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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公约联盟政策通报 

为实施公约动员资源 
 
 
 
 
 
 
 
 
 
 
 
 
 
 
 
 
 
 
为什么为很重要？ 
 
在有为施公为的政治意愿为，为源或技为为为不足常常延为或破坏为展。在为为方会为第七

届会为上，就为为大量更多为源支持烟草控制的策略达成一致必为作为一个为先事为。第七

届会为的多份为告着重指出，为源不足为为破坏为施公为的为展 1。如果要为为全球为烟草

控制的承为，为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持为的。 

第七届会为日程上的多个为目，包括第 6.4、6.5 和 7.5 为，提供了推为行为，为为为源用于

国家为面为施条为的机会。为一份政策为为着重介为为为为源为一重要主为，并提供一些具

体的行为建为。 

为源与公为为施 
 
烟草使用为政府和社会为来巨大为为成本，包括为失为为力、收入为失和为生系为承受的为

担。烟草使用也使人为陷入为困的泥沼不能自拔。根据最新一期《烟草为册》，与烟草消为

相关的全球为为为成本每年有可能超为 1 万为美元 2。为烟草控制配置的为源，为与为一为

成本相适为。 

                                                 
1 附件 2 包括了在国家层面实施公约面临缺乏资源的一些关键表述 
2
《烟草图册》。第 5 版。世界肺健基金会。2015 年。见：www.tobaccoatlas.org 

本文件涉及临时议程项目 6.4、6.5 和 7.5 

主要建议 
 
框架公约联盟敦请缔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就动员大量更多资源支持国家

层面烟草控制的策略达成一致。第七届会议应采取如下四项行动： 
1. 审查缔约方当前实施公约的需要，确定哪些是重要的优先事项，

以提示动员资源工作； 
2. 对今后例行地审查缔约方实施公约的需要以及应对这些需要的机

制达成一致； 
3. 要求公约秘书处与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协调，一起向出资方以策

略性和系统的方式传达缔约方实施公约的需要； 
4. 要求向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介绍国内和国际上

动员资源支持烟草控制的进展。 

http://www.fc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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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在为多国家，只有一名全为或兼为的工作人为为为从事国家烟草控制工作，而不是开

展必要的工作所要求的一为工作人为 3。世界为生为为估为，要充分地为为烟草使用流行，

从而降低与之相关的为为为担，各国政府需要每年配置几十万美元为金 4，而不是当前为多

国家每年花为的几万美元 5。 

国为为源的作用主要是支持国家为烟草控制努力，促为其可持为性。每个国家为为和为持足

为的国内为源用于烟草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在为一方面，烟草税能起到重要作用。2015 年，

作为《为的斯为为巴行为为程》的一部分，世界为为人为为到，烟草税不为本身是一为良好

的为生措施，也是国内为为为源的一为有效策略和为为展融为的一个潜在渠道 6。 

建为第七届会为采取的行为 
 
框架公为为盟建为第七届会为在为为为源方面采取如下四为行为 7。通为一为决定，为决定

为明确为定，在为加为公为为施的可持为措施为行为为为为通为的四为行为（为为为程为目

6.4）。 

1. 作为第一步，第七届会为为为为当前为为方为施公为的需要，并确定重要的为先重

点。比如，为为方会为可能希望通为需求为估任为确定的最常为的需求列表（为告

FCTC/COP/7/19 第 10 段）作为为先重点，或者在加为为施公为的可持为措施工作小为收集的

信息（为告 FCTC/COP/7/18 第 10 和 11 段）基为上为一步为展。 

为些为体介为为示，为为方会从公为多为条款的为施为助上为益，尤其是一般为为（公为第

5 条）和价格和税收措施（公为第 6 条）。为为公为为两为条款的为施需要，从多个方面为

加大公为的为施提供了机会。在烟草控制上具为有效的多部为为为，防止烟草控制政策受到

烟草为干为，会加快各为烟草控制措施的为施。提高烟草税，会为来健康益为，也会增加政

府收入，可以配置用于支持开展更多烟草控制工作。 

2. 为为方会为为把例行地确定和为为为为方为施公为需要的流程正式化。第七届会为为

就为施公为的为先重点的初步清为达成一致，在将来的为届为为方会为上为常性地确定和为

为为些需要，也是重要的。为为的流程为包容、完善和透明。为告 FCTC/COP/7/18 第 30 段包

含的一为建为，即：秘为为定期向为为方会为为告为为方的需要以及为为为些需要的行为，

为制定为为的流程提供了一个机会。 

作为为一正式流程的一部分，为向每一届为为方会为呈交为施为告的分析和其他相关信息。

分析为为重确定、为为和加为为为方的为施需要。为为任为可以由公为秘为为为独完成，或

者与为为方会为要求的其他流程为为完成，比如建为的公为为施情况为为机制，或者与其他

利益攸关方为合完成，比如为合国开为为划署。 

为为方会为第七届会为为为公为为告安排的为告（文件 FCTC/COP/7/15）建为为立公为为施

情况为为机制。公为为施情况为为机制有很大潜力以更系为更有效的方式支持为为方会为为

为为为方的为施需要。比如，为机制可以为助确定为为方为为助的需要，因为为机制建为的

任为包括为为各为为方为施情况为告和向为为方会为为达确定的为助需要。 
                                                 
3
国家情况所含信息来自为世卫组织 2015 年全球烟草使用流行情况报告收集的数据。见：

http://www.who.int/tobacco/surveillance/policy/country_profile/en/ 
4
世卫组织，2011 年。扩大对非传染性疾病的行动：需要投入多少？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见：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2313_eng。pdf 
5
国家情况所含信息来自为世卫组织 2015 年全球烟草使用流行情况报告收集的数据。见：

http://www.who.int/tobacco/surveillance/policy/country_profile/en/ 
6 2015 年第三届发展融资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见第 32 段：http://undocs.org/A/RES/69/313 
7 附件 1 提供了在这份框架公约联盟文件里提及的相关议程项目、报告和最重要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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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为，为为方会为第七届会为要求公为秘为为与为合国开为为划署等其他相关利益攸

关方为为，一起为极、系为地向出为方为达为为方的需要，也是重要的。为告

FCTC/COP/7/18 第 41 段提出，为了吸引用于公为为施的投为，需要有向为助者和出为方提升

烟草控制的为为的努力。 

向出为方为达为为方需要的一个机会可以是 2017 年初公为秘为为在日内瓦召集的多个利益

攸关方参加的会为。第七届会为关于秘为为筹为努力的为告（文件 FCTC/COP/7/26）建为，

由秘为为召集和由感为趣的为为方常为代表为参加的会为作为融为为为，可能提供为达公为

及其为算的为金需要的机会。 

不为，为为为为的会为，只是沟通公为为算的需要是不为的。必为抓住为为的机会，清楚、

系为地沟通为为方为施公为方面的需要。此外，为邀为可能提供为施公为的为源和技为为助

的双为和多为为展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参加此次会为。 

4. 第七届会为为要求向第八届会为提交关于为为国内和国为为源用于烟草控制的为展为

告。为为国内为源，为告可以包括最佳为践和策略，比如定向使用烟草税，或各国政府采取

的要求烟草为承担与为施公为相关的任何成本的措施。 

为为国为为源的部分不为可以描述与烟草控制相关的国为为源，也可以描述把烟草控制为入

为展为程的为展（包括用于为施公为的为展为助的任何增为）以及为得国为为源的可能为新

策略 8。

                                                 
8
实施烟草控制措施的财政资源：创新融资的潜力。Munoz Viviana, Deborah K. Sy, Nirmalya Syam, 

German Velasquez 和 Vicente Yu。South Centre。日内瓦。2013 年 12 月 15 日。见：https://idl-
bnc.idrc.ca/dspace/bitstream/10625/52431/1/IDL-524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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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与国家为面为为为源用于公为为施相关的为为方会为第七届会为正式为告的段落 

日程为目 6.1： 

公为确定的为告安排 

FCTC/COP/7/15 

第16段：专家小组强烈同意：需要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实施情况审查机制来改善公约的实施情况，而且这种

机制也有助于向缔约方提供重点支持。专家小组还达成了明确

的结论：提出的实施情况审查机制应符合以下基本原则/标
准：审查机制对缔约方是建设性的和支持性的，而不是批评或

指责机制；应该透明客观；并具有成本效益。 
 
附件1第9段：第5步：委为会可能会与为为方开展为一步建为

性为为，以确定在其为施世界为生为为烟草控制框架公为的为

程中提供其他支持方式（包括探索为源配置方案）。 
 

为程为目 6.4： 

加为公为为施工作的

可持为措施 

FCTC/COP/7/18 

第30段：利用为施为告和需求为估任为，系为化为果信息，向

为为方会为提交有关为为的主要挑为、差距和需求以及后为援

助行为的定期为告。（公为秘为为） 

第31段：制定关于援助实施的详细行动计划，供缔约方会议第

八届会议审议。这项计划应考虑到工作小组提供的战略方向，

并以在过去11年实施公约中积累的经验为基础。秘书处将向缔

约方会议第七届会议呈交有关制定此类行动计划方式的提议。

（公约秘书处） 
 
第41段：制定一项总体资源调动战略，使其包括：公约秘书处

的筹款倡议，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考量、着重于为世

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实施投资的理由，以及提高公约

的知名度。（公约秘书处、各缔约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

他相关联合国合作伙伴） 
为程为目 6.5： 

为政为源和为助机制 

FCTC/COP/7/17 

第10段：需求评估任务对确定实施公约面临的更频繁的挑战和

国家需求非常有用。需求评估任务还为提高政治领导人和决策

者的认识提供了很好机会，可以调动内部资源并将公约的实施

与国家卫生和发展计划相协调。需求评估任务对于应在哪里集

中力量提供充分援助，提供了有用信息。例如，法规的制定、

国家多部门协调机制的建立、加税政策的协助或国家行动计划

的制定，都是确定的主要需求。参见下表了解最常见的确定的

需求。 

需求为估任为中确定的五为最大需求（2009-2015 年）： 

• 修订或制订新法规（32 个缔约方） 

• 建立或加强国家多部门协调机制（28 个缔约方） 

• 提高烟草税（23 个缔约方） 

• 制定或最终确定国家行动计划（22 个缔约方） 

• 在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UNDAF）中纳入对实施公约的

支持（22 个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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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程为目 7.5： 

公为秘为为的筹款活

为和为同工作 

FCTC/COP/7/26 

第11-12段：筹资对话 

筹资对话机制得到主席团的大力支持，一些机构（如世卫组

织）已使用这种机制获得成员国为该组织活动提供资金的承

诺。可以对这种机制加以修改以适合公约的要求。为确保通过

的工作计划中缔约方会议核准的预算需求与资助其实施的可用

资金之间达到更好的匹配，缔约方可能在通过工作方案后不久

承诺捐款，特别是针对由预算外资金资助的活动。  

例如，通过工作计划和预算两到三个月后，有兴趣的缔约方常

驻代表团可能在日内瓦会面进行筹资对话，他们可以确认承诺

或至少分享一些关于其两年度预算外资助的指示性信息（例如

可用财政资源的大约数值，或借调人员提供的人力资源）。工

作计划通过后这两到三个月的延迟将允许缔约方内部以及缔约

方常驻代表团与其首都进行协商。这些工作有助于确保公约秘

书处更充分、更可预测地规划依赖预算外捐款的工作；这还可

能扩大捐助基础、提高缔约方的参与度并鼓励更快地实施缔约

方会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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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为为方会为第七届会为正式为告中为缺乏公为为施为源和/或支持的提及 

公为全球为施为展情

况 

FCTC/COP/7/4 

第 17 段：教育、交流、培为和公众意为（第 12 条） 

一些为为方为告推出了新的教育或公众宣为活为或为划，或成

功延为了之前建立的活为或为划。…尽管整体上取得良好成

为，但仍有少数为为方提到，由于缺乏为源为致为划的活为削

减。  

第28段：实施方面的重点、需求、差距和挑战 

三分之一的为为方表示缺乏足为和可持为的为政为源用于为施

公为，六分之一的为为方为告他为需要更多的人力为源。  

第31段：缺乏人力和财政资源仍然是最常提到的不足之处，而

烟草业仍然是实施公约最重要的障碍。 

公为影响为估 

FCTC/COP/7/6 

第 26 段：障碍 

尽管公约的实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仍然存在障碍，其

中包括：…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支持不足… 

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 

FCTC/COP/7/17 

第 38 段：在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背景下为施条为面为的挑为 

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缔约方的需求：缔约方在获取资金以加

强实施公约时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长期和可持续的筹资。 

第40段：可能的前进方向 

虽然提供了援助机制和资源，但这些往往是不够的，或难以获

得。 

加为公为为施工作的

可持为措施 

FCTC/COP/7/18 

第4段：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实施的一个主要障碍

是缺乏人力和财力资源。超过一半的缔约方（69个）报告了可

用资源和现有资源之间的差距，包括对焦点联络人培训和能力

建设的需求。 

第14段：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国家烟草控制计划、充足的资源

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对有效使用援助机制构成了障碍。 

第48段：许多缔约方报告了多部门协调方面的薄弱处，以及缺

乏分配给烟草控制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与为施公为有关的为

易和投为为为及法律

挑为，包括为定 

FCTC/COP/7/21 

第12段：缺乏（财力和人力）资源。缺乏资源本身是实施公约

面临的一项挑战，同时它也加剧了上述挑战。缺乏财政资源通

常会导致缺乏人力资源和/或技术能力，反过来又使部门间的

协调更加困难，降低应对投资索赔的能力，总之，使一些政府

更容易受到烟草业的压力。不仅烟草控制政策制定需要技术能

力和人力资源，投资政策制定也需要（例如，利于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投资协定的设计和谈判、对现有国际投资协定的评估及

其受到投资者索赔的可能性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