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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涉及临时议程第 7.1 项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  

瑞士日内瓦，2018 年 10 月 1-6 日 
 
 

加速公约实施工作的全球策略 
 

 

主要建议 
 

• 在第八届会议上，各缔约方应应通过文件 FCTC/COP/8/11 文件附件 1 中建议的

《加速烟草控制全球战略》。  

• 这项战略是面向缔约方会议的总体计划，有助于实现更好的公约实施和进展，

以多种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3a 的实现，包括： 

 保持缔约方会议上的讨论和届会之间的工作重点关注缔约方达成一致的

优先事项 

 提升和简化在烟草控制上的国际合作 

 提高公约的国际可见度 

 在国内和全球层面帮助筹集资金 

• 框架公约联盟支持报告安排专家组的建议，即：建立一个同行领导的机制，改

善公约的实施，促进向缔约方提供专门的支持。如果这项战略获得通过，公约

秘书处应开始工作，按照工作组的建议，启动实施情况审查机制的试点项目示

范。 

• 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也应考虑如何把该战略转化为行动，包括向缔约方提供

什么后续支持，实施该战略。  

• 如果该战略获得通过，尤其有必要调整 2020-2021 双年工作计划和预算，反映

该全球战略列出的优先重点。框架公约联盟对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具体建议，见

另一份政策情况介绍。 
 

 
 

为什么这很重要？  
 

公约及其指导准则提供了对烟草使用流行开展全球行动的框架。在公约生效后第一个十年内，

公约促进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采取烟草控制政策1，这些努力对减少吸烟率起到了重要作用2。 
 

不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根据最新的公约全球进展报告，60%以上的缔约方报告在公约实施

中还存在具体差距，很大比例的世界人口仍然没有受到公约规定的最佳实践烟草控制政策的保

护3。 

                                                 
1Chung-Hall et al. Tob Control.Published Online: 07 June 2018.http://dx.doi.org/10.1136/tobaccocontrol-2018-054389 
2
Gravely et al. Lancet Pub Health 2017;2(4):e166-174. https://www.thelancet.com/action/showPdf?pii=S2468-

2667%2817%2930045-2. 
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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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也继续报告在把条约的承诺转化为行动时遇到重大障碍。经常提到的影响公约实施的

挑战包括：烟草业干扰，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难以让卫生之外的部门参与，以及烟草控制

活动缺乏可持续资金支持4。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许多国家预算分配的资金额达不到建议的支出水平5。此外，虽然

多个国家政府6,7和大型慈善机构8,9近些年对国际烟草控制投入大笔资金，与中低收入国家把烟

草控制扩大到建议水平所需的估计资源水平相比，这些捐赠只能满足很小的比例10。长期来说，

烟草控制项目依赖慈善基金的资助是不可持续的。政府必须加快步伐，形成自己的可预测的稳

定资金来源。从短期到中期来看，高收入国家提供更多财务和技术支持，是优先重点。 
 

进展缓慢、不均衡，这些障碍持续存在，导致全世界不能按预定的计划，到 2025 年实现烟草

使用率相对减少 30%这一全球达成一致并且经过缔约方会议通过的目标11。实际上，世界上一

些地方的烟草使用预计会增加12。 
 

除非紧急采取行动改变当前的趋势，许多国家会面临烟草流行加剧的问题，并承受由此带给卫

生系统和经济的巨大负担。 
 

缔约方会议需要应对这个问题的计划，确保缔约方获得所需支持，把公约变成本国的实际行动。 
 
 

《中期战略框架》是缔约方会议的一个计划，将有助于实现公约的更好实施 
 

在 2016 年 11 月召开的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上，缔约方一致同意，迫切需要一个计划，为

缔约方会议的工作提供战略方向，确保全球烟草控制的进展在后续几年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缔

约方同意由部分缔约方、公约秘书处、世界卫生组织和缔约方会议的其他相关政府间和非政府

组织观察员组成一个工作组，应为公约制定《中期战略框架》。 
 

该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就是文件 FCTC/COP/8/11 附件 1 的加速烟草控制全球战略。在缔约方会议

第八届会议上，请缔约方通过这项战略。框架公约联盟完全支持这项建议，呼吁缔约方会议

第八届会议按工作组在文件 FCTC/COP/8/11 附件 1 提交的内容，通过这项战略。 
 
 

  

                                                                                                                                                        
http://www.who.int/tobacco/global_report/en/ 

4 Global Progress in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 FCTC see: FCTC/COP/8/4  

http://www.who.int/entity/fctc/cop/sessions/cop8/FCTC_COP_8_4.pdf?ua=1 
5
WHO 2011. Scaling up action against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how much will it cost? Geneva, WHO. Available at: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706/9789241502313_eng.pdf 
6http://www.who.int/fctc/about/donorspartners/en/ 
7 http://www.who.int/fctc/eu_grant/en/ 
8 Since 2007,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has committed US$1B to tobacco control. See: WHO 2018. Saving Lives: Spending 

less. Available at: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72534/WHO-NMH-NVI-18.8-eng.pdf 
9 Since 2008,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has also invested $210m in global tobacco control. See more at: 

https://www.gatesfoundation.org/What-We-Do/Global-Policy/Tobacco-Control 
10WHO 2011. Scaling up action against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how much will it cost? Geneva, WHO. Available at: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4706/9789241502313_eng.pdf 
11

Bilanoet al. 2015. Lancet:385(9972):966-76.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5)60264-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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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战略为缔约方会议和缔约方带来益处 
 

过去十年，国际条约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计划越来越普遍。根据对其他条约如何制定和使用这类

战略计划的研究13，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如果文件 FCTC/COP/8/11 附件 1 中的全球战略获得通

过，将帮助改善公约实施，增加可提供给缔约方实施公约的支持。有以下几种可能的方式。 
 

1. 该战略能帮助组织、管理和协调公约秘书处、国家政府、缔约方会议的政府间和非政

府组织观察员的努力，朝共同目标迈进，使努力尽可能有效。 
 

2. 该战略也能帮助在外部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合作，提高条约的可见度。这是拟议的公

约战略的一项明确目标。比如，目标 2.1 要求更多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

在自己的计划和项目中包括公约实施。 
 

3. 证据也表明，像这样的战略文件帮助缔约方和公约秘书处筹集新的资金，可帮助应对

全球烟草控制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拟议的公约战略包括与“可持续资金”相关的一项

完整的操作目标（第 10 页）。它呼吁公约秘书处“调动更多技术和财政资源”，包括可

能的话，通过建立专门的筹资计划。 
 

该战略计划本身能帮助动员新的额外资金，向潜在的捐赠者（比如发展机构和慈善机

构）更好地呈现为什么需要资金，资金会如何帮助实现真正的改变。 
 

一方面，这个战略计划是结果导向的，帮助向潜在捐赠者明确公约试图具体实现什么，

即：减少烟草使用及其导致的各种危害。这项战略也提出了缔约方会议如何做到这一

点的明确计划，就是聚焦少数几项影响力大的优先干预措施。对实现该战略的目标和

具体目标所需的资源的估计，也有助于促进这些努力。确定这个数字，是该战略的战

略目标 3.1 的一项指标。 
 

更为重要的是，该战略也有助于向捐赠者沟通结果，向它们表明资金如何帮助实现了

进展。以公约战略计划为例，捐赠者将能看到它们的资金如何帮助实现该计划包括的

指标的变化，以及如何帮助实现到 2025 年使烟草使用率降低 30%的总体目标。 
 

对于该战略如何帮助缔约方筹集新的资金，理由也是基本一样的。缔约方可以使用该

全球战略，提示本国烟草控制策略和计划的制定（该战略也要求公约秘书处在这方面

向缔约方提供专门支持14），这有助于在国家预算过程中获得必要的资源。 
 

4. 该战略也能帮助公约秘书处管理现有资金。工作组明确指出，该战略通过后，应作为

选择如何配置现有资金的依据。 
 

具体目标 1.3（第 10 页）要求公约秘书处按照该战略制定预算和工作计划，并相应地

制定基于结果的预算。这就是说，公约缔约方评定分摊款会更多用于实现减少烟草使

用 30%的全球目标，会使公约秘书处提高成本效益。 
 

5. 该战略通过后，也有助于评估结果，审查公约的有效性，持续地改善公约实施。针对

每一项战略目标，都包括了指标。这有助于缔约方会议具体地测量实施战略的进展，

通过努力实现愿景和使命。 
 

                                                 
13McInerney, T. 2015. Strategic Treaty Manage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4

 See FCTC/COP/8/11, p. 10, specific objecti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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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提到，公约秘书处的一项任务是收集各指标的相应数据，制作全球双年进展报

告（第 15 段），为缔约方会议提供实施该战略取得进展的最新情况。 
 

虽然预算和工作计划在第 2.1 项（文件 FCTC/COP/8/16 第 5 页）提到“需要一个监测

《中期战略框架》实施的机构”，缔约方会议应明确，这是公约秘书处和缔约方会议作

为一个整体的任务。该战略将提示缔约方会议和公约秘书处每一方面的工作，不应转

给一个单独的机构。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工作中报告所指出的，该战略也是为了指导缔约方会议的讨论，

使讨论聚焦在如何改善条约的实施（第 7 段）。如果这项策略获得通过，我们可以想

象缔约方会议届会会如何变化。缔约方会议一星期的会议可能首先审查实现每一项战

略目标的进展，通过公约秘书处收集和报告的数据说明进展情况，然后，讨论需要采

取什么进一步行动实现更多进展，以及缔约方需要哪些额外支持加速进展。 
 
 

公约实施情况审查机制能帮助确定妨碍进展的障碍，为后续支持指明方向。 
 

该战略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目标 3.1.2，要求在 2020 年前建立公约实施情况审查机制。缔约

方会议第七届会议首先提出了这一机制。根据第七届会议提出的职权范围15，公约实施情况审

查机制涉及同行审查缔约方双年实施报告，以便确定和分享良好实践，帮助缔约方理解在哪些

方面可以改善烟草控制政策的制定、实施或执法，以及为提供后续支持指明方向。 
 

如果该战略获得提供，公约秘书处应开始工作，按照工作组的建议（第 13 段），启动实施情

况审查机制的试点项目示范。这一试点项目将为缔约方提供重要机会，熟悉这个机制如何工作，

并且使缔约方完善职权范围，最好地适应缔约方的需要和目标。在 2020 年缔约方会议第九届

会议上，可以再次审议建立更为永久的机制、采用经过更新的职权范围的决定。 
 

有兴趣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参加对其实施报告作初步审查的缔约方，应在对第八届会议讨

论中表明自己的兴趣。 
 
 

如果该战略获得提供，缔约方会议应考虑多个基本的后续步骤，实施这一战略 
 

该战略计划确定了待改进之处，为公约的实施设定了目标和具体目标。这是必要的第一步，但

是光有战略计划本身不会带来改进。下一步是把该战略转化为行动。这就需要对活动进行优先

排序，优先侧重能实际缩小当前状况与未来期望之间的差距。战略计划指出了还缺什么，但是，

必须采取推动改进流程的行动。 
 

缔约方会议可能希望考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哪些行动对实现烟草使用率降低 30%的贡献最

大？对缔约方在国家层面实施该战略，应提供什么支持？这些是缔约方会议可能希望花一些时

间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 
 

实施该战略的一项重要考虑是需要确保该战略提出的优先重点，反映在拟议的 2020-2021 年工

作计划和预算中，第八届会议将在议程 8.3 下予以讨论（对应文件是 FCTC/COP/8/16 和

FCTC/COP/8/INF.DOC./2）。正如第七届会议赋予工作组的任务中所说，全球战略是为了提示缔

约方会议的预算和工作计划。拟议的战略在几个地方也反复提到这一意图。 
 

                                                 
15

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on Reporting Arrangements to COP7 (FCTC/COP/7/15).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entity/fctc/cop/cop7/FCTC_COP_7_15_EN.pdf?ua=1 

http://www.who.int/entity/fctc/cop/cop7/FCTC_COP_7_15_EN.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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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可能需要缔约方在 B 委员会上重新修订，确保预算和工作计划支持该战略中缔约方

达成的优先重点。这也要求讨论对包括在工作计划和预算中但是该战略没有列为重点的活动，

该怎样处理。 
 

缔约方应参考框架公约联盟关于拟议的 2020-2021 双年工作计划和预算的情况介绍文件，获取

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