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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烟草在娱乐媒体中的描述问题： 

专家小组的报告 
 

 
 

为什么这很重要？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始终是减少烟草消费和烟草相关危害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公约

第13条要求各缔约方全面禁止各种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这包括来自一个缔约方领土的跨

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同时承认缔约方对禁止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进入本国

领土拥有主权。 
 

框架公约联盟在此感谢专家小组介绍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娱乐媒体中描述烟草这

个重要问题。专家小组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演变和执行第13条面临的挑战发出了警报，

包括通过娱乐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营销。近期对社交媒体平台（在公约起草时尚不存在的一种

媒体）上烟草广告的调查，揭示了有可能破坏第13条的新威胁，要求国际合作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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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 框架公约联盟不支持专家小组在文件FCTC/COP/8/7中的建议，即要求成立一个

工作小组，制定第13条实施准则的增编。框架公约联盟也不认为设立一个工

作小组讨论编写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新议定书有任何价值，这个

问题在之前的缔约方会议上讨论过，已被否决。 

• 框架公约联盟建议，各缔约方审阅为缔约方会议之前届会编写的关于第13

条的报告，尤其是文件A/FCTC/COP/2/10和FCTC/COP/3/9。 

• 框架公约联盟鼓励各缔约方考虑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建立知识中

心，以此作为正式的通知系统，如在第三届会议前在文件FCTC/COP/3/9中建

议的那样。 

• 框架公约联盟建议各缔约方要求公约秘书处委托营销和分析学专家编写一份监

测指南，详细介绍目前可以用于调查在当代跨国界媒体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

平台上进行隐蔽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方法和社交媒体分析学工具。 

http://www.fc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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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专家小组提出的解决它确定的问题的行动建议，可能费用很高并且不切实际。之前

的一个专家小组（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前）和之前的一个工作小组（第三届会议前）提

出了几项很好的建议，当时的缔约方会议未予采纳，不过，框架公约联盟建议现在可以重

新审阅。 
 

 
背景 

 

专家小组对媒体消费的新规律、烟草业营销和对正常化和增加青少年烟草使用的潜力做了

全面介绍。 
 

此外，近期更多证据显示，烟草公司使用社交媒体渠道广告宣传其产品1，常常使用隐蔽的

方法，比如付费通过称为“社交媒体影响者”发布材料作宣传促销，而不披露其与烟草业的财

务关系2。对接受付费在社交媒体上促销卷烟的影响者的多国匿名访谈显示，烟草公司招募

和使用有最大潜在受众的最年轻影响者，使自己的烟草营销到达不作限制的全球受众3,4。 
 

我们早已认识到执行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挑战，尤其是在新兴全球媒体平台上。

不过，各缔约方认识到，在传统媒体上和在互联网、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等当代平台上，应

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要求有国际合作。各缔约方也认识到，执行全面的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禁令，需要非国家行为者的支持，文件FCTC/COP/8/7指出： 
 

“民间社会在确保此类立法得到维护中起到关键作用，包括监测和报告娱乐媒体如何描
绘烟草的作用。缔约方应当为民间社会提供渠道，提高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政策的
违法成本”。 

 

之前的缔约方会议届会考虑过如何有效地应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作为起点，审

阅缔约方会议设立的届会期间小组之前在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上完成的工作，

这很重要。 
 

根据FCTC/COP2(8)决定，设立了工作小组，任务是起草第13条实施准则，该实施准则在缔约方

会议第三届会议上获得通过。该工作小组的任务还包括编写协助缔约方结束跨国界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的进一步措施建议。为此，在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上，工作小组建议设立一个网 
 
 

 

1  
Astuti PAS, Assunta M, Freeman B. Raising generation ‘A’: a case study of millennial tobacco company 

marketing in Indonesia. Tobacco Control 2018;27:e41-e49. 
2 

Big Tobacco’s Global Reach on Social Media. The New York Times. S. Kaplan. August 24,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24/health/tobacco-social-media-smoking.html;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something behind the cigarettes you see on social media: a deceptive strategy from Big Tobacco to 

addic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mokers. https://www.takeapart.org/wheretheressm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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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ion filed by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organisations to 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gainst 

PMI, BAT, JTI and Imperial Brands to stop deceptive tobacco advertising online. August 24, 2018. Page 41. 

https://www.takeapart.org/wheretheressmoke/wp-content/uploads/2018/08/FTC-Petition-Full.pdf 
4 

Petition filed by ACT promoçao Saude (Brasilian NGO) to the federal prosecutor of the State of São Paulo, 

federal prosecutor of São Paulo and to Procon/SP, against Souza Cruz (Brasilian subsidiary of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denouncing new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social media and events. September 1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24/health/tobacco-social-media-smoking.html
https://www.takeapart.org/wheretheressmoke/
https://www.takeapart.org/wheretheressmoke/wp-content/uploads/2018/08/FTC-Petition-Full.pdf
https://www.takeapart.org/wheretheressmoke/wp-content/uploads/2018/08/FTC-Petition-Full.pdf
http://actbr.or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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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称为知识中心），作为“报告跨国界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事件的场所5”。 把知识中心作为

通知系统的逻辑是，所有缔约方已经受到第13条的约束，因此，应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

助；如果广告从一个缔约方“泄露”到或针对另一个缔约方，比如通过跨国界媒体，应有一种简

单的方式供接受的缔约方通知发出的缔约方这一违反情况。 
 

工作小组建议，知识中心网站包括三个单独的部分，分别供1）缔约方；2）缔约方和观察员；

或3）公众访问。除了提供一个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通知系统，知识中心网站还计划

包括缔约方联系人，确定相关专家，并提供信息，提高公众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问题的

意识。 
 
 

供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采取的行动 
 

在第七届会议和第八届会议届会期间开会的专家小组在其决定草案中提出了几项建议，最重

要的几项包括：1）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为第13条实施准则起草增编，规定应对跨国界烟草广

告、促销和赞助的有效行动；以及2）工作小组考虑制定针对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议

定书的必要性。目前，框架公约联盟不赞同专家小组的建议，即：设立工作小组起草第13条

实施准则的增编。实施准则常常侧重根据国家经验确定最佳实践，目前不清楚是否有应对新

形式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足够多的国家管制经验，从而值得设立一个完整的工作小组。 
 

对于专家小组报告附录中决定草案中包括的另一项建议，即未来的工作小组也应考虑是否需

要针对跨国界广告谈判一项议定书，更早的专家小组（第二届会议之前）已经细致地考察过

这个想法。专家小组甚至提供了该议定书的模板。不过，建议说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有更便宜

更高效的方法6。目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也没有证据表明工作小组

是一个比之前的专家小组更好的审阅这个问题的方法。 

 

谈判一项议定书要花费数百万美元，要过许多年才会生效。此外，不能保证大多数跨国界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来源国会签署这样一份议定书。所以，按照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

议设立的工作小组的建议（文件FCTC/COP3/9），开发一个恰当的通知机制，是更为高效的

方法。 
 

目前，框架公约联盟强烈赞同通过知识中心设立这一通知机制的建议；不过，在缔约方会议

第三届会议期间，没有对该建议做出决定7。框架公约联盟继续支持这一建议的解决跨国界

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方法。 
 
 

5 
FCTC/COP/3/9, Annex 3. See document at: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3/FCTC_COP3_9- 

en.pdf?TSPD_101_R0=b81a6c3dd3965305ded9ef40f033b3dflL400000000000000028b348cb0ffff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5b8fd3fd000622823c 
6 
Paragraph 16 “The expert group reached the view that much of the work of groups 1 and 2 would be better 

dealt with in guidelines on the obligations that Parties have already assumed under Article 13 than in a 

protocol.” 
A/FCTC/COP/2/10. See document at: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2/FCTC_COP2_10-en.pdf 

7 
During COP3 it was decided to further consider the recommendations at the fourth session. See 

FCTC/COP/4/10 annex containing Decision FCTC/COP3(14):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4/FCTC_COP4_10-en.pdf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3/FCTC_COP3_9-en.pdf?TSPD_101_R0=b81a6c3dd3965305ded9ef40f033b3dflL400000000000000028b348cb0fff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8fd3fd000622823c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3/FCTC_COP3_9-en.pdf?TSPD_101_R0=b81a6c3dd3965305ded9ef40f033b3dflL400000000000000028b348cb0fff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8fd3fd000622823c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3/FCTC_COP3_9-en.pdf?TSPD_101_R0=b81a6c3dd3965305ded9ef40f033b3dflL400000000000000028b348cb0fff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8fd3fd000622823c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2/FCTC_COP2_10-en.pdf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4/FCTC_COP4_10-en.pdf
http://apps.who.int/gb/fctc/PDF/cop4/FCTC_COP4_1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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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许访问当前趋势和数据分析，协助各缔约方和观察员执行第13条，确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的烟草广告新威胁，会增强这一知识中心应对这一问题的能力。因此，运营该知识中心的人

员应能获得相关的专长，包括如果适当的话，商业企业级社交媒体分析学工具8。 
 

框架公约联盟也建议各缔约方考虑要求公约秘书处委托营销和分析学专家编写一份监测指南，

详细介绍目前可以用于调查在当代跨国界媒体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隐蔽的烟草

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方法和社交媒体分析学工具。这样的监测指南将作为各缔约方当前努力

消除跨国界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一种资源，包括通过（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建议的

知识中心通知其他缔约方。 
 
 
 
 
 
 
 
 
 
 
 
 
 
 
 
 
 
 
 
 
 
 
 
 
 
 
 
 
 
 
 
 
 
 
 
 
 
 
 
 

8 
Examples of enterprise level social media analytics tools are Brandwatch, Crimson Hexagon, or Digimind, 

which allow researchers to analyze online conversations through text and images across a diverse range of 

platforms (e.g.,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YouTube, blogs, wikis, discussion forums, news sites, online 

revi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