生产国

的经济崩溃，使烟草生产国背上贫穷和营

养不良的负担。根据烟草公司的文件，烟

草公司极力向人们灌输这样一个观点：控

烟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事，控烟给第三

世界人民带来的对健康的损害远远大于烟

草使用本身给健康带来的损害。

当烟草行业的官员开始意识到国际社

会对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所作所为进行

谴责时，他们感到了对其长期利益的严重

威胁。在1990年7月召开的一次烟草公司的
会议上，一个工作小组向与会者指出“第

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不能留到明天去解决，

因为他们会直接影响原材料供应的基础。

发展中国家控烟的努力可能会影响如巴西

，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等国家的烟草种植。

更令烟草公司担心的是联合国各国可能会

在打击烟草公司上找到共同的目的，从而

为烟草行业树立一个全球公敌。

面对此威胁，烟草行业的官员们认识

到他们必须制定一个发展中国家战略：

“我们必须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对控烟

作出任何承诺。

我们必须使全部或至少大部分第三世

界国家承诺支持我们的事业。

我们必须努力影响FAO和UNCTAD的
官方政策使其站在烟草行业一边。

我们必须努力使WHO站在更加客观和
中立的立场，以减少其影响力。”

（强调为原文所加）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烟草公司寻求
动员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在全世界推行支持

烟草行业的计划。此计划的目的是使联合

国中发展中成员国的代表－－而不是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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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己的代表－－在FAO、WHO和其它
联合国机构内部支持烟草行业。这项发展

中国家战略的协调工作是由一个国际烟草

行业官员的协会所进行的。该协会原被称

为国际吸烟问题理事会（ICOSI），后改名
为INFOTAB。个别公司，最著名的是Philip
Morris 和BAT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尽管文件仅仅揭示了烟草公司的部分

行为，他们的战略包括研究并游说发展中

国家的外交官和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活动。

烟草行业的代表与各国政府官员和联合国

代表建立联系。烟草公司举行一系列相类

似的会议，宣讲烟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

重要性，并提供诸如下列主题的研究，如

“烟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和缺乏可持续

的替代作物。烟草公司的说客努力煽动对

发达国家的厌憎，他们强调与烟草有关的

疾病是富国才关心的事，发达国家并不关

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和现实的卫生问

题。

在此项活动中，烟草公司特别利用了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ITGA声
称代表地方农民的利益。但是文件表明烟

草公司为该组织提供资金并指导其工作。

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官员的不断的接触，烟

草公司逐渐在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在WHA
和FAO培养起来支持自己的基础。然后烟
草公司开始将支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通

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官员的接触和影响

，烟草公司的目的是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内

部推行自己的计划。

•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FAO)

由于多年来FAO的农业活动一直支持
烟草种植，因此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烟
草公司认为FAO是一个“天然的盟友”，
是一个“对付WHO的施力点”。80年代和
90年代，烟草公司通过游说来自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来寻求FAO的支持，并通过代理
人使得烟草的经济重要性成为联合国的议

题。正是由于游说FAO中发展中国家代表
和常任代表的结果，烟草行业的官员们相

信他们已经成功的获得了FAO在联合国的
支持，反对WHO的控烟努力。在此期间，
FAO发表了若干报告和声明，烟草行业的
代表们正是引用这些文件来支持他们的烟

草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重要性的立场。

•  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大会（WHA））））

文件显示烟草公司寻求影响几次WHA
会议的结果。烟草公司代表游说发展中国

家代表提交修正案和决议案，旨在限制WH
O控烟项目的范围。本报告主要研究了第3
9届，第41届和第45届WHA，它们分别召
开于1986年，1988年和1992年。这些会议
的特点都是，烟草公司进行大量的游说工

作，说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反对新的

控烟决议。1992年，烟草公司庆祝WHA通
过了一项决议---即所谓的Malawi决议---
该决议导致了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
OC）设立所谓的联合国烟草问题的归口单
位。烟草行业的代表们将此事视为一场胜

利，它将为烟草公司的烟草经济重要性的

论点在联合国开辟新的市场。

•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

对口单位负责协调联合国烟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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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其中包括几家更容易接受烟草公司

的经济重要性论点的联合国机构。烟草公

司利用此次机会继续推行这个成功模式，

此模式长期以来一直被烟草公司作为发展

中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烟草行业的代表

们对政府官员、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官员

进行游说，说服他们接受烟草经济重要性

的论点。尽管这个对口单位在取得任何显

著成就之前就关闭了，但烟草行业的代表

们相信他们又一次成功的使FAO和ECOSO
C采取了支持烟草的立场。

烟草公司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包括了与

来自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联合国代表进

行广泛的接触。通过大力证明烟草经济的

重要性并激起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厌

恨，烟草行业的官员相信他们已经通过影

响代表来改变WHO和FAO的对烟草的政策
。烟草公司并没有因为它们在发展中国家

的行为得到世界的谴责，相反它们由于这

些国家在国际上代表烟草的利益而大为获

益。

90年代中期，烟草公司的文件表明，
烟草行业的代表们相信他们的发展中国家

的战略已经成功的使得FAO发表了支持烟
草行业的报告阐述烟草经济的重要性，使

得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WHA提出有
利于烟草公司的反对意见、修正案和决议

案，并在联合国烟草问题对口单位阻挠了

控烟的努力。

已经公开的烟草公司的文件大部分是

截止到90年代的中期。它们并没有反映烟
草行业的代表们通过其发展中国家的盟友

阻挠控烟努力的进一步行为。但是，所有

的迹象都表明发展中国家战略仍在继续，

并有可能在烟草公司反对烟控框架公约的

斗争中发挥作用。

在这些案例研究后，本报告提出了一

些建议。这些建议包括联合国机构和各国

政府调查烟草行业对其决策和项目的影响

，以及WHO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揭示烟草行
业与代表密切关系的形式供会议讨论。专

家委员会也建议WHO学会如何对付烟草行
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游说工作，并同时寻求

途径解决这些国家的关于丧失烟草作为经

济作物的收入来源而产生的合理的经济考

虑。

∙ “独立”的“独立”的“独立”的“独立”的WHO的评论者的评论者的评论者的评论者

80年代和90年代，烟草公司破坏WHO
控烟活动的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重新

定义WHO的要求，或者至少将WHO的工
作重点从烟草上转移开。为达到此目的，

烟草公司使用“独立”的学术机构。顾问

和记者来动摇WHO的可信度，质疑WHO
的任务和要求，并将WHO的工作重点从控
烟转移到其他卫生需求。这些个人或机构

实际上秘密得到了烟草公司的资助来鼓吹

有利于烟草行业或反对WHO的意见。

许多烟草公司的文件表明，美国律师P
aul
Dietrich与烟草公司有长期的联系，他在此
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Dietrich撰写
文章和评论攻击WHO的工作重点，这些文
章发表在主要媒体上，并由烟草公司的官

员广为传播。他还为烟草公司作环球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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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记者和政府官员做讲演批评WHO的不
恰当的开支和工作重点。在他的文章和讲

演中都没有提到他得到了烟草公司大量的

资金支持。

1990年，Dietrich在继续为烟草公司工
作的同时被任命为泛美卫生组织（PAHO）
发展委员会官员，PAHO同时也是WHO在
美洲的地区办公室。文件表明Dietrich在任
职期间试图将PAHO的工作重点从烟草上转
移开。文件同时揭示他在下面的事件中发

挥了作用，即使PAHO制造并资助了一个重
要的新闻事件，而该新闻事件被烟草公司

利用来转移公众对WHO主办的第8届世界
烟草与健康大会的注意力。Dietrich否认他
曾经故意参加任何烟草行业的事件或项目

，也否认他曾由于他的工作而得到烟草公

司的资助。

•  媒体研讨会媒体研讨会媒体研讨会媒体研讨会

烟草公司多年来采取的主要的公共关

系策略之一是邀请一些经过挑选的记者参

加会议。在会议上这些记者将听取人们介

绍烟草公司对于烟草行业重要问题的观点

。1984年至1992年，在由Phillip
Morris和BAT所赞助的环球媒体研讨会上，
Paul
Dietrich发表讲演批评WHO。文件表明，在
研讨会上这些记者被告知发表讲演的专家

是完全独立于烟草行业的。

•  代表烟草公司利益的媒体代表烟草公司利益的媒体代表烟草公司利益的媒体代表烟草公司利益的媒体////政治旅行政治旅行政治旅行政治旅行

Dietrich不仅出现在研讨会上，他还接
受烟草公司官员的邀请在整个地区作巡回

旅行向政府官员宣传反对WHO的计划。至
少在其中一次巡回旅行中，他还收集情报

并向烟草公司报告本地区控烟活动的情况

。在一些情况下，他还让他的联系人相信

他是一名控烟活动家。

•  在媒体上批评在媒体上批评在媒体上批评在媒体上批评WHO

80年代末，Dietrich开始通过媒体公开
攻击WHO。1988年至1993年，他在主流媒
体上撰写了大量文章攻击WHO，这些文章
主要发表在美国的华尔街时报、国际先驱

论坛报和华盛顿时报上。Dietrich与烟草行
业的关系从未在上述文章中提及。

Dietrich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是与世界卫
生大会的年度会议是同时的，其目的就在

于影响会议的讨论和决议。文件提到Philip
Morris在发表和传播Dietrich文章中所起到
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削弱WHO并将WHO
的工作重点从控烟上转移开。

•  国际健康和发展学会国际健康和发展学会国际健康和发展学会国际健康和发展学会

Dietrich是一个名叫国际健康和发展学
会的主席。文件提到Philip
Morris和BAT与该组织有关，并利用该组织
和其杂志《国际健康和发展》用于破坏WH
O控烟行动。

•  泛美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PAHO））））

1990年，Dietrich被任命为PAHO发展
委员会的官员。文件表明，至少在其任职

的部分期间中，Dietrich每月从BAT获得顾
问费。正是在PAHO任职期间，Dietrich才
可能有最大的机会影响WHO对于烟草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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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文件提到Dietrich利用其地位试图通过
强调儿童免疫和其他疾病，将该组织的工

作重点从烟草转移开。1991年，BAT的一
份文件提到“Paul成功的说服PAHO将烟草
从其年度工作重点的清单中去掉”。文件

也提到Dietrich可能利用PAHO作为不为人
们所知的阵地来实施烟草公司的策略，转

移公众对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注意
力。

一名PAHO的官员对文件所提供的账目
提出质疑，坚持认为Dietrich对PAHO的烟
草政策并无影响。Dietrich声称文件中所述
的许多行为是其所为，但是他这么做并不

是为了烟草行业的利益。

•  与烟草公司的关系和经济联系与烟草公司的关系和经济联系与烟草公司的关系和经济联系与烟草公司的关系和经济联系

烟草公司的文件提供了证据表明了Pau
l
Dietrich与烟草公司长期的关系和经济联系
。根据这些文件，Dietrich和他所运作的机
构在不同的时间与烟草协会、Philip
Morris，最主要的是和BAT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多文件表明Dietrich及其所运作的机构
从烟草公司获得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

烟草公司的文件包含了Dietrich向BAT出具
的帐单。另一份文件将Dietrich称为BAT的
“昂贵的顾问”。

公共信誉较低的烟草公司采取多种手

段通过表面上中立的所谓“第三方”来公

开鼓吹它们的观点。本案例研究中揭示了

其中的一种方法。尽管Dietrich否认其长期
以来反对WHO是得到了烟草公司的资金支
持或是与烟草公司合作进行文件中所述的

任何活动，但是通过案例研究，烟草公司

的文件却展示了另一幅情景。文件明显的

表明，Dietrich与烟草行业的成员有着长期
的关系，而且烟草公司利用这种关系服务

于它们的反对WHO的计划。

Dietrich与烟草公司存在着上述关系的
事实使人们对其在PAHO委员会的任命提出
了质疑。专家委员会相信，在PAHO的委员
会任职而同时为烟草公司工作之间存在着

严重的利益冲突。专家委员会为此提出了

一系列建议来确保阻止这种利益冲突的产

生。

∙ 第第第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

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于1992年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与该会议有关的烟

草公司的内部文件表明两家最大的私营烟

草公司，BAT和Philip
Morris发起了一场破坏该会议的活动。它
们所采用的手段极为广泛，有些甚至可以

称之为“肮脏伎俩”。这些手段包括，精

心策划转移公众对此次会议的注意力，培

训记者纠缠一名会议代表并左右会议的新

闻发布会。烟草公司精心利用媒体的行为

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在此次活动中，记者

在操纵公众意见的作用是关键的，有些时

候甚至是故意的。同许多报告中描述的烟

草公司的其它活动一样，本案例也反映了

烟草公司一直试图掩饰其在破坏WHO烟控
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

文件也提到，烟草公司在活动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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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WHO的美洲地区办公室的PAHO。文
件中提到Paul
Dietrich在担任烟草公司顾问的同时又在PA
HO委员会任职。通过利用Paul
Dietrich的职务之便，烟草公司能够控制PA
HO所支持的媒体的发展，并进一步利用这
些媒体用于破坏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
的目的。但是，Dietrich声称烟草行业与他
的媒体项目并无关系，PAHO的官员也对Di
etrich在媒体项目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  媒体计划媒体计划媒体计划媒体计划

作为烟草公司破坏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
康大会的计划核心的新闻事件，据文件所

称，是由Paul
Dietrich制造的。Dietrich开展媒体项目宣传
下列观点，即拉丁美洲的卫生开支不应用

于控烟活动，而应用于其它迫切的卫生问

题，如儿童免疫项目和艾滋病预防项目。

这个项目邀请美国著名演员Gloria
Esterfan出演一个在会议前不久广为播放的
电视节目。该电视节目为一个名为“拯救

儿童”的巡回旅行宣传儿童免疫的重要性

。在向BAT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Dietrich
是这么解释该新闻事件是如何帮助烟草公

司的：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型的新闻

事件。第二，我们有一名主要影星能

够吸引大量的观众。我们得到保证在3
月19日的黄金时间播放该电视特别节
目。所有的时间安排都是为我们准备

在第8届世界烟草大会上所采取的行动
而精心策划的。在烟草大会召开前一

个月，所有媒体都会聚焦于拉丁美洲

最主要的卫生工作重点，即为所有的

儿童实施免疫。”

文件表明，Dietrich利用其在PAHO发
展委员会的作用成功的使得PAHO为此次项
目提供资助。PAHO对被烟草行业官员故意
利用一无所知。

紧跟着电视节目的播出，烟草行业的

代表们计划在全拉丁美洲的媒体上发表文

章，对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和烟草项
目开支提出质疑。烟草行业代表同时计划

培训记者以左右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
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必须教会他们（指记者）如何

咄咄逼人，如何向新闻发言人施加压

力（发言人不想比较烟草项目的开支

和为儿童提供资助。如果他们不回答

问题，我们的记者必须继续提问迫使

发言人最终对该问题发表意见。这是

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成功使记者表

现得咄咄逼人并一致合作，我们将能

够控制新闻发布会。即使我们只能够

使少数记者来报道为我们所制造的争

议，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成功。我们将

会成功的转移新闻发布会对我们问题

的注意力，这样他们就没有更多的时

间来攻击我们。”

•  其它针对第其它针对第其它针对第其它针对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

公共关系策略公共关系策略公共关系策略公共关系策略

文件也显示烟草公司策划将转移公众

对参加会议的美洲高层政治家的注意力。

在美国前总统卡特到会时安排了一场重要

的美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足球比赛。烟草行

业代表还计划发起一场针对出席本次会议

的美国参议员Edward Kennedy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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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挑选的记者将质问他（指Kenne
dy）的酗酒，并曝光在美国对他的性
骚扰指控。这样就能减少他出席此次

会议的重要性。”

•  针对第针对第针对第针对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科学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科学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科学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的科学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Philip
Morris和BAT策划了科学策略以阻碍在第8
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上可能通过的无烟

政策。这个策略主要包括拉丁美洲的一项

科学顾问项目以及在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
大会同时召开一个室内空气质量会议。

烟草行业官员还在大会召开前与大会

组织者会见并计划招募科学家渗透入此次

大会。但是如同其它活动一样，烟草公司

也要掩饰其在中间的作用。

“通过操纵新闻媒体，我们能够第一

次在公共舆论中制造争议，而公共舆

论受到的压力并不存在。这就要求我

们使得高级科学家参加会议。毫无疑

问，烟草行业不能出面支持活动，也

不能赞助与会者的旅费。我们可以通

过向基金会或独立的机构捐助来实现

目的。（斜体系编者为显示强调目的

所加）。”

尽管与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有关
的文件揭示了烟草公司的许多旨在破坏大

会的计划，但是文件中关于实践中哪些计

划被实施的证据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又

研究了新闻档案并做了其它文字调研。我

们还与Paul Dietrich, PAHO免疫主任Ciro de
Quadros和PAHO前任主任Carlyle
Macedo进行了会面。会面的情况表明，Die

trich的媒体计划中有些部分得到了实施，
而有些没有。Gloaria
Estefan和其他拉丁美洲演员所参加的宣传
儿童免疫的电视节目是在迈阿密拍摄的，

并在全国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Dietrich
声称尽管其对于该电视节目的制作起了作

用，但是烟草行业并没有介入。PAHO官员
则声称Dietrich并没有介入该节目。对媒体
的研究表明可能发生了其它经过策划的事

件，其中包括一个艾滋病的新闻事件和关

于烟草经济重要性的记者项目。

本案例研究表明了烟草公司破坏第8届
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成功的行为的广度。

烟草会议官员所策划的许多手段，如在美

国前总统卡特到会的同时安排一场重要的

足球比赛，以及用酗酒和性骚扰来困扰参

议员Edwards
Kennedy，显示了这些活动的“肮脏伎俩”
的方面。但是，这些手段和烟草行业官员

所计划的其它许多与第8届世界烟草与健康
大会有关的手段都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即转移公众对大会的关注，并操纵媒体所

报道的故事。

专家委员会就本案例研究提出了两项

建议。一是加强媒体宣传培训，并增加对

WHO地区办公室和合作中心的财政支持。
二是WHO要求未来的世界烟草和健康大会
继续进行财务披露，并考虑披露的深度以

发现重要资助背后的隐藏的来源。

∙ 联合国乙烯二琉代氨基甲盐联合国乙烯二琉代氨基甲盐联合国乙烯二琉代氨基甲盐联合国乙烯二琉代氨基甲盐

酸酸酸酸(EBDC)杀虫剂标准的制定杀虫剂标准的制定杀虫剂标准的制定杀虫剂标准的制定

乙烯二琉代氨基甲盐酸（EBDC）杀虫
剂保护烟草和其它作物免受真菌和霉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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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80年代，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
化合物产品通常的分解物，即乙烯琉脲（E
TU）会导致癌症。1989年9月，由于担心
一场可能的管理诉讼，美国EBCD的生产商
取消了许多杀虫剂的用途，包括用于烟草

作物的杀虫。不久，有关烟草科学研究合

作中心（CORESTA，是烟草行业的组织）
的官员发起了一场运动以确保EBDC的继续
供应。

CORESTA聘用了WHO前杀虫剂官员G
aston
Vettorazzi以协调其针对EBDC的运动。1991
年春天，Vettorazzi向CORESTA提交了关于
EBDC杀虫剂的安全性的报告。该报告被烟
草行业的科学家重新修订和编辑。在报告

中，Vettorazzi的初步结论是ETU“不是致
癌物质”。专家委员会对于这些报告的初

步审阅提出了许多问题质疑Vettorazzi对科
学证据解释的有效性。

得到了Vettorazzi关于EBDC杀虫剂安
全性进一步确认的报告，CORESTA考虑将
这些信息透露给WHO和粮农组织的联合项
目—
杀虫剂残留物联合会议(JMPR)。JMPR负责
确立杀虫剂的安全标准，烟草行业官员认

识到联合国标准确立组织的重要作用。如

果JMPR认为出于安全性考虑将不设立EBD
C安全摄入量标准，则杀虫剂生产商可能考
虑全面停止生产这类化合物。另一方面，

如果JMPR可以设立EBDC安全摄入量的标
准，则生产商受到国际安全标准的保护并

有理由继续生产。

经过广泛的讨论，1992年1月，CORE
STA理事会决定允许Vettorazzi将其报告以

国际毒物学信息中心的名义提交给JMPR，
而在报告中从未提到CORESTA的作用。

在向JMPR提交报告后，WHO秘书处
邀请Vettorazzi担任调查杀虫剂问题的临时
顾问。Vettorazzi寻求并获得CORESTA的资
助在JMPR工作。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Vettorazzi在WHO
工作调查杀虫剂问题并作为临时顾问帮助J
MPR评估EBDC，为此CORESTA向Vettoraz
zi支付了近10万美元。这项资助使得一个
烟草行业的顾问能够获得职务以参加联合

国标准设立工作，而这些情况从未向WHO
和JMPR透露过。

1993年11月，JMPR发表了关于EBDC
的最终结论。JMPR的结论与Vettorazzi报告
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与联合国环境保护机

构（EPA）的结论是不同的。因此，JMPR
设立了ETU的安全摄入量标准，并最终导
致了国际标准下对ETU安全的合法确认。C
ORESTA为此决定弹冠相庆，并认为是烟
草公司的重要胜利。

由于缺乏JMPR决策程序的文件，Vetto
razzi对于JMPR标准设立的影响是不清楚的
。对于JMPR归于ETU毒物学专论的初步研
究表明，该国际委员会是否令人满意的论

述了所有可获得的证据是存在着疑问的。

在JMPR的调查后，文件表明COREST
A资助Vettorazzi发表了关于EBDC国际评估
的科学论文。这篇论文于1995年发表在《
畸形生长、致癌作用和变异》上，但文中

并未承认烟草公司的经济支持。许多烟草

行业的组织聘用Vettorazzi在联合国会议（
包括食物药典理事会）上代表烟草业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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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并在全世界就各国杀虫剂问题为烟草

公司提供帮助。Vettorazzi现在还为CORES
TA提供咨询。

EBDC的故事中，烟草公司秘密的使他
们的一名顾问介入标准设立活动，这表明

了烟草公司的能力，并进一步突出了资金

压力在为烟草公司创造机会中所起的作用

。财政的压力使得WHO官员有明显的动机
不去探究Vettorazzi如何到日内瓦工作的太
多细节。

本案例研究表明烟草公司愿意影响与

烟草和健康有关任何联合国进程。烟草行

业的官员们发现了杀虫剂规定对烟草行业

未来的威胁，并迅速制定策略保护他们的

利益。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一个烟草行业的

顾问—掩藏了他与烟草公司的关系—
是否对于联合国标准设立机构关于一种广

泛使用的杀虫剂的安全性的结论发挥了重

要的影响，以及这个结论是否是不适当的

。

关于Vettorazzi是否不适当的倾向EBD
C，专家委员会对证据的研究提出了令人困
惑的问题。专家委员会未能就这些杀虫剂

的安全性达成明确的最终结论，而且由于

缺乏JMPR内部的文件使得对1993年会议前
后发生的事件的评估更加复杂。初步的调

查并不能完全证明JMPR的决策过程和结论
是正确的，专家委员会相信有必要进行进

一步的调查。

结论是，Vettorazzi就EBDC向JMPR提
供咨询的作用表现了烟草公司在掩藏自己

作用的同时试图影响科学界，并最终破坏

了JMPR决策的公正性。为了恢复信誉并防
止未来再次发生对标准设立活动的影响，

专家委员会相信WHO必须改革其对于利益
冲突的做法并严格规定和执行职业道德标

准。

在针对本案例研究而提出的几项建议

中，专家委员会建议WHO邀请独立机构重
新评估Vettorazzi特别关注的几种杀虫剂。

∙ IARC ETS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最近《LANCET》杂志发表文章揭示
了烟草公司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破坏关于

被动吸烟（ETS）与肺癌关系的大规模流
行病学研究。ETS研究是由WHO主办的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IRAC）进行的。烟草公
司活动的目的在于影响此次研究的结果并

削弱此研究对于全球管理ETS的影响。专
家委员会审阅了描述此次活动的文章并会

见了IARC的研究协调员。

本案例显示了烟草公司愿意影响独立

公正的科学研究的公正性。本案例同时也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即烟草公司在试图影

响科学和管理决策时是如何达到其目的的

。

IRAC的ETS研究从1988年开始，它是
一项国际合作性的案例对照研究，用以评

估接触ETS和其它环境危险因素与不吸烟
者患肺癌风险之间的关系。当烟草行业的

官员知道IARC进行的ETS研究，他们立刻
警觉的感到如果受人尊敬的IARC得出的结
论是ETS将导致癌症，那么就会引起欧洲
和全世界对于吸烟的新的限制。

1993年，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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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开始了一场大范围的，资金充足的
活动，用于影响或限制IARC研究的不利后
果。此次活动的目的包括：

“1。延缓研究的进程和/或最终结果
的发表。

2．影响最终结论和官方声明的措辞。

3．削弱研究结果的不利影响，特别是
防止被作为管理吸烟的工具。

4．就研究对政府政策、公共舆论以及
私人企业主和经营者的可能影响采取

反措施。“

Philip
Morris和由许多烟草公司所组成的行动组
制定了一套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实现其目的

：

•  影响IARC的预算或官员以取消或延缓
研究。

•  与进行研究的科学界建立联系。

•  进行和宣传反研究。

•  宣传用于限制流行病学作为公共政策

依据的科学标准，制造“独立”的科

学界联盟来批评破坏性的研究。

•  操纵公正和管理部门对于研究结果的

反应。

•  取消或影响IARC就ETS问题可能发表
的专论。（IARC发表来自各机构的有
关癌症风险的权威性的评估报告，该

报告被称为专论。这些专论在政府考

虑采取管理措施时经常引用。

从1993年起至1998年IARC发表最终的
研究报告，烟草公司一直在实施计划以影

响研究的进行和对研究结果的解释。

•  烟草公司与IARC的研究员建立了联系
（主要通过外部的科学家），以收集

研究的情报，并影响对研究结果的解

释。通过这些联系，烟草公司获得了

关于研究和其进展情况的秘密信息。

•  烟草公司组织和推动了大量的研究和

会议，其目的对ETS的毒性和IARC的
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  在许多情况下，烟草公司看上去成功

的掩藏了他们与IARC研究员的接触和
对反研究活动的资金支持和宣传。

•  烟草公司致力于通过流行病学的标准

以防止政府依赖于IARC的研究成果，
同时烟草公司也致力于建立表面上独

立的科学联盟。该联盟反对采用某些

研究的成果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从

而支持烟草公司的立法计划。

•  烟草公司精心制定并实施媒体和政府

策略以歪曲研究成果，大量播发不正

确的媒体报道，以显示ETS没有任何
癌症风险。

•  烟草行业的代表致力于获得对烟草公

司顾问的邀请，以参加计划中的专论

工作小组，并开展可能影响专论结果

的研究。

烟草公司最不成功的策略是1）取消或
延缓研究和2）制定普遍接受的流行病学实
践标准防止管理当局在制定标准时使用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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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的研究成果。这两个计划都已经被放弃
，因为它们没有可行性。

烟草公司成功的与IARC的研究员建立
了联系，并对质疑IARC研究成果有效性的
研究予以资金支持和宣传。通过与IARC研
究员和协调员的联系，烟草公司获得了大

量的关于研究设计、实施和分析的信息以

及初步结果的信息。有些信息是保密信息

。

但是，烟草公司联系科学家和影响研

究方法的努力最终并没有改变研究的结果

和分析。尽管IARC并没有发表关于ETS的
专论，但是专家委员会并没有在烟草公司

的文件中发现证据表明IARC不发表专论的
决定是受到了烟草公司的影响。

烟草公司破坏IARC研究的各种努力中
沟通策略是最成功的。通过歪曲研究结果

的数据基础，烟草行业的官员们成功的说

服全世界的记者报导研究并未表明不吸烟

者接触ETS会有更大的患肺癌的风险。烟
草公司对研究成果的歪曲仍然不断的出现

在媒体报道中以及烟草公司向管理当局所

作的讲演中。

专家委员会向IARC提出几条建议以避
免烟草公司对未来科学研究的成功影响。

这些原则包括：1）处理与外部组织的关系
，特别是烟草行业的代表关系的原则；2）
信息披露原则；3）接受受到由IARC研究
员参加的研究影响的行业所提供的研究经

费和聘用机会的原则。另外，专家委员会

建议IARC和WHO在最终报告发表前不透
露与烟草有关的研究结果的任何信息。IA
RC和WHO应当开展和保持有关烟草问题

的沟通。

∙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在本次调查的过程中，专家委员会发

现了许多理由对国际烟草决策过程的公正

性提出担心。证据表明烟草公司多年来一

直在试图破坏WHO解决烟草问题的努力。
这些破坏的手段和方式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得到充足的资金保证，而且常常是看不

见的。烟草公司反对控烟主张是不令人惊

奇的，但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其活动的

规模、强度和更为重要的手段。对许多国

际社会来说，今天控烟的行动被视为同化

学品依赖、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其它吸烟

后果作斗争。本次调查进一步增加了证据

，同积极活动、精密组织和精心策划的烟

草行业打交道也是一场斗争。

本次调查对于WHO和其它国际机构的
项目活动和内部规则都有重大的影响。专

家委员会希望本报告能够在国际社会引起

关于这些影响的广泛的讨论，并最终导致

实践和项目中的必要的变化，以保证国际

决策的公正性。

•  增强公众对烟草公司影响的了解增强公众对烟草公司影响的了解增强公众对烟草公司影响的了解增强公众对烟草公司影响的了解

专家委员会建议WHO增强公众对烟草
公司影响国际控烟政策情况的了解。特别

是，WHO应在广泛的公开发表本报告外，
还应在2000年10月召开的烟控框架公约公
共听政会上发表和散发本报告以供讨论。

•  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成员国的进一步调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成员国的进一步调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成员国的进一步调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成员国的进一步调

查查查查

在本次调查的过程中，专家委员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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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文件显示烟草公司对其它联合国机

构和成员国政策的影响。专家委员会因此

建议WHO敦促其它联合国机构和成员国开
展相类似的调查以发现可能存在的烟草公

司的影响。

•  烟控框架公约烟控框架公约烟控框架公约烟控框架公约

很有可能烟草公司将试图挫败拟议中

的烟控框架公约，或者将这项提议改头换

面变成削弱各国烟控行动的工具。这场斗

争是深入和持续，而且烟草公司很可能使

用本报告中所提到的各种手段。专家委员

会建议WHO开展一场深入的宣传运动以支
持烟控框架公约并对付烟草公司任何可能

的反对活动。

•  保护保护保护保护WHO决策程序的公正性决策程序的公正性决策程序的公正性决策程序的公正性

在本次调查中，专家委员会指出在其

认为有必要的多个领域，WHO现行的防止
有关烟草行业的利益冲突的程序和规则应

当得到澄清、加强和扩展。这些建议应在

全WHO
和其合作中心实行。目前对于WHO雇员利
益冲突的要求包含在WHA制定的职员规定
中的一页和总干事所建立的职员规则中的

一页。作为普遍遵守的准则，专家委员会

注意到这些职业道德的规则在最近几年得

到了极大的澄清，而且这些规则的内部审

查也在继续。

在本次调查的基础上，专家委员会指

出了可以改善管理制度的特别的机会。总

之，专家委员会希望本报告所提出的特别

的建议会有助于保护WHO决策程序的公正
性。这些建议包括对未来的雇员、顾问、

专家和委员会成员进行利益冲突的甄别，

以及澄清违反职业道德的后果。

这些建议也敦促WHO将有关WHA代
表与烟草公司关系和非政府组织于烟草公

司关系的问题提交WHA，由成员国讨论。

•  保护科研的公正性保护科研的公正性保护科研的公正性保护科研的公正性

正如本报告案例研究中所提到的IARC
的ETS研究和EBDC杀虫剂安全性的调查所
展示的，需要采取进一步的保证措施以防

止WHO及其关联组织所资助的、或与WH
O及其关联组织有关的科学研究免受烟草
公司的歪曲的图谋。为达到此目的，专家

委员会建议：1）教育研究员有关烟草公司
破坏研究的图谋；2）与烟草行业代表接触
的原则，信息披露和经费来源披露的原则

；3）联合国各机构间沟通的标准。专家委
员会建议WHO和IARC制定积极的沟通计
划以防止烟草公司歪曲重要的新的研究发

现。

•  对付烟草公司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对付烟草公司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对付烟草公司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对付烟草公司的发展中国家战略

烟草公司成功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关系

的基础是烟草经济的重要性。这表明WHO
必须解决这些国家所关心的问题，这样才

能达到对烟控的全球一致。WHO应制定战
略对付烟草公司所采取的通过烟草公司反

对烟控的手段。这项战略必须解决这些国

家的关于丧失烟草作为经济作物的收入来

源而产生的合理的经济考虑。

•  纠正烟草公司过去错误行为的后果防纠正烟草公司过去错误行为的后果防纠正烟草公司过去错误行为的后果防纠正烟草公司过去错误行为的后果防

止公众受到未来烟草公司错误行为的止公众受到未来烟草公司错误行为的止公众受到未来烟草公司错误行为的止公众受到未来烟草公司错误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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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损害损害损害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烟草公司旨在阻碍

全球烟控行动的影响和错误行为的方式。

专家委员会相信烟草公司行为所造成的损

害是极为严重的，影响是极为广泛的。报

告建议WHO采取两个重要的步骤以纠正烟
草公司过去错误行为的后果并防止公众受

到未来烟草公司错误行为的损害。

第一，WHO应帮助成员国判断是否有
法律和事实的依据从烟草公司为其过去的

错误行为获得补偿。

第二，WHO应监控烟草公司的活动以
判断本报告中所列举的行为是否已经终止

或还在继续。为保证烟草公司的错误行为

不再像过去那样不为人知，WHO应定期发
布报告以公开其发现。

F．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次调查揭示了烟草公司大量反对WH
O控烟项目的活动，并深入分析了他们的
行为、策略和态度。而且，它表明了烟草

与其它对健康的威胁是不同的。扭转烟草

的大量使用要比同成瘾物质和疾病作斗争

更加严峻。它需要战胜一个顽固而又强大

的烟草行业，而烟草行业所采取的最重要

的针锋相对的措施都是秘密实施的。如果

本报告有助于形成这个理解，那么专家委

员会的工作就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