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件涉及临时议程的第 6.4 项。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
大韩民国首尔，2012 年 11 月 12-17 日

框架公约联盟简报：

第 19 条：使烟草业对其非法行为负责
框架公约联盟建议各缔约方应：
•
•

通过秘书处报告 FCTC/COP/5/11 中关于成立公约第 19 条专家小组的建
议；
确保有资金支持专家小组，在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召开前完成其工作。

引言
正如在若干法律诉讼中广泛记录的那样 1，20 世纪和 21 世纪初烟草业的迅速扩张涉及大量和系
统地违反民事和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行为。
比如，至少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卷烟生产商对其制品的极度危害性和高度成瘾性就有
广泛的知识。由于生产商定期对卷烟设计和吸烟者行为开展详细的研究，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了
解其制品的健康影响。但是，直到最近之前，所有主要卷烟生产商都拒不承认其制品有害的任
何“证据”。他们没有披露自己的研究人员已经积累的非常大量的证据。更为严重的是，他们
系统地资助研究，试图让人们怀疑独立的研究群体积累的科学证据，同时宣称他们为发现卷烟
和疾病之间关系的“真相”正投入巨额资金。
在这种欺骗模式基础上更进一步，烟草业开发了若干“健康安慰”制品，并大加宣传，这些卷
烟宣称“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降低风险。特别是，所谓的“淡味”或“低焦油”卷烟
在许多国家市场中占较大份额，虽然烟草业（比公共卫生群体更早）知道，对致癌物质和有毒
物质的实际暴露并没有随着吸“普通”卷烟转换为吸“淡味”卷烟减少。（出于防止这类欺骗
的需要，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包含第 11.1（a）条，禁止这类误导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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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ive just a few examples: 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Philip Morris USA, Inc. et al. [commonly known as the RICO
case]; b) class action lawsuits now being heard in Québec: CQCT et Jacques Blais c. JTI-Macdonald Corp. et al., as well
as Cécilia Létourneau c. JTI-Macdonald Corp. et al.; c) Rolah McCabe v.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Australia; d) suit by
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of the Federal District of Brazil against Souza Cruz S.A. et al. for deceptive advertising.
See More Information at end of briefing.

由于这种持续的欺诈和欺骗模式，烟草导致疾
病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以及若干政府几十年
来试图通过民事和/或刑事诉讼使烟草业负
责。烟草公司为各种策略投入了数亿美元，以
迟滞诉讼，使原告破产，以及隐藏不法行为的
证据，包括滥用所谓的律师-客户对敏感研究
报告的特权，以及广泛地销毁文件。

应对销毁文件：澳大利亚的例子
澳大利亚的 McCabe 诉讼案提供了个人吸烟者诉卷烟
生产商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的例子。维多利亚高级
法院审判法官根据公司的行为（包括系统地销毁数以
千计的公司内部文件）使 Rolah McCabe 获得公平审
理的机会，所以不受理烟草公司的辩护。陪审团判给
McCabe70 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她几个月后死于肺
癌。
在上诉中，判决被推翻，上诉法院根据英美烟草公司
的“文件留存”政策，不同意之前审判法官的判决。
不过，几年之后，一位前任烟草业律师向公众指称英
美烟草公司系统地销毁文件，支持审判法院法官的判
决，该律师成为美国一个诈骗诉讼案的重要证人，在
这个案件中美国联邦政府成功地状告美国各大卷烟公
司，其中包括欺诈罪。

作为个人原告发现，难以克服烟草业的诉讼策
略。如果诉讼案涉及很多受害者（在允许集体
诉讼的地方以集体诉讼的形式，或者通过政府
收回公民医疗保健费用的诉讼），烟草业一般
寻求迫使原告出具医学证据，证明烟草制品在
每个个人受害者死亡或残疾中的作用，这是一
项费时的工作。

2006 年，维多利亚州通过了针对文件销毁的两项立
法（一项民事立法、一项刑事立法）。民事立法的影
响是推翻上诉法院的部分判决。

为了回应这些策略，若干管辖区制定了促进对
烟草业诉讼的立法。比如，这些法律可：

McCabe 案在法院近 10 年没有最终结果，2011 年 3
月秘密和解。

•
•

•

明确统计学/流行病学证据在法庭上可
用；
• 规定政府可以以总计的方式收回卫生
保健成本（也就是说，不用分别提供
烟草导致疾病的每个个案）；
• 规定一旦证明欺骗存在，就由生产商
证明，欺骗对人们是否吸烟没有影
响，而不是相反的方向；
针对一些类型的非法行为，明确母公司和子公司共同承担责任；
规定民事责任正常的时间限制不包括烟草相关的危害，尤其鉴于开始使用烟草和疾病/
死亡之间有时候有较长的时间差，以及鉴于烟草业故意掩盖。

烟草业责任与公约
公约谈判各方认识到责任的重要性，部分根据世卫组织召集的法律专家小组的工作，专门有一
条即世卫组织公约第 19 条针对这个问题。这一条的内容包括：“必要时，各缔约方应考虑采
取立法行动或促进其现有法律，以处理刑事和民事责任，适当时包括赔偿。”
不过，正如秘书处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FCTC/COP/5/11）所显示的，相对比较少的缔约方采
取了切实的行动，使烟草业对其非法行动负责。比如，2012 年提交正式报告的各缔约方中，只
有 17%报告对烟草业采取了任何刑事或民事责任诉讼，只有 5%报告采取努力从烟草业收回卫生
保健和其他费用。
正如秘书处报告正确指出的（见 FCTC/COP/5/11 第 10 段），“[实施第 19 条]没有特别规定赔
偿制度的目的，其中可包括收回卫生保健、社会或其他费用；人身伤害；国内税和关税；或收
回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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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草业提起诉讼有多项可能的益处：
1. 真相：由于全球烟草制品贸易由少数几个跨国公司控制，烟草业行为模式在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基本上是相似的。不过，在每个国家揭露与烟草有关欺骗的历史事实，使当地的
子公司（和独立的本地生产商）对其行为负责，是有价值的；
2. 正义和威慑：对任何作恶者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阻止将来出现坏的行为，不仅是对烟
草业，也包括对任何一个可能想掩盖其制品导致伤害的行业；
3. 赔偿：烟草制品给使用者、其家庭、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成本。同时，即使在烟草
使用率正在下降的国家，烟草业的盈利仍旧极其可观；
4. 卫生：诉讼能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公共卫生。首先，由于对烟草业不法行为持续的媒体报
道，诉讼能起到巨大的公众教育作用。第二，诉讼一般导致披露机密的烟草业文件，能
促进更知情的决策。第三，如果有损害赔偿金并且进行赔偿时，这可能导致烟草制品价
格上涨，因而减少消费。第四，法庭可能对烟草业的行为做出进一步限制，防止将来出
现坏的行为。最后，损害赔偿金的全部或一部分可以用于烟草控制行动。
不过，似乎各缔约方没有完全意识到所有这些潜在的益处，或者缺乏克服妨碍有效诉讼障碍的
策略。本届缔约方会议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最好地促进第 19 条的实施。

第 19 条专家小组：一项极好的建议
秘书处对第 19 条报告的一项重要建议是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以便进一步制定措施，使缔约
方会议能够支持各缔约方根据第 19 条开展活动”。
特别是，报告建议要求这个专家小组除其他任务以外，起草应对责任问题的原则，直至并且包
括可能拟定一份示范法律（或其中的基本部分）。这基本上类似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做的工
作（见秘书处报告第 24 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于就危害环境活动造成损害的责任、应对
行动和赔偿问题制定国内法的指南”）。
第 19 条专家小组可能的任务
秘书处报告的第 34 至 36 段建议了第 19 条专家小组可能的任务。任务包括确任在国家层面的最佳做法，提出
关于恰当支持机制的建议（第 34 段）
；为确定民事和刑事责任编写一套原则草案（包括评注）
，包括可能制定示
范法律（第 35 段）
；以及如下事项（第 36 段）
：
(a) 针对烟草业责任，通过立法的可能政策基础（例如，包括阻止、费用回收和公众教育）
；
(b) 如何获得专家法律指导；
(c) 关于如何最充分地使当地律师参与诉讼以便加强能力的信息；
(d) 关于民间社会作用的建议；
(e) 关于如何最佳利用公众教育推进诉讼目标的指导，尤其当由一个缔约方进行诉讼时；
(f) 如何找到相关文件及其它证据并使之被接受；
(g) 如何最充分地将已能获得的关键证据材料集中在一起；
(h) 关于集体诉讼等程序问题的指导；
(i) 考虑如何最充分地参与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及
(j) 向缔约方会议建议为促进实施第 19 条可采取的其它措施。

框架公约联盟完全支持建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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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框架公约联盟的理解，这项建议将不涉及像对公约第 5.3、8、9/10、11、12、13、14 条和
（现以草案形式正待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批准的）第 6 条那样，起草第 19 条的全面实施准
则。而是专家小组将审查影响对烟草业开展有效诉讼的各种障碍，以及通过各缔约方之间的合
作能克服障碍的各种方式，包括在缔约方会议上，以及通过国家行动的方式。
专家小组很有价值，这是框架公约联盟的信念。许多缔约方避免采取诉讼，可能不是因为他们
怀疑诉讼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怀疑他们克服烟草公司故意阻挠策略的能力。配有评注的示范
法律等工具，可能会在各个区域激发立法行动。
此外，第 19 条的行动不应再进一步拖延，因为第 19 条的行动对加快整个公约的实施能起到重
要作用。
框架公约联盟邀请各缔约方通过关于成立第 19 条专家小组的建议，并确保有资金支持专家小
组在缔约方会议第六届会议召开前完成工作。

加拿大立法促进对烟草业的法律诉讼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01 年《烟草损害和卫生保健费用收回法》生效。这部法律部分受到美
国佛罗里达州更早些法规的启发，为省政府起诉烟草业以收回公共卫生保健费用奠定了框架。这部立
法的规定包括：
• 要求烟草业证明烟草业不当行为没有造成与烟草相关的卫生保健费用（举证的责任通常在作
为原告的政府一方）；
• 消除提起诉讼的时间段限制（截止时间），使政府能对更早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不当行为
寻求获得损害赔偿金；
• 允许政府使用各种统计证据证明其要求；
• 允许政府寻求收回与烟草业不当行为有关的过去的费用之外，还可收回预测的未来的费用；
• 允许主要根据公司市场份额，分配损害赔偿金支付比例。
i

2005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烟草业的法律挑战，维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的合宪法性 。加拿大
10 个省中有 9 个根据英国传统，采用普通法体系，每个省都通过了基本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相同
的立法。魁北克省根据法国传统采用民法体系，通过了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效果相似的立法，只是措
词不同。
10 个省中有 9 个省政府对烟草业实际提起了法律诉讼，总计寻求获得超过 1000 亿美元的损失赔偿
金。审判日期尚未确定。被告包括外国母公司，比如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剩余的一个
省 Nova Scotia 已经宣布打算提起诉讼。
关于法律诉讼的更多信息：
美国诉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等案[通常称为 RICO 案]
无烟草青少年运动提供的如下时间表，提供了比较好的概括，包括判决（时间表中 final opinion）的
链接：http://www.tobaccofreekids.org/what_we_do/industry_watch/doj_lawsuit/timeline/
现在正在加拿大魁北克审理的集体诉讼案：CQCT 和 Jacques Blais 诉 JTI-Macdonald 公司等；
Cécilia Létourneau 诉 JTI-Macdonald 公司等
作为证据提交的文件： http://www.cqts.qc.ca/recours/en/legal-documents/
Rolah McCabe 诉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案
维多利亚州高等法院判决：http://www.austlii.edu.au/au/cases/vic/VSC/2002/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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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Columbia v. Imperial Tobacco Canada Ltd.,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2005, http://scc.lexum.org/decisia-scccsc/scc-csc/scc-csc/en/item/2282/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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