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击烟草产品非法贸易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何需要一份议定书 

 

 

1. 政府为何需要打击 烟草产品的非法贸易？ 

• 损失收入。香烟和其它烟草产品拥有较高的税收价值且较容易处理、运

输和转移。据欧盟反欺诈办公室（OLAF）统计，2007年，一集装箱香

烟（1千万支）的平均税收价值在欧洲达到2百万美元，而在英国高达6

百万美元。i这均属走私者的潜在利润。估计烟草产品非法贸易导致世界

各国政府每年损失高达400-500亿美元的收入。ii 

• 妨害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2006年有540万人死于与烟草有关

的疾病iii。烟草产品非法贸易令烟草产品售价更低，从而妨害烟草税收政

策，造成严重健康问题。证据显示，提高烟草产品售价是减少烟草消费

的最有效方式之一。iv 

• 严重威胁法律与秩序的维持。有证据指烟草产品非法贸易系由有组织跨

国犯罪集团进行，来自烟草产品非法贸易所得被用于包括恐怖组织在内

的其它严重犯罪集团。v亦有迹象显示，庞大利润的刺激下，香烟非法贸

易将会进一步扩大。vi美国官方报告指出，由于香烟走私相对而言风险较

低，刑罚也低于走私毒品，因此对犯罪分子吸引力极大。vii 



• 全球性问题。烟草产品非法贸易对所有国家构成威胁。框架公约联盟估

计全球非法香烟贸易占全球香烟销量的10.7%，达到6千万支。.ii即使在

走私或伪造烟草产品并不普遍的国家，烟草产品非法贸易也构成威胁，

因为此类贸易扩散极为迅速。压制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筹资和发展符

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2. 什么是烟草产品的非法贸易？ 

烟草产品非法贸易指法律禁止的、与烟草产品 

• 生产  

• 运输 

• 接收 

• 拥有  

• 分销  

• 销售或  

• 购买 

有关的任何做法或行为，包括任何意图协助此类活动的做法或行为。 

3. 非法贸易的主要类别有哪些？ 

走私意指非法进口产品和非法产品的非法制造。烟草产品的走私和非法制造

有多种形式。大型有组织走私包括非法运输、分销和销售大批香烟和其它烟

草产品。大型走私者一般通过在批发分销链中（此时产品未征税）从合法市

场转移、在出产国和官方目的地之间运送、或走私伪造产品而避开所有对烟



草产品的征税。来自合法市场的烟草产品在转移途中“消失”而被非法商人购

买或销售，然后进入非官方目的地国家的非法市场。iv第二种走私形式是小

型走私或“非法运销”，包括由个人或小团体在低税率司法辖区购买超过海关

规例限额的烟草产品，以供在高税率的国家转售。非法制造意指违法生产烟

草产品。相关法律指税法或限制烟草产品制造的其它法律（例如许可或反垄

断法）。伪造烟草产品也是非法制造的一种形式，所制造的产品在未经商标

拥有人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商标。  

 

4. 导致非法贸易的因素有哪些？ 

烟草业称，非法贸易是由于高税率而出现，而世界银行的分析显示，非法烟

草产品的涌现与贪污和对违法交易的容忍有关。非法烟草产品贸易在全球的

高低税率国家都有进行，原因是对香烟的国际流动缺乏控制，以及背后操纵

的犯罪组织拥有分销走私香烟的成熟系统。iv  

 

5. 烟草业在协助非法贸易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大型走私主要是大批香烟在国际运输中消失的结果。烟草制造商一直声称他

们把产品卖给首批贸易商，但他们无法控制供应链以确保产品在最终目的地

合法出售。事实上，国际烟草制造商在协助走私操作中有甚深关联。viii ix x 

xi2000年，BAT副主席Kenneth 

Clarke在回应对该公司与走私之关联的曝光时，指走私是由高税率引起，而

且“当政府不准备处理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时……我们采取完全合法的行动，

让我们的品牌与竞争者的品牌一道出现在合法以及走私市场。”xii   



针对烟草公司的控案已令烟草公司的出口实务发生重大改变。2000年11月

，欧共体控告PhilipMorris和RJReynolds公司进行走私。是次起诉的效果立

竿见影：欧盟14国（即除英国以外的欧盟14国）查获的香烟自2000年的43

亿支剧降到2002年的23亿支。xiii该案件后，PhilipMorris和日本烟草公司与

欧共体以及27个成员国中的26个签订了反走私和反伪造协议。协议内容，

例如跟踪与追查、控制供应链以及查获走私产品的罚款等，均已纳入由《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非法贸易专家组所编制的议定书模板之中。xiv

这些协议至今仅适用于两家公司以及26个欧洲国家，并非适用于所有烟草公

司及国家。有关协议的更多详细资料请参考框架公约联盟（FCA）实况介绍

。xv 

 

6. 为何需要一个议定书才能有效打击非法贸易？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将非法贸易确认为只能通过各国合作才能

有效解决的跨境问题，而讨论非法贸易的第15条有关实行有效打击的部分却

不够详尽、全面。缔约方会议（COP）因此决定展开就非法贸易议定书的

谈判。xviFCTC的152个缔约方xvii涵盖世界人口和烟叶产量的80%、香烟产量

的76%、香烟消费的78%、以及香烟和烟叶出口商的70%。xviii，真正建立一

个全球性网络。FCTC缔约方采纳、批准及实行一个有力的议定书，对打击

已成气候的烟草产品国际违法贸易以及烟草业在其中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至关

重要。 

 

 



7. 议定书应包含什么内容？ 

   COP第一届会议成立的专家组已发展出针对烟草产品非法贸易的议定书模板 

xix 

第二届会议将该模板确认为启动议定书谈判的基础。xxFCA支持该模板，xxi

其中包括打击非法贸易的广泛国内外系列措施。模板中规定的措施包括对烟

草产品的标识规定，以便对产品进行从制造商到销售点的跟踪与追查，从而

辨识出包括伪造产品在内的非法产品。xxii这亦有助确定从合法市场到非法市

场的转移点。对供应链参与者的许可制度能够确保对其进行有效监控，参与

者被发现涉及非法产品时有可能会被吊销许可。模板还包括制造商控制其产

品供应链的义务，针对违反者规定了严厉的罚款措施。进一步执法和国际合

作措施，例如调查和检控罪行、资料分享、司法互助和引渡安排等，将会增

强各国政府有效合作打击非法贸易的能力。 

   

8. 打击非法贸易的成本和利益是什么？ 

实行烟草产品非法贸易议定书会有成本，但通过对税法的更完善执行而带来

的政府收入，预计会远高于这些成本。此外，法律还可要求烟草业支付打击

非法贸易的成本。2007年，巴西实行了高科技税务印花系统，其成本估计

为每包香烟1.7美分。xxiii由于法律规定此费用烟草制造商支付，因此政府承

担的成本微乎其微。 

加州的实验证明打击非法贸易能整体提升政府收入。加州当局已强制执行许

可制度，并引入了高科技税务印花，调查部门亦加紧了对分销链的控制，成

本为每年9百万美元，由此产生了庞大的香烟额外税收收入——



由于采纳许可制度和税务印花，2004年1月至2006年3月间，多征收的香烟

税款高达7500万美元。xxiv  

西班牙也实施了具成本效益的打击非法贸易措施，令当地的走私香烟市场份

额从1995年的16%跌至2002年的2%，同期香烟税收从23亿欧元倍增至52亿

欧元。xxv西班牙海关表示，他们的成功并非来自几乎难以实行的街头分销控

制，而在于通过情报、海关行动、合作与技术，从“集装箱层面”上减少对本

国的非法产品控制。xxvi 

 

9. 打击非法贸易的国际协议是否会限制国际贸易？  

标准化的国际系统对各国司法辖区内的烟草产品施加一致的要求，对自由贸

易带来的负担较各自为政的措施少。至于要求实行的某些消除烟草产品非法

贸易的措施可能限制贸易，在众多多边条约中已有先例。例如，《打击非法

生产和贩卖火器、火器部件、零件和弹药公约》xxvii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xxviii均包含进出口许可制度要求等与《关税和

贸易总协定》(GATT)第11条相反的条款。.xxix  

在这些公约中纳入贸易限制条款的前提，是基于这一假设：GATT第20条等

例外情况的规定已令缔约方有足够空间实行这些协议中的措施。GATT第20

条的例外情况允许缔约方采纳一系列公共政策目标，包括执行税务措施和保

护健康。在FCTC的序言部分，FCTC缔约方已清楚确认了“优先考虑其保护

公众健康的权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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