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 11 條 

(菸草製品的包裝和標籤)實施準則 

 

目的、原則和術語使用 

目的 

1.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其他條款和公約締約方會議意

圖， 本準則是為了幫助各締約方履行公約第  11 條規定的義務，並提議締約

方可採取哪 些措施來加強其包裝和標籤措施的效力。第  11 條規定，每個締

約方應在公約對該 締約方生效後三年內，採取和實行有效的包裝和標籤措施。 

原則 

2.   為實現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目標，並確保成功實施其各項規定，公約第 4 條

規 定，各締約方除其他外，應遵循這樣一項原則，即宜使人人瞭解菸草消費和

接觸菸 草菸霧造成的健康後果、成癮性和致命威脅。 

3.   在全球，許多人都不瞭解，或者誤解或低估了使用菸草和接觸菸草菸霧帶

來 的患病和夭亡風險。事實表明，菸草致病包裝上精心設計的健康警語和資訊

是提高 公眾對菸草使用健康後果認識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並能切實減少菸

草消費。有 效的健康警語和資訊以及其他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措施，是全面和

綜合的菸草控制 方針的關鍵部分。 

4.   締約方在確定新的包裝和標籤措施時應考慮其他方面的證據和經驗，盡可能 

採取最有效的措施。 

5.   公約第 20 和第 22 條規定，國際合作和相互支援是加強締約方能力，以充分 

實施公約第 11 條並增進其效力的基本原則。 

術語使用 

6.  為本準則目的：

─ “法律措施”系指根據相關轄區的法律，載有或規定義務、要求或禁令

的任何法律文書。這類文書的例子包括但不局限於法令、法律、條例和

政令 或指令； 

─  “內置”系指消費者在零售點購買的每一盒或每一條香菸內置入的信

息，例 如小張印刷品或小冊子； 

─  “外加”系指消費者在零售點購買的每一盒或每一條香菸外部附加的任

何信 息，例如外層玻璃紙包裝內置放或粘在香菸盒外的小冊子。 

 

制定有效的包裝和標籤要求 

7.   精心設計的健康警語和資訊是說明健康風險和減少菸草使用的一系列有效

措 施的一部分。有證據表明，健康警語和資訊可因其突出而增加效果。相對於

較小的 和只有文字的健康警語，較大的和有畫面的警語可能更引人注目，更清

楚地傳達健 康風險，引起更大的情緒反應，促進菸草使用者戒菸，減少其菸草

消費。較大的圖 象警語還更有可能長期保持效果，尤其是向低文化水準人口、

兒童和青年人傳達關 于健康後果的資訊。增進效果的其他因素包括在菸盒的主

要可見部分和主要可見部 分上端標明健康警語和資訊，使用顏色而不只是黑白

標識，要求多種健康警語和信 息並存，定期修訂健康警語和資訊。 



設計要點 

位置 

8.   公約第  11.1(b)(iii)條規定，各締約方應採取和實行有效措施以確保健康警

語 和資訊是大而明確、醒目和清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在包裝上的位置和編排

應在最 大程度上確保醒目。研究表明，健康警語和資訊在包裝的上端比在包裝

的正面下端 和背面更醒目。各締約方應要求健康警語和資訊應擺放在如下位置

上： 

─  在每一盒和每一單位包裝的正面和背面（如果超過兩面，則在每個

主要 面）而不只是在一面 ，以確保健康警語和資訊高度醒目，確

認大部分包 裝類型的正面可見部分對使用者是最醒目的位置； 

─  在主要可見部分，尤其是在主要可見部分的上端而不是下端，以提

高醒目程度； 

─  在正常打開菸盒時不總是影響或遮蓋健康警語的文字和圖像。 

9.   除第 8 段所述健康警語和資訊外，締約方還應考慮要求在包裝各面，增加健

康警語和資訊，以及內置和外加健康警語和資訊。 

10.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他規定包裝和標籤標識或商業內置和外加內容不會遮蓋

健 康警語和資訊。各締約方還應確保，在確定其他標記，例如印花稅票和公

約第  15 條要求標記的尺寸和位置時，此類標記不會遮蓋健康警語和資訊的任

何部分。 

11.   締約方應考慮在位置問題上採取其他創新措施，包括但不限於要求將健康

警語和資訊印在香菸過濾嘴外層和/或其他相關材料上，譬如菸捲、濾紙和紙

張的包 裝以及水菸筒吸菸所用的其他器材上。  

尺寸 

12.  公約第11.1(b)(iv)條規定，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上健康警語和資訊應占主要 

可見部分的50%以上，但不應少於主要可見部分的30%。鑒於有證據表明，健康 

警語和 資訊的 效果 隨 著 尺寸增加 而 增加 ， 各締約 方應考 慮健 康 警 語和資

訊 覆 蓋50%以上主要可見部分，並力爭覆蓋盡可能多的主要可見部分。健康警

語和資訊應 以清晰可見的大號加粗字印刷，字體和顏色應有助於增加整體的醒

目和可讀性。 

13.  如果需要邊框，締約方在計算邊框所占可見部分的比例時，應考慮將圍繞

健康警語和資訊的空間從健康警語或資訊本身的尺寸中扣除，也即，應在健康

警語和 資訊所占空間的總比例上加上用於邊框的空間，而不是將其計入這一總

比例。 

圖像的使用 

14.   公約第11.1(b)(v)條規定，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的健康警語和資訊可採取

或 包括圖片或象形圖的形式。有證據表明，圖文並茂的健康警語和資訊比只用

文字形 式的健康警語和資訊有效得多。它們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便於文化水準

低和不能閱 讀健康警語和資訊文本所用語言的人們接受。締約方在其包裝和標

籤要求中應規定 使用文化上適宜的全色圖片或象形圖。締約方應考慮在菸草製

品包裝的正反兩個主 要可見部分（如果超過兩面，則在每個主要面）上使用圖

像形式的健康警語。 

15.   有證據表明，相對於使用文字的健康警語和資訊，帶有圖像的健康警語和信 



息： 

─    更容易引起注意； 

─    菸草使用者認為效果更強烈； 

─    更有可能長期引人注目； 

─    更好地傳達菸草使用的健康風險； 

─    促使人們更多地思索菸草使用的健康風險和戒菸； 

─    增加戒菸的動力和意向； 

─    促成更多戒菸嘗試。 

16.  圖像形式的健康警語和資訊還可削弱包裝上品牌形象的影響，並降低包裝的 

整體吸引力。 

17.   在為菸草製品包裝製作圖像時，締約方應盡可能取得圖像的所有權或全部

版權，而不是任由平面設計者或其他來源保留版權。這就為在其他菸草控制措

施中， 包括在媒體宣傳中和網際網路上使用圖像提供了最大限度的靈活性。這

還可能使締約 方可向其他轄區發放使用圖像的許可證。 

顏色 

18.  使用顏色取代黑白圖像，會影響健康警語和資訊圖像部分的總體引人注目

程度。因此，締約方應要求健康警語和資訊的圖像部分使用全色（四色印

刷），而不 是僅僅黑白兩色。締約方應要求文字的背景使用對比色，以加強健康

警語和資訊文 字部分的引人注目效果，並儘量提高其清晰度。 

輪換

19.  公約第  11.1(b)(ii)條規定，健康警語和資訊應輪換使用。實施輪換，可同時 

顯現多種健康警語和資訊，或規定一個日期，在此日期之後，更換健康警語和資

訊 的內容。締約方應考慮一起使用這兩種輪換形式。 

20.  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的新穎效果很重要，有證據表明，健康警語和資訊不

斷重複，其效果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改變健康警語和資訊可以帶來效果的提

高。健 康警語和資訊的輪換，以及其編排和設計的改變，對保持醒目和加強效

果很重要。 

21.  締約方應規定一系列可同時顯現的健康警語和資訊。締約方還應要求印製

特定系列的健康警語和資訊，以便每條資訊都出現在每個品牌家族以及品牌家

族內每 個品牌每種包裝尺寸和類型同等數量的零售包裝上。 

22.  締約方應考慮確定兩個或更多套健康警語和資訊，從一開始就擬就，以便

在一定期限後，如每 12 至 36 個月進行更換。在過渡階段，即在一套新的健康

警語和 資訊取代舊的健康警語和資訊時，締約方應規定兩套健康警語和資訊之

間輪換的緩 沖期，以便兩套內容可以在這段期間同時使用。 

資訊內容 

23.  使用一系列健康警語和資訊，增加了取得效果的可能性，因為不同的健康

警語和資訊可在不同人群中產生反響。健康警語和資訊除危害健康的後果和接

觸菸草 菸霧的影響之外，還應涉及與菸草使用有關的其他問題，例如： 

─    關於戒菸的勸導； 



─    菸草的成癮性； 

─    經濟和社會的不利後果（例如每年購買菸草製品的費用）； 

─    菸 草 使 用 對 其 他 重 要 人 物 的 影 響 （ 例 如 一個 人 的 父 親 因 吸 菸 而

過 早 患 病，或一個親人由於接觸菸草菸霧而死亡）。 

24.  締約方還應考慮為其他資訊採用新穎的內容，例如不利的環境後果和有害的

菸草業慣例。

25.  重要的是以有效的方式傳達健康警語和資訊，語氣應有權威性，言之有物，

但不作判斷。健康警語和資訊還應使用文化上適宜的簡單、明瞭、準確的語言。

健 康警語和資訊可採取各種編排形式，例如證明書和正面的支援資訊。 

26.  有證據表明，如果健康警語和資訊能夠引起對菸草使用 的不愉 快的情

緒聯想，同時個人化的資訊使健康警語和資訊更加可信和與個人更多關聯，它

們就可能 更加有效。產生恐懼等負面情緒的健康警語和資訊可能有效，特別是

當其與用來提 高菸草使用者戒菸動力和信心的資訊相結合的時候。 

27.   在菸草包裝上提供戒菸諮詢和戒菸求助途徑，如網址或免費戒菸專線電話

號碼，對幫助菸草使用者改變行為很重要。締約方應注意，與戒菸有關的服務

需求增 加，可能要求追加資源。 

語言 

28.   公約第 11.3 條規定，每一締約方應規定，第  11.1(b)條和第  11.2 條規定

的警語和其他文字資訊，應以其一種或多種主要語言出現在菸草製品每盒和單

位包裝及 這類製品的任何外部包裝和標籤上。 

29.   在轄區內如有一種以上主要語言，健康警語和資訊可以一種以上語言顯示

在每一主要可見部分，或代之以在不同可見部分使用一種不同語言。在適當

時，可以 在轄區的不同區域使用不同語言或語言組合。 

來源歸屬 

30.   來源歸屬聲明給出了菸草製品包裝上健康警語和資訊的已知來源。然而，

對它們是否應構成警語和資訊的組成部分有不同看法。某些轄區作出來源歸屬

聲明， 以增加健康警語和資訊的可信度，而其他轄區決定不納入來源歸屬，因

為擔心可能 轉移對警語的注意。在要求作出來源歸屬聲明的地方，它往往被放

在健康警語的末尾，字體小於警語其他部分。最後，締約方特有的環境，如目

標居民亞人口群的信 仰和態度，將決定使用來源歸屬可能增加可信度還是削弱

影響。 

31.   如果有此要求，來源歸屬聲明應標示可靠的專家來源，例如國家衛生當

局。 聲明不應過大，以至抵消資訊的整體引人注目程度和影響，也不應過

小，妨礙閱讀。

關於成分和釋放物的資訊 

32.   公約第11.2條規定，在菸草製品的每盒和單位包裝及這類製品的任何外部

包裝和標籤上，除第  11.1(b)條規定的警語外，還應包含國家當局所規定的有

關菸草製品成分和釋放物的資訊。 

33.   在履行這一義務時，締約方應要求在每盒或單位包裝上顯示關於菸草製品

釋 放物的相關定性說明。此類說明的例子包括“這些香菸的菸霧中含有眾所

周知的致 癌物質苯”以及“吸菸會使你接觸 60 多種致癌化學物質”。締約

方還應要求在主要可 見部 分或在沒 有標明 健 康警語和 資訊的備 用 顯示區



（如包裝側面）上顯示這一信 息。 

34.   締約方不應要求在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上作出關於菸草成分和釋放物的定

量或定性說明，暗示一種品牌比其他品牌更少危害，例如焦油、尼古丁和一氧

化碳數 字，或聲明“這些香菸含有較低水準的亞硝胺”。 

35.   以上 3 段應與第 43-45 段配合閱讀。 有效包裝和標籤要求的編制程式 對

產品種類的考慮 

36.  公約第11.1(b)條要求各締約方採取並執行有效措施，確保菸草製品的每盒 

或單位包裝及這類製品的任何外部包裝和標籤上帶有健康警語和資訊。對小規

模公司或品牌，或對不同類型的菸草製品都無例外。締約方應考慮對不同菸草

製品，例 如紙菸、雪茄、無菸菸草、菸袋菸草、印度雪茄和水菸袋菸草，採用

不同的健康警 語和資訊，以更好地強調每種產品造成的具體健康後果。 

不同類型的包裝 

37.  締約方應全面瞭解其轄區內多種不同類型菸草製品的包裝，並應確定如何

將建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應用於每種類型和形狀的包裝，例如罐裝、盒裝、袋

裝、翻 蓋裝、滑動和貝殼式包裝、硬盒裝、透明包裝、只含一個產品單元的包

裝。

確定目標亞人口群 

38.  締約方應考慮針對亞人口群，例如青年人的警語，並相應修訂健康警語的數 

目及其輪換方式。 

上市前測試 

39.  締約方視其現有資源和時間，可考慮進行上市前測試，以針對目標人口評

估 健康警語和資訊的效果。上市前測試有助於發現一些意外的後果，如無意中

增加了 對吸菸的需求，同時評估其文化適宜性。應考慮邀請與菸草業無關的民

間社會組織 參與這一進程。最後，相對於此後改變法律措施，上市前測試成本

較低。 

40.  締約方應注意，上市前測試不需要時間很長，程式很複雜或費用很昂貴。

只須側重於目標人口的重點人群，即可獲得寶貴資訊，而且基於網際網路的協

商也可作 為一種便捷且費用低廉的備選辦法。上市前測試可與制訂法律措施同

時進行，以避 免不適當地拖延執行。 

公眾資訊和參與 

41.   締約方應將採用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的建議告知公眾。公眾支持將有助於

締約方採用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不過，締約方應確保公眾資訊和參與不致不

適當地 拖延公約的執行。 

支持傳播活動 

42.  採用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如果與更廣泛而持久的公眾資訊和教育運動相

協調，有可能產生更大影響。應及時向媒體提供資訊，因為媒體的覆蓋可以增

加新的 健康警語和資訊的教育作用。 

 

編制有效的包裝和標籤限制條款 

防止誤導或欺騙性包裝和標籤 

43.  公約第11.1(a)條規定，締約方應根據其國家法律採取和實行有效措施，以 



確保菸草製品 包裝和標 籤不得以任何虛假 、誤導、欺騙或可能對其特 性、

健康影 響、危害或釋放物產生錯誤印象的手段推銷一種菸草製品，包括直接或

間接產生某 一菸草製品比其他菸草製品危害小的虛假印象的任何詞語、描述、

商標、圖形或任 何其它標誌。其可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

味”或“柔和”等詞語。名單中所列 詞語是提示性的，並非全部。在按照

第  11.1(a)條履行義務時，締約方不應局限於 

已列明的詞語，還應禁止任何語言中諸如“超”、“極”或類似誤導消費者

的詞語。 

44.   締約方應禁止在包裝和標籤上顯示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排放物生成

數據，包括用作品牌或商標的一部分。源於吸菸機測試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

菸霧排 放生成資料，不能提供對人類接觸量的有效估計。此外，不存在結論性

的流行病學 和科學證據，能夠證明與機器生成菸霧排放量較高的菸捲相比，菸

霧排放量較低的 菸捲較少危害性。銷售標明了焦油和尼古丁生成量的菸捲導致

人們錯誤地認為這些 菸捲較少危害性。 

45.   締約方應禁止在菸草包裝和標籤上顯示到期日，因為這會誤導或欺騙消

費者，使之認為菸草製品任何時候消費都是安全的。 

平裝 

46.   締約方應考慮採取措施，除以標準顏色和字體(平裝)顯示品牌名稱和產品

名稱外，限制或禁止在包裝上使用其他標識、顏色、品牌形象或推銷文字。這

可以增 加健康警語和資訊引人注目的程度和效果，防止包裝轉移對警語和資訊

的注意力， 並解決工業包裝設計技術暗示某些產品比另外一些危害較少的問

題。 

 

法律措施 

起草 

47.   在起草關於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法律措施時，締約方應考慮如下問題：負責

管理法律措施的機構，用於確保遵守和實施的現有措施，以及參與的政府級別。 

管理

48.  締約方應確定負責監督實施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措施的一個或多個當局。締

約方還應考慮讓負責菸草控制事宜的相關當局同時也負責這類法律措施的執行。

如 果這類法律措施的執行交由政府其他部門負責，則相關的衛生當局應為標籤規

範提供意見。 

規模 

49.   締約方應確保與公約第  11 條有關的包裝和標籤規定同等適用於轄區內

出售的所有菸草製品，並對國內生產、進口或打算用於國內免稅市場的這些產

品一視同 仁。締約方應考慮有關措施適用於出口產品的情況。 

費用 

50.   締約方應確保在菸草製品包裝上載入健康警語和資訊，以及關於成分和釋放

物資訊的費用由菸草業負擔。 

責任 

51.  締約方應按照公約第19條，考慮納入明確條款，規定載入健康警語和



信 息，或傳達關於菸草製品的任何其他資訊，不能轉移或抵消菸草業的任何義

務，包 括但不局限於就菸草使用和接觸菸草菸塵引起健康危害問題警示消費者

的義務。 

具體條款 

52.   締約方應在法律措施中納入明確而詳盡的說明，限制菸草製造商和進口商

在實施健康警語和資訊時出現偏差的機會，並防止不同菸草製品間的不一致。

在擬定 此類措施時，締約方除其他外，應審查如下問題： 

─    包裝和產品(見第 37 段)； 

─    在包裝的健康警語和資訊的規定文本中以及在成分和釋放物資訊中

使用 的語言，如果有一種以上的語言，應包括這些語言的顯示問題； 

─    輪換做法和時間範圍，包括同時顯現的健康警語和資訊的數目，以

及關 于新的健康警語和資訊必須顯現的過渡期和截止日期的說明；

─    銷售規範，以便在每個品牌家族以及每個品牌家族內每一品牌不同包 

裝尺寸和類型的零售包裝上，同等顯示健康警語和資訊； 

─    健康警語和資訊中的文字、圖片和圖示應如何實際顯示在包裝上

（包括 具體 說 明 位置 、 措 辭 、 尺寸 、 顏 色 、 字 體 、 編排 和 印 刷

品質），包括內 置、外加和內層資訊； 

─    不同類型的菸草製品在適當情況下的不同的健康警語和資訊； 

─    適當情況下的來源歸屬，包括位置、文字和字體（與健康警語和資 

訊類似的詳盡說明）； 

─    按照公約第  11.1(a)條，禁止以虛假、誤導和欺騙或可能造成錯誤印

象的 手段進行推銷。 

原始檔案 

53.   締約方應考慮提供“原始檔案”，載有高品質直觀實例，用以說明如何

在包裝上 顯示所有健康警語和資訊以及其他資訊。在法律措施使用的語言不夠

明確的時候， 此類原始檔案特別有用。 

膠簽和貼面 

54.   締約方應確保膠簽、帖紙、包裝盒、貼面、包裝套、包裝紙和菸草製造商

推銷的內置物或外加物不會遮掩、覆蓋或破壞健康警語和資訊。例如只允許使

用不能 揭掉的膠簽，並且只能在裝有香菸以外產品的金屬或木制容器上使用。 

守法的責任 

55.  締約方應規定，菸草製品製造商、進口商、批發商和零售設施都對遵守包裝

和標籤措施承擔法律責任。 

處罰 

56.   為阻嚇違法行為，締約方應規定一系列罰款或其他處罰辦法，處罰力度視違 

法的嚴重程度和是否屢次違法而定。 

57.  締約方應考慮採取與締約方法律體系和文化背景相一致的其他 任何處

罰辦法，可包括確立有關罪行並實施處罰，以及暫停使用、限制或吊銷營業和

進口許可證。 



執法權力 

58.   締約方應考慮對執法當局賦予權力，以便其勒令違法者召回違規菸草製

品， 並承擔這種召回產生的所有費用。當局應有權實行其認為適當的任何處

罰，包括沒 收和銷毀違規產品。此外，締約方應考慮公佈違法者姓名及其違法

性質。 

供應截止日期 

59.  為確保及時採用健康警語和資訊，法律措施應規定一個截止日期，屆時製

造商、進口商、批發商和零售商必須只供應符合新規定的菸草製品。指定的時

間只要 足以使製造商和進口商能夠組織新包裝印刷即可。經審議認為，自法律

措施頒佈後12 個月的期限，在多數情況下是足夠的。 

復審 

60.  締約方應該認識到，制定菸草製品包裝和 標籤法律措施 不是一勞永逸

的事情。隨著新證據的出現和特定健康警語和資訊的老化，應定期復審和

更新法律措 施。在進行復審和更新時，締約方應考慮其採用包裝和標籤措施的

經驗，其他轄區 的經驗，以及這一領域的行業做法。此類復審和更新可以幫助

發現弱點和漏洞，也 可發現法律措施所使用語言在哪些方面需要進一步澄清。 

實施 基礎設施

和預算 

61.  締約方應考慮確保存在必要的基礎設施，以開展守法和執法活動。締約方還

應考慮為此類活動做出預算。

戰略 

62.  為加強守法，締約方應在法律要求生效前通知各利益攸關方。對不同的利益攸

關方，例如菸草製造商、進口商和零售商，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戰略。 

63.   締約方應考慮使用監督員或執法代理人，在製造和進口設施及銷售點對菸

草製品進行常規抽查，以確保包裝和標籤符合法律要求。如果有現成的機制，

可以擴 展其職能，按要求檢查商業場所，則不一定建立新的監督體系。適當

時，應將就銷 售點菸草製品進行常規抽查事宜通知利益攸關方。 

對不守法的反應 

64.  締約方應確保執行當局隨時準備迅速而堅決地應對不守法現象。早期做出

有力和及時的反應會使人們明瞭對守法的預期，便於今後的執法工作。締約方

應考慮 公佈執法行動的結果，以便清楚宣示，將調查不守法行為並採取行動。 

投訴 

65.  締約方應考慮鼓勵公眾舉報違法行為，以進一步促進遵守法律。建立一個

執法聯絡點受理不守法案例舉報可能是有益的。締約方應確保及時和徹底地調

查和處理有關投訴。 

監測和評價包裝和標籤措施 

66.  締約方應考慮對其包裝和標籤措施進行監測和評價，以評估措施的影響並

確定需要加以改進的地方。監測和評價還可充實證據主體，幫助其他締約方實

施包裝 和標籤措施。 

67.   對菸草業遵守情況的監測應在立法措施生效後立即開始，並應在此後不斷進

行。 



對人群的影響

68.   重要的是評估包裝和標籤措施對目標人群的影響。締約方應考慮衡量如下方

面：健康警語和資訊的引人注目程度、被理解程度、可信度、信息量、被記得程

度和個人針對性；健康知識和對風險的認知；改變行為的意圖和行為的實際改

變。 

基線和後續工作 

69.  締約方應考慮採用戰略，在包裝和標籤措施實施之前並定期在實施後評估其

影響。 

資源 

70.  菸草製品包裝和標籤措施影響的評估工作的範圍和複雜性，在不同締約方之 

間將有所不同，這取決於它們的目標，以及擁有的資源和技術知識。 

傳播 

71.   締約方應考慮公佈監測守法和評價影響得出的結果，並提供給其他締約方和

公眾。 

國際合作 

72.   國際合作對在菸草控制這一重要而不斷發展領域取得進展是必不可少的。

公約若干條款規定了交流知識和經驗以推動實施方面的進展，特別強調了發展

中國家 締約方和經濟轉型期國家締約方的需要。締約方之間按照第  22 條要

求開展合作， 進行技術、科學和法律知識及專長的轉讓，可以在全球加強

對公約第  11  條的實 施。這種合作的一個例子，就是締約方向尋求使用其

圖像健康警語的其他轄區迅 速、簡便和免費授予許可。國際合作還將幫助確

保在全球提供關於菸草製品的一致 和準確資訊。 

73.  締約方應努力分享有關法律和專業知識，以駁斥菸草業針對包裝和標籤措施

的辯解。 

74.  締約方應考慮根據公約第21條審查其他締約方的報告，加強其對包裝和標簽

方面國際經驗的瞭解。 

 

 

 

（第四次全體會議，2008 年 1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