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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

Protect

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

Offer

提供戒烟帮助

Warn

警示烟草危害

Enforce

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Raise

提高烟税

概述
自2007年为帮助各国实施《世
卫组织框架公约》的减少需求措施
而推出MPOWER这一工具以来，全球
烟草控制工作进展强劲。近50亿人
（约占世界人口的65%）现至少被
一项达到最高实现水平的MPOWER
措施覆盖。这一数字是2007年的四
倍以上，2007年时只有10亿人（
占世界人口的15%）受到至少一项
MPOWER措施的保护（不包括接受
单独评估的监测或大众媒体宣传运
动）。
自两年前提交上一份报告，即
《2017年世卫组织全球烟草流行报
告》以来，进展一直稳定，15个以
前没有最佳实践政策的国家采取了
行动，在一项措施上达到最佳实践
水平，另有21个至少已采取一项措

施的国家又增加了至少一项措施。
这意味着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
共有36个国家采用了一项或多项
MPOWER措施并达到最高实现水平。

述，在基于人群的高成本效益干预
措施帮助下，可极大地增加烟草使
用者成功戒烟的机会。

不幸的是，自2007年以来，只
有13个新的国家开始提供全面戒烟
服务。现在总共有23个国家受到这
项措施的保护，比2007年的10个
需要关注戒烟问题
国家有所增加。不过，就人口覆盖
率而言，进展仍是良好的。世界人
口的三分之一，即23个国家的24亿
提供戒烟帮助是这第七份《世 人，现能够获得达到最佳做实践平
， 的戒烟服务。自2007年以来，又有
卫组织全球烟草流行报告》的重
点，也是任何烟草控制战略的重要 19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6%）受到
组成部分。除非目前的烟草使用者 全面戒烟支持的保护，因此就人口
戒 烟 ， 否 则 将 无 法 实 现 关 于 全 球 覆盖率而言，戒烟规划现在是得到
减少 烟草使用的目标，事实上， 采纳第二多的措施。这要归功于两
许多烟草使用者都表示希望戒烟。 个大国，印度和巴西，采取了全面
如MPOWER中的提供戒烟帮助措施所 的戒烟支持，并达到了最佳实践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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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区域的国家都在采用新措施
自上一次报告以来，每项
MPOWER措施下都有新的国家在最佳
做法水平：
nn  • 七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贝
宁、布隆迪、冈比亚、圭亚那、
纽埃和塔吉克斯坦）新近通过了
覆盖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
所的完全禁烟法律。
nn  • 四个国家（捷克、沙特阿拉伯、
斯洛伐克和瑞典）的戒烟服务上
升到最佳做法水平。然而，同期
内，另外六个国家从最高水平行
列中被排除，致使净损失两个国
家。
nn  • 十 四 个 国 家 （ 巴 巴 多 斯 、 喀 麦
隆、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格鲁
吉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卢森
堡、巴基斯坦、圣卢西亚、沙特
阿拉伯、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
东帝汶）在包装上采用了大幅图
形警示，其中沙特阿拉伯还采用
了平装包装。
nn  • 十 个 国 家 （ 安 提 瓜 和 巴 布 达 、
阿塞拜疆、贝宁、刚果、刚果民
主共和国、冈比亚、圭亚那、纽

埃、沙特阿拉伯和斯洛文尼亚）广
泛禁止，包括在“销售点”禁止一
切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nn  • 十个国家（安道尔、澳大利亚、
巴西、哥伦比亚、埃及、毛里求
斯、黑山、新西兰、北马其顿和泰
国）新近提高了烟草税，至少占零
售价的75%。

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即生活在
91个国家的39亿人，受益于在包
装上加贴具备所有推荐特征的大幅
图形警示的措施。该措施因此成为
人口覆盖率最高和覆盖国家最多的
MPOWER措施。此外，还必须指出，
截至2018年底，10个国家（澳大利
亚、法国、匈牙利、爱尔兰、新西
兰、挪威、沙特阿拉伯、泰国、联
合王国和乌拉圭）还通过了要求对
烟草制品采取平装包装的法律，并
发布了带有实施日期的规定。另外
还有至少九个国家也正在制定关于
平装包装的法规。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取得显
著进展
在受到至少一项完全禁烟的
MPOWER措施保护的50亿人中，有
39亿人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巴西和土耳其是唯一两个以最
高水平实施所有MPOWER政策的国
家，它们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总体
而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61%
的人口受到至少一项完全禁烟的
MPOWER政策的保护，44%的人口受
到至少两项完全禁烟的MPOWER政策
的保护。
自2007年以来，低收入国家的
情况有了很大改善。2007年时这
一收入组别的34个国家中只有三
个国家采取了单一措施。今天，所
有低收入国家中有一半（17个）采
取了至少一项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
MPOWER措施。目前有八个低收入国
家制定采取了一项最佳实践措施，
五个国家采取了两项措施，三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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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乍得、尼泊尔、塞内加尔）采
取了三项政策，一个国家（马达加
斯加）采取了四项措施。令人失望
的是，在没有最佳实践措施的17个
低收入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的卫
生部通过至少五名工作人员实施烟
草控制规划。

不完全或部分禁烟的政策是通向
完全禁烟政策的台阶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即使尚未
达到最佳实施水平，也都对每项
MPOWER措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
注。除了62个具有完全无烟环境
法律的国家之外，70个国家具有
最低至中等程度的法律，禁止在一
些但不是所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
吸烟，为今后制定一项全面有效的
法律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尽管
部分禁令目前不能有效保护这些人
口免受二手烟雾的危害，但随着公
众对禁令的支持日益增加，这些国
家大多数只需对法律进行简单的修

订，而其他一些国家则需要通过新
的法律。
虽然只有23个国家制定了符合
最佳实践实施标准的戒烟支持政
策，但另有116个国家在医疗卫生
机构中提供完全或部分负担费用的
服务，还有32个国家提供服务但不
负担服务费用。由此，总共有171
个国家为希望戒烟的烟草使用者提
供某种程度的支持。
除了91个国家要求卷烟包装上
带有醒目的图形健康警示外，还有
61个国家具有最低到中等程度的
法律要求在包装上加贴某种警示。
这些不太突出的警示虽然不如符合
最佳实践的警示有效，但也表明正
在努力向消费者宣传烟草使用的危
险，同时为这61个国家提供了一个
渠道，使其今后能将其强制性警示
提升到最佳实践水平。

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禁令，因此至
少某些形式的广告、促销和赞助已
经不合法——一旦禁令规定的原则
得到确立和接受，就更容易将其提
升到最佳实践水平。
虽然只有38个国家征收高达一
包卷烟零售价格75%的税，但另有
62个国家征收的税占价格的50%至
75%，还有61个国家征收的税在25%
至50%之间。基本上，随着烟草税
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这些国家将能
够进一步提高税收。

除了已经对烟草广告、促销和
赞助实施全面禁令的48个国家之
外，另有103个国家实施了部分烟

占世界人口比例

2007*-2018年期间，部分选定烟草控制政策所覆盖的世界人口
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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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处描述的烟草控制政策相当于国家层面取得的最佳成就。
*大众媒体覆盖率为2010年，而不是2007年的数据。税收覆盖率为2008年，而不是2007年的数据。
#自2010年以来，大众媒体宣传活动所覆盖的人口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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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自2003年通过世卫组织框架公
约以来，全球取得了重大进展。过
去10年来，各种规模和收入水平的
国家成功地将MPOWER措施提升到了
最佳实践水平，这证明世卫组织框
架公约关于减少需求的措施得到了
成功落实。各国将继续努力制定和
实施有效的烟草控制策略，并可从
已经成功采纳符合最佳实践水平的
政策的其他国家榜样中得到鼓励。
自MPOWER推出以来，一直面临
巨大挑战。挫折、意想不到的障
碍、烟草业的干扰和难以克服的政
治障碍等始终并将继续存在。尽管
如此，现在仍然已有50亿人受到至
少一项符合最佳实践标准的烟草控
制措施的保护，比2007年多39亿
人。但另一方面，26亿人仍然得不
到循证烟草控制最佳实践的保护，
使他们面临因吸烟造成的健康和经
济危害风险。
自MPOWER推出以来，已挽救了
数百万人的生命，证明只有全球社
会协调一致予以关注，烟草控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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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能如此成功。然而不幸的是，
烟草流行还远未结束。尽管大多数
国家和区域的烟草使用已经减少，
但人口增长意味着使用烟草的总人
数仍然居高不下。烟草控制规划并
不总能得到简单迅速地实施，所有
国家都可以从加强制定和执行烟草
控制政策中受益。自上一份报告以
来，只有一个国家，即巴西，在最
广泛的水平上实施了所有MPOWER措
施，从而能与土耳其看齐。另外只
有少数其他国家在最佳实践水平上
实施了两项以上措施。即使在有最
佳做法政策的国家，也还可以做很
多工作来加强合规性和确保实现充
分影响。
本报告的重点是提供戒烟帮
助，即MPOWER中字母“O”代表的
措施。尽管许多国家的许多烟草使
用者都表示希望戒烟，但只有23
个国家提供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戒
烟服务。尽管如此，仍在取得进
展——自2007年以来，全面戒烟服
务覆盖的人口增加了20亿，还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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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离提供全面戒烟服务仅一步
之遥。自2007年以来，中等收入国
家在初级保健场所中提供戒烟支持
和开通全国免费戒烟热线方面取得
了最明显的进展。
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人民
的健康，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的所有
缔约方都作出了明确承诺，要实施
强有力的烟草控制政策，包括有效
的戒烟服务，作为履行其保护本国
人民健康义务的重要手段。自从
MPOWER监控开始以来的11年中，已
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但
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大家必须再
次做出承诺，确保世界所有人民都
得到充分保护，免受烟草流行的巨
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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