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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1)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缔约方会议 

1. 通过公约秘书处制定的临时议程； 

2. 同意根据缔约方会议前两届会议的做法，缔约方会议将建立两个委员会平行开展工
作； 

3. 决定根据缔约方会议前两届会议的做法并为了确保区域代表性，每个委员会将有一
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作为其官员。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17 日） 

FCTC/COP3(2) 缔约方全权证书 

缔约方会议承认下列缔约方代表的证书有效：阿尔巴尼亚, 安哥拉, 亚美尼亚, 澳大
利亚, 奥地利, 巴林, 孟加拉国, 比利时, 贝宁,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
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科摩罗, 刚
果, 库克群岛,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厄瓜多尔, 欧洲共同体, 法国,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几内亚,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科威特, 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 莱索托,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缅甸, 纳
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新西兰, 尼日利亚, 纽埃, 挪威, 阿曼, 帕劳,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葡萄牙,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
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南
非, 斯里兰卡,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泰国,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
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也门和赞比亚。 

在下列缔约方代表的正式全权证书收到之前，他们有权临时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享
有各种权利： 阿尔及利亚, 巴巴多斯, 博茨瓦纳, 加拿大,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意大利, 吉尔吉斯斯坦, 毛里求斯, 荷兰,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菲律宾, 卡塔尔, 圣卢西亚, 西班牙,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汤加。 

（第三和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19 日和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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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3) 国际政府间组织申请获得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缔约方会议决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0 条批准以下三个国际政府间组织向公约
秘书处提交的获得观察员地位的申请： 

• 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 秘书处 

• 南方共同市场 (MERCOSUR) 

• 国际电信联盟 (ITU)。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17 日） 

FCTC/COP3(4) 非政府组织申请获得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1.2 条和 FCTC/COP2(6)号决定，缔约方会议决定批准以下
国际非政府间组织向秘书处提交的获得观察员地位的申请： 

• 国际制药厂商和协会联合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17 日） 

FCTC/COP3(5) 选举甲委员会和乙委员会官员 

甲委员会和乙委员会选举出下列官员： 

甲委员会： 主席  S. Shakerian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副主席 G. Malefosasi 博士 (所罗门群岛)  
     M. Anibueze 博士 (尼日利亚) 

乙委员会： 主席  M. Rajala 先生 (欧洲共同体)  
   副主席 A. Afaal 先生 (马尔代夫)  
     C. Vianna 女士 (巴西) 

（第二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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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6) 拟定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其 FCTC/COP2(12)号决定； 

注意到文件 FCTC/COP/3/4 所载的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的报告； 

尤其确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提出的关于继续开展工作，包括在
闭会期间开展活动的要求， 

决定： 

(1) 将于 2009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5 日在日内瓦举行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
间谈判机构第三次会议； 

(2) 如有必要，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可以决定在 2010 年举行
第四次会议，以便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草案，会
议日期和地点将由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决定； 

(3)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8.1 条，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
机构官员的第二届任期应包括将于缔约方会议第三和第四届会议之间举行的各次
政府间谈判机构会议； 

(4) 同意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提出的关于在第三次会议之前
举行区域磋商会议的建议； 

(5) 鼓励各缔约方提供预算外捐款，以便使公约秘书处能够安排专家审评和区域协
商会议，并修改第三次会议的预算，将会期从 6 个工作日延长至 8 个工作日； 

(6) 要求公约秘书处： 

(a) 为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开展工作作出必要安排，包括
作出预算安排，同时需指出的是，应遵循缔约方会议确定的重点来开展本决定
第(5)段所述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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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促进低收入和中低等收入缔约方参与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
判机构的工作；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7)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实施准则 

缔约方会议，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 

强调第 5.3 条实施准则的目的是协助缔约方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
策，并协助其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的公约第 5.3 条实施准则。 

附件 

关于防止烟草控制相关公共卫生政策 
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的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实施准则 

导言 

1. 世界卫生大会关于烟草控制过程中的透明度的 WHA54.18 号决议援引烟草业文件
专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指出，“烟草工业多年来开展活动，其明显的目的是破坏各国政
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实施抵抗烟草流行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作用。” 

2.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序言认识到，缔约方1“需警惕烟草业阻碍或破
坏烟草控制工作的任何努力，并需掌握烟草业采取的对烟草控制工作产生负面影响的活
动”。 

                                                 
1 “‘缔约方’一词指那些国家和具有签约能力的实体，它们表示同意在公约对它们生效时接受公约的约束。”（资

料来源：联合国条约集：http://untreaty.un.org/English/guide.asp#sign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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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公约第 5.3 条要求，“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
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4. 缔约方会议 FCTC/COP2(14)号决定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为实施公约第 5.3 条拟定准
则。 

5. 在不损害缔约方确定和制定其烟草控制政策的主权的情况下，鼓励缔约方根据本国
法律，尽量实施这些准则。 

目的、范围和适用性 

6. 公约第 5.3 条实施准则的使用将对各国烟草控制政策和执行公约产生总体影响，因
为准则承认，烟草业以及来自国营烟草业的干扰深入到一系列烟草控制政策领域，正如
公约序言段、有关具体烟草控制政策条款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
议议事规则》中所及。 

7. 这些准则的目的，是保证做出全面和有效的努力，使烟草控制免受烟草业的商业和
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缔约方应在政府所有分支机构采取措施，这些政府的利益与之相
关，或具备能力影响有关烟草控制的公共卫生政策。 

8. 这些准则旨在协助缔约方1实现其在公约第 5.3 条之下的法定义务。准则使用了可
以得到的有关解决烟草业干扰问题的最佳科学证据和缔约方的经验。 

9. 准则用于缔约方烟草控制方面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它们也适用于那
些为制定、执行、管理或落实那些政策做出贡献或可能做出贡献的个人、机构或实体。 

10. 准则适用于各缔约方管辖范围内的政府官员、任何国家级、州、省、市、地方或其
他公立或半/准公立的机构或组织的代表和雇员，以及任何代表上述组织的个人。负责制
定和执行烟草控制政策以及负责保护政策不受烟草业利益影响的政府分支机构（行政、
立法和司法）应该负起责任。 

11. 烟草业使用各种各样的战略和策略来干扰烟草控制措施的制定和执行，比如那些要
求公约缔约方执行的政策，对此有文件记载的大量证据。这些准则中建议的措施旨在避
免受到干扰，这种干扰不仅来自烟草业，有时也来自那些促进烟草业利益的组织和个人。 

                                                 
1 如适宜，这些准则也适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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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缔约方应按需要广泛应用准则中建议的措施，以便以最佳方式实现公约第 5.3 条确
定的目标，同时，在根据其具体情况加以使用时，大力敦促缔约方实施准则建议措施以
外的其他措施。 

指导原则 

原则 1：烟草业的利益与公共卫生政策之间存在根本的和无法和解的冲突。 

13. 烟草业生产和促进使用的产品，被科学证明是有成瘾性的，会导致疾病和死亡，并
引起各类社会问题，比如加重贫穷。因此，缔约方在制定和执行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
时，应尽最大可能不受烟草业的影响。 

原则 2：在处理与烟草业或那些促进烟草业利益者的关系时，缔约方应该负起责任，并
应保持透明。 

14. 缔约方应保证任何与烟草业在烟草控制或公共卫生相关事项上的接触都应是负责
的和透明的。 

原则 3：缔约方应要求烟草业和那些促进烟草业利益者以负责和透明的方式运作和行事。 

15. 烟草业应被要求为缔约方提供有效执行这些准则的信息。 

原则 4：由于烟草业的产品是致命的，不应给予激励措施，使其建立或开展业务。 

16. 任何给烟草业的优惠待遇都与烟草控制相冲突。 

建议 

17. 建议开展下列重要活动对付烟草业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干扰： 

(1) 提高对烟草制品成瘾性和危害性性质以及烟草业干扰缔约方烟草控制政策的
意识。 

(2) 制定措施限制与烟草业的交往，并保证发生的交往具有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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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拒绝与烟草业建立伙伴关系和签署不具备约束力或无法执行的协议。 

(4) 避免政府官员和雇员的利益冲突。 

(5) 要求烟草业提供透明和准确的信息。 

(6) 尽量管制被烟草业描述为“社会责任”的活动，这类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所谓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并且不使其正常化。 

(7) 不给与烟草业优惠待遇。 

(8) 像对待其他烟草业一样对待国有烟草业。 

18. 防止烟草控制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一些已认
定的措施开列在后面。鼓励缔约方实施准则规定以外的其他措施，准则不阻止缔约方提
出符合这些建议的更加严格的要求。 

(1) 提高对烟草制品成瘾性和危害性性质以及烟草业干扰缔约方烟草控制政策的
意识。 

19. 所有政府分支机构和公众需要了解和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烟草业对制定和执行烟草
控制公共卫生政策带来的干扰。需要采取具体行动应对这些干扰才能成功实施整个框架
公约。 

建议 

1.1 根据公约第 12 条，缔约方应使所有政府分支机构和公众获得信息并开展教育
活动，使他们了解烟草制品成瘾性和危害性性质，防止烟草控制相关公共卫生政策
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的必要性，以及烟草业干扰制定和执行烟草
控制公共卫生政策所用的战略和策略。 

1.2 此外，缔约方应提高意识，意识到烟草业利用个人、前线团体及其所属组织公
开或秘密代表他们做事，或做促进烟草业利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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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措施限制与烟草业的交往，并保证发生的交往是透明的。 

20. 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缔约方与烟草业的任何必要交往应
注意避免由此种交往造成或由于此种交往使人感觉要真正建立或可能建立伙伴关系或
合作关系。如果烟草业从事可能会造成这一感觉的任何行为，缔约方应采取行动防止或
纠正这一感觉。 

建议 

2.1 缔约方应仅在能使其有效管制烟草业和烟草产品时和在有严格必要的情况下，
才与烟草业交往。 

2.2 在有必要与烟草业交往的情况下，缔约方应确保与烟草业进行透明的交往。应
尽可能通过公开听证会、公布交往和向公众披露此种交往的记录等方式，公开进行
交往。 

(3) 拒绝与烟草业建立伙伴关系和签署不具备约束力或无法执行的协议。 

21. 由于烟草业的利益直接与公共卫生目标冲突，烟草业不应成为任何制定和实施公共
卫生政策相关活动的伙伴。 

建议 

3.1 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与烟草业或任何促进其利益的实体或个人建立伙
伴关系，签订不具备约束力或无法执行的协议，以及开展任何自愿安排的活动。 

3.2 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烟草业组织、促进、参与或进行青少年和公众教
育活动，或者任何与烟草控制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活动。 

3.3 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任何烟草业起草的自愿行为守则或文书，它们提
交这些是为了替代法律上可执行的烟草控制措施。 

3.4 缔约方不应接受、支持或认可烟草业提出的协助请求，或由烟草业起草或与其
合作起草的烟草控制立法或政策建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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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免政府官员和雇员的利益冲突。 

22. 与烟草业有商业或既得利益关系的组织或个人如果参与到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
工作中来，很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有明确的针对烟草控制工作有关的政府官员和雇员
利益冲突问题的规定，是防止这些政策受到烟草业干扰的重要手段。 

23. 烟草业向政府机构、官员或雇员提供的支付款项、礼品和服务，无论是货币还是实
物，以及研究经费，都会产生利益冲突。正如联合国大会以及若干政府组织和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通过的公职人员国际行为守则中所认可的那样，即使没有承诺给于积极考
虑，以作为交换条件，也会造成利益上的冲突，因为个人利益有可能对履行官方职责带
来影响。 

建议 

4.1 缔约方应制定一项关于披露和管理利益冲突情况的政策，需所有参与制定和执
行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的人员遵守，包括政府官员、雇员、顾问和合同人员。 

4.2 缔约方应制定、通过并实施一个公职人员行为守则，明确他们在与烟草业交往
时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 

4.3 缔约方不应与那些根据现有烟草控制政策规定有利益冲突的候选人或投标人
签订与制定和执行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有关的任何工作的合同。 

4.4 缔约方应制定明确的政策，要求那些现在或以往从事制定和执行烟草控制公共
卫生政策的公职人员，在离开后一个特定时间内，将其在烟草业内参加职业性活动
的意向，无论是否有报酬，通知他们的机构。 

4.5 缔约方应制定明确的政策，要求那些申请有责任制定和执行烟草控制公共卫生
政策的公共部门职位的人，公布在任何烟草业中现在或以往的任何职业性活动，无
论是否有报酬。 

4.6 缔约方应要求政府官员申报和撤出在烟草业的直接经济利益。 

4.7 政府机构及其下属单位不应在烟草业有任何财务利益，但那些负责管理缔约方
在国有烟草业的所有权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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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缔约方不应允许任何受雇于烟草业或任何促进烟草业利益的实体的人员，出任
制定或执行烟草控制或公共卫生政策的任何政府机构、委员会或顾问小组成员。 

4.9 缔约方不应提名受雇于烟草业或任何促进烟草业利益的实体的任何人员，加入
出席缔约方会议、其下属机构会议，或任何根据缔约方会议决定成立的其他机构会
议的代表团。 

4.10 缔约方不应允许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或任何半/准政府机构的官员和雇员，接
受烟草业的支付款项、礼品或服务，无论是货币或实物形式。 

4.11 在考虑到国家法律和宪法原则的情况下，缔约方应实行有效措施，禁止烟草业
或任何促进其利益的实体向政党、候选人或宣传运动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应要求完
全披露此类资金支持。 

(5) 要求烟草业提供透明和准确的信息。 

24. 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烟草业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干扰，缔约方需要得到烟草业活动和
做法的信息，来保证烟草业是以透明的方式运作。公约第 12 条要求缔约方根据国家法
律促进公众获得此类信息。 

25. 公约第 20.4 条特别要求缔约方促进和便利关于烟草业业务和烟草种植的信息交换，
根据公约第 20.4(c)条，每个缔约方应努力与主管国际组织合作，逐步建立和保持一个全
球系统，定期收集和传播有关信息，说明烟草生产和制造情况，以及对公约或国家烟草
控制活动有影响的烟草业的活动。 

建议 

5.1 缔约方应制定和采取措施，保证烟草业的所有业务和活动都是透明的1。 

5.2 缔约方应要求烟草业以及那些促进其利益者，定期提供烟草生产、制造、市场
份额、推销支出、收入和任何其他活动的信息，包括提供给游说、慈善业和政治费
用，以及公约第 13 条没有禁止或尚未禁止的任何其他活动情况的信息 1。 

                                                 
1 在不损害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秘密或机密信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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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缔约方应要求制定有关披露信息的规定，或建立注册制度，登记烟草业实体、
所属组织、以及代表其利益的个人，包括游说者。  

5.4 如果烟草业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对其实行强制处罚。 

5.5 根据公约第 12(c)条，缔约方应采取和实施有效的立法、执行、行政及其他措
施，保证公众有渠道获得烟草业活动与公约目标相关的广泛信息，例如公共储存库
中的相关信息。 

(6) 尽量管制被烟草业描述为“社会责任”的活动，这类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所谓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并且不使其正常化。 

26. 烟草业举行据称对社会负责的活动，目的是使它的形象与生产和销售致死产品的本
质拉开距离，或干扰制定和执行公共卫生政策。被烟草业描述为“对社会负责”的活动
旨在促进烟草消费，它是一种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战略，属于公约对广告、促销和赞助
的定义范围。 

27. 世卫组织认为1，烟草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说法存在一个内在固有矛盾，因为烟草业
的核心功能与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的目标相冲突。 

建议 

6.1 缔约方应保证使政府所有分支机构和公众知晓并认识到烟草业开展据称对社
会负责的活动的真正目的和范围。 

6.2 缔约方不应同意、支持、合作或参与烟草业据称对社会负责的活动。 

6.3 缔约方不应允许烟草业或任何其他代表其利益的人员公开披露其组织据称对
社会负责的活动，或这些活动的支出情况，除非在法律上要求报告此类支出，比如
在年度报告中2。 

                                                 
1 世卫组织。烟草业和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内在固有的矛盾。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4 年。 
2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3 条实施准则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角度处理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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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缔约方不应允许任何政府分支机构，或公立部门，接受来自烟草业或那些促进
其利益者的对政治、社会、财政、教育、社区或其他类的捐助，由于法律解决办法
或依照法律或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强制执行的协议作出的补偿除外。 

(7) 不给与烟草业优惠待遇。 

28. 一些政府鼓励烟草业投资，甚至通过财政激励措施给与补助，比如部分甚至全部免
除根据法律本应该缴纳的税费。 

29. 缔约方在不损害主权的情况下，在决定和制定经济、财政和税收政策时应遵守其烟
草控制承诺。 

建议 

7.1 缔约方不应给与烟草业激励措施、特惠权或利益来建立或运行其业务。 

7.2 不存在国有烟草业的缔约方不应投资于烟草业或相关企业。存在国有烟草业的
缔约方应确保在烟草业的任何投资不妨碍其充分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 

7.3 缔约方不应向烟草业提供任何优惠免税待遇。 

(8) 像对待其他烟草业一样对待国有烟草业。 

30. 烟草业可能由政府所有、非政府所有，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准则适用于任何烟草
业，无论其所有形式。 

建议 

8.1 缔约方应保证国有烟草业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政策上受到的待遇与烟草业
的任何其他成员是同样的。 

8.2 缔约方应保证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政策与对烟草业的监督或管理要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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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缔约方应保证国有烟草公司的代表不能成为代表团的任何一部分成员，参加缔
约方会议、其下属机构或任何其他根据缔约方会议决定成立机构的任何会议。 

实施与监督 

实施 

31. 缔约方应建立实施机制，或尽可能利用现有实施机制，履行公约第 5.3 条和这些准
则中规定的责任。 

监测公约第 5.3 条和这些准则的执行情况 

32. 监测公约第 5.3 条和这些准则的执行情况，对于保证采纳和执行卓有成效的烟草控
制政策至关重要。这还应包括使用现有的模式和资源对烟草业的监测，比如世卫组织无
烟草行动的烟草业监测数据库。 

33. 不隶属于烟草业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他成员，可以在监督烟草业活动上起
到关键的作用。 

34. 政府分支机构的行为守则或职员细则应包括一个“举报人功能”，对举报人应提供足
够的保护。此外，应鼓励缔约方使用和实施保证遵守这些准则的机制，比如可能对某种
行为向法院起诉，以及使用控诉程序，例如监察员制度。 

准则的国际合作、更新和修订 

35. 要在防止烟草业干扰制定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开展国际合作十分
重要。公约第 20.4 条为收集烟草业各种作法以及知识和经验交流，提供了一个基础，它
考虑到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处在经济转型期缔约方的特殊需求。 

36. 已经做出努力协调收集和传播国家和国际有关烟草业所用战略和策略的经验，并监
测烟草业的活动。缔约方可以通过分享法律的战略专业知识来对应烟草业的战略。公约
第 21.4 条规定，信息交换应符合国家有关保密和隐私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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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7. 由于烟草业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不断改变，这些准则应该定期审议和修订，以保证它
们能为缔约方不断提供有效指导，使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不受烟草业干扰。 

38. 使用框架公约现有报告文书进行报告的缔约方，应提供那些影响到公约或国家烟草
控制活动的烟草生产和制造以及烟草业活动的信息。为促进这一交流，公约秘书处应保
证这些准则的主要条款在报告文书以后阶段中有所体现，以便缔约方会议逐步通过，供
缔约方使用。 

39. 防止烟草业对任何烟草控制公共卫生政策的干扰极其重要，因此，缔约方会议可以
根据在实施这些准则方面的经验，考虑是否有必要拟定一份针对公约第 5.3 条的议定书。 

有用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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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Chapman S. Making smoking history. Public health advocacy and tobacco contro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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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man EA, Bayer R (Editors). Unfiltered: conflicts over tobacco policy and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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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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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源 

世卫组织有关网站： 

Tobacco Free Initiative: http://www.who.int/tobacco/en/ 

WHO publications on tobacco: http://www.who.int/tobacco/resources/publicatio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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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European Regional Office: 
http://www.euro.who.int/healthtopics/HT2ndLvlPage?HTCode=smoking 

Tobacco control in the Americas (in English and Spanish): 
http://www.paho.org/english/ad/sde/ra/Tobabout.htm  

与烟草控制相关的一般、区域或国家信息和主题的网站： 

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 UK (and special page for the tobacco industry): 
http://www.newash.org.uk/ash_r3iitasl.htm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and the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of Tobacco 
Transnationals: www.stopcorporateabuse.org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http://www1.worldbank.org/tobacco/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health/ph_determinants/life_style/Tobacco/tobacco_en.htm  

European Network for Smoking Prevention: http://www.ensp.org/ 

Framework Convention Alliance for Tobacco Control: http://www.fctc.org/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http://www.iuhpe.org/?page=18&lang=en 

Model Legislation for Tobacco Control manual: 
http://www.iuhpe.org/?lang=en&page=publications_report2  

Tobacco industry: http://tobacco.health.usyd.edu.au/site/supersite/links/docs/tobacco_ind.htm 

Smokefree Partnership: http://www.smokefreepartnership.eu/ 

Thailand Health Promotion Institute: http://www.thpinhf.org/ 

Tobaccopedia: the online tobacco encyclopaedia: http://www.tobacco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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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烟草网站的更多链接： 

Various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websites:  
http://www.tobacco.org/resources/general/tobsites.html  

National tobacco control websites: 
http://www.smokefreepartnership.eu/National-Tobacco-Control-websites 

Centre de ressources anti-tabac: http://www.tabac-info.net/  

Comité National Contre le Tabagisme (France): http://www.cnct.org  

Office Français de Prévention du Tabagisme: http://www.oft-asso.fr/  

Latest news on smoking and tobacco control: http://www.globalink.org/news/fr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de la jeunesse et des sports: http://www.sante.gouv.fr/  

Latest news on smoking and tobacco control: http://www.globalink.org/news/es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8) 拟定关于价格和税收政策的技术报告（涉及第 6 条（减少烟草需求的
    价格和税收措施）） 

缔约方会议， 

忆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6 条（减少烟草需求的价格和税收措施），
缔约方在其中承认价格和税收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烟草消费的有效和
重要手段， 

决定通过公约秘书处促请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关于价格
和税收政策的一份综合技术报告，以便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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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9) 为实施第 9 和 10 条（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拟 
    定准则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其关于为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9 条（烟草制品成分管制）
和 10 条（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拟定准则的 FCTC/COP1(15)和 FCTC/COP2(14)号决定； 

注意到工作小组向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提交的工作进展报告1中所包含的信息， 

1. 决定授权工作小组，以便： 

(1) 继续其工作，按部就班拟定准则，并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第一套准则
草案； 

(2) 继续监测其以往进展报告2中所载明的领域，其中包括依赖性倾向和毒理学； 

(3) 继续研究建立全球数据存储库的挑战和可能方式； 

2. 要求公约秘书处请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开展如下工作： 

(1) 提交一份报告供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审议，该报告须： 

(a) 确认向管制机构报告成分、释放物和制品特点的最佳做法，包括电子系统； 

(b) 确认向公众通报的最佳做法； 

(c) 收集法律案件信息并分析与烟草制品披露相关的法律问题； 

(2) 利用工作小组进展报告 1 第 18 段中阐明的两种抽吸方式，在五年内对该报告确
定为重点，用于检测和测量卷烟成分及释放物的分析化学方法进行验证，并通过公
约秘书处定期向缔约方会议通报进展情况； 

                                                 
1 文件 FCTC/COP/3/6。 
2 文件 FCTC/CO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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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科学进展；适当时，设计并验证方法用以检测和测量工作小组进展报告第
33 段中提及的制品特点，并通过公约秘书处定期向缔约方会议通报进展情况； 

3. 还决定，根据 FCTC/COP2(14)号决定： 

(1) 要求公约秘书处提供援助并作出必要安排，包括预算安排，以便工作小组能完
成其工作并与主席团协商以确保各缔约方能获得文本草案，例如，通过一个受保护
的网站，并能在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准则草案之前提供意见； 

(2) 通过下述时间安排： 

按照要求制定准则草案，供缔约方发表意见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六个月之前 

送交公约秘书处进行编辑和翻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三个月之前 

向缔约方会议分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开幕日前 60
天（《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8 条）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0) 为实施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拟定准则 

缔约方会议， 

忆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7 条（减少烟草需求的非价格措施），
其中规定缔约方会议应提出实施公约第 8 条至第 13 条规定的适宜准则； 

忆及其关于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为实施公约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拟定准
则并向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提交准则草案的 FCTC/COP2(14)号决定； 

强调这些准则的目的是协助缔约方履行其在公约第 11 条之下的义务，而不是为了
增加缔约方在本条之下的义务， 

1. 通过本决定附件中所含的公约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实施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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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定： 

(1) 要求公约秘书处通过一个网站提供制定公约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
实施准则所使用的各项调查、研究及其它参考材料； 

(2) 要求公约秘书处在拟定缔约方为履行其在公约第 21 条之下的报告义务所用报
告文书的第三组问题草稿时，考虑到公约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实施准
则； 

(3) 要求公约秘书处促请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与希望提供图像形式的健康警语和
信息的缔约方协商，建立和维持一个国际中心数据库以储存这类警语和信息，它们
可能无版权或可能需要许可证，包括免费提供的材料； 

(4) 要求公约秘书处鼓励使用这个储存有图像形式健康警语和信息的国际中心数
据库； 

(5) 要求公约秘书处在必须有许可证方可使用图像形式的健康警语和信息时，应要
求促进缔约方之间发放许可证； 

(6) 鼓励每一缔约方考虑到其在公约第 22 条之下的义务，并注意到公约第 26.5(a)
条，在其关于公约实施情况的定期报告中包括根据本决定第(3)和(5)分段采取的任
何行动； 

(7) 在其第五届会议上考虑是否对这些准则开始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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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1 条 
(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实施准则 

目的、原则和术语使用 

目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其他条款和公约缔约方会议意图，本准则
是为了帮助各缔约方履行公约第 11 条规定的义务，并提议缔约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来加
强其包装和标签措施的效力。第 11 条规定，每个缔约方应在公约对该缔约方生效后三
年内，采取和实行有效的包装和标签措施。 

原则 

2. 为实现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目标，并确保成功实施其各项规定，公约第 4 条规定，各
缔约方除其它外，应遵循这样一项原则，即宜使人人了解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造成
的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 

3. 在全球，许多人都不了解，或者误解或低估了使用烟草和接触烟草烟雾带来的患病
和夭亡风险。事实表明，烟草致病包装上精心设计的健康警语和信息是提高公众对烟草
使用健康后果认识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并能切实减少烟草消费。有效的健康警语和
信息以及其它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措施，是全面和综合的烟草控制方针的关键部分。 

4. 缔约方在确定新的包装和标签措施时应考虑其他方面的证据和经验，尽可能采取最
有效的措施。 

5. 公约第 20 和第 22 条规定，国际合作和相互支持是加强缔约方能力，以充分实施公
约第 11 条并增进其效力的基本原则。 

术语使用 

6. 为本准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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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措施”系指根据相关辖区的法律，载有或规定义务、要求或禁令的任何法
律文书。这类文书的例子包括但不局限于法令、法律、条例和政令或指令； 

─ “内置”系指消费者在零售点购买的每一盒或每一条香烟内置入的信息，例如小
张印刷品或小册子； 

─ “外加”系指消费者在零售点购买的每一盒或每一条香烟外部附加的任何信息，
例如外层玻璃纸包装内置放或粘在香烟盒外的小册子。 

制定有效的包装和标签要求 

7. 精心设计的健康警语和信息是说明健康风险和减少烟草使用的一系列有效措施的
一部分。有证据表明，健康警语和信息可因其突出而增加效果。相对于较小的和只有文
字的健康警语，较大的和有画面的警语可能更引人注目，更清楚地传达健康风险，引起
更大的情绪反应，促进烟草使用者戒烟，减少其烟草消费。较大的图象警语还更有可能
长期保持效果，尤其是向低文化水平人口、儿童和青年人传达关于健康后果的信息。增
进效果的其他因素包括在烟盒的主要可见部分和主要可见部分上端标明健康警语和信
息，使用颜色而不只是黑白标识，要求多种健康警语和信息并存，定期修订健康警语和
信息。 

设计要点 

位置 

8. 公约第 11.1(b)(iii)条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和实行有效措施以确保健康警语和信息
是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在包装上的位置和编排应在最大程度上确
保醒目。研究表明，健康警语和信息在包装的上端比在包装的正面下端和背面更醒目。
各缔约方应要求健康警语和信息应摆放在如下位置上： 

─ 在每一盒和每一单位包装的正面和背面（如果超过两面，则在每个主要面）而
不只是在一面，以确保健康警语和信息高度醒目，确认大部分包装类型的正面
可见部分对使用者是最醒目的位置； 

─ 在主要可见部分，尤其是在主要可见部分的上端而不是下端，以提高醒目程度； 

─ 在正常打开烟盒时不总是影响或遮盖健康警语的文字和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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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除第 8 段所述健康警语和信息外，缔约方还应考虑要求在包装各面，增加健康警语
和信息，以及内置和外加健康警语和信息。 

10. 各缔约方应确保其它规定包装和标签标识或商业内置和外加内容不会遮盖健康警
语和信息。各缔约方还应确保，在确定其它标记，例如印花税票和公约第 15 条要求标
记的尺寸和位置时，此类标记不会遮盖健康警语和信息的任何部分。 

11. 缔约方应考虑在位置问题上采取其它创新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将健康警语和信
息印在香烟过滤嘴外层和/或其他相关材料上，譬如烟卷、滤纸和纸张的包装以及水烟筒
吸烟所用的其他器材上。 

尺寸 

12. 公约第 11.1(b)(iv)条规定，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上健康警语和信息应占主要可见部
分的 50%以上，但不应少于主要可见部分的 30%。鉴于有证据表明，健康警语和信息的
效果随着尺寸增加而增加，各缔约方应考虑健康警语和信息覆盖 50%以上主要可见部
分，并力争覆盖尽可能多的主要可见部分。健康警语和信息应以清晰可见的大号加粗字
印刷，字体和颜色应有助于增加整体的醒目和可读性。 

13. 如果需要边框，缔约方在计算边框所占可见部分的比例时，应考虑将围绕健康警语
和信息的空间从健康警语或信息本身的尺寸中扣除，也即，应在健康警语和信息所占空
间的总比例上加上用于边框的空间，而不是将其计入这一总比例。 

图象的使用 

14. 公约第 11.1(b)(v)条规定，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可采取或包括图
片或象形图的形式。有证据表明，图文并茂的健康警语和信息比只用文字形式的健康警
语和信息有效得多。它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文化水平低和不能阅读健康警语和信
息文本所用语言的人们接受。缔约方在其包装和标签要求中应规定使用文化上适宜的全
色图片或象形图。缔约方应考虑在烟草制品包装的正反两个主要可见部分（如果超过两
面，则在每个主要面）上使用图像形式的健康警语。 

15. 有证据表明，相对于使用文字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带有图象的健康警语和信息： 

─ 更容易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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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使用者认为效果更强烈； 

─ 更有可能长期引人注目； 

─ 更好地传达烟草使用的健康风险； 

─ 促使人们更多地思索烟草使用的健康风险和戒烟； 

─ 增加戒烟的动力和意向； 

─ 促成更多戒烟尝试。 

16. 图象形式的健康警语和信息还可削弱包装上品牌形象的影响，并降低包装的整体吸
引力。 

17. 在为烟草制品包装制作图象时，缔约方应尽可能取得图象的所有权或全部版权，而
不是任由平面设计者或其他来源保留版权。这就为在其它烟草控制措施中，包括在媒体
宣传中和因特网上使用图象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这还可能使缔约方可向其它辖区
发放使用图象的许可证。 

颜色 

18. 使用颜色取代黑白图象，会影响健康警语和信息图象部分的总体引人注目程度。因
此，缔约方应要求健康警语和信息的图象部分使用全色（四色印刷），而不是仅仅黑白
两色。缔约方应要求文字的背景使用对比色，以加强健康警语和信息文字部分的引人注
目效果，并尽量提高其清晰度。 

轮换 

19. 公约第 11.1(b)(ii)条规定，健康警语和信息应轮换使用。实施轮换，可同时显现多
种健康警语和信息，或规定一个日期，在此日期之后，更换健康警语和信息的内容。缔
约方应考虑一起使用这两种轮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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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的新颖效果很重要，有证据表明，健康警语和信息不断重复，
其效果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改变健康警语和信息可以带来效果的提高。健康警语和信
息的轮换，以及其编排和设计的改变，对保持醒目和加强效果很重要。 

21. 缔约方应规定一系列可同时显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缔约方还应要求印制特定系列
的健康警语和信息，以便每条信息都出现在每个品牌家族以及品牌家族内每个品牌每种
包装尺寸和类型同等数量的零售包装上。 

22. 缔约方应考虑确定两个或更多套健康警语和信息，从一开始就拟就，以便在一定期
限后，如每 12 至 36 个月进行更换。在过渡阶段，即在一套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取代旧
的健康警语和信息时，缔约方应规定两套健康警语和信息之间轮换的缓冲期，以便两套
内容可以在这段期间同时使用。 

信息内容 

23. 使用一系列健康警语和信息，增加了取得效果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健康警语和信
息可在不同人群中产生反响。健康警语和信息除危害健康的后果和接触烟草烟雾的影响
之外，还应涉及与烟草使用有关的其他问题，例如： 

─ 关于戒烟的劝导； 

─ 烟草的成瘾性； 

─ 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后果（例如每年购买烟草制品的费用）； 

─ 烟草使用对其他重要人物的影响（例如一个人的父亲因吸烟而过早患病，或一
个亲人由于接触烟草烟雾而死亡）。 

24. 缔约方还应考虑为其它信息采用新颖的内容，例如不利的环境后果和有害的烟草业
惯例。 

25. 重要的是以有效的方式传达健康警语和信息，语气应有权威性，言之有物，但不作
判断。健康警语和信息还应使用文化上适宜的简单、明了、准确的语言。健康警语和信
息可采取各种编排形式，例如证明书和正面的支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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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证据表明，如果健康警语和信息能够引起对烟草使用的不愉快的情绪联想，同时
个人化的信息使健康警语和信息更加可信和与个人更多关联，它们就可能更加有效。产
生恐惧等负面情绪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可能有效，特别是当其与用来提高烟草使用者戒烟
动力和信心的信息相结合的时候。 

27. 在烟草包装上提供戒烟咨询和戒烟求助途径，如网址或免费戒烟专线电话号码，对
帮助烟草使用者改变行为很重要。缔约方应注意，与戒烟有关的服务需求增加，可能要
求追加资源。 

语言 

28. 公约第 11.3 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规定，第 11.1(b)条和第 11.2 条规定的警语和其
它文字信息，应以其一种或多种主要语言出现在烟草制品每盒和单位包装及这类制品的
任何外部包装和标签上。 

29. 在辖区内如有一种以上主要语言，健康警语和信息可以一种以上语言显示在每一主
要可见部分，或代之以在不同可见部分使用一种不同语言。在适当时，可以在辖区的不
同区域使用不同语言或语言组合。 

来源归属 

30. 来源归属声明给出了烟草制品包装上健康警语和信息的已知来源。然而，对它们是
否应构成警语和信息的组成部分有不同看法。某些辖区作出来源归属声明，以增加健康
警语和信息的可信度，而其它辖区决定不纳入来源归属，因为担心可能转移对警语的注
意。在要求作出来源归属声明的地方，它往往被放在健康警语的末尾，字体小于警语其
他部分。最后，缔约方特有的环境，如目标居民亚人口群的信仰和态度，将决定使用来
源归属可能增加可信度还是削弱影响。 

31. 如果有此要求，来源归属声明应标示可靠的专家来源，例如国家卫生当局。声明不
应过大，以至抵消信息的整体引人注目程度和影响，也不应过小，妨碍阅读。 

关于成分和释放物的信息 

32. 公约第 11.2 条规定，在烟草制品的每盒和单位包装及这类制品的任何外部包装和标
签上，除第 11.1(b)条规定的警语外，还应包含国家当局所规定的有关烟草制品成分和释
放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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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履行这一义务时，缔约方应要求在每盒或单位包装上显示关于烟草制品释放物的
相关定性说明。此类说明的例子包括“这些香烟的烟雾中含有众所周知的致癌物质苯”以
及“吸烟会使你接触 60 多种致癌化学物质”。缔约方还应要求在主要可见部分或在没有
标明健康警语和信息的备用显示区（如包装侧面）上显示这一信息。 

34. 缔约方不应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上作出关于烟草成分和释放物的定量或定
性说明，暗示一种品牌比其他品牌更少危害，例如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数字，或声
明“这些香烟含有较低水平的亚硝胺”。 

35. 以上 3 段应与第 43-45 段配合阅读。 

有效包装和标签要求的编制程序 

对产品种类的考虑 

36. 公约第 11.1(b)条要求各缔约方采取并执行有效措施，确保烟草制品的每盒或单位包
装及这类制品的任何外部包装和标签上带有健康警语和信息。对小规模公司或品牌，或
对不同类型的烟草制品都无例外。缔约方应考虑对不同烟草制品，例如纸烟、雪茄、无
烟烟草、烟袋烟草、印度雪茄和水烟袋烟草，采用不同的健康警语和信息，以更好地强
调每种产品造成的具体健康后果。 

不同类型的包装 

37. 缔约方应全面了解其辖区内多种不同类型烟草制品的包装，并应确定如何将建议的
健康警语和信息应用于每种类型和形状的包装，例如罐装、盒装、袋装、翻盖装、滑动
和贝壳式包装、硬盒装、透明包装、只含一个产品单元的包装。 

确定目标亚人口群 

38. 缔约方应考虑针对亚人口群，例如青年人的警语，并相应修订健康警语的数目及其
轮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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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前测试 

39. 缔约方视其现有资源和时间，可考虑进行上市前测试，以针对目标人口评估健康警
语和信息的效果。上市前测试有助于发现一些意外的后果，如无意中增加了对吸烟的需
求，同时评估其文化适宜性。应考虑邀请与烟草业无关的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这一进程。
最后，相对于此后改变法律措施，上市前测试成本较低。 

40. 缔约方应注意，上市前测试不需要时间很长，程序很复杂或费用很昂贵。只须侧重
于目标人口的重点人群，即可获得宝贵信息，而且基于因特网的协商也可作为一种便捷
且费用低廉的备选办法。上市前测试可与制订法律措施同时进行，以避免不适当地拖延
执行。 

公众信息和参与 

41. 缔约方应将采用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的建议告知公众。公众支持将有助于缔约方采
用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不过，缔约方应确保公众信息和参与不致不适当地拖延公约的
执行。 

支持传播活动 

42. 采用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如果与更广泛而持久的公众信息和教育运动相协调，有
可能产生更大影响。应及时向媒体提供信息，因为媒体的覆盖可以增加新的健康警语和
信息的教育作用。 

编制有效的包装和标签限制条款 

防止误导或欺骗性包装和标签 

43. 公约第 11.1(a)条规定，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家法律采取和实行有效措施，以确保烟草
制品包装和标签不得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释放
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一种烟草制品，包括直接或间接产生某一烟草制品比其它烟
草制品危害小的虚假印象的任何词语、描述、商标、图形或任何其它标志。其可包括“低
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词语。名单中所列词语是提示性的，并非全部。在
按照第 11.1(a)条履行义务时，缔约方不应局限于已列明的词语，还应禁止任何语言中诸
如“超”、“极”或类似误导消费者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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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缔约方应禁止在包装和标签上显示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排放物生成数据，包
括用作品牌或商标的一部分。源于吸烟机测试的焦油、尼古丁和其它烟雾排放生成数据，
不能提供对人类接触量的有效估计。此外，不存在结论性的流行病学和科学证据，能够
证明与机器生成烟雾排放量较高的烟卷相比，烟雾排放量较低的烟卷较少危害性。销售
标明了焦油和尼古丁生成量的烟卷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些烟卷较少危害性。 

45. 缔约方应禁止在烟草包装和标签上显示到期日，因为这会误导或欺骗消费者，使之
认为烟草制品任何时候消费都是安全的。 

平装 

46. 缔约方应考虑采取措施，除以标准颜色和字体(平装)显示品牌名称和产品名称外，
限制或禁止在包装上使用其他标识、颜色、品牌形象或推销文字。这可以增加健康警语
和信息引人注目的程度和效果，防止包装转移对警语和信息的注意力，并解决工业包装
设计技术暗示某些产品比另外一些危害较少的问题。 

法律措施 

起草 

47. 在起草关于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法律措施时，缔约方应考虑如下问题：负责管理法
律措施的机构，用于确保遵守和实施的现有措施，以及参与的政府级别。 

管理 

48. 缔约方应确定负责监督实施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措施的一个或多个当局。缔约方还
应考虑让负责烟草控制事宜的相关当局同时也负责这类法律措施的执行。如果这类法律
措施的执行交由政府其他部门负责，则相关的卫生当局应为标签规范提供意见。 

规模 

49. 缔约方应确保与公约第 11 条有关的包装和标签规定同等适用于辖区内出售的所有
烟草制品，并对国内生产、进口或打算用于国内免税市场的这些产品一视同仁。缔约方
应考虑有关措施适用于出口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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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50. 缔约方应确保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加载健康警语和信息，以及关于成分和释放物信息
的费用由烟草业负担。 

责任 

51. 缔约方应按照公约第 19 条，考虑纳入明确条款，规定加载健康警语和信息，或传
达关于烟草制品的任何其它信息，不能转移或抵消烟草业的任何义务，包括但不局限于
就烟草使用和接触烟草烟尘引起健康危害问题警示消费者的义务。 

具体条款 

52. 缔约方应在法律措施中纳入明确而详尽的说明，限制烟草制造商和进口商在实施健
康警语和信息时出现偏差的机会，并防止不同烟草制品间的不一致。在拟定此类措施时，
缔约方除其它外，应审查如下问题： 

─ 包装和产品(见第 37 段)； 

─ 在包装的健康警语和信息的规定文本中以及在成分和释放物信息中使用的语
言，如果有一种以上的语言，应包括这些语言的显示问题； 

─ 轮换做法和时间范围，包括同时显现的健康警语和信息的数目，以及关于新的
健康警语和信息必须显现的过渡期和截止日期的说明； 

─ 销售规范，以便在每个品牌家族以及每个品牌家族内每一品牌不同包装尺寸和
类型的零售包装上，同等显示健康警语和信息； 

─ 健康警语和信息中的文字、图片和图标应如何实际显示在包装上（包括具体说
明位置、措辞、尺寸、颜色、字体、编排和印刷质量），包括内置、外加和内
层信息； 

─ 不同类型的烟草制品在适当情况下的不同的健康警语和信息； 

─ 适当情况下的来源归属，包括位置、文字和字体（与健康警语和信息类似的详
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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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公约第 11.1(a)条，禁止以虚假、误导和欺骗或可能造成错误印象的手段进
行推销。 

源文件 

53. 缔约方应考虑提供“源文件”，载有高质量直观实例，用以说明如何在包装上显示所
有健康警语和信息以及其它信息。在法律措施使用的语言不够明确的时候，此类源文件
特别有用。 

胶签和贴面 

54. 缔约方应确保胶签、帖纸、包装盒、贴面、包装套、包装纸和烟草制造商推销的内
置物或外加物不会遮掩、覆盖或破坏健康警语和信息。例如只允许使用不能揭掉的胶签，
并且只能在装有香烟以外产品的金属或木制容器上使用。 

守法的责任 

55. 缔约方应规定，烟草制品制造商、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设施都对遵守包装和标签
措施承担法律责任。 

处罚 

56. 为阻吓违法行为，缔约方应规定一系列罚款或其它处罚办法，处罚力度视违法的严
重程度和是否屡次违法而定。 

57. 缔约方应考虑采取与缔约方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相一致的其它任何处罚办法，可包
括确立有关罪行并实施处罚，以及暂停使用、限制或吊销营业和进口许可证。 

执法权力 

58. 缔约方应考虑对执法当局赋予权力，以便其勒令违法者召回违规烟草制品，并承担
这种召回产生的所有费用。当局应有权实行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处罚，包括没收和销毁违
规产品。此外，缔约方应考虑公布违法者姓名及其违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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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截止日期 

59. 为确保及时采用健康警语和信息，法律措施应规定一个截止日期，届时制造商、进
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必须只供应符合新规定的烟草制品。指定的时间只要足以使制造
商和进口商能够组织新包装印刷即可。经审议认为，自法律措施颁布后 12 个月的期限，
在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的。 

复审 

60. 缔约方应该认识到，制定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法律措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随着
新证据的出现和特定健康警语和信息的老化，应定期复审和更新法律措施。在进行复审
和更新时，缔约方应考虑其采用包装和标签措施的经验，其它辖区的经验，以及这一领
域的行业做法。此类复审和更新可以帮助发现弱点和漏洞，也可发现法律措施所使用语
言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澄清。 

实施 

基础设施和预算 

61. 缔约方应考虑确保存在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开展守法和执法活动。缔约方还应考虑
为此类活动做出预算。 

战略 

62. 为加强守法，缔约方应在法律要求生效前通知各利益攸关方。对不同的利益攸关方，
例如烟草制造商、进口商和零售商，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战略。 

63. 缔约方应考虑使用监督员或执法代理人，在制造和进口设施及销售点对烟草制品进
行常规抽查，以确保包装和标签符合法律要求。如果有现成的机制，可以扩展其职能，
按要求检查商业场所，则不一定建立新的监督体系。适当时，应将就销售点烟草制品进
行常规抽查事宜通知利益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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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守法的反应 

64. 缔约方应确保执行当局随时准备迅速而坚决地应对不守法现象。早期做出有力和及
时的反应会使人们明了对守法的预期，便于今后的执法工作。缔约方应考虑公布执法行
动的结果，以便清楚宣示，将调查不守法行为并采取行动。 

投诉 

65. 缔约方应考虑鼓励公众举报违法行为，以进一步促进遵守法律。建立一个执法联络
点受理不守法案例举报可能是有益的。缔约方应确保及时和彻底地调查和处理有关投
诉。 

监测和评价包装和标签措施 

66. 缔约方应考虑对其包装和标签措施进行监测和评价，以评估措施的影响并确定需要
加以改进的地方。监测和评价还可充实证据主体，帮助其他缔约方实施包装和标签措施。 

67. 对烟草业遵守情况的监测应在立法措施生效后立即开始，并应在此后不断进行。 

对人群的影响 

68. 重要的是评估包装和标签措施对目标人群的影响。缔约方应考虑衡量如下方面：健
康警语和信息的引人注目程度、被理解程度、可信度、信息量、被记得程度和个人针对
性；健康知识和对风险的认知；改变行为的意图和行为的实际改变。 

基线和后续工作 

69. 缔约方应考虑采用战略，在包装和标签措施实施之前并定期在实施后评估其影响。 

资源 

70. 烟草制品包装和标签措施影响的评估工作的范围和复杂性，在不同缔约方之间将有
所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目标，以及拥有的资源和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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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71. 缔约方应考虑公布监测守法和评价影响得出的结果，并提供给其它缔约方和公众。 

国际合作 

72. 国际合作对在烟草控制这一重要而不断发展领域取得进展是必不可少的。公约若干
条款规定了交流知识和经验以推动实施方面的进展，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
济转型期国家缔约方的需要。缔约方之间按照第 22 条要求开展合作，进行技术、科学
和法律知识及专长的转让，可以在全球加强对公约第 11 条的实施。这种合作的一个例
子，就是缔约方向寻求使用其图像健康警语的其它辖区迅速、简便和免费授予许可。国
际合作还将帮助确保在全球提供关于烟草制品的一致和准确信息。 

73. 缔约方应努力分享有关法律和专业知识，以驳斥烟草业针对包装和标签措施的辩
解。 

74. 缔约方应考虑根据公约第 21 条审查其它缔约方的报告，加强其对包装和标签方面
国际经验的了解。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1) 为实施第 12 条（教育、交流、培训和公众意识）拟定准则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其关于设立一工作小组为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2 条（教
育、交流、培训和公众意识）拟定准则的 FCTC/COP2(14)号决定;  

注意到工作小组向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提交的工作进展报告1； 

铭记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对拟定控制框架公约第 12 条（教育、交流、培训
和公众意识）实施准则报告的讨论情况； 

1. 决定要求根据 FCTC/COP2(14)号决定设立的为实施框架公约第 12 条（教育、交流、
                                                 

1 文件 FCTC/CO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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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公众意识）拟定准则的工作小组继续开展工作，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准
则草案供其审议； 

2. 还决定，根据 FCTC/COP2(14)号决定： 

(1) 要求公约秘书处提供协助，并作出必要的安排，包括作出预算安排，以便工作
小组完成其工作，并在与主席团协商后，确保各缔约方有机会通过一个受保护的网
站获得草案文本，使其能在向缔约方会议分发准则草案之前提供意见； 

(2) 通过下述时间安排： 

按照要求制定准则草案，供缔约方发表意见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六个月之前 

送交公约秘书处进行编辑和翻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三个月之前 

向缔约方会议分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开幕日前 60
天（《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8 条）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2) 第 13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实施准则 

缔约方会议，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7 条（减少烟草需求的非价格措施）
和第 13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重申《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序言第 11 段，强调严重关注旨在鼓励使
用烟草制品的各种形式的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影响； 

强调，这些准则将用来协助缔约方履行公约第 13 条规定的义务，并为执行这一条
款提供指导，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公约第 13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实施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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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3 条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实施准则 

宗旨和目标 

1. 本准则的宗旨是协助缔约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3 条履行
其义务。本准则利用在消除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成功地采取了有效措施的缔约方
所提供的最佳证据和经验。本准则为缔约方实施和执行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提供指导，亦或为由于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制约而无法实行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的缔约方提供指导，以尽可能广泛地实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限制。 

2. 本准则就如何以最佳方式实施公约第 13 条以便在国内和国际上有效消除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提供指导。 

基本原则 

3. 以下原则适用： 

(a) 有大量详实的资料证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会增加烟草使用，广泛禁止烟草
广告、促销和赞助则会减少烟草使用。 

(b) 如公约缔约方在第 13.1 和 13.2 条中所确认，有效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应当是广泛的，适用于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c) 根据公约第 1 条中的定义，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适用于所有
形式的商业性宣传、推介或活动，以及对任何事件、活动或个人的所有形式的捐助，
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 

(d) 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应包括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它包括输出
性广告、促销和赞助（源自缔约方领土）和输入性广告、促销和赞助（进入缔约方
领土）。 

(e) 为做到切实有效，广泛禁止应涉及所有参与生产、安插和/或传播烟草广告、促
销和赞助的个人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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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通过实施有力的公众教育和提高社区认识规划来支持和促进有效监测、执行和
制裁，对于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是绝对必要的。 

(g) 民间社会在加强对有关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法律的支持，促进和确保遵守
该法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将其作为积极的伙伴纳入这一进程。 

(h) 有效开展国际合作，对于消除国内和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至关重要。 

广泛禁止的范围 

4. 下面“概览”分款（第 5-11 段）中一般条款概述了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的范围，随后的分款（第 12-34 段）则述及在实行广泛禁止时可能对监管机构提出特
殊挑战的方面。 

概览 

5.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只有广泛实行才能切实奏效。当代营销传播涉及货物
购销广告和促销的整套做法，包括直接营销、公共关系、促销、个人销售和网络互动营
销方法。如果仅仅禁止某种形式的直接烟草广告，烟草业势必把开支转向其他广告、促
销和赞助策略，采用有创意的间接方法来推销烟草制品和促进烟草使用，特别是在年轻
人当中。 

6. 因此，部分禁止广告对烟草消费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这一点在公约第 13 条中得
到确认，该条款规定了对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基本义务。根据公约第 13.1 条，
“各缔约方认识到广泛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将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 

7. 为实施公约第 13.1 和 13.2 条中规定的广泛禁止，缔约方应按照公约第 1（c）和（g）
条的界定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第 1（c）条将“烟草广告和促销”界定为“任何形式
的商业性宣传、推介或活动，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
品或促进烟草使用”。第 1（g）条将“烟草赞助”界定为“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
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的，对任何事件、活动或个人的任何形式
的捐助”。 

8. 必须指出，“烟草广告和促销”和“烟草赞助”不仅包括对特定烟草制品的促销，
也包括对一般烟草使用的促进；不仅指有促销目的的行为，也指产生促销效果或可能产
生促销效果的行为；以及不仅指直接促销，也指间接促销。“烟草广告和促销”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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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宣传”，它也包括“推介”和“行动”，至少应包括以下类别：(a)各种销售和/或经销安
排1；(b)隐蔽形式的广告或促销，例如在各种媒体内容中插入有关烟草制品或烟草使用
的内容；(c)通过各种方式将烟草制品与事件或其他产品联系在一起；(d)促销包装和制品
设计特点；以及(c)生产和经销形似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的糖果和玩具或其他产品2。还
必须指出，“烟草赞助”定义包含“任何形式的捐助”，即财政或其他方面的捐助，不论该
捐助如何或是否得到承认或公之于众。 

9. 使用词语、设计、图像、声音和颜色，包括品牌名称、商标、标识、烟草制造商或
进口商名称和与烟草制品、生产商或进口商有联系的颜色或颜色搭配，或使用一部分或
若干部分词语、设计、图像和颜色，都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促销效果。烟草公司本身
的宣传（有时称为公司推广）就是一种形式的促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即使没有
提及品牌名称或商标。吸烟配件广告（包括陈列）和赞助，例如香烟纸、过滤嘴和卷烟
设备以及烟草制品仿制品，也可能产生促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的效果。 

10. 立法应避免详尽无遗或可能被认为是详尽无遗地列举被禁止的活动。尽管立法中的
列举常常有助于举例说明被禁止的活动，但应明确说明仅仅是列举一些实例，并未涵盖
所有被禁止的活动。可以使用一些词语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包括但不限于”或“或
其他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这类包含甚广的用语。 

11. 对属于公约第 13 条中禁止范围内的广告、促销和赞助形式的指示性（非详尽）清
单以附录形式附于本准则之后。 

建议 

广泛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应包括： 

• 所有广告和促销以及赞助，无一例外； 

• 直接和间接的广告、促销和赞助； 

• 目的在于促销的行为和具有或可能具有促销效果的行为； 

                                                 
1 例如，零售商奖励计划、销售点陈列、彩票、赠礼、免费样品、折扣、竞赛（无论是否需要购买烟草制品）和

奖励促销或忠诚顾客方案，比如购买烟草制品时所提供的优惠券。 
2 本文反映了公约第 16.1 条的精神，该条款规定缔约国应“在适当的政府级别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实施、

行政或其他措施禁止向低于国内法律、国家法律规定的年龄或 18 岁以下者出售烟草制品。这些措施可包括：……（c）
禁止生产和销售对未成年人具有吸引力的烟草制品形状的糖果、点心、玩具或任何其他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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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销烟草制品和促进烟草使用； 

• 商业性宣传和商业性推介与行动； 

• 对任何事件、活动或个人的任何类型的捐助； 

• 烟草品牌名称广告和促销以及所有的公司推广；以及 

• 传统媒体（印刷、电视和广播）和所有媒体平台，包括因特网、移动电话和其
他新技术以及电影。 

零售和陈列 

12. 销售点陈列烟草制品，本身即构成广告和促销。制品陈列是促销烟草制品和促进烟
草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包括刺激冲动性购买烟草制品，给人以烟草使用可被社会接受
的印象，并使烟草使用者更难戒烟。年轻人尤其易受制品陈列促销效果的影响。 

13. 为确保烟草制品销售点没有任何促销因素，缔约方应完全禁止在销售点，包括固定
零售店和摊贩陈列和展示烟草制品。只允许列出制品及价格文本清单并且不含任何促销
因素。关于公约第 13 条的所有方面，禁止也应适用于轮渡、飞机、港口和机场。 

14. 应当禁止售烟机，因为售烟机本身就是公约规定的一种广告或促销手段1。 

建议 

销售点陈列和展示烟草制品，即构成广告和促销，因此应当予以禁止。售烟机应当
予以禁止，因为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广告和促销手段。 

包装和制品特点2 

15. 包装是广告和促销的一个重要因素。烟盒或制品特点在使用上有各种方式吸引消费
者、促销制品，以及建立和推广品牌标识，例如，利用烟盒或单个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
上的标识、颜色、字体、图片、本身的形状和所用材料。 

                                                 
1禁止售烟机，因为它们等同于广告或促销，这是对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公约第 16 条规定的补充。第 16.1 条所

述可能措施包括：“确保[每一缔约方]管辖范围内的自动售烟机不能被未成年人所使用”，以及第 16.5 条规定，“缔约

方可通过有约束力的书面声明表明承诺在其管辖范围内禁止使用自动售烟机，或在适宜时完全禁止自动售烟机。” 
2 另见公约第 11 条实施准则，涉及关于健康警语和误导信息的无装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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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包装上的广告或促销的效果可通过规定无装饰包装来消除：黑白两色或国家当局规
定的其他两种反差颜色；包装上只有品牌名称、产品名称和/或制造商的名称、联系方式
和制品数量，除健康警语、税标志和政府规定的其他信息或标记外，没有任何标识或其
他特点；规定的字体和尺寸；以及标准形状、尺寸和材料。烟盒内或烟盒上亦或单支香
烟或其他烟草制品上不应含有任何广告或促销材料。 

17. 如果尚未规定采用无装饰包装，限制应尽量包含使烟草制品对消费者较具吸引力的
设计特点，比如动物或其他图形、“幽默”词语、彩色香烟纸、诱人的气味、新颖或季
节性烟包。 

建议 

包装和产品设计是广告和促销的重要要素。缔约方应考虑采取无装饰包装的要求，
以消除包装上广告或促销的效果。包装、单支香烟或其他烟草制品应不带任何广告
或促销材料，包括使制品具有吸引力的设计特点。 

因特网销售 

18. 因特网销售烟草本身就涉及公约中所界定的广告和促销。所涉问题不仅仅是广告和
促销，它也包括对未成年人的销售、逃税和非法贸易。 

19. 避免因特网烟草广告或促销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禁止因特网烟草销售1。禁止应不
仅适用于销售制品的实体，也应适用于便利制品付款和邮寄或送货服务的其他有关方，
包括信用卡公司。 

20. 在因特网销售尚未被禁止的情况下，应实行限制措施，只允许列出制品及价格文本
清单，无任何图片或促销特点(比如，有关价格低廉的任何提法)。 

21. 鉴于因特网上进行烟草广告和促销的隐蔽性以及查明和追究不法者的难度极大，需
要利用国内特殊资源来实施这些措施。FCTC/COP3(14)号决定中所建议的旨在消除跨国
界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措施，尤其是查明联络点和处理其他缔约方发出的通知，将有助
于确保国内执法努力不会受到损害。 

                                                 
1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正在就因特网销售管制方案开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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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因特网销售烟草应予以禁止，因为它本身就涉及烟草广告和促销。 

品牌延伸和品牌共享 

22. “品牌延伸”是指以烟草制品和非烟草制品或服务有可能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把一
种烟草品牌名称、标志、商标、标识或贸易标记或其他任何鲜明特点（包括鲜明的颜色
组合）与一种非烟草制品或服务挂钩。 

23. “品牌共享”是指以烟草制品或公司和非烟草制品或服务有可能联系在一起的方
式，把一种非烟草制品或服务的品牌名称、标志、商标、标识或贸易标记或其他任何鲜
明特点（包括鲜明的颜色组合）与一种烟草制品或烟草公司挂钩。 

24. 就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促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而言，
“品牌延伸”和“品牌共享”应被视为烟草广告和促销。 

建议 

各缔约方应禁止“品牌延伸”和“品牌共享”，因为它们是烟草广告和促销手段。 

企业社会责任1 

25. 烟草公司通过捐助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以其他方式促进其企业行为“对社会负责的”
内容，努力树立公司的良好企业公民的形象。这种做法现在越来越普遍。 

26. 一些烟草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他实体向社区、卫生、福利或环境等组织提供财政或实
物捐助。此种捐助属于公约第 1(g)条中的烟草赞助定义的范畴，应当作为广泛禁止的一
部分予以禁止，因为此种捐助的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促销烟草制品
或促进烟草使用。 

27. 烟草公司还会寻求采取不涉及向其他方提供捐助的“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做法（比
如，良好的劳资关系或环境管理）。向公众宣传此种本该值得称道的活动应当予以禁止，
因为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促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应当禁

                                                 
1 由缔约方会议设立的一个工作小组拟订的有关公约第 5.3 条的准则，从关于防止烟草控制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受

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的角度述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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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向公众传播此种信息，规定的公司报告（比如，年度报告）或必要的企业管理（比如，
为招聘目的和与供应商的通讯）除外。 

28. 烟草业公众教育运动，比如“防止青少年吸烟运动”，应当予以禁止，因为此种运
动在由其他方实施时涉及“捐助”问题，或由行业自行开展时相当于企业推广。 

建议 

各缔约方应当禁止烟草公司对其他任何实体“对社会负责的事业”进行捐助，因为
这种捐助就是一种赞助。对烟草业“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做法的宣传应当予以禁止，
因为此种宣传构成广告和促销。 

合法的表达 

29. 实施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不应阻止合法的新闻、艺术或学术表达或合
法的社会或政治评论。这包括以巧合性烟草内容为背景的新闻图片、对历史人物的描述
或有关规章或政策的观点陈述。尽管如此，也可要求带有适当的警语或免责声明。 

30. 在某些情况下，新闻、艺术或学术表达亦或社会或政治评论所含有的某些要素可能
以编辑、艺术、学术、社会或政治理由并不能证明其有道理，必须将之视为广告、促销
或赞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编辑、艺术或学术内容或真正的社会或政治评论。为商业性、
与烟草有关的原因所作的插入，例如，在媒体中有偿插入烟草制品或图象，显然就属于
这种情况。 

建议 

实施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无须干预合法的表达，比如新闻、艺术或学
术表达亦或社会或政治评论。但是，各缔约方应采取措施，防止利用新闻、艺术或
学术表达亦或社会或政治评论来促进烟草使用或促销烟草制品。 

在娱乐媒体中显示烟草 

31. 在娱乐媒体产品，比如电影、剧院和游戏中显示烟草，对烟草使用，尤其是在年轻
人当中可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各缔约方应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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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一种机制，在娱乐媒体产品显示烟草制品、使用或任何类型形像时，规定
每个参与该娱乐媒体产品生产、经销或介绍的公司的行政负责人员应证实其公
司并未以任何款额、礼品、免费宣传、无息贷款、烟草制品、公共关系援助或
其他任何有价值的活动作为交换条件。 

• 禁止把可识别的烟草品牌或烟草品牌图象与任何娱乐媒体产品联系起来或作
为其内容一部分。 

• 规定显示烟草制品、使用或图象的任何娱乐媒体产品在开头打出规定的反烟草
广告。 

• 实行评级或分类制度，在对娱乐媒体产品进行评级或分类时考虑到是否显示烟
草制品、使用或形象（例如，规定成人评级，限制未成年人获取），并确保面
向儿童的娱乐媒体（包括动画片）不显示烟草制品、使用或图象。 

建议 

各缔约方应就娱乐媒体产品中烟草的显示采取特定措施，包括要求出具证实没有因
显示任何烟草接受好处的证明，禁止使用可识别的烟草品牌或图象，要求打出反烟
草广告，并实行考虑到是否显示烟草的评级或分类制度。 

烟草贸易界内的交流 

32.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目标通常无须禁止烟草贸易界内的交流即可实现。 

33. 为向烟草贸易界内的各方提供产品信息之目的在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
面的任何例外，均应有明确规定且严格实行。获得此种信息的权利应限于做出交易决定，
因而需要此种信息者。 

34. 烟草制造商的时事通讯可不受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制约，但它们只能
专供制造商的雇员、承包商、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使用，并且仅限于在那些有关人员
或实体中间分发。 

建议 

对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任何例外，即允许在烟草贸易界内的交流，应
有明确规定且严格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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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泛禁止有关的宪法原则 

35. 凡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对实施广泛禁止造成制约的缔约方，根据公约第 13 条的规定，
均应考虑到这些制约，尽可能广泛地实施禁止。所有缔约方有责任实施广泛禁止的措施，
除非它们“因其宪法或宪法原则”而“不可能”这样做。这一义务将在“认识到广泛禁
止广告、促销和赞助将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和公约的总目标“保护当代和后代免受烟
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公约第 3 条）
这一背景下来解释。 

36. 已确认，宪法原则如何通融的问题应由各缔约方的宪法制度来决定。 

与公约第 13.4 条有关的义务 

37. 根据公约第 13.2 和 13.3 条，各缔约方有责任实行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或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实行尽可能广泛的限制）。对于尚未根据公约第 13.2 和 13.3
条的规定履行其义务的缔约方，预计一些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还会继续存在。
另外，在广泛禁止开始实施之后，一些十分有限形式的相关商业性交流、推介或行动可
能还会继续存在，而且在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妨碍广泛禁止的缔约方，一些形式的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也有可能继续存在。 

38. 未被禁止的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必须符合公约第 13.4 条的要求。这些
要求主要包括：“禁止采用任何虚假、误导或欺骗或可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
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烟草制品的所有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13.4(a)）；“要求所有烟草广告，并在适当时包括促销和赞助带有健康或其他适宜的警
语或信息”（13.4(b)）；以及“对于尚未采取广泛禁止措施的缔约方，要求烟草业向有关
当局披露用于尚未被禁止的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开支。”（13.4(d)）。 

39. 各缔约方应禁止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对任何一种或多种烟草制品的特性、
健康影响、危害或释放物或对烟草适用的健康影响或危害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使用直
接或间接促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的任何词语、描述、商标、标志、营销形象、标
识、颜色和图形或其他任何标志。1此种禁令尤其应包括使用“低焦油”、“淡味”、“超淡味”、
“柔和”、“特”、“超”等词语，以及任何可产生误解或产生错误印象的其他词语2。 

                                                 
1 这些措辞引自公约第 11.1(a)条，增加了“颜色”一词，因为工作小组认为使用颜色可对烟草制品的特性、健

康影响或危害产生误导性的印象。 
2 见第 11.1(a)条和关于公约第 11 条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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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各缔约方应考虑任何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均应带有至少与广告、促销和赞助同样
醒目的健康或其他警语和信息。所要求的警语和信息的内容应由有关当局作出规定，并
应有效传递有关烟草使用有害健康和致瘾性的讯息，不鼓励使用烟草制品并增强戒断烟
草使用的动机。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力，各缔约方根据公约第 13.4(b)条要求标明的警语
或其他信息应当与公约第 11 条要求在包装上标明的警语或其他信息相一致。 

41. 各缔约方应要求烟草业向有关政府当局披露其所参与的任何广告、促销和赞助。应
按法律规定定期并针对具体要求作出披露。披露应包括以下方面的总体信息和按品牌分
列的信息： 

• 广告、促销或赞助种类，包括其内容、形式和媒体类型； 

• 广告、促销或赞助的场所和范围或频率； 

• 所有参与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实体的身份，包括广告公司和制作公司； 

• 涉及源自一缔约方领土的跨国界广告、促销或赞助时，打算或可能接受此种广
告、促销或赞助的领土；以及 

• 用于广告、促销或赞助的财政金额或其他资源。 

42. 各缔约方应方便公众获取信息（比如，通过因特网）1，同时确保保护贸易秘密。 

43. 尽管公约第 13.4(d)条所述有关烟草业披露其用于尚未被禁止的广告、促销和赞助的
开支的义务仅适用于没有广泛采取禁止措施的缔约方，但所有缔约方均应按照第 13.5
条实施所建议的措施，该条鼓励缔约方实施第 13.4 条所规定义务之外的措施。要求烟草
业披露其用于所开展的所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开支，可有助于认为其已实施广泛禁止
措施的缔约方确定是否还有禁止措施没有涵盖到或烟草业违反禁令开展的任何广告、促
销和赞助。披露要求可能具有附加的好处，它会阻止烟草业开展本来有可能开展的烟草
广告、促销或赞助。 

                                                 
1 本规定支持第 12(c)条规定的义务，即促进公众获得与本公约目标有关的关于烟草业的广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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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各缔约方应达到公约第 13.4 条关于未被禁止的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的
要求。缔约方应禁止采用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促销烟
草制品；要求带有健康或其他适宜的警语或信息；以及要求烟草业向有关当局定期
披露其所从事的广告、促销和赞助。缔约方应便利公众获取所披露的信息。 

一致性 

44. 国内禁令及其有效执行是全球一级实施任何有意义的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的重要基础。当代媒体平台，比如因特网、电影和直接广播卫星，跨越国界轻而易举。
受国内规定管制的许多形式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比如活动赞助，也通过广播和宣传广
泛进入其他国家。此外，广告和促销往往与服装和技术发明物品挂钩，或者登载在出版
物上，从而随着物品的流动从一国进入另一国。 

45. 很显然，没有国际合作，国内禁令是无法奏效的。 

源自一缔约方领土的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输出材料） 

46. 公约第 13.2 条规定，“根据[每一]缔约方现有的法律环境和技术手段，广泛禁止应
包括广泛禁止源自本国领土的跨国广告、促销和赞助。” 

47. 实施禁令应包括，例如，在一缔约方领土内印制或生产的所有出版物和产品，无论
其是否以该缔约方领土内的人或其他国家领土内的人为目标。对于以来源国为目标或实
际上在来源国中使用的出版物或产品与以其他国家为目标并在其他国家中使用的出版
物或产品，这两者往往很难加以区分。 

48. 禁令也应适用于由一缔约方领土内任何人或实体在因特网上进行的烟草广告、促销
和赞助或采用另外的跨国界传播技术，无论此种材料是否以该缔约方领土内或领土外的
人为目标。 

49. 此外，禁令也应适用于任何以在另一国可接收的广播形式进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的人或实体。 

50. 广泛禁止源自一缔约方领土的广告、促销和赞助，也应确保该缔约方国民（自然人
或法人）不在另一国家领土上从事广告、促销或赞助，无论其是否返销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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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缔约方领土的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 

51. 公约第 13.7 条规定，“已实施禁止某些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缔约方有权
根据其国家法律禁止进入其领土的此类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并实施与源自其
领土的国内广告、促销和赞助所适用的相同处罚。” 

52. 实施禁令应包括，例如，在其他国家印制或生产的、进入一缔约方领土或以该领土
上的人为目标的出版物和产品。缔约方应考虑对进口印刷品进行抽查。如果此种出版物
是由一缔约方国民或在一缔约方领土上建立的实体所印刷、出版或经销，则其应负有法
律责任，且对之应尽可能充分地执行禁令。1禁令也应适用于在一缔约方领土内可获取
的所有因特网内容，并适用于广播进入一缔约方领土或以其他方式在一缔约方领土上接
收的其他任何音频、视觉或视听材料，无论其是否以该缔约方领土上的人为目标。 

建议 

广泛禁止或限制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缔约方，应确保以对国内烟草广告、促销
和赞助的同样方式对源自其领土的任何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加以禁止或限
制。缔约方应利用其主权权力采取有效行动，限制或防止任何进入其领土的跨国界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无论是否源自已采取限制措施的缔约方还是来自非缔约方，
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议定书中可能必须提及有效的行动。 

负责实体 

53. 应对负责实体作出宽泛的界定，包括整个市场营销链。首要责任应在于广告、促销
或赞助发起者，通常是烟草制造商、批发经销商、进口商、零售商以及其代理人和协会。 

54. 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实体也参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因此也应负有责任。 

55. 责任不能以同样方式归咎于所有实体，因为它们参与生产、编排和传播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的程度互有差别。就烟草赞助而言，负责实体是以任何相关形式进行捐助的
实体、接受任何相关形式的捐助的实体，和便利进行或接受任何相关形式的捐助的中介
机构。当烟草广告和促销涉及传播时，实体应负有的责任取决于它们在生产和传播宣传
内容中起到的作用和它们控制此种活动的可能性。传播者应对其所知道的或过去能够了

                                                 
1 缔约方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对非国民实施禁令。对于其他缔约方国民，可根据可能制定的关于跨国界广告、促销

和赞助议定书的规定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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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的广告和促销的内容负责。无论采用什么媒体或传播技术，均概莫能外，但这特别
适用于控制因特网和直接广播卫星上的内容。 

56. 关于所有形式的媒体和传媒： 

• 应禁止制作或发行有关内容的个人或实体（比如，广告代理商、设计人、报纸
和其他印刷材料发行人、广播公司和电影、电视和广播节目及游戏和现场表演
节目制作人，以及因特网、移动电话、卫星和游戏内容制作人）列入有关烟草
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内容。 

• 应禁止有关人或实体，例如，媒体和活动举办者、运动员、名人、电影明星和
其他艺术家从事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 参与模拟或数字媒体和传播的其他实体（比如社会联网网站、因特网服务提供
商和电讯公司），一旦接到有关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通知，应履行特定义
务（比如，取消或限制获取有关内容）。 

就合法实体而言，责任通常应由公司而不是雇员个人来承担。 

57. 如果人们一致认为有关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的合同、协议或安排违反了广泛禁止
的相关规定，即应视之为无效。 

58. 比如，关于因特网，有五大类责任实体应对之实行禁令或使之履行特定义务。 

• 内容制作人创作内容或使之得以创作。它们包括烟草公司、广告代理商以及网
上经销的电视节目、电影和游戏制作人。应禁止内容制作人在其制作的内容中
列入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 

• 内容发行人包括在向因特网用户提供之前挑选内容的发行人和实体（比如，报
纸或广播公司的因特网网站）。应禁止内容发行人在其提供的内容中列入烟草
广告、促销或赞助。 

• 内容东道主是控制存储内容的与因特网连接的计算机服务器的实体，包括收集
其他人制作的内容并且在向因特网用户提供之前不加内容选择的实体（比如社
会联网网站）。内容东道主一旦意识到存在有关内容，应有义务取消或限制获
取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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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导航者是便利通信服务用户查找内容的实体，比如因特网搜索引擎。内容
导航者一旦意识到存在有关内容，应有义务限制获取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 接入服务提供商是提供终端用户接入通信服务的实体，比如因特网服务提供商
和移动电话公司。接入服务提供商一旦意识到存在有关内容，应有义务限制获
取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59. 与对内容制作人、内容发行人和内容东道主规定的义务不同的是，缔约方可将内容
导航者和接入服务提供商的义务限定为根据技术可行性做出合理的努力限制获取。 

建议 

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责任实体应做出宽泛的界定，它们所负有的责任应取决
于所发挥的作用。 

− 首要责任应在于广告、促销或赞助发起人，通常是烟草制造商、批发经销商、
进口商、零售商及其代理人和协会。 

− 应禁止制作或发行媒体内容的人或实体在其制作或发行的内容中列入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 

− 应禁止个人或实体（比如活动举办者、运动员和名人）从事烟草广告、促销和
赞助。 

− 对于参与模拟或数字媒体的其他实体，在其意识到存在涉及烟草广告、促销和
赞助的内容后，应履行特定义务（例如，消除有关内容）。 

国内执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法律 

 制裁 

60. 缔约方应实行和适用有效、适宜和规劝性的处罚（包括罚款、刊登更正补救措施和
暂时吊销或取消许可证）。为使处罚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处罚力度应有等级之分，并
与违规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相称，包括考虑是否为初犯，并应足以抵消广告、促销或
赞助所将产生的潜在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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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如屡次违反规定，应对制造商或责任实体实施严厉处罚。如经常性或公然违反规定，
则应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包括可能处以监禁。制裁也应包括对违规行为做出补救的义务，
比如： 

• 取消广告、促销或赞助； 

• 以法院决定的方式宣布法院的判决，费用由法院指定的一方或几方当事人承
担；以及 

• 为更正或反广告提供资金。 

62. 制裁应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实体（包括能够对有关法人实体在境外，但在境内产
生影响的行为负责的法人实体）的行为。制裁也应适用于法人实体的管理人员、董事、
高级职员和/或法人代表，如果他们对法人实体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话。 

63. 向烟草制造商、批发经销商、进口商和零售商发放许可证，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来控制广告、促销和赞助。只要申请人能够确保遵守法律要求，即可给予许可证或予以
展期。如若未遵守规定，许可证即可暂时收回或取消。对于未直接参与制作或销售烟草
的责任实体，比如广播公司，当此类实体必须持有许可证时，在发放、展期、暂时吊销
或撤销许可证的标准中应包括遵守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规定。 

64. 如果有威慑力的制裁到位的话，执行当局就有可能成功地消除非法做法，而无须通
过法院诉讼来解决（比如，采取接触、会面、警告、行政决定和定期罚款等方式）。 

监督、执行和诉诸司法 

65. 缔约方应指定一个独立的主管机构，负责监督和执行法律，并给予其必要的权力和
资源。该机构应有权调查申诉，查封非法广告或促销活动，并对申诉发表意见，以及/
或提起适当的法律程序。 

66. 民间社会和公民应参与监督和有效执行禁令。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公共卫生、卫
生保健、预防、保护青年或消费者组织等实体，有望起到严格监督的作用，立法也应明
确规定公众成员可提出投诉。 

67. 另外，民法应规定多种可选办法打击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国家法律应使任何有
关个人或非政府组织能够对非法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起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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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执行规划可包括免费电话投诉热线、因特网网站或鼓励公众举报违规行为的类似系
统。 

建议 

缔约方应实行和适用有效、适宜和规劝性的处罚。缔约方应指定一个独立的主管机
构，负责监督和执行法律，并给予其必要的权力和资源。民间社会应参与监督和执
行法律，并可诉诸司法。 

公众教育和社区认识 

69. 本着公约第 12 条的精神，1缔约方应利用现有一切宣传工具，在社会各界促进和加
强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公众意识。除其他以外，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促进广
泛参加有效和全面的公众教育与意识规划，通过此种规划强调广泛禁止的重要性，开展
有关其必要性的公众教育，并说明烟草业的广告、促销和赞助不能被接受的原因。 

70. 动员社会的支持，以监督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法律的遵守情况并举报违规行为，
是实施广泛禁止措施的基本要素。为确保社会成员履行这一职责，必须使人人认识到这
一问题，并了解法律和可对违规行为采取行动的方式。 

71. 缔约方应实施公众教育和提高认识规划，向社会成员宣传目前实行的烟草广告、促
销和赞助法律，为向有关政府机构通报广告、促销或赞助情况可采取的步骤，以及对于
不顾法律从事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的人可采取的步骤。 

建议 

缔约方应在社会各界促进和加强公众意识，使之认识到消除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的必要性，并了解相关法律和社会成员可对违规行为采取行动的方式。 

国际合作 

72. 消除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努力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个别缔约方所采取的行动，
也在于各缔约方在处理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方面开展合作的程度。有效的国际合
作对于消除国内和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是绝对必要的。 

                                                 
1 “教育、交流、培训和公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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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约缔约方已就开展国际合作作出承诺，所涉条款包括第 13.6 条（合作发展和促进
消除跨国界广告的必要技术和其他手段）；第 19 条（责任）；第 20 条（研究、监测和信
息交换），尤其是第 20.4 条（交换可获得的有关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商业和法律
资料以及有关烟草业业务的信息）；第 21 条（报告和信息交换）；第 22 条（科学、技术
和法律方面的合作及有关专业技术的提供）；以及第 26 条（财政资源）。 

74. 除本准则中的建议以外，缔约方会议还就便利缔约方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其他合作问
题建议了其他措施，以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1。这些消除国内烟草广告、
促销或赞助的措施也很有益，因为就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而不仅仅是跨国界烟
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分享信息、经验和专门知识，将惠益于各缔约方。 

附录 

公约范围内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形式指示性（非详尽）清单 

• 通过音频、视觉或视听手段进行宣传：印刷品（包括报纸、杂志、小册子、散
页印刷品、传单、信件、广告牌、宣传画、标语）、电视和广播（包括地面和
卫星转播的）、电影、DVD 光碟、录像片和 CD 光碟、游戏（电脑游戏、视频
游戏或在线游戏）、其他数码式通讯平台（包括因特网和移动电话）以及剧院
或其他现场表演； 

• 品牌标记，包括娱乐场所和零售商店以及车辆和设备上的品牌标记（比如，使
用品牌颜色或颜色搭配、标识或商标）； 

• 在销售点陈列烟草制品； 

• 烟草制品自动售货机； 

• 利用因特网销售烟草制品； 

• 品牌延伸和品牌共享（产品多样化）； 

• 安插制品（即以付款或其他优惠为报酬在宣传环境内（见上文）包括或提及某
种烟草制品、服务或商标）；  

                                                 
1 FCTC/COP3(1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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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购买烟草制品时提供礼品或减价产品（例如钥匙环、T 恤衫、棒球帽、打火
机）； 

• 提供烟草制品免费样品，包括与市场营销调查和口感测试相结合； 

• 奖励性促销或忠实顾客方案，例如购买烟草制品时提供可换取商品的赠券； 

• 与烟草制品或品牌名称相关的竞赛，无论是否要求购买烟草制品； 

• 直接针对个人的促销（包括信息）材料，例如直接邮寄品、电话营销、“消费
者调查”或“研究”； 

• 促销减价制品； 

• 出售或提供形似烟草制品的玩具或糖果； 

• 向零售商付款或给予其他优惠以鼓励或引诱他们销售制品，包括零售商奖励规
划（例如，奖励达到一定销售量的零售商）； 

• 包装和产品设计特征； 

• 付款或给予其他优惠以取得一种特定产品或特定生产商产品在一家零售商店、
某一地点或某一活动上的独家销售权，或突出陈列一种产品； 

• 在教育机构、接待、体育、娱乐、音乐、舞蹈和社会场所或活动中销售、提供、
安插和陈列产品； 

• 向会议、活动、个人或团体（例如，体育或艺术活动、运动员个人或运动队、
艺术家个人或艺术团体、福利组织、政治家、政体候选人或政治党派）提供资
金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无论是否以宣传为交换条件，包括公司社会责任活动； 

• 烟草业向酒馆、俱乐部或其他娱乐场所经营者提供资金或其他方面的支持，并
作为交换条件建造或整修场所来促销烟草产品，或者利用或提供凉棚和遮阳棚。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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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13) 关于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议定书可能要素的建议（涉及第 13 条） 

缔约方会议，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3.8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忆及其 FCTC/COP1(16)和 FCTC/COP2(8)号决定； 

认识到根据 FCTC/COP1(16)号决定成立的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专家小组开
展的工作； 

认识到根据 FCTC/COP2(8)号决定成立的第 13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工作小
组开展的工作； 

决定注意工作小组就烟草制品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议定书的可能要素提出的建
议。这些建议载于本决定的附件，将补充公约第 13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实
施准则1。 

附件 

关于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议定书的可能要素的建议 

按照缔约方会议的要求考虑到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专家小组向缔约方会议
第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工作小组建议，如果缔约方会议现在或者在今后某一时间决定
就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议定书开始进行谈判，应考虑在该议定书中可包括以下
领域，但不妨碍缔约方会议决定谈判范围的权利： 

• 关于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通报和应对程序，包括确认收到通报、采
取措施调查和对通报方作出反应的义务2； 

                                                 
1 FCTC/COP3(12)号决定。 
2 见文件 A/FCTC/COP/2/10，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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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执行机构在调查可能的违法行为和提出执行程序方面的合作，包括交换信
息、搜查处所或记录以及获得证据（出据文件、证人谈话）方面的合作1； 

• 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行使管辖权，以便解决可能出现的以下问题，
即多个缔约方的机构就同一行为对相同实体实施执法程序，或者由于预期另一
缔约方或另外几个缔约方的机构会这样做，而没有机构实施执法程序2； 

• 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认可一个缔约方可针对并不位于其领土内或在其领土内
无资产的机构进行判决3。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4) 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措施（涉及第 13 条）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其 FCTC/COP2(8)号决定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以便为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3 条（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拟定准则，并就补充这些准则的
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议定书的主要内容以及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
助的任何其它措施提供建议； 

考虑到其 FCTC/COP3(12)号和 FCTC/COP3(13)号决定， 

(1) 决定： 

(a) 注意本决定附件中所包含的工作小组关于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销和
赞助的措施的建议； 

(b) 在其第四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些建议； 

(2) 要求公约秘书处评估这些建议的影响，建议进一步工作方案，并向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进行报告。 

                                                 
1 见文件 A/FCTC/COP/2/10，第 17-21 段。 
2 见文件 A/FCTC/COP/2/10，第 22-26 段。 
3 见文件 A/FCTC/COP/2/10，第 27-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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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措施的建议 

1. 在讨论中，工作小组注意到国际合作对消除国内和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都
是至关重要的。缔约方会议委派工作小组提供关于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
的其他措施的建议。这些建议如下。 

建议 

2. 考虑到消除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努力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个别缔约方
所采取的行动，也在于各缔约方在处理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方面开展合作
的程度；并考虑到公约缔约方已承诺开展国际合作，所涉条款包括第 13.6 条（合作发展
促进消除跨国家广告的必要技术和其它手段）；第 19 条（责任）；第 20 条（研究、监测
和信息交换），尤其是第 20.4 条（可公开获得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商业和法律资
料以及有关烟草业业务的信息交换）；第 21 条（报告和信息交换）；第 22 条（科学、技
术和法律方面的合作及有关专业技术的提供）；以及第 26 条（财政资源），工作小组建
议： 

(1) 对缔约方会议通过的报告文书中关于第 13 条的问题1： 

− 进行修订以反映将于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第 13 条准则
的主要规定2； 

− 进行修订以包括如下问题：“贵国宪法或宪法原则是否不允许广泛禁止所有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如答 “是”，请具体说明”； 

− 从“任择性问题”部分移至“核心问题”部分； 

(2) 建立一个网站并为其提供方便，该网站可用作为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事项
的知识中心以及通报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情况的手段。应定期在该网站上载有
关材料。网站建立以下部分时应确保保护个人资料和贸易秘密： 

                                                 
1 FCTC/COP1(14)号决定。 
2 见 FCTC/COP3(1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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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仅供缔约方访问的部分，包括： 

(a) 各缔约方联络点的最新清单； 

(b) 可对相关问题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的专家注册名单； 

(c) 由缔约方或公约秘书处提供的仅供与缔约方分享的其他信息； 

(ii) 供缔约方和观察员访问的部分，包括： 

(a) 报告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情况的设施； 

(b) 由各缔约方或公约秘书处提供的仅与缔约方和观察员分享但不向公
众提供的信息； 

(iii) 公众可访问的部分，包括： 

(a) 由各缔约方或公约秘书处提供的可与公众分享的信息； 

(b) 关于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影响以及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禁令有效性的证据； 

(c) 其他有关机构网站的链接； 

(3) 各缔约方采取以下行动时应确保保护个人资料和贸易秘密： 

− 向公约秘书处确认关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事项的联络点并向公约秘书
处通报详细情况的任何改变； 

− 当获得另一缔约方关于似乎源自或确实源自其领土的跨国界烟草广告、促
销和赞助的通报时，确认收到通报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就根据通报开展的任
何调查或其他行动通知作出通报的一方； 

− 利用网站与其他缔约方，并酌情与观察员和公众分享相关信息，尤其是涉
及以下方面的信息： 

• 负责生产、安插和/或传播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人员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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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和正在形成的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法与形式； 

• 技术方面的发展； 

• 在处理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获得的经验教训； 

• 研究需求和机会； 

• 立法或条例，包括这些立法或条例的链接； 

• 违反或怀疑违反立法或条例的情况，以及通报或投诉的来源； 

• 正在开展的调查或执法行动（如有）； 

• 任何相关调查或执法行动的结果（如有）； 

• 判例，包括判例的链接； 

• 已计划或实施的教育、培训或公众意识规划； 

− 向公约秘书处通报可在有关事项上向各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的专
家，包括政府或非政府的专家； 

(4) 可采取由缔约方会议决定的方式，在国际上执行以下任务： 

− 向在其领土似乎正在产生或已产生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的缔约方
相关联络点传送缔约方或观察员关于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情况的
通报； 

− 确定可在相关事项上向各缔约方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的专家，包括政府或
非政府的专家； 

− 向各缔约方提供相关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包括新的和正在形成的跨国界
广告、促销和赞助方法与形式以及技术方面的相关发展，并酌情向观察员
和公众通报此类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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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向缔约方提供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方面的技术援助； 

− 评估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方面的研究需求，并向各缔约方、
研究资助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通报这些需求； 

− 就公约第 13 条的实施，与有关机构联系，包括相关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
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 

− 协调各缔约方作出的努力，寻找新的技术以协助消除跨国界烟草广告、促
销和赞助； 

− 在涉及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事项方面，促进公众意识； 

− 就各缔约方实施公约第 13 条的进展情况提供定期报告，其中可包括审议或
修订第 13 条实施准则的建议； 

− 就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促进国际合作的安排是否有效以及可
加强这些安排有效性的方法，提供定期报告； 

(5) 请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向公约秘书处提供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的有
关信息，包括： 

− 负责生产、安插和/或传播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人员或实体； 

− 新的和正在形成的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法与形式； 

− 技术方面的发展； 

− 研究需求和机会； 

− 已计划或实施的教育、培训或公众意识规划； 

(6) 由公约秘书处检查提供任何援助的机制，使缔约方能够有效地利用（2）、（3）
和（4）段中所述类型的安排，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特定需
求，并向各缔约方传达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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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关于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的专家小组并委派其执行以下职
能： 

− 使缔约方会议随时了解技术方面、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面以及
应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最佳措施方面的有关发展最新情况； 

− 监测和审议公约第 13 条实施准则以及为在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方
面促进缔约方之间国际合作确定的安排； 

− 通过公约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报告其职能执行情况。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5) 为实施第 14 条（与烟草依赖和戒烟有关的降低烟草需求的措施）拟 
    订准则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其在 FCTC/COP2(14)号决定中要求公约秘书处与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缔约方
协商制定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4 条（与烟草依赖和戒烟有关的降
低烟草需求的措施）有关的烟草依赖和戒烟问题的首份报告； 

注意到公约秘书处提交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的关于烟草依赖和戒烟问题的
报告(文件 FCTC/COP/3/10）， 

1. 决定： 

(1) 设立一工作小组，拟订实施公约第 14 条（与烟草依赖和戒烟有关的降低烟草
需求的措施）的准则，并提交一份进展报告或准则草案（如可能）供缔约方会议第
四届会议审议； 

(2) 要求工作小组考虑到公约秘书处提交供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审议的报告1； 

(3) 要求公约秘书处邀请在这一领域有特别专长的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积极参与和推动工作小组的工作； 

                                                 
1 文件 FCTC/CO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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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小组初始成员如下： 

主要促进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乌拉圭； 

伙伴：博茨瓦纳、巴西、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法国、德国、加纳、印度、马
里、墨西哥、纳米比亚、新西兰、尼尔利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所罗门
群岛、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 

(5) 将 2009 年 1 月 31 日定为其它缔约方向公约秘书处宣布其作为伙伴参加工作小
组的截止日期； 

2. 并根据 FCTC/COP2(14)号决定决定如下： 

(1) 要求公约秘书处提供协助，并作出必要安排，包括预算安排，以便工作小组完
成其工作，并在与主席团协商后，确保各缔约方有机会通过受保护的网站获得草案
文本，使其能在向缔约方会议分发准则草案之前提供意见； 

(2) 通过下述时间安排： 

按照要求，使缔约方能够获得进展报告或
准则草案（如可能）以便发表意见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六个月之前 

送交公约秘书处进行编辑和翻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三个月之前 

向缔约方会议分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开幕日前 60
天（《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8 条）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6) 烟草种植经济上可持续替代生计工作小组（涉及第 17 和 18 条） 

缔约方会议， 

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17、第 18、第 20.1(a)、第 22.1(b)和
第 26.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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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关于设立替代作物研究小组的 FCTC/COP1(17)号决定以及关于由烟草种植
经济上可持续替代生计研究小组继续这项工作的 FCTC/COP2(13)号决定； 

注意到烟草种植经济上可持续替代生计研究小组的报告1； 

考虑到应当以长期可持续的方式从发展的角度来寻求烟草种植可替代生计，因为它
不仅仅是以一种经济活动替代另一种经济活动，而且涉及到卫生、社会、环境和经济问
题； 

重申缔约方对公约第 5.3 条的承诺； 

铭记在联合国烟草控制特设机构间工作队框架下开展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公认在这
一领域具有专门知识的广泛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开展的重要工作， 

决定： 

(1) 设 立 烟 草 种 植 经 济 上 可 持 续 替 代 生 计 工 作 小 组 ， 取 代 缔 约 方 会 议 在 其
FCTC/COP1(17)和 FCTC/COP2(13)号决定中设立的研究小组，并授权工作小组执行
下列任务： 

(a) 制定全面评估烟草种植和替代生计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的方法框
架，包括但不限于替代作物耕作系统，同时考虑到卫生、社会、环境和经济因
素； 

(b) 为公约目的按照国际标准和惯例实现在这一领域内使用的术语、工具和变
量的标准化； 

(c) 促进开展研究工作，研究烟草种植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转型期国家缔约
方卫生、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d) 确认和积极促进采取行动协助农民转向烟草种植替代生计的国家之间的
信息和经验交流； 

                                                 
1 文件 FCTC/CO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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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评估现有的信息来源、研究、经验、最佳做法和条例，包括烟草种植现状、
就业情况和烟草业的作用，并酌情加以收集和分享； 

(f) 确认和发展与有关政府间组织1以及与在促进烟草种植可持续替代生计，
例如替代作物耕作系统等方面具有专长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和领域，由此
促进协同作用和避免重复努力； 

(g) 在上述内容基础上，由工作小组酌情拟定实施公约第 17 和 18 条的政策方
案和建议，供缔约方会议审议； 

(2) 要求工作小组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进展报告，如可能将包括实施公约
第 17 和 18 条的第一套政策方案和建议； 

(3) 确定工作小组的初步成员组成如下： 

主要促进者：巴西、希腊、印度、墨西哥 

伙伴：孟加拉国、加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里、菲
律宾、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 将 2009 年 1 月 31 日定为缔约方向公约秘书处宣布其作为伙伴参加该工作小组
的截止日期； 

(5) 根据公约秘书处要求，请在此事项方面具有特定专长的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参加工作小组； 

(6) 要求公约秘书处作出必要安排，包括预算安排，以便工作小组完成其工作，并
在与主席团协商后，确保各缔约方有机会通过受保护的网站获得草案文本，使其能
在向缔约方会议分发进展报告之前提供意见； 

(7) 通过下述时间安排： 

                                                 
1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烟草控制特设机构间工作队代表的其它有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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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向缔约方提供进展报告，供其发
表意见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六个月之前 

送交公约秘书处进行编辑和翻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三个月之前 

向缔约方会议分发 至少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开幕日前 60
天（《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8 条）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17) 报告和信息交换 

缔约方会议， 

忆 及 为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烟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约 》 之 下 的 报 告 安 排 提 供 基 础 的
FCTC/COP1(14)号决定以及为进一步制定报告文书提供指导的 FCTC/COP2(9)号决定； 

考虑到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在其 2008 年 4 月 23 日和 24 日的会议上接受了经修订的
第一组问题，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作出决定之前供缔约方临时使用； 

注意到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文件 FCTC/COP/3/14 所含各缔约方的报告； 

注意到文件 FCTC/COP/3/15 和 FCTC/COP/3/16 所含公约秘书处在主席团的指导下
并在世卫组织内部有关实体的协助下编写的经修订的第一组和第二组问题； 

认识到增加国际合作、信息交换和相互援助是公约的关键内容； 

考虑到需要不断评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的报告系统以便追踪进
展，改进数据的可比性和强调实施方面的挑战及机遇，尤其是在各国之间数据的标准化
以及提供涉及政策实施和执法趋势的信息方面； 

还考虑到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上修订第二组问题草案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
工作小组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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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1) 通过文件 FCTC/COP/3/15 所含报告文书中提出的提交第一组问题缔约方报告
的格式； 

(2) 通过文件 FCTC/COP/3/16 Rev.1 所含并作为本决定附件的报告文书中提出的提
交第二组问题缔约方报告的格式； 

(3) 授权公约秘书处在有关缔约方以及该领域内具有特定技术专长的有关非政府
组织参与的情况下制定一套详细说明以协助填写第二组问题，并在缔约方会议第三
届会议结束之后 6 个月内在因特网上发表一份独立的文件，向缔约方提供这些说明； 

(4) 授权主席团接受对第二组问题的修订； 

(5) 要求公约秘书处根据要求协助缔约方履行其在公约之下的报告义务； 

(6) 要求公约秘书处在主席团的指导下并在世卫组织内部各有关主管部门（尤其是
无烟草行动）以及该领域内具有特定技术专长的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协
助下，提供关于如下方面措施的报告： 

(a) 逐渐改进数据的可比性； 

(b) 使各缔约方内部和之间收集的数据标准化； 

(c) 制定指标和定义供各缔约方的国家和国际数据收集行动使用； 

(d) 与其它数据收集行动进一步达到和谐， 

并向缔约方会议提交该报告供其在第四届会议上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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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报告文书第二期 
（第二组问题） 

1. 报告来源 

1.1 缔约方名称  

1.2 负责编写报告的国家联络点信息： 

联络官员姓名和职称  

机构全称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  

1.3 提交报告的政府官员的签字: 

官员姓名和职称  

机构全称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  

 

网页  

1.4 报告时期  

1.5 报告提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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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烟草消费与相关的卫生、社会和经济指标 
(参照第 19.2(a)、20.2、20.3(a)条以及相关小节提及的第 6.2(a)、6.2(b)、6.3 和 15.5 条) 

2.1 烟草使用流行率 

2.1.1 成年总人口的吸烟流行率 

(请提供成年总人口的流行率数据并确认考虑的年龄，例如 15 岁以上，18-64
岁等；见 2.1.1.2) 

 流行率(%) 

(请在流行率数据中包括

所有有烟烟草制品) 

消费量 大的有烟烟草 

制品的日均使用量 

男性 

目前吸烟者   

经常吸烟者   

偶尔吸烟者  

既往吸烟者  

从未吸烟者  

 

女性 

目前吸烟者   

经常吸烟者   

偶尔吸烟者  

既往吸烟者  

从未吸烟者  

 

总计(男女两性) 

目前吸烟者   

经常吸烟者   

偶尔吸烟者  

既往吸烟者  

 

从未吸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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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1 中计算流行率时所包括的有烟烟草制品： 2.1.1.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1 中使用的数据所涉年龄范围： 2.1.1.2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1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1.1.3 

 

请提供本报告中所使用的“目前吸烟者”、“经常吸烟者”、“偶尔吸烟者”、“既往

吸烟者”和“从未吸烟者”的定义。 
2.1.1.4 

 

请简述成年人口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吸烟流行率趋势。 2.1.1.5 

 
 

2.1.2 成年人口吸烟流行率（按年龄组） 

(如果可能，请按年龄组提供流行率数据并桷认考虑的年龄组， 好以 10 岁为
一组，例如 25–34 岁, 35–44 岁等) 

 年龄组 
(成人) 

流行率(%) 

(请在流行率数据中包括所有 
有烟烟草制品) 

男性 
  
  
  
  

目前 
吸烟者1 

  
女性 

  
  
  
  

目前 
吸烟者 1 

  
总计(男女两性) 

  
  
  
  

 

目前 
吸烟者 1 

  

                                                 
1 根据可得情况，请在此处提供所有目前吸烟者数据，或仅提供经常吸烟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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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2 中计算流行率时所包括的有烟烟草制品： 2.1.2.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2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1.2.2 

 

如果可以获得数据，请简述成年人口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

目前吸烟流行率趋势。 
2.1.2.3 

 

 

2.1.3 成年总人口的无烟烟草使用流行率 

(请提供成年总人口的流行率数据并在 2.1.3.2 中确认考虑的年龄，例如 15 岁以

上，18-64 岁等；见 2.1.3.2) 

 流行率(%) 

(请在流行率数据中包括所有无烟烟草制品) 

男性 

目前使用者  

经常使用者  

偶尔使用者  

既往使用者  

从未使用者  

女性 

目前使用者  

经常使用者  

偶尔使用者  

既往使用者  

从未使用者  

总计(男女两性) 

目前使用者  

经常使用者  

偶尔使用者  

既往使用者  

 

从未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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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3 中计算流行率时所包括的无烟烟草制品： 2.1.3.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3 中使用的数据所涉年龄范围： 2.1.3.2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3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1.3.3 

 
请在下栏中提供本报告所使用的（无烟烟草制品的）“目前使用者”、“经常
使用者”、“偶尔使用者”、“既往使用者”和“从未使用者”的定义。 

2.1.3.4 

 
请简述成年人口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无烟烟草使用的流
行率趋势。 

2.1.3.5 

 
 
2.1.4 按年龄组分列的成年人口使用无烟烟草（目前使用者）的流行率 

(如果可能，请按年龄组提供流行率数据并确认考虑的年龄组， 好以 10 岁为
一组，例如 25–34 岁, 35–44 岁等) 

 年龄组 
(成人) 

流行率(%) 

(请在流行率数据中包括所有 
无烟烟草制品) 

男性 
  
  
  
  

目前使用者1 

  
女性 

  
  
  
  

目前使用者 1 

  
总计（男女两性） 

  
  
  
  

 

目前使用者 1 

  
 

                                                 
1 根据可得情况，请在此处提供所有目前吸烟者数据，或仅提供经常吸烟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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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4 中计算流行率时所包括的无烟烟草制品： 2.1.4.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4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1.4.2 

 

请简述成年人口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目前吸烟流行率趋势。 2.1.4.3 

 
 

2.1.5 按种族群体统计的烟草使用情况 
流行率(%) 

(请在流行率数据中包括所有 
有烟或无烟烟草制品) 

 种族群体 

男性 女性 总计 
（男女两性） 

 

目前使用者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5 中所包括的烟草制品： 2.1.5.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5 中使用的数据所涉年龄范围： 2.1.5.2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5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1.5.3 

 
 

2.1.6 青少年使用烟草 
流行率(%) 

(请在流行率数据中包括所有 
有烟或无烟烟草制品) 

 年龄范围 

有烟烟草 无烟烟草 其他烟草 
（例如水烟）

男童 
    
    

目前使用者1 

    
女童 

    
    

目前使用者 1 

    

 

总计（男童和女童） 

                                                 
1 根据可得情况，请在此处提供所有目前吸烟者数据，或仅提供经常吸烟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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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者
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6 中计算流行率时所包括的烟草制品： 2.1.6.1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1.6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1.6.2 

 

请在下栏中提供在答复问题 2.1.6 中所使用的“目前吸烟/使用烟草”的定义。2.1.6.3 

 

请简述青少年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烟草使用趋势。 2.1.6.4 

 
 
 
2.2 接触烟草烟雾 

2.2.1 是否有关于贵国人口接触烟草烟雾的任何数据？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2.2.1 作肯定答复，请在下栏中提供具体细节（例如按性别、在家

中、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中的接触情况）。 
2.2.2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2.1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2.3 

 
 
 
2.3 与烟草有关的死亡率 

2.3.1 贵国是否有关于贵国人口与烟草有关的死亡率？  是    否 

2.3.2 如果对问题 2.3.1 作肯定答复，贵国人口中估计共有多少死亡人数可归因于烟

草使用？栏目待添加 

如果可能，请提供贵国管辖范围内可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率的任何进一步

信息（例如肺癌、心血管疾病等）。 
2.3.3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3.2 至 2.3.3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并请提交

所引述研究报告的复印件： 
2.3.4 

 

                                                 
1 根据可得情况，请在此处提供所有目前吸烟者数据，或仅提供经常吸烟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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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与烟草有关的费用 

2.4.1 是否有关于贵国人口使用烟草造成的经济负担的信息，例如烟草使用对贵国社

会带来的总体代价？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2.4.1 作肯定答复，请提供具体细节（例如直接（即与卫生保健有

关的）和间接代价，并在可能情况下说明对这些代价的估算办法）。 
2.4.2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4.2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并请提交所引述的研究

报告复印件： 
2.4.3 

 
 
 
2.5 烟草和烟草制品的供应 

（参照第 6.2(b)、20.4(c)和 15.5 条) 

烟草制品的合法供应 
 制品 单位（例如

件数，吨数）
国内产品 出口 进口 

     
     
     
     

有烟烟
草制品 

     
     
     
     
     

无烟烟
草制品 

     
     
     
     
     

其他烟
草制品 

     

2.5.1 

烟草 烟叶     

如果可能，请提供关于免税销售量的信息（例如制品、单位、数量等）： 2.5.2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5.1 和 2.5.2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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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没收非法烟草制品 

（参照第 15.5 条） 

 年份 制品 单位(例如 
百万件) 

没收的数量

    
    

有烟烟草
制品 

    
    
    

无烟烟草
制品 

    
    
    

2.6.1 

其他烟草
制品 

    

2.6.2 是否有关于国家烟草市场中走私烟草制品所占百分比的任何信息？ 
 是    否 

2.6.3 如果对问题 2.6.2 作肯定答复，走私烟草制品占国家烟草市场多大百分比？ 
栏目待增补 

如果对问题 2.6.3 作肯定答复，而且如果贵国有现成信息，过去 3 年期间或自

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走私烟草制品占国家烟草市场百分比趋势如何？ 
2.6.4 

 

请提供关于非法或走私烟草制品的任何进一步信息。 2.6.5 

 

请注明在答复 2.6 节问题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6.6 

 
 
2.7 烟草种植 

2.7.1 贵国管辖地是否种植任何烟草？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2.7.1 作肯定答复，请提供从事烟草种植的工人数目。如果可能，

请提供按性别编列的数据。 
2.7.2 

 

2.7.3 如果可能，请提供烟叶产品价值占国内总产值的份额。栏目待增补 

请注明在答复 2.7 节问题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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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烟草制品税收 

（参照第 6.2(a)和 6.3 条） 

税收（例如消费税、销售税、进口税（如果适用）以及增值税/商品和服务税

总和）在 畅销烟草制品零售价中占多大份额？栏目待增补 
2.8.1 

 

如何征收消费税（征收哪些税种）？ 

• 仅征收从量税  是  否 

• 仅征收从价税  是  否 

• 既征收从量税又征收从价税  是  否 

2.8.2 

• 较复杂的税收结构（请说明：栏目待增补） 

如果可能，请提供各级政府烟草制品税率的细节，并尽可能具体(标明税

种，例如增值税、销售税、进口关税等)。 
 制品 税种 税率或税额 税基

1 
    
    

有烟烟草 
制品 

    
    
    

无烟烟草 
制品 

    
    
    

2.8.3 

其他烟草 
制品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贵国境内烟草制品的税收
趋势。 

2.8.4 

 

2.8.5 贵国是否将一定比例的税收收入专门用于资助任何全国烟草控制计划或战
略？  是    否  
（参照第 26 条） 
如果对问题 2.8.5 作肯定答复，请在下栏中提供具体细节。 2.8.6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8.1 至 2.8.6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8.7 

 

                                                 

1“税基”应标明所基于的税率或税额。如果税收以百分比表示（例如从价税），税基是征税货物的

实际价值；例如，如果税率是生产价的 45%，零售价的 30%，税基则是生产价或零售价。如果税

收以数额表示（例如从量税），税基则是征税货物的数量（烟草件数或重量）。例如，如果对每

100 支卷烟征税 5 美元，税额是 5 美元，税基是 100 支卷烟。 



FCTC/COP/3/DIV/3 
 
 
 

 
78 

2.9 烟草制品价格 

（参照第 6.2(a)条） 

请提供贵国首都 热门销售点国产和进口烟草制品三种 流行品牌的零售价

格。 

流行品牌  

有烟烟草制品 无烟烟草制品 

每一包装

的单位或

数量 

零售价格 

 

   
   
 

 

  
   
   

国产 

 

   
   
   
 

 

  
   
   

2.9.1 

进口 

 

   

请注明在答复问题 2.9.1 中所使用的数据年份和来源： 2.9.2 

 

请提供在填写问题 2.8.3“税率或税额”栏和问题 2.9.1“零售价格”栏时所用

的货币。如有，请提供该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以及该汇率的日期。 
2.9.3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烟草制品价格的趋势。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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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法、规章和政策 

3.1 条 一般义务 

（参照第 5 条） 

3.1.1 5 一般义务 

3.1.1.1 5.1 贵国是否已根据公约制定和实施了国家多

部门综合烟草控制战略、计划和规划？ 

 是  否 

 

3.1.1.2 5.1 如果对问题 3.1.1.1 作否定答复，是否通过将

烟草控制纳入国家卫生、公共卫生或卫生促

进战略、计划或规划，部分制定和实施了烟

草控制战略？ 

 是  否 

 

3.1.1.3 5.1 如果对问题 3.1.1.2 作否定答复，是否在任何

国家战略、计划或规划中纳入了公约述及的

任何烟草控制内容？ 

 是  否 

 

是否建立或加强并资助了 

• 烟草控制联络点  是  否 

• 烟草控制单位  是  否 

3.1.1.4 5.2(a) 

• 国家烟草控制协调机构  是  否 

如果对 3.1.1.4 下的任何问题作肯定答复，请提供细节（例如，烟草控制联络

点或烟草控制单位所属的国家协调机构的性质）。 
3.1.1.5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5.1 和 5.2 条（一般

义务）方面的进展。 
3.1.1.6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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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5.3 

 

防止与烟草控制有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

影响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3.1.2.1  − 防止与烟草控制有关的公共卫生政策受

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是  否 

3.1.2.2  − 根据第 12(c)条，确保公众获得与公约目

标有关的烟草业广泛信息，例如公共储

存库中的有关信息？ 

 是  否 

 

如果对 3.1.2.1 或 3.1.2.2 下的任何问题作肯定答复，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1.2.3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5.3 条方面的进展。3.1.2.4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1.2.5 

 

 

3.2 减少烟草需求的措施  
（参照第 6 至 14 条） 

3.2.1 6 减少烟草需求的价格和税收措施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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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6.2(a) − 有助于促进旨在减少烟草消费的健康目

标的烟草制品税收政策以及适用的价格

政策？ 

 是  否 

3.2.1.2 − 酌情禁止或限制向国际旅行者销售免除

国内税和关税的烟草制品？ 

 是  否 

3.2.1.3 

6.2(b) 

− 酌情禁止或限制国际旅行者进口免除国

内税和关税的烟草制品？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6 条（减少烟草需求

的价格和税收措施）方面的进展。 
3.2.1.4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1.5 
 

 
3.2.2 8.2 

 
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
摘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
一种提供文件。) 

3.2.2.1 − 在室内工作场所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2.1 作肯定答复，在多大

程度上在下列室内工作场所防止接触烟

草烟雾： 

完全 部分 无 

• 政府建筑？    

• 卫生保健设施？     

• 教育设施？     

• 私人工作场所？     

3.2.2.2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3.2.2.3 

 

− 在公共交通工具中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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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问题 3.2.2.3 作肯定答复，在多大

程度上在下列各类公共交通工具中防止

接触烟草烟雾： 

完全 部分 无 

• 飞机    
• 火车    
• 地面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车、无轨

电车、有轨电车） 
   

• 工作用机动车（出租车、救护车、运

货车） 
   

3.2.2.4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3.2.2.5 − 在室内公共场所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2.5 作肯定答复，在何种

程度上在下列室内公共场所防止接触烟

草烟雾： 

完全 部分 无 

• 文化设施    
• 酒吧     
• 夜总会    
• 餐厅    

3.2.2.6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请简要概述在以下方面的完全和部分措施，其中请提供所实施的部分措

施的具体细节。 
• 在室内工作场所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 在公共交通工具中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 在室内公共场所防止接触烟草烟雾 

3.2.2.7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8 条（防止接触烟草

烟雾）方面的进展。 
3.2.2.8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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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9 

 
烟草制品成分管制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3.2.3.1  − 检测和测量烟草制品成分？  是  否 

3.2.3.2  − 检测和测量烟草制品燃烧释放物？  是  否 

3.2.3.3  − 对烟草制品成分进行管制？  是  否 

3.2.3.4  − 对烟草制品燃烧释放物进行管制？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9 条（烟草制品成分

管制）方面的进展。 
3.2.3.5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3.6 

 
 
 

3.2.4 10 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 要求烟草制品生产商或进口商向政府当局披露烟草制品的下列信息： 

• 烟草制品成分？  是  否 

3.2.4.1  

• 烟草制品燃烧释放物？  是  否 



FCTC/COP/3/DIV/3 
 
 
 

 
84 

 

− 要求公开披露下列信息： 

• 烟草制品成分？  是  否 

3.2.4.2  

• 烟草制品燃烧释放物？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0 条（烟草制品披

露的规定）方面的进展。 
3.2.4.3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4.4 

 

 

3.2.5 11 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

措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

摘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

的一种提供文件。) 

3.2.5.1 11 − 规定包装、单支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

不带有广告或促销？ 

 是  否 

3.2.5.2 11.1(a) − 规定包装和标签不得以任何虚假、误

导、欺骗或可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

危害或燃烧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

手段推销一种制品？ 

 是  否 

3.2.5.3 11.1(b) − 规定烟草制品的每单位包和包装带

有说明烟草使用有害后果的健康警

语？ 

 是  否 

3.2.5.4 11.1(b)(i) − 确保健康警语经国家主管当局批

准？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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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5 11.1(b)(ii) − 确保健康警语轮换使用？  是  否 

3.2.5.6 11.1(b)(iii) − 确保健康警语明确、醒目和清晰？  是  否 

3.2.5.7 − 确保健康警语占据主要可见部分不

少于 30%？ 

 是  否 

3.2.5.8 

11.1(b)(iv) 

− 确保健康警语占据主要可见部分的

50%或以上？ 

 是  否 

3.2.5.9 − 确保健康警语采取或包括图片或象

形图的形式？ 

 是  否 

3.2.5.10 − 如果对问题 3.2.5.9 作肯定答复，政

府是否拥有对这些图片或象形图的

版权？ 

 是  否 

3.2.5.11 

11.1(b)(v) 

− 如果对问题 3.2.5.10 作肯定答复，是

否愿为其他缔约方颁发非专属性、免

使用费许可证以使用贵国设计的健

康警语？ 

 是  否 

3.2.5.12 11.2 − 规定烟草制品的每单位包和包装包

含有关烟草制品成分和燃烧释放物

的信息？ 

 是  否 

3.2.5.13 11.3 − 规定警语和其他文字信息以贵国一

种或多种主要语言出现在每一盒和

每一单位包装及任何外部包装和标

签上?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1 条（烟草制品的

包装和标签）方面的进展。 

3.2.5.14 

 



FCTC/COP/3/DIV/3 
 
 
 

 
86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5.15 

 

 

3.2.6 12 教育、交流、培训和公众意识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

摘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

一种提供文件。) 

3.2.6.1 − 教育和公众意识规划？（请阐明自贵国

提交 2 年期报告以来实施的规划。）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6.1 作肯定答复，这些规划针对的对象是谁？ 

• 成人或一般公众  是  否 

• 儿童和青少年  是  否 

• 男子  是  否 

• 妇女   是  否 

• 孕妇  是  否 

• 种族群体  是  否 

3.2.6.2 

12(a)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6.1 作肯定答复，是否在教育和公众意识规划中反映对象

人群中以下主要差异？ 

• 年龄  是  否 

• 性别  是  否 

• 教育背景  是  否 

• 文化背景  是  否 

• 社会经济地位  是  否 

3.2.6.3 12(a)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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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问题 3.2.6.1 作肯定答复，这些教育和公众意识规划是否涵盖： 

• 烟草消费对健康的危害？   是  否 

• 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的危害？  是  否 

12(b) 

 

• 戒烟和无烟草生活方式的益处？  是  否 

• 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 

o 烟草生产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后

果？ 
 是  否 

o 烟草消费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后

果？ 
 是  否 

• 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后果 

o 烟草生产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后

果？ 
 是  否 

3.2.6.4 

12(f) 

o 烟草消费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后

果？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6.1 作肯定答复，是否确保以下机构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

这些教育和公众意识规划： 

• 公共机构？  是  否 

• 与烟草业无隶属关系的非政府组织？  是  否 

• 私立机构？  是  否 

3.2.6.5 12(e)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3.2.6.6 12 是否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管理和实施交

流、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规划？并且是

否预先检验、监督和评估这些规划？ 

 是  否 

专门针对以下人员的适宜的烟草控制培训或宣传和情况介绍规划： 

• 卫生工作者？  是  否 

• 社区工作者？  是  否 

3.2.6.7 12(d) 

• 社会工作者？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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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工作者？  是  否 

• 教育工作者？  是  否 

• 决策者  是  否 

• 行政管理人员  是  否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2 条（教育、交流、

培训和公众意识）方面的进展。 
3.2.6.8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6.9 

 

 

3.2.7 13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贵国是否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施或是否酌情实

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

摘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

一种提供文件。) 

3.2.7.1 13.2 − 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7.1 作否定答复，请直接跳至问题 3.2.7.3。 

如果对问题 3.2.7.1 作肯定答复，禁止是否涵盖： 

• 在销售点展示和显露烟草制品？  是  否 

• 国内因特网？  是  否 

3.2.7.2 

 

 

 

 

 

• 全球因特网？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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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延伸和/或品牌共享？  是  否 

• 通过安插产品从事广告或促销活动？  是  否 

• 在娱乐媒体制品中描述烟草或烟草

使用？ 
 是  否 

• 对国际事件或活动和/或参加者的烟

草赞助？ 
 是  否 

• 烟草公司出于“社会责任心”对任何

其他实体的捐献和/或烟草业在“企
业社会责任”幌子下开展的任何其他

活动？ 

 是  否 

• 源自贵国领土的跨国广告、促销和

赞助？ 
 是  否 

 13.7 • 贵国法律已取缔的进入贵国领土的

跨国广告、促销和赞助形式？ 
 是  否 

请直接跳至问题 3.2.7.12。 

3.2.7.3 13.2 − 如果对问题 3.2.7.1 作否定答复，是否因

贵国宪法或宪法原则而不能广泛禁止烟

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是  否 

3.2.7.4 13.3 − 是否已限制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 
 是  否 

3.2.7.5 13.3 − 是否已限制源自贵国领土并具有跨国影

响的跨国广告、促销和赞助？ 
 是  否 

3.2.7.6 13.4(a) − 禁止采用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

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燃烧释放

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一种烟草制

品的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 

 是  否 

3.2.7.7 13.4(b) − 规定所有烟草广告以及促销和赞助带有

健康或其他适宜的警语或信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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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 13.4(c) − 限制采用鼓励公众购买烟草制品的直接

或间接奖励手段？  

 是  否 

3.2.7.9 13.4(d) − 规定烟草业向有关政府当局披露用于尚

未被禁止的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开支？ 

 是  否 

− 限制在以下媒体上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 广播？  是  否 

• 电视？  是  否 

• 印刷媒介？  是  否 

• 国内因特网？  是  否 

• 全球因特网？  是  否 

3.2.7.10 13.4(e) 

• 其他媒体(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 限制以下烟草赞助： 

• 对国际事件和活动？  是  否 

3.2.7.11 13.4(f) 

• 对其中参加者？  是  否 

无论对问题 3.2.7.1 所作答复是肯定或否定的，是否已做到： 

3.2.7.12 13.6 − 与其他缔约方合作，发展促进消除跨国

广告的必要技术和其他手段？ 

 是  否 

3.2.7.13 13.7 − 根据国家法律对跨国广告实施与源自贵

国领土的国内广告、促销和赞助所适用

的相同处罚？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3 条（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方面的进展。 
3.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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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7.15 

 

 

3.2.8 14 与烟草依赖和戒烟有关的降低烟草需求的措施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

措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

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

一种提供文件。) 

3.2.8.1 14.1 − 制定和传播以科学证据和 佳实践为

基础的适宜、综合和配套的指南？ 

 是  否 

− 促进戒烟规划，其中包括： 

• 开展媒体运动，强调戒烟的重

要性？ 

 是  否 

• 专为妇女和/或孕妇设计的规划？  是  否 

• 当地活动，例如与世界无烟草日

或全国无烟日（如果适用）有关

的活动？ 

 是  否 

3.2.8.2 14.1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 设计和实施旨在促进在以下场所戒烟的规划： 

• 教育机构？  是  否 

• 卫生保健设施？  是  否 

• 工作场所？  是  否 

• 体育环境？  是  否 

3.2.8.3 14.2(a)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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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对烟草依赖的诊断和治疗以及戒烟咨询服务纳入以下领域的国家规

划、计划和战略： 

• 烟草控制？  是  否 

• 卫生？  是  否 

3.2.8.4 

• 教育？  是  否 

3.2.8.5 

14.2(b) 

− 把对烟草依赖的诊断和治疗规划纳入

贵国卫生保健系统？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8.5 作肯定答复，贵国卫生保健系统通过何种结构提供

对烟草依赖的诊断和治疗规划？ 

• 初级卫生保健？  是  否 

• 二级和三级卫生保健？  是  否 

• 专科卫生保健系统？(请注明：栏
目待增补) 

 是  否 

• 戒烟咨询和治疗烟草依赖的专门

中心？ 
 是  否 

• 康复中心？  是  否 

3.2.8.6 14.2(b)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8.5 作肯定答复，公共资助或偿付计划是否涵盖在这些

环境中提供的服务？ 

• 初级卫生保健？ 完全  部分 无 

• 二级和三级卫生保健？ 完全  部分 无 

• 专科卫生保健系统？(请注明：栏
目待增补) 

完全 部分 无 

• 戒烟咨询和治疗烟草依赖的专门

中心？ 

完全 部分 无 

• 康复中心？ 完全 部分 无 

3.2.8.7 14.2(b)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完全 部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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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问题 3.2.8.5 作肯定答复，哪些卫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参与对烟

草依赖的治疗和咨询服务规划？ 

卫生专业人员，其中包括： 

• 内科医生  是  否 

• 牙医  是  否 

• 家庭医生  是  否 

• 传统医生  是  否 

• 其他医务专业人员(请注明：栏目
待增补) 

 是  否 

• 护士  是  否 

• 助产士  是  否 

• 药剂师  是  否 

社区工作者  是  否 

社会工作者  是  否 

3.2.8.8 14.2(b)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 把对烟草依赖的治疗培训纳入在以下学校中取得任职资格之前及之后

的课程： 

• 医学院？  是  否 

• 牙科学院？  是  否 

• 护士学校？  是  否 

• 药学院？  是  否 

3.2.8.9 14.2(c)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3.2.8.10 14.2(d) − 促进获得和/或负担得起对烟草依赖

的治疗药物制品？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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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问题 3.2.8.10 作肯定答复，在贵国管辖地可获得哪些药物制品治

疗对烟草的依赖？ 

• 尼古丁替代疗法  是  否 

• 丁氨苯丙酮  是  否 

• 瓦伦尼克林  是  否 

3.2.8.11 14.2(d)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2.8.10 作肯定答复，公共资助或偿付计划是否涵盖使用这些

制品进行治疗的费用？ 

• 尼古丁替代疗法 完全 部分 无 

• 丁氨苯丙酮 完全 部分 无 

• 瓦伦尼克林 完全 部分 无 

3.2.8.12 14.2(d)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完全 部分 无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4 条（与烟草依赖

和戒烟有关的降低烟草需求的措施）方面的进展。 
3.2.8.13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2.8.14 

 
 

3.3 减少烟草供应的措施 
（参照第 15-17 条） 

3.3.1 15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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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15.2 − 要求所有单位盒和包装上有标志，以协

助确定烟草制品的来源？ 

 是  否 

3.3.1.2 15.2(a) − 要求所有单位盒和包装上有标志，以协

助确定该制品是否可在国内市场合法销

售？ 

 是  否 

3.3.1.3 15.2(a) − 要求在国内市场用于零售和批发的烟草

制品的每盒和单位包装带有一项声明：

“只允许在……销售”或含有说明 终目

的地的任何其他有效标志？ 

 是  否 

3.3.1.4 15.2(b) − 发展实用的跟踪和追踪制度以进一步保

护销售系统并协助调查非法贸易？ 

 是  否 

3.3.1.5 15.3 − 要求以清晰的方式或本国一种或多种主

要语言提供有关标志？ 
 是  否 

3.3.1.6 15.4(a) − 要求监测和收集关于烟草制品跨国界贸

易，包括非法贸易的数据？ 

 是  否 

3.3.1.7 15.4(a) − 如果对问题 3.3.1.6 作肯定答复，贵国是

否根据国家法律和适用的有关双边或多

边协定酌情促进在海关、税务和其他有

关部门之间交换信息？ 

 是  否 

3.3.1.8 15.4(c) − 要求尽可能以不影响环境的方法销毁或

根据国家法律处置已没受的源自非法贸

易的生产设备、假冒和走私香烟及其他

烟草制品？ 

 是  否 

3.3.1.9 15.4(d) − 采取和实施措施，以监测、记录和控制

所持有或运送的免除国内税或关税的烟

草制品的存放和销售？ 

 是  否 

3.3.1.10 15.4(e) − 采取措施，以没收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所

得？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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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1 15.6 − 促进国家机构以及有关区域和国际政府

间组织之间在调查、起诉和诉讼程序方

面的合作，以便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其中应特别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级的合

作？  

 是  否 

3.3.1.12 15.7 − 颁发许可证或采取其他行动，控制或管

制生产和销售，以防非法贸易？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5 条（烟草制品非

法贸易）方面的进展。 

3.3.1.13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3.1.14 

 

 

3.3.2 16 向未成年人销售和由未成年人销售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

摘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

一种提供文件。) 

3.3.2.1 16.1 − 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如果作

肯定答复，请注明法定年龄： 

栏目待增补 

 是  否 

3.3.2.2 16.1(a) − 要求所有烟草制品销售者在其销售点内

设置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的清

晰醒目告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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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 16.1(a) − 当有怀疑时，要求每一购买烟草者提供

适当证据证明已达到法定年龄？  

 是  否 

3.3.2.4 16.1(b) − 禁止以可直接选取烟草制品的任何方

式，例如售货架等出售此类产品？ 

 是  否 

3.3.2.5 16.1(c) − 禁止生产和销售对未成年人具有吸引力

的烟草制品形状的糖果、点心、玩具或

其他任何实物？ 

 是  否 

3.3.2.6 16.1(d) − 禁止使用自动售货机出售烟草制品？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3.3.2.6 作肯定答复，请直接跳至问题 3.3.2.8。 

3.3.2.7 16.1(d) 如果对问题 3.3.2.6 作否定答复，贵国是否确

保自动售烟机不能被未成年人所使用，并且/

或者不向未成年人促销烟草制品？ 

 是  否 

− 禁止或促使禁止分发免费烟草制品： 

• 向公众？  是  否 

3.3.2.8 16.2 

• 向未成年人？  是  否 

3.3.2.9 16.3 − 禁止分支或小包装销售卷烟？  是  否 

3.3.2.10 16.6 − 规定对销售商和批发商实行处罚，以确

保遵纪守法？ 
 是  否 

3.3.2.11 16.7 − 禁止由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6 条（向未成年人

销售和由未成年人销售）方面的进展。 
3.3.2.12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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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17 对经济上切实可行的替代活动提供支持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措施或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 促进为下列人员提供经济上切实可行的、且可持续的替代生计： 

• 烟草种植者？  是  否  不适用 

• 烟草生产者？  是  否  不适用 

3.3.3.1 17 

• 个体销售烟草者？  是  否  不适用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7 条（对经济上切

实可行的替代活动提供支持）方面的进展。 
3.3.3.2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3.3.3 

 

 

3.4 其他措施和政策 

(参照第 18 至 21 条) 

3.4.1 18 保护环境和人员健康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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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措施在本国领土内的烟草种植方面注意： 

• 保护环境？  是  否 

3.4.1.1 18 

• 与环境有关的人员健康？  是  否 

− 采取措施在本国领土内的烟草生产方面注意： 

• 保护环境？  是  否 

3.4.1.2 18 

• 与环境有关的人员健康？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8 条（保护环境和

人员健康）方面的进展。 
3.4.1.3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4.1.4 

 

 

3.4.2 19 责任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

摘要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

一种提供文件。) 

3.4.2.1 19.1 − 处理刑事和民事责任，适当时包括赔

偿？ 

 是  否 

3.4.2.2 19.1 如果对问题 3.4.2.1 作肯定答复，在贵国管辖

范围内是否有任何人就烟草使用对健康造

成的任何不良后果对任何烟草公司发起任

何刑事和/或民事诉讼行动，适当时包括赔

偿？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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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19.1 如果对问题 3.4.2.1 作肯定答复，贵国是否针

对烟草业适当采取了任何立法、实施、行政

和/或其他行动，要求烟草业完全或部分赔偿

贵国管辖范围内烟草使用带来的医疗、社会

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是  否 

请酌情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19 条（责任）

方面的任何进展。 

3.4.2.4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4.2.5 

 

 

研究、监测和信息交换 3.4.3 20 

贵国是否就下列任何项目酌情采取并实施了立法、实施、行政或其他措

施或是否酌情实施了任何规划： 

  (请在“是”或“否”处划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在各节结尾处提供摘要

或向公约秘书处送交有关文件。如果可能，请以六种正式语言中的一种

提供文件。) 

− 发展和/或促进以下领域的研究： 

• 烟草消费的影响因素？  是  否 

• 烟草消费的后果？  是  否 

• 与烟草消费有关的社会和经济指标？  是  否 

• 妇女使用烟草，特别是孕妇使用烟

草？ 
 是  否 

• 接触烟草烟雾的影响因素和后果？  是  否 

• 确定对烟草依赖的有效治疗规划？  是  否 

• 确定替代生计？  是  否 

3.4.3.1 20.1(a) 

•  其他(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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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20.1(b) − 对所有从事烟草控制活动，包括从事研

究、实施和评价人员的培训和支持？ 
 是  否 

− 国家级的流行病学监测体系： 

• 烟草消费模式？  是  否 

• 烟草消费的影响因素？   是  否 

• 烟草消费的后果？  是  否 

• 与烟草消费有关的社会、经济及健

康指标？ 
 是  否 

• 接触烟草烟雾？  是  否 

3.4.3.3 20.3(a) 

• 其他有关信息(请注明：栏目待增补)  是  否 

− 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交换可公开获得的国家信息： 

• 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商业和法律

资料？ 
 是  否 

• 烟草业业务信息？  是  否 

3.4.3.4 20.4 

• 烟草种植信息？  是  否 

− 更新的数据库： 

• 烟草控制的法律和法规？  是  否 

• 烟草控制执法情况信息？  是  否 

3.4.3.5 20.4(a) 

• 相关判例？  是  否 

请简述过去 3 年期间或自贵国提交上次报告以来在实施第 20 条（研究、监测
和信息交换）方面的进展。 

3.4.3.6 

 

如果贵国有涉及本节或本节未涵盖的任何相关信息，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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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合作与援助 

注：本节的目标是协助公约秘书处在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层面促进可得技能和资

源与所确定的需求之间的协调。 

 条款 遵照第 21.1(c)条，并根据第 26 条，贵国
是否已在任何下列领域为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和经济转轨国家缔约方制定和加强
多部门综合烟草控制规划提供或接受财
政或技术援助（无论通过单边、双边、区
域、次区域或其他多边渠道，包括有关区
域和国际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以及金融
和发展机构） 

提供援助 接受援助 

4.1 22.1(a) − 与烟草控制有关的技术、知识、技能、

能力和专长的开发、转让和获得？ 
 是  否  是  否 

4.2 22.1(b) − 提供技术、科学、法律和其他专业技术

专长，其目的是制定和加强国家烟草控

制战略、计划和规划? 

 是  否  是  否 

4.3 22.1(c) − 根据第 12 条支持对有关人员的适宜的

培训或宣传规划? 

 是  否  是  否 

4.4 22.1(d) − 为烟草控制战略、计划和规划提供必要

的物资、设备、用品和后勤支持? 

 是  否  是  否 

4.5 22.1(e) − 确定烟草控制方法，包括对尼古丁成瘾

的综合治疗?  

 是  否  是  否 

4.6 22.1(f) − 促进研究以增强对综合治疗尼古丁成瘾

的经济承受能力? 

 是  否  是  否 

4.7 如果对 4.1-4.6 中的任何问题作肯定答复，请说明从/向哪个或哪些缔约方接受/

提供援助。 

  

请在下栏中提供关于所提供的或所接受的任何援助的信息。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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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上述任何领域中未接受或提供援助，请适当说明可能正在考虑的任何财

政或技术援助。 

4.9 

 

贵国是否鼓励贵国所加入的有关区域和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金融和发展机构

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轨国家缔约方提供财政援助以支持其履行公约

义务？  是    否 

（请参照第 26.4 条） 

4.10 

 

如果对问题 4.10 作肯定答复，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4.11 

 

5. 重点和评论 

哪些是在贵国管辖范围内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重点领域？ 5.1 

 

5.2 贵国是否确定了用于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可得资源与评估

需求之间任何特定差距？ 

 是    否 

如果对问题 5.2 作肯定答复，请在下栏中提供细节。 5.3 

 

在公约实施中，除缺乏资源外，还遇到了哪些障碍或制约（如果有的话）？ 

（请参照第 21.1(b)条） 

5.4 

 

请提供其他地方未包括的贵国认为重要的任何相关信息。 5.5 

 

贵国对进一步制定和修订报告文书的建议： 5.6 

 
 

报告文书完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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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18)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标识 

缔约方会议 

决定 

(1) 采用一种设计，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标识，条件是该标
识将由各缔约方进行评估并由公约秘书处进行检测，而且将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
议提交关于评价工作的报告； 

(2) 该标识采用缩写词“FCTC”，与世界卫生组织会徽和公约名称即“世界卫生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相关联，并使用如本决定附件所显示的缔约方会议六种正式
语言； 

(3) 鉴于有必要获取适当的法律保护： 

(a) 公约秘书处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目标是防止《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的标识、缩写词和名称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加以使用，尤其防止
以商标或商业标签方式用于商业目的； 

(b) 此类措施或禁令有待在其领土内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每一缔约方，应当努力防止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标识、缩写词和名称，尤其防止以商标或商业标签方式
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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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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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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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19) 2010 – 2011 年财务期工作计划和预算 

缔约方会议， 

重 申 其 关 于 通 过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烟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约 缔 约 方 会 议 财 务 细 则 的
FCTC/COP1(9)号决定； 

忆及其关于 2008-2009 年财务期预算和工作计划的 FCTC/COP2(11)号决定， 

决定: 

(1) 通过 2010-2011 年财务期总额达 12 840 000 美元的预算，具体如下： 

 美元 

I. 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2 400 000 

II. 为实施公约拟订议定书、准则及其它可能文书 4 600 000 

III. 公约之下的报告安排（包括公约秘书处关于其活动的报告） 1 430 000 

IV. 协助各缔约方实施公约，尤其注重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轨国家

缔约方 

2 600 000 

V. 与国际组织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及其它团体的协调以及其它安排和活动 1 810 000 

 合计 12 840 000 

(2) 通过附件所示 2010-2011 年财务期工作计划并考虑到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三届会
议上做出的决定； 

(3) 通过本决定附录 1 所含显示 2010-2011 年财务期自愿评定分摊款分配情况的表
格； 

(4) 要求公约秘书处首长实施缔约方会议的预算和工作计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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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提交中期绩效报告以及关于 2008-2009 年财务期
预算和工作计划的最后详尽绩效报告； 

(b) 按照世卫组织在向会员国提交的绩效报告中使用的模式，向缔约方会议第
五届会议提交关于 2010-2011 年财务期预算和工作计划的最后绩效报告； 

(5) 授权公约秘书处征集和接受预算外自愿捐款用于符合工作计划的活动； 

(6) 鼓励公约各缔约方提供预算外捐款以实现工作计划的目标； 

(7) 在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上审查 2010-2011 年财务期工作计划和预算进展情
况，并根据充分实施所需的资金的可得性，酌情修订； 

(8) 要求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与公约秘书处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协调，以避免各项努
力的重叠，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9) 要求公约秘书处首长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开幕日前至少 60 天向缔约
方提交完整的 2012-2013 年财务期拟议工作计划和预算，包括： 

(a) 建议工作重点； 

(b) 对建议工作的详尽说明； 

(c) 每一主要工作领域的详尽预算，包括工作人员费用； 

(10) 要求公约秘书处首长定期向主席团通报缔约方会议同意的预算和工作计划的
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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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2011 年财务期工作计划和预算1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1. 缔约方会议第四届
会议(第 24.3(a)及第
23 条) 

筹备召开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 

编写并散发会后报告
以及联络事宜 

筹备并按时召开缔
约方会议第四届会
议 
六个月内向缔约方
发送会后报告 

2 400 000

2. 

 

拟订议定书、准则及
其它可能的文书，以
实施公约(第 24.3(a)
和(g)条、第 7 条及
第 33 条) 

  4 600 000

2.1 制订烟草制品非法
贸易议定书 

 起草议定书草案并
在第四届会议开幕
日前六个月提交给
缔约方会议 

2.1.1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议定书政府间谈判
机构第四次会议 

筹备并召开政府间谈
判机构第四次会议 

 1 900 000

2.1.2 额外的人员支持   400 000

2.1.3 闭会期间的工作 根据政府间谈判机构
所提建议，闭会期间以
专家和区域小组开展
工作，并将第三届会议
从 6 天延长至 8 天。 

 950 0002

                                                 
1 解释性说明见附录 2。 
2 政府间谈判机构小计：3 250 000 美元。 



FCTC/COP/3/DIV/3 
 
 
 

 
110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2.2 为第 9 条和 10 条拟
订准则(烟草制品成
分管制和烟草制品
披露的规定) 

与主要促进者和公约
秘书处闭会期间的工
作相结合，召开一次工
作小组会议 

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三届会议确定的时
间表和程序，提交包
括准则草案在内（如
可能）的工作小组报
告，供缔约方会议第
四届会议审议 

225 000

2.3 为第 12 条拟订准则
(教育、交流、培训
和公众意识) 

与主要促进者和公约
秘书处闭会期间的工
作相结合，召开一次工
作小组会议 

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三届会议确定的时
间表和程序，提交包
括准则草案在内（如
可能）的工作小组报
告，供缔约方会议第
四届会议审议 

225 000

2.4 为第 14 条（与烟草
依赖和戒烟有关的
降低烟草需求的措
施）拟定准则 

与闭会期间主要促进
者和公约秘书处的工
作相结合，召开两次由
缔约方会议设立的工
作小组会议 

 

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三届会议确定的时
间表和程序，提交包
括准则草案在内（如
可能）的工作小组报
告，供缔约方会议第
四届会议审议 

450 000

2.5 关于烟草种植经济
上可持续替代生计
的工作小组（涉及第
17 和 18 条） 

与闭会期间主要促进
者和公约秘书处的工
作相结合，召开两次由
缔约方会议设立的工
作小组会议 

根据缔约方会议第
三届会议确定的时
间表和程序，提交包
括政策方案和建议
在内（如可能）的工
作小组报告，供缔约
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审议 

450 000



FCTC/COP/3/DIV/3 
 
 
 

 
111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3 公约之下的报告安
排(第 24.3(b)、(c)和
(d)条和第 21 条) 

  1 430 000

3.1 缔约方提交的关于
国际上在实施公约
方面取得的进展报
告摘要 

根据对收到的缔约方
报告所做的分析，公约
秘书处起草摘要报告
草案 

召开两次专家会议，对
这一进程提供支持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各起草一份年度
摘要报告并提交给
缔约方会议 

250 000

3.2 支持缔约方履行报
告义务 

收到并分析缔约方提
交的有关实施公约的
阶段性报告；维护并更
新以网络为基础的报
告数据库并且就报告
事宜向缔约方作出反
馈 

就报告文书和报告起
草问题举办国家间和
国家讲习班 

根据缔约方提出的各
类要求提供咨询和支
持 

缔约方按时并且根
据报告文书的要求
提交报告的比率有
所增加 

以网络为基础的缔
约方提交的报告数
据库保持最新状态
并且易于使用 

至少组织了 10 个国
家间讲习班，涵盖所
有区域 

至少向 25 个需要大
量支持的缔约方提
供了技术支持 

6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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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3.3 审查公约之下的报
告安排 

如下方面的报告： 

(a) 为实施 FCTC/ 
COP1(14)号决定关于
审查公约之下报告安
排的规定建议的措施；

(b) 根据 FCTC/COP3 
(17) 号 决 定 改 进 数 据
收集和数据可比性的
措施 

按时向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提交报
告 

180 000

3.4 公约秘书处的报告 起草向缔约方会议提
交的公约秘书处活动
报告 

秘书处按时起草并
提交报告，供缔约方
会议第四届会议审
议 

350 000

4. 向实施公约的缔约
方提供支持，特别注
重发展中国家缔约
方和经济转轨缔约
方，促进烟草控制政
策在国家一级的协
调和统一 (第 24(c)
和(g)条、第 22 条、
第 26 条) 

  2 600 000

4.1 促进获取现有资源
以及支持机制并对
此提供咨询 

对国际上已有用于实
施公约的资源数据库
进行更新并加以传播 
 
 
 

到缔约方会议第四
届会议之时，一个现
有资源的综合数据
库已经完全运转起
来并且得到了积极
传播 

8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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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对需求评估、项目开发
和申请资助提供支持 

至少有 25 个缔约方
在需求评估、项目开
发和申请资助方面
获得了支持 

4.2 促进技术、科学和法
律专长及工艺技术
的转让 

根据缔约方会议通过
并与公约条款相关的
实施准则，促进技术、
科学和法律专长的转
让 

根据公约第 22.2 条，
起草一份关于促进公
约下专长和工艺技术
转让的报告，供缔约方
会议第四届会议审议 

 

建立一个程序，与愿意
促进专长和工艺技术
转让的缔约方确定并
启动合作协议 

至少有 25 个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和经济
转轨缔约方获得了
转让/接收专长和工
艺技术方面的支持 

公约秘书处准备了
一份供缔约方会议
审议的关于促进专
长和工艺技术转让
的状况和安排报告
并且向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提交 

在促进专长和工艺
技术转让方面，与缔
约方至少建立了三
个协议/交换信函 

42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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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4.3 在收集和交流条约
事项信息方面提供
咨询和支持 

对条约文书进行传播
并提高认识 
 
 

对经常提出以及缔约
方特别提出的条约特
定事项提供咨询 

为缔约方会议第四届
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供
支持 

对实施具有时限的条
约措施提供咨询和支
持 

条约实施工具（特别
是不同条款的准则）
得到了广泛了解并
为缔约方所使用 

在所有区域，围绕条
约事项至少组织了
10 个国家间讲习班，
包括传播条约文书
以及为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的准备
工作提供了支持 

通过提供咨询和信
息以及作出澄清等
方式，就条约的特定
内容至少向 30 个缔
约方提供了支持 

955 000 

 

4.4 促进南南合作，交流
与公约实施有关的
科学、技术和法律专
长 

对现有的合作进行审
查 

召集专家会议，为加强
该领域工作拟定建议 

在不同区域实施四个
先头示范项目 

起草了含有审查和
专家会议结果的报
告，提交给缔约方会
议第四届会议 
 

对示范项目进行了
分析并对成果进行
了传播 

37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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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5.  与国际组织和区域
政府间组织及其它
团体的协调以及其
它 安 排 和 活 动 ( 第
24.3(e)、(f)和(g)条,
第 23.5(g)条及第 25
条) 

  1 810 000

5.1 与国际组织和区域
政府间组织及其它
团体的协调 

联合审查对实施缔约
方会议决定具有重大
技术相关性和支持潜
力的政府间组织合作
工作并达成协议 

 
 
 
 

公 约 秘 书 处 根 据 第
23.5(g)条供缔约方会
议第四届会议审议的
报告，涉及相关国际组
织中作为加强公约实
施的手段可获得的服
务和信息 

到缔约方会议第四
届会议时至少已完
成五次审查并达成
协议 
 

与相关领域内各条
约秘书处完成对可
供联合使用文书的
审查 

按时编写和提交报
告供缔约方会议第
四届会议审议 

按时编写和提交秘
书处的报告供缔约
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审议 

570 000

5.2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
事规则》第 31.3 条
审查非政府组织的
资格认证 

开展审查 按时向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提交报
告 

1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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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5.3 对缔约方会议主席
团和烟草制品非法
贸易议定书政府间
谈判机构主席团闭
会期间任务的支持 

筹备和召集主席团会
议 

落实主席团的决定 

缔约方会议主席团
的闭会期间会议（平
均每三至四个月一
次）以及政府间谈判
机构主席团的闭会
期间会议（平均每六
个月一次）（额外的
会议通过视频会议
按需要召开） 

300 000

5.4 一般行政和管理；预
算、财务、计划和融
资活动 

 在世卫组织全球管
理系统内定制和实
施工作计划及行政
安排 

促进交纳自愿评定
分摊款，目标是到双
年度结束时至少征
收 95% 

充分确立公约秘书
处的融资机制，并促
进和接受预算外捐
款以完成 2010-2011
年工作计划 

4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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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领域 主要内容/活动 预期成果和指标 预算(美元)

5.5 专业会议中的参与
以及人员培训、通讯
联络、宣传、网站、
出版物 

确认重要的专业会议
并确保技术人员按需
要出席和参与 

制定和实施通讯联络
战略以确保公众意识
和政治意识以及公约
的可见度，尤其是关于
缔约方会议及附属机
构的各次会议以及重
要事态发展，例如公约
文书的通过、全球进展
报告 

为公约开展全球宣传
和提高其可见度，并由
咨询小组支持该过程 

每个职员在一年中
至少参加一次培训
班，而且每个技术官
员在一年中至少在
一次重大国际会议
上出席/发言 

以所有六种语言出
版并积极传播缔约
方会议的决定以及
技术上特别重要的
缔约方会议文件，例
如总结报告和实施
准则 

平均每三个月就条
约发展情况发表新
闻稿和举行新闻介
绍会，并定期重新设
计和更新框架公约
的网站 

350 000

 
附录 1 

2010–2011 年财务期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的自愿评定摊款 

  公约缔约方 百分比 美元 
1 阿尔巴尼亚 0.00767 680
2 阿尔及利亚 0.10862 9,635
3 安哥拉 0.00383 340
4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56 227
5 亚美尼亚 0.00256 227
6 澳大利亚 2.28373 20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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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缔约方 百分比 美元 

7 奥地利 1.13362 100,553
8 阿塞拜疆 0.00639 567
9 巴林 0.04217 3,741

10 孟加拉国 0.01278 1,133
11 巴巴多斯 0.01150 1,020
12 白俄罗斯 0.02556 2,267
13 比利时 1.40837 124,923
14 伯利兹 0.00128 113
15 贝宁 0.00128 113
16 不丹 0.00128 113
17 玻利维亚 0.00767 680
18 博茨瓦纳 0.01789 1,587
19 巴西 1.11957 99,306
20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3323 2,947
21 保加利亚 0.02556 2,267
22 布基纳法索 0.00256 227
23 布隆迪 0.00128 113
24 柬埔寨 0.00128 113
25 喀麦隆 0.01150 1,020
26 加拿大 3.80456 337,465
27 佛得角 0.00128 113
28 中非共和国 0.00128 113
29 乍得 0.00128 113
30 智利 0.20574 18,249
31 中国 3.40841 302,326
32 哥伦比亚 0.13418 11,902
33 科摩罗 0.00128 113
34 刚果 0.00128 113
35 库克群岛 0.00128 113
36 哥斯达黎加 0.04089 3,627
37 克罗地亚 0.06389 5,667
38 塞浦路斯 0.05623 4,987
3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895 793
40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83 340
41 丹麦 0.94450 8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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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缔约方 百分比 美元 

42 吉布提 0.00128 113
43 多米尼克 0.00128 113
44 厄瓜多尔 0.02684 2,380
45 埃及 0.11246 9,975
46 赤道几内亚 0.00256 227
47 爱沙尼亚 0.02045 1,814
48 欧洲共同体 3.19475 283,374
49 斐济 0.00383 340
50 芬兰 0.72074 63,929
51 法国 8.05269 714,273
52 冈比亚 0.00128 113
53 格鲁吉亚 0.00383 340
54 德国 10.96144 972,280
55 加纳 0.00511 453
56 希腊 0.76163 67,556
57 格林纳达 0.00128 113
58 危地马拉 0.04089 3,627
59 几内亚 0.00128 113
60 圭亚那 0.00128 113
61 洪都拉斯 0.00639 567
62 匈牙利 0.31181 27,657
63 冰岛 0.04728 4,194
64 印度 0.57505 51,007
6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23002 20,403
66 伊拉克 0.01917 1,700
67 爱尔兰 0.56867 50,441
68 以色列 0.53544 47,494
69 意大利 6.49096 575,749
70 牙买加 0.01278 1,133
71 日本 21.24547 1,762 ,200
72 约旦 0.01533 1,360
73 哈萨克斯坦 0.03706 3,287
74 肯尼亚 0.01278 1,133
75 基里巴斯 0.00128 113
76 科威特 0.23258 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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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缔约方 百分比 美元 

77 吉尔吉斯斯坦 0.00128 113
78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128 113
79 拉脱维亚 0.02300 2,040
80 黎巴嫩 0.04345 3,854
81 莱索托 0.00128 113
8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07923 7,028
83 立陶宛 0.03961 3,514
84 卢森堡 0.10862 9,635
85 马达加斯加 0.00256 227
86 马来西亚 0.24280 21,536
87 马尔代夫 0.00128 113
88 马里 0.00128 113
89 马耳他 0.02172 1,927
90 马绍尔群岛 0.00128 113
91 毛里塔尼亚 0.00128 113
92 毛里求斯 0.01406 1,247
93 墨西哥 2.88448 255,853
94 密克罗尼西亚 0.00128 113
95 蒙古 0.00128 113
96 黑山 0.00128 113
97 缅甸 0.00639 567
98 纳米比亚 0.00767 680
99 瑙鲁 0.00128 113

100 尼泊尔 0.00383 340
101 荷兰 2.39363 212,315
102 新西兰 0.32714 29,018
103 尼加拉瓜 0.00256 227
104 尼日尔 0.00128 113
105 尼日利亚 0.06134 5,441
106 纽埃 0.00128 113
107 挪威 0.99945 88,651
108 阿曼 0.09329 8,275
109 巴基斯坦 0.07540 6,688
110 帕劳 0.00128 113
111 巴拿马 0.02939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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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缔约方 百分比 美元 

112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256 227
113 巴拉圭 0.00639 567
114 秘鲁 0.09968 8,841
115 菲律宾 0.09968 8,841
116 波兰 0.64023 56,788
117 葡萄牙 0.67345 59,735
118 卡塔尔 0.10862 9,635
119 大韩民国 2.77713 246,332
120 罗马尼亚 0.08945 7,934
121 俄罗斯联邦 1.53361 136,031
122 卢旺达 0.00128 113
123 圣卢西亚 0.00128 113
124 萨摩亚 0.00128 113
125 圣马力诺 0.00383 340
12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0128 113
127 沙特阿拉伯 0.95600 84,797
128 塞内加尔 0.00511 453
129 塞尔维亚 0.02684 2,380
130 塞舌尔 0.00256 227
131 新加坡 0.44343 39,332
132 斯洛伐克 0.08051 7,141
133 斯洛文尼亚 0.12268 10,882
134 所罗门群岛 0.00128 113
135 南非 0.37059 32,871
136 西班牙 3.79306 336,445
137 斯里兰卡 0.02045 1,814
138 苏丹 0.01278 1,133
139 斯威士兰 0.00256 227
140 瑞典 1.36876 121,409
14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2045 1,814
142 泰国 0.23769 21,083
143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00639 567
144 东帝汶 0.00128 113
145 多哥 0.00128 113
146 汤加 0.0012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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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约缔约方 百分比 美元 

147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3450 3,060
148 土耳其 0.48688 43,186
149 图瓦卢 0.00128 113
150 乌干达 0.00383 340
151 乌克兰 0.05751 5,101
15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38593 34,232
15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8.48845 752,925
15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0767 680
155 乌拉圭 0.03450 3,060
156 瓦努阿图 0.00128 113
157 委内瑞拉 0.25558 22,670
158 越南 0.03067 2,720
159 也门 0.00895 793
160 赞比亚 0.00128 113
  总计 100.00000 8,747,727
      

 

附录 2 

2010-2011 年财务期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 

解释性说明 

总预算 

1. 2008-2009 年财务期的核准总预算为 1296 万美元。2010-2011 年财务期的拟议总预
算为 1284 万美元。 

2.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因近年来大量新国家加入成为缔约方而得到巩
固。虽然这导致增加了伴随履约而来的需要和成本，缔约方的数目日益增多也提供了分
担这一成本增加的机会，将缔约方的摊款保持在现有水平内。 

3. 《公约》目前处在积极的进展阶段：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各种条约文书正在制定，
当下的执行期限得到遵守，条约进程也已确定。预算在头三个或四个两年期的增加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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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机构早期阶段来说是意料中的事情。预算，尤其是缔约方的自愿评定分摊款预期将在
初期过后稳定下来。 

自愿评定分摊款 

4. 在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数目为
113 个，第二届会议时为 146 个。然而，2006-2007 年与 2008-2009 年的预算，自愿评定
分摊款总始终保持不变，为 801 万美元。 

5. 此后，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缔约方的数目增加到 160 个，比第一届会议时
增加了 41.6%。这一增加，连同它所意味的为满足缔约方的需要而增加的工作量，导致
了业务经费的增加。考虑到一些国家的批准进程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缔约方的数目
预期还将进一步增加，到 2009 年底至少达到 165 个。 

6. 在 2010-2011 年的拟议预算中，自愿评定分摊款总额确定为 8 747 727 美元，与第
一个和目前的两年期预算相比增加了 9.21%。不过，这一增加大体不会影响具体缔约方
缴付的自愿评定分摊款。按照拟议预算，分摊款将保持接近 2006-2007 年和 2007-2008
年确定的预算水平，一些差异体现了作为计算依据的世卫组织分摊比额表的变化。总预
算与自愿评定分摊额之间的差额将由自愿预算外捐款负担。 

预算外资金 

7. 预算外资金计划将达到 409 万美元，这就有可能满足工作计划草案确认的核心需要。
应当指出，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公约》缔约方导致了有更多需要，同时考虑到准备在一
些国家进行需要评估，工作计划中的一些项目可能需更多资金。任何除上述 409 万美元
以外的追加预算外资金，都将用于解决这些补充需要，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
经济转型期国家缔约方的需要。 

工作计划 

8. 工作计划草案总体上保持 2008-2009 年工作计划的结构。它涉及《公约》不同条款
中阐述的措施，尤其是缔约方会议和公约秘书处特别要求或设想采取行动的措施，以及
缔约方会议作出的要求采取行动的决定。结构略有修改，以进一步突出和澄清一些核心
活动，例如制定议定书和准则，以及向有需要的缔约方提供实施援助，在 2008-2009 年
的工作计划中，这些活动放在“其它安排和活动”项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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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作计划草案的一些项目反映了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的结果，这些包括在缔约方
会议第三届会议审查有关报告基础上关于第 9 和第 10 条、第 12 条、第 14 条、第 17 条
和第 18 条的进一步工作。 

10. 根据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间谈判机构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报告1，以及会
议的随后决定，制定了该谈判机构第四次会议的预算，显示政府间谈判机构第三次会议
期间有可能不会最终完成谈判。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为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政府
间谈判机构届会通过的经费2，由 180 万美元增加到拟议预算中的 190 万美元，体现了
对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之后成为《公约》缔约方的低收入和中低等收入国家代表的参
与的支持。政府间谈判机构的预算还考虑到了该机构就闭会期间工作和其第三次会议之
后可能的后续努力提出的建议，以及按照缔约方会议在 FCTC/COP2(11)号决定中核准的
其预算追加的工作人员成本。或许需要作出调整，以落实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对政府
间谈判机构进程给予的指导。 

11. 相对于在以往的两年期预算中确认的缔约方会议届会的成本（180 万美元），缔约方
会议第四届会议成本的增加（240 万美元），体现了如上述对在第二届会议之后成为缔约
方的国家参与政府间谈判机构第四次会议的支持，以及会后文件的成本和以往在其它预
算细目中反映的伴随会议组织而来的工作人员成本。 

12. 应当指出，相对而言，工作计划通过得较早，在该财务期开始之前一年多即已通过。
许多工作领域都在积极进展中，要求立即给予关注，并保持目的的连续性；其中一些工
作领域还将向定于 2010 年召开的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报告。因此，一些活动可能需
要在 2009 年早日开始或初步展开，以满足 2010 年的截止期限。执行 2007 年夏季通过
的目前 2008-2009 年期间的工作计划的情况也是如此。 

13. 虽然相对于本两年期，条约文书方面工作要求附属机构举行的会议较少，但在工作
计划草案中，一些新的因素要求保持甚至稍许增加总两年期预算。首先，工作计划纳入
了《公约》若干条款设想的工作，例如以往不曾审议的第 22.2 条和第 23.5（g）条。其
次，援助发展中国缔约方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缔约方的计划大大扩展，包含了新的要素，
例如促进南南合作。工作计划草案中其它新的因素包括关于国际协调和观察员组织的若
干报告，这些报告将根据《公约》条款、缔约方会议决定和对《公约》中报告安排的审
议情况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1 文件 FCTC/COP/3/4。 
2 FCTC/COP2(11)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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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COP3(20) 甲委员会的建议 

缔约方会议决定批准甲委员会的建议，即鉴于其《议事规则》第 28.1 条中“任期”
一词的意义不明确，缔约方会议在根据第 25 条设立附属机构时应考虑规定这些机构官
员的任期。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21) 乙委员会的建议 

缔约方会议决定批准乙委员会的建议，即如果预测的 2008-2009 年期间 1 035 000
美元的预算差额按预测情况出现，公约秘书处应把组织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
作为重点。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22)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缔约方会议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 和 4 条，决定： 

(1) 如果乌拉圭和公约秘书处之间在 2009 年 5 月 30 日之前达成适当的主办协定，
将于 2010 年第四季度在乌拉圭举行其第四届会议； 

(2) 确切的地点和日期将在获知公约秘书处确认已达成主办协定后由主席团决定。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FCTC/COP3(23) 选举官员 

缔约方会议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21 条， 

1. 选举以下官员组成缔约方会议主席团： 

主席： T.D. Mseleku 先生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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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1 A.M. Al-Bedah 博士 (沙特阿拉伯)  
  C. Otto 先生 (帕劳) 
  A.M.M. Nasiruddin 先生 (孟加拉国) 
  C. Chocano 博士 (秘鲁) 
  J.G.H. Draijer 先生 (荷兰) 

2. 决定五名副主席中应担任报告员的副主席如下：: 

报告员：  J.G.H. Draijer 先生 (荷兰) 

（第四次全体会议，2008 年 11 月 22 日） 

 

 

=      =      =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4 条，抽签决定副主席代理主席的顺序。本清单

中反映的顺序是抽签的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