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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临 时 议 程 
（附加注释） 

 
1. 会议开幕 

1.1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文件 FCTC/COP/3/1 包含公约秘书处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六条经与主席团协商
后拟订的临时议程。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和酌情通过临时议程。 

在考虑其工作安排时，缔约方会议拟可决定设立两个委员会，即甲委员会和乙委员会，
并行开展工作，以审议临时议程项目 4、5 和 6，并酌情拟定决定草案供缔约方会议全体
会议审议。可将实质性问题的工作委托给甲委员会，由其拟定一项议定书以及与公约不
同条款相关的准则和报告（临时议程项目 4），并将程序、实施、报告和预算问题的工作
（临时议程项目 5 和 6）委托给乙委员会。 

1.2 与会者的全权证书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19 条，主席团将在秘书处协助下审查代表的全权证书并
报告缔约方会议。 

1.3 特邀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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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 

文件 FCTC/COP/3/2 包含公约秘书处的一份说明，涉及秘书处收到的国际政府间组织要求
获得缔约方会议观察员地位的申请。请缔约方会议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30 条考虑向提
出申请的组织授予观察员地位。 

3. 公约秘书处的报告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状况 

根据公约第 24.3(b)条，文件 FCTC/COP/3/3 包含关于公约之下各项活动的报告。请缔约
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 

4. 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二届会议作出的决定中确定的事项 

4.1 拟定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 政府间谈判机构的报告（FCTC/COP2(12)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4 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缔约方会议尤其拟可参
照 FCTC/COP/2(12)号决定第 4 段，审议议定书起草和谈判的时限。 

4.2 为实施公约第 5.3 条拟定准则（FCTC/COP2(14)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5包含关于为实施第 5.3条拟订准则草案的信息以及工作小组建议的准
则草案（作为附件）。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酌情通过准则。缔约方会议还拟可考虑准则草
案中可能需要特定反馈和行动的建议，例如关于国际合作以及更新和修订准则章节中的
建议。 

4.3 为实施公约第 9 和 10 条拟定准则（FCTC/COP2(14)号决定）：工作小组的进展
报告 

文件 FCTC/COP/3/6 包含为实施公约第 9 和 10 条拟订准则的工作小组的进展报告。请缔
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 

4.4 为实施公约第 11 条拟定准则（FCTC/COP2(14)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7 包含关于为实施第 11 条拟定准则的信息以及工作小组建议的准则草
案（作为附件）。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酌情通过准则。缔约方会议还拟可考虑可能需要特
定反馈和行动的建议，例如关于国际合作章节中包含的各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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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为实施公约第 12 条拟定准则（FCTC/COP2(14)号决定）：工作小组的进展报告 

文件 FCTC/COP/3/8 包含为实施公约第 12 条拟订准则的工作小组的进展报告。请缔约方
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 

4.6 为实施公约第 13 条拟定准则（FCTC/COP2(8)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9 包含关于为实施第 13 条拟订准则草案的信息以及工作小组建议的准
则草案（作为附件）。另有两个附件涉及对准则进行补充的关于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
议定书要素的建议，以及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上要求的可有助于消除跨国界广告、促
销和赞助的任何其它措施。 

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酌情通过准则。缔约方会议还拟可考虑附件 2 和 3 所包含可能需要
特定反馈和行动的建议。 

4.7 关于烟草依赖和戒烟问题的报告（与公约第 14条相关）（FCTC/COP2(14)号决定） 

文件FCTC/COP/3/10包含公约秘书处按缔约方会议要求为实施第14条编写的关于烟草依
赖和戒烟问题的第一份报告。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缔约方会议
尤其拟可考虑根据 FCTC/COP/2(14)号决定（为实施第 5.3、9 和 10、11、12 及 14 条拟订
准则）的精神在该领域制定准则。 

4.8 烟草种植经济上可持续替代生计研究小组（与公约第 17 和 18 条相关）
(FCTC/COP2(13)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11 包含缔约方会议要求的研究小组报告。报告是在 2008 年 6 月 17 – 19
日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研究小组第二次会议之后编写的。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
进一步指导。缔约方会议还拟可考虑研究小组的结论和建议。 

5. 公约条款和缔约方会议的决定中确定的其它事项 

5.1 财政资源和援助机制−实施缔约方会议 FCTC/COP1(13)和 FCTC/COP2(10)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12 详细介绍了实施缔约方会议 FCTC/COP/1(13)和 FCTC/COP/2(10)号
决定方面的进展。该报告是根据 FCTC/COP/2(10)号决定第 4 段编写的，该段要求公约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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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在缔约方会议每一届会议上准备并提交该领域内的实施报告。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
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缔约方会议还拟可考虑报告中包含的结论。 

5.2 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为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开展的活动情
况报告（FCTC/COP2 (10)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13 包含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为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
确开展的活动情况报告。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二届会议上要求提交该报告(FCTC/COP/2(10)
号决定第 5 段)。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 

5.3 报告和信息交换 

5.3.1 公约秘书处收到的各缔约方的报告和国际上在实施公约方面取得的进展
（FCTC/COP1(14)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14 是关于公约实施进展的报告，由公约秘书处根据 FCTC/COP1(14)号
决定在分析缔约方提交的两年实施报告的基础上编写。分析工作使用了 2008 年 7 月 15
日之前提交的缔约方报告。2008 年 7 月 15 日之后收到的缔约方报告清单作为补编文件提
交。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缔约方会议还拟可考虑报告中包含的
结论。一项特定问题是 FCTC/COP1(14)号决定第 9 段设想的对报告安排开展独立评估的
组织工作。 

5.3.2 报告文书 − 经修订的第一组问题问卷格式（FCTC/COP2 (9)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15 提交了缔约方会议在其第二届会议上要求的第一组问题修订格式。
文件还包含一份说明，反映修订的依据、过程和内容。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作出决
定之前，主席团接受了该格式，供各缔约方临时使用。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酌情通过经
修订的格式。 

5.3.3 报告文书 − 第二组问题（FCTC/COP2 (9)号决定） 

文件 FCTC/COP/3/16 按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的要求包含报告文书的第二组问题。文件
还包含一份说明，反映所建议问卷的依据、编写和内容。请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酌情通过
构成报告文书第二阶段的第二组拟议问题。缔约方会议还拟可对制定报告文书第三组问
题提供指导，按 FCTC/COP2(9)号决定第 7 段的设想在第四届会议上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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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标识 

文件 FCTC/COP/3/17 包含公约秘书处与主席团协商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标识的建议。请缔约方会议进行审议并就建议作出决定。 

6. 缔约方会议预算和工作规划 

6.1 2006-2007 年预算和工作计划的绩效报告（FCTC/COP2(11)号决定） 

文件FCTC/COP/3/18包含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要求的2006 – 2007年预算和工作计划的
绩效报告。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除其它外，缔约方会议拟可考
虑报告中包含的经验教训和所需行动。 

6.2 2008-2009 年预算和工作计划的中期绩效报告（FCTC/COP2(11)号决定） 

文件FCTC/COP/3/19包含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要求的2008 – 2009年预算和工作计划的
中期绩效报告。请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报告并提供进一步指导。 

6.3 缔约方会议下一期的预算和工作计划 

文件 FCTC/COP/3/20 包含公约秘书处的一份说明，涉及制定和通过缔约方会议下一期预
算和工作计划的时限。文件还包含下一届（几届）缔约方会议时间安排的拟议方案。请
缔约方会议注意该文件并提供进一步指导。缔约方会议还拟可结合议程项目 7.1 讨论本项
目。见下文。 

7. 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 

7.1 日期和地点 

根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4 条，在每届常会上，缔约方会议应决定下一届常会的
日期和会期。第 4 条还规定，除非缔约方会议另作决定，在第三届常会之后应每两年召
开一次常会。FCTC/COP/3/20 还包含与通过缔约方会议下一期预算和工作计划相关的涉
及第四届会议可能时间安排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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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选举官员 

缔约方会议官员的选举依据《缔约方会议议事规则》第 21 条。缔约方会议应在第三届会
议结束之前选举官员以构成下一届会议的主席团。 

8. 会议闭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