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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期《亚洲烟草》付梓之际，烟草行业对

于欧盟的《烟草产品指令》（TPD）仍然感到困

惑，理论上讲，这一指令于5月20日开始生效，并

且对业内大部分企业有广泛的影响，对另一部分企

业则有破坏性的影响。

“该指令的措施非常复杂，以至于许多欧盟

国家的监管机构一直在努力起草它要求的国家法

律，这让大家在截止日期前如何合规感到困惑，”

日烟国际公司的欧盟事务副总裁本•汤森说。他

说，这些都是“关于烟草的极端规则”，现在欧盟

有“一揽子全球最严格的反烟措施”。

当地国家必须采取法律法规，以符合TPD2的规定，但很多都没有。

关于TPD2对基本上不受管制的、不断增长的电子烟业务的影响，媒体上

有很多讨论，所以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到那些要点：尼古丁浓度最高为2％；

需要使用防护儿童的瓶子；烟弹液体容量不超过2毫升；禁止大多数广告；

个别成员国可以禁止互联网、跨境销售。然而，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不需要

进行冗长且昂贵的品牌注册（正如美国现在要求的那样）。令人惊讶的是，

没有法定的购买年龄限制，而且医用目的的电子烟不适用这些规定。

但是，TPD2对传统烟草业的影响更加广泛。以下是对卷烟和自卷烟影

响的一些要点：

——较大的强制性图片健康警语必须覆盖包装正面和背面65％的面积；

——禁止在卷烟和自卷烟中添加“特征性”味道，包括一些香料（再

见了，丁香烟），薄荷味除外，而它将在2020年被淘汰；

——每盒必须有20支卷烟，烟盒呈“长方体”形状。禁止细长型和不

规则形状的包装；

——必须通过电子渠道报告卷烟成份；

——卷烟和自卷烟的跟踪查询系统2019年必须到位，2024年扩展到其

他烟草产品。

而且，在TPD2生效前的几小时，菲莫国际公司刚刚在欧盟法院输掉了对

英国、法国和爱尔兰平装计划的官司。菲莫国际声称，平装将破坏知识产权，

导致品牌难以区分，正如菲莫所称，各个国家采用不同的烟草包装规定违背了

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统一协定。菲莫国际将不会对这一裁定提起上诉。

TPD2于2014年5月获得批准，有两年的宽限期，截止到2016年5月，这给

成员国将指令转化为本国法律提供了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5月20日，欧盟一则不太明确的声明说：“（欧洲委员会祝贺）那些已

经将指令转化为本国法律的国家，并且鼓励所有成员国立即有效执行新规

定。一旦欧盟28个成员国开始应用并执行新规定，它们将在扩大和巩固如今

取得的进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具体日期仍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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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非法烟草贸易猖獗

最新的卷烟走私报告显示，烟

草业长期以来致力于应对卷烟销量下

降和高额消费税的行为是正确的。

根据6月8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KPMG）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仅

2015年一年，欧盟市场就消费了530

亿支非法卷烟。这个数字占欧盟整个

烟草市场总额的10％。非法卷烟贸易

还带来了113亿欧元的税收流失。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对包

括瑞士和挪威在内的28个欧洲国家展

开调查。调查数据还显示，波兰和法

国境内的非法烟草买卖远超过其他欧

洲国家。白俄罗斯是欧洲市场走私白

色卷烟的主要来源。近13亿支白色卷

烟从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流入

欧盟市场。与此同时，88％的走私卷

烟来自非欧盟国家。

世界各地的烟草公司都为打

击非法烟草贸易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2016年5月，烟草巨头菲莫国际

（PMI）提出了一个名为“菲莫效

应”的新计划。菲莫效应由外部独

立专家组成的七人理事会领导，这

些成员在法律、反腐败和执法领域

拥有丰富的经验。

雷诺美国公司（RAI）建立了一

个名为www.thenewtobaccoroad.com

的网站。网页展示了卷烟如何从税率

较低的东北部区域通过95号州际公路

走私到税率较高的州的过程。网站建

立的初衷在于提高人们对东海岸走私

活动的认识，因为被称为“新烟草之

路”的95号州际公路已经成为非法活

动的主要运输路线。

过去的几年里，卷烟非法贸易

一直呈上升趋势。政府对卷烟征收

高额的税收迫使烟草企业提高卷烟

售价来应对。这一提一升反而给卷

烟走私提供了可乘之机，以低价假

烟捞得高额利润。政府的苛捐重税

不但让烟草企业利润方面受到重大

影响，还给这些烟草企业的声誉蒙

上了污名，可谓“名利不保”。而

逍遥其外的走私烟却流入到市场给

更多的民众来带安全危害。

埃塞俄比亚
日烟国际购入埃塞俄比亚NTE
公司40%股权

据埃塞俄比亚公共企业部确

认，日烟国际（JTI）获得埃塞俄

比亚国家烟草公司（NTE）40％的股

份。公共企业部部长MesselechWoda-

jo签署文件并确认日烟国际中标，要

求该公司在10天内全额付款。

日烟国际在合同签署前，需支

付5.1亿美元。这个价格也让日烟国

际成为埃塞俄比亚国企私营化历史

上竞价最高的买家之一。和英美烟

草的竞标价相比，日烟国际的报价

高一倍多。参与此次竞标共有五家

公司，他们各自的报价跟日烟国际

的报价都相距甚远。

NTE，成立于1942年，是意大利

结束埃塞俄比亚统治后成立的第一

家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烟草公司。四

十年后，NTE进行重组并更名为国家

烟草公司。随后在1999年，NTE转型

为股份公司，Sheba投资集团以3500

万美元的价格购入22％的股份。

去年，NTE取得4亿比尔利润

（合1840万美元）。

新西兰
政府提税举措被贴上“种族主
义”标签

近期，新西兰政府采取的提

税举措被该国主要的烟草研究人

员贴上“种族主义和歧视毛利人及

其他少数民族”的标签。自2010年

以来，政府不断提高烟草制品的税

率，预计到2020年，每盒卷烟的平

均花费将达到30新西兰元（折合21

美元）。

据卫生部数据显示，18％的新

西兰人经常吸烟，而毛利人和太平

洋岛屿居民的吸烟率远超过这个比

例。根据新西兰2014至2015年度健

康调查，尽管政府采取了措施，这

些少数民族的吸烟率在过去9年中降

幅甚微。最大的吸烟群体为毛利族

妇女，吸烟比例达到42％。

梅西大学的副教授Marewa-

Glover教授说，烟草税对少数民族

购买卷烟的制止力度有限，这部分

群体在很长时期以内戒烟的可能性

很小。

“烟草税是一项倒退的政策，

它伤害了民众。”她说。“在新西

兰，对吸烟者的态度偏激且刻薄，

甚至还形成了反吸烟文化。毛利和

太平洋岛国居民尤其是毛利族的妇

女首当其冲受到了这种文化冲击，

这些群体在生活中饱受压力，这促

使他们想吸烟，并且更难戒烟。”

最近，新西兰政府宣布将每年

提高卷烟价格，直至2020年，以达

成2025年成为无烟国的目标。

	“30年前，吸烟是一个全社会

的问题，只有征税能起到遏制的效

果。但现在，各少数民族的吸烟率

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毛利人已成为

吸烟人数最多的群体。”Glover说

道。“毛利人在购买卷烟上的花费

逐年增多。吸烟会上瘾这种说法也

被公众所接受。在新西兰，人们对

吸烟者的态度如此之差以至于在街

头只要有人吸烟，人们都会面露鄙

视，或以具有攻击性的态度制止他

们吸烟。这些举措真的很伤人，而

且并无效果。”

尼日利亚
英美烟草呼吁全面落实《烟草
控制法案》

英美烟草向尼日利亚相关部门

呼吁，请求全面落实《烟草控制法

案》以实现法律既定目标，如减少

烟草制品走私数量等。《烟草控制

法案》于尼日利亚第7届议会上通

过，在2015年被签署成为法律，旨

在对国内卷烟的生产、促销和分销

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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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法案在颁布后近乎一年才

执行，英美烟草西非区域法律和对

外事务部主任Freddy	 Messanvi指

出：“该法案与我们的价值理念契

合，是一项公正的、操作性极强的

以及基于事实监管的法案。英美烟

草尼日利亚公司将一如既往支持法

案得到有效全面地执行，并希望这

控烟举措能实施得当、不与现行法

律冲突或抵触且对权利和目标没有

设立不合理的限制、并且能有效应

对吸烟活动。”

他还指出，《烟草控制法案》

如要想实现有效的监管，就必须设

定非常清晰的目标以减少烟草对健

康的影响，同时不为走私分子和犯

罪团伙遗留市场空间。

《烟草控制法案》虽已颁布一

年，但并未在尼日利亚全面实施。

这段没有法律监管的“空窗期”给

违法卷烟制品滋生并繁荣发展提供

了机会。

Messanvi补充说：“我们是

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尽职尽责纳税

并严格遵守尼日利亚法律法规。在

我们的努力下，我们已成为外企直

接投资并在本地生产产品的一个成

功案例。我们对一切符合法律规

定的条例都积极主动。在这点上，

我们只能呼吁政府机构带着责任感

加速《烟草控制法案》的执行与实

施。”

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企业，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遵守国内的法律，支持《烟草控制

法案》的有效实施，并为烟草控制

方面设定新的全球基准做出积极贡

献。”

澳大利亚
研究发现烟盒警语反而鼓励吸烟

一项关于吸烟者习惯的新研究

发现，卷烟实行平装等反烟措施对

吸烟者毫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政策反而促进了吸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西蒙•

丹尼斯花了十年时间对吸烟者进行

研究，研究内容包括现代吸烟者的

体验变化、平装政策、图片警语、

卷烟价格上调等措施带来的影响

等。丹尼斯发现，健康警语不但不

会令吸烟者戒烟，甚至有人专门购

买带有图片警示的卷烟。

丹尼斯说，她曾遇到一些年轻

孕妇受到警语的鼓励吸烟，而不是

停止吸烟。

“这些年轻妈妈们担心自己

诞下大个宝宝。因此，他们会在烟

盒上寻找吸烟能使宝宝体型变小的

信息，然后蓄意吸烟以实现目标。

因此，烟盒上原印制的健康警语想

传递的消息或起到的效果却并不奏

效。”丹尼斯女士说，很多烟民会

更换卷烟包装，或将他们的卷烟装

到其他没有标签的盒子里以避免看

到健康警告。

丹尼斯女士指出，认为吸烟

者看到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就会戒

烟，其实是一种误解。其实，很多

做法并不会促使烟民戒烟。

“他们为什么要吸烟？吸烟

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吸烟能为他

们带来什么？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

键。”丹尼斯女士说。“只有将这

些因素理解透彻才能采取恰如其分

的控烟措施。”

法国
将强制执行卷烟平装法

最近，法国卫生部长玛里索尔•

图雷纳在内阁会议称，在未来几个

月里，卷烟平装将被作为法律的一

部分强制执行。该法律将允许卷烟

包装出现品牌名称，但须统一为黑

白的字体格式。图雷纳称此举旨在

实现以下两项目标：一是2019年，

烟民数量减少10%；二是到2024年，

成年人吸烟比例低于20%。

法国也跟随英国和爱尔兰的步

伐开始禁止烟草制品的诱惑性包装。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法国，

有31％的成人每天吸烟。这个比例也

让法国成为继希腊、奥地利后西欧地

区吸烟率第三高的国家。

高卢金斯和大卫杜夫卷烟的制

造商帝国烟草说，包装禁令将不会

奏效，并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平装辩论只在包括法国在

内少数几个国家里小打小闹地进

行，并没有可信的证据来显示平装

政策能在任何地方被介绍并引入推

广。”帝国烟草在一份电子邮件声

明中说。“法国政府推行这项政策

毫无道理可言”。

决 策 人 、 烟 草 高 管 和 分 析

师正将眼光转向澳大利亚。在那

里，2012年12月实行卷烟标准化包

装。烟草公司说，在澳大利亚实行

平装的一年半后，非法烟草销售上

升。而反烟团体ASH则是另外一种说

法：澳大利亚实行平装的直接结果

是成人吸烟率下降。

“没有任何形式的企业或公

众问询，法国卫生部长就提出了政

策，行为不但令人费解而且违反欧

盟几个法律。实行平装不仅对身体

毫无益处，反而减少了法国政府急

需的税收收入。因为越来越多的法

国吸烟者正转向黑市或者在边境商

店购买有品牌标识的卷烟。”英美

烟草在最近一份声明中说。

欧盟
非法卷烟贸易使各国政府损失
127亿美元

一份新的报告称，欧盟成员国去

年消费了大约530亿支非法卷烟。由于

非法贸易，各国政府税收收入损失高

达113亿欧元（合127亿美元），其中

88％的非法卷烟来自非欧盟国家。报

告数据显示，欧洲消费的每10支卷烟

里就有1支是走私卷烟。

这项研究涵盖了瑞士和挪威在

内的28个成员国。报告称，非法卷

烟已占到欧盟总消费量10％左右的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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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KT&G公司海外销售额创纪录

韩国最大、世界排名第五的烟草公

司——KT&G公司2016年开局良好，报告称第

一季度海外销售额为2.934亿美元，这是自

KT&G公司1988年开始海外业务以来最高的季

度业绩。

该数据比2015年同期增长38%。该成绩

得益于公司关键地区（包括中东、中亚和

俄罗斯）的销售额增长了30%。新市场如美

洲、东南亚和非洲的销售额也获得增长，较

去年增长48%。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销售额分

别上涨59%和186%。

在中东，随着今年1月份伊朗国际制裁

的解除，KT＆G公司一直在努力提高其在伊

朗的业务。KT＆G公司生产的爱喜（Esse）

和Pine已成为伊朗品牌知名度很高的流行品

牌。KT＆G公司在伊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

尽管受到包括较高的卷烟税、更严格的监管和来自国内外充满挑战的经济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市场两家领先的烟草制造商在应对颇具挑战的国内市
场的同时，依然能拓展它们的海外市场。

KT&G和日烟国际
海外业务不断增长

功于当其它跨国公司还在犹豫是否在该国

投资时，KT＆G却在开展积极的市场营销活

动。KT＆G公司在高焦油卷烟颇受欢迎的伊

朗，还开辟了一个新市场，专注于低焦油和

超细支爱喜的销售。KT＆G公司于2007年进入

伊朗市场，当时与伊朗国有的伊朗烟草公司

（ITC）合作生产卷烟。2008年，公司在伊朗

成立了KT&G	分部。然后，公司在德黑兰建立

了一家工厂，专门生产爱喜和Pine卷烟。

2011年，KT＆G公司开始向伊朗出

口爱喜卷烟，当年的销售额仅有110万美

元。2015年，该数据激增至2470万美元。当

前KT&G公司在伊朗占有10%的市场份额，仅

次于日烟国际和英美烟草。

2015年海外销量首超国内
KT＆G公司的海外卷烟总销量于2015年

首次超过了国内卷烟销量，包括出口卷烟和

KT&G公司畅销的爱
喜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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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产卷烟，海外卷烟销量达到465亿支，

而国内卷烟销量为406亿支。超过一半的出

口卷烟是爱喜卷烟，十多年来，爱喜一直是

韩国最畅销的超细支卷烟，现在占全球超细

支卷烟市场的三分之一。

2015年，KT&G公司报告称国内销售额

为16.4亿美元（19270亿韩元），较2014年

下降2%，海外销售为5.81亿美元（6810亿韩

元），同比增长27.8%。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KT&G公司无所畏惧、信心

百倍，尽管第一季度显示国内销售额下滑

25.5%，从4856亿美元（5693亿韩元）下降

到3618亿美元（4240亿韩元）。公司2016

年计划保持其在国内烟草业务的领导地位

并占据60%的市场份额。在其海外烟草业务

中，KT&G公司将继续关注进入巨大的有着高

增长潜力的新兴市场，包括非洲和拉丁美

洲，同时提高现有海外市场的盈利能力和稳

定性。

日本
日烟国际紧盯非洲市场

KT&G公司不是唯一紧盯非洲的跨国烟

草公司，最近，日烟国际出资5.1亿美元收

购了埃塞俄比亚国家烟草企业40%的股份。

日烟国际的出价是英美烟草的2倍以上。此

外，日烟国际已经在其它非洲国家如坦桑尼

亚和苏丹涉足了烟草业。

埃塞俄比亚国家烟草企业是允许在埃塞

俄比亚交易、生产或销售烟草产品的唯一公

司，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有大约100万人口。公司在亚的斯亚贝巴拥

有一家工厂和4个农场。

拓展全球市场范围
与KT&G公司一样，日烟国际在2015年也

扩大了全球的市场范围，大多数关键市场的

市场份额取得增长，利润增长也达到两位数

的增幅（以固定汇率计算）。

在伊朗，日烟国际通过日烟国际分部收

购了Arian烟草公司（ATI），增强了日烟国

际分部的竞争力，而且为其强大的中高等价

位产品组合带来了强大的价值品牌。

尽管行业销量明显萎缩，中东的运营

环境也不稳定，但日烟国际2015年的国际发

货量较2014年仅下降了1%，至3939亿支。销

量下滑受其全球旗舰品牌（GFB），包括云

斯顿、骆驼、梅维斯、金边臣、丝刻、寿百

年、魅力和LD驱动有所减轻。日烟国际的全

球旗舰品牌销量实际增长4.3%，至2736亿

支。结果是，全球旗舰品牌贡献了日烟国际

总出货量的69.5%，较上一年增长3.6%。

日烟国际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

市场份额和发货量均取得增长，并坐上英国

市场份额头把交椅的位置。日烟国际在7个

主要市场中的3个市场（俄罗斯、台湾和英

国）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公司还在法国、

西班牙和土耳其取得创纪录的市场份额，并

且在意大利是增长最快的烟草公司。2015年

云斯顿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保持不变，并成

为法国和西班牙的第二大品牌，台湾的第三

大品牌。骆驼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品牌。LD在

俄罗斯取得了创纪录的市场份额，并在该市

场重返第三的市场地位。

国内市场依然强劲
日本烟草报道称2015年国内销量的下降

幅度符合最初的预测。2015年，日本的烟草

行业销量为1823亿支。日本国内市场的10大

畅销品牌中有9个来自日烟国际，该公司占

有日本60%的市场份额。国内销量也与公司

的预测相符，下降2.8%。

2016财年预测
日烟国际公司预计国际烟草业务受顶级

品牌驱动，2016年营业利润将增加9%，成本

优化可能使国内业务利润增长3%。

日烟国际201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非常

好。在国际业务方面，总销量和全球旗舰品

牌销量分别增长7.1%和10.7%。在国内业务方

面，日本烟草调整后营业利润增长15.4%，得

益于日烟国际部分产品零售价格变化前需求

量的增长、收购天然美国精神，以及日烟

国际加强其国内烟草企业竞争力措施的影

响。2016年第一季度，该公司的国内销量为

351亿支，较2015年增长1.3%，国内总收入

为665亿美元，同比增长2.6%。

日烟国际的梅维斯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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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烟盒上的印花税票
Hestia纯天然烟草“卷烟”

澳大利亚烟民选出的最丑
颜色

美国
“工艺风”卷烟品牌

Hestia的烟盒包装

采用亮橙色，烟盒正面是

利希滕斯坦风格的漫画头

像，背面是海明威和奥哈

拉的文学语录。（从技术

层面上讲，这些烟属于雪

茄烟，因为制造公司并未

使用卷烟所用的白色阻燃

纸。）

Hestia的理想顾客

是对口味较为挑剔的吸烟

者，他们喜欢品尝产自布

鲁克林的小批量威士忌

酒，胜过随处可见的百威

淡啤，喜欢Etsy网上手工

制作的手机套，胜过中国产的塑料手机壳。

“我们的目标客户是那些对烟草上瘾、又想寻找一

种更纯粹替代品的吸烟者。”产品设计师David	 Sley解

释说：“Hestia的命名取自希腊的壁炉女神，采用100％

无添加的纯天然烟草加工而成。”

他补充说道，设计的目标很简单，就如同全国各地

威士忌小批量生产商以及世代种植西红柿的做法一样，

只是精工细作的方式运用于烟叶制作上。

Sley说，一天一包的烟民并不是他们的理想销售群

体，因为这些人会觉得Hestia的味道“太浓烈”。只有

那些“在品味美酒的同时浅尝一口烟草香味”的群体才

是品牌的最终客户。Hestia线上售价为两包10美元，目

标客户的支付能力全然不用担心。Sley认为，Hestia的

制作跟工艺白酒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一款位列高端终

端市场的产品，而非寻常市场的竞争产品。

Cheyenne限量版“热带”雪茄荣获“最佳新品”称号
Cheyenne雪茄的首个限量版雪茄Tropical	 100s

的包装设计清新独特，为其赢得了2016年烟草博览会

（TPE）“最佳烟草新品”称号。

每年的烟草博览会上，行业买家从四个方面对年

度“最佳”产品进行评价，包括烟草新品、非烟草新产

品、蒸汽烟新品、以及烟草配件新品。获奖者一般从创

新性、独特性和品吸感三个层面脱颖而出。Cheyenne

限量版“热带”雪茄在与强大的竞争对手展开激烈角

逐后，最终摘得桂冠。“获得这个荣誉太令人兴奋

了。”Cheyenne国际营销总监JessicaFratarcangelo

说：“十多年来，Cheyenne雪茄一直在对雪茄进行革命

性地创新，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将‘最佳新产品’称号收

入囊中。”“热带”雪茄味道强劲，柑橘味融入其中带

来了非凡的口感。产品的质量和利润也达到了预期。雪

茄采用深蓝色包装，每100盒中有20支过滤雪茄。

“将选择权置于粉丝手中这一想法看起来很前卫，

但是，Cheyenne知道，顾客总会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产

品。”Fratarcangelo说。

塞内加尔
印花税票展出

在塞内加尔首都达

喀尔召开的世界海关组织

（WCO）IT会议和展览会

上，国际印花税票协会的

Christine	 Macqueen对印

花税票做出以下描述：税

票为打击非法烟草和其他

非法产品提供安全、规范

及高效的解决方案。

此次会议于2016年6

月1日-3日举行，来自海关

部门、相关机构和部委、

区域经济共同体、私营企

业、国际组织、合作伙伴

和学术界等关键机构和人员齐聚一堂。

“这次活动旨在及时督促有关部门在安保附加设施

方面增加投资以及时查获并制止在欧盟、亚洲、北美区

域以及世界其他热点地区的假冒伪劣产品流通和非法贸

易。”Macqueen说道。在全球范围内，超过250个国家和

政府机构使用印花税票以收集汇总税收信息、精确消费

支付记录，印花税票的产量每年约为1400亿张。

除了作为纳税和税款收取的可视化证据，印花税票

还在产品认证和防篡改运用上发挥作用。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的研

究报告显示，印花税票得到了ITSA的热情欢迎，这也为

ISO	19998考虑将税票扩充为税收征管、产品认证以及供

应链控制‘三位一体’功能提供强有力证据，而非单一

的征税手段。”Macqueen补充说道。

澳大利亚
卷烟包装的“最丑颜色”

据澳大利亚的一项

调查显示，棕绿色（代号

Pantone448C，名为Opaque	

Couché）是现有最丑陋的

颜色，而澳大利亚则要在

烟盒上使用这种颜色。

为设计出一款让人们降低购买卷烟欲望的包装，GfK

机构向1000个烟民展开调查，询问烟民眼中哪种颜色最

具有直观冲击性，最后Pantone	 448C突破重围，荣登榜

首。受访者称这个颜色让人联想到“肮脏”、“死亡”

以及“沥青”。

为了阻止吸烟，澳大利亚官方要求在卷烟包装上将

Opaque	 Couché用为主色调，英国也效仿起该做法。起

初，澳大利亚的官员将这种颜色称为橄榄绿色，但这个

提法遭到澳大利亚橄榄协会抗议。

Pantone对Opaque	Couché被称为最丑颜色的说法并不

认同。“Pantone研究所对所有颜色一视同仁。”Pantone

的执行董事LeatriceEiseman告诉《卫报》：“并没有所

谓的最丑颜色。”相反，448C这种“深褐色”被广泛运用

在沙发、鞋子及屋内其他东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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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ric Piras

(Photo: Cigar Vixen)

古巴、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雪茄爱好者对这些国家最
负盛名的产品有着一种真实炽烈的热情，而且对这些雪茄原产国有着无限的
向往，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拜访过他们所喜爱的雪茄的诞生地呢？

全球著名雪茄节揭秘

这几个雪茄原产国举行的雪茄节便是最

好的机会。

最迷人的古巴哈伯纳斯雪茄节
于今年3月份举行的第18届哈伯纳斯雪

茄节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节日，因为今年是科

伊巴雪茄50周年纪念。

这次雪茄盛事在哈瓦那举行，吸引了大

约2100名雪茄爱好者和业内专业人士齐聚古巴

岛，参加为期一周的商业展示、参观种植园和

雪茄工厂、出席讲座和华丽的晚会等活动。

今年，在哈瓦那海滨旁新装修的木材

和烟草仓库中，奥约•德•蒙特雷（Hoyo	 de	

Monterrey）有幸向与会者展示了奥约•德•

蒙特雷珍藏版Cosecha	 2012。科伊巴在两天

后的雪茄卷制晚会上进行了特殊展示。

在这令人兴奋的一周时间中，酒店和餐

馆都挤满了雪茄吸烟者，与会者不停地在讨

论有哪些名人将出席晚宴。对于分销商和零

售商来说，任何一个贸易展他们都会在各种

会议和展示筹备中紧张度过，而对于消费者

来说，这是窥探幕后并参观种植园和工厂的

最佳时机。

一周庆祝活动的高潮传统上是最后一晚

的庆祝晚宴。今年晚会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科

伊巴雪茄上，人们为了得到价格昂贵的门票

差点打起来。会议中心的宴会厅在金色和黑

色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宴会厅里充斥着

超过600名宾客的交谈声（和浓浓的烟雾）。

在欣赏完格莱美奖得主ChuchoValdèz和

几个精彩的表演后，嘉宾们沉浸在哈伯纳斯

特制的雪茄保湿盒的传统拍卖中，此拍卖旨

ProCigar雪茄节-精美的雪茄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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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古巴医疗系统筹集资金。第19届哈伯纳

斯雪茄节的举办日期尚未公布，但通常会在

每年的2-3月举行。

最有趣的多米尼加共和国ProCigar
雪茄节

由多米尼加共和国雪茄生产商协会主办

的ProCigar雪茄节通常在哈伯纳斯雪茄节之

前举行，2016年是第九届ProCigar雪茄节。

这是以休闲方式探索美丽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和集中了解该国最著名的雪茄行业的一个独

一无二的机会。

雪茄节的第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加勒比

地区顶级旅游目的地之一的蓬塔卡纳的休闲

活动，有沙滩活动、高尔夫、潜水和海滩骑

马。今年，在休闲活动之后安排的节目是参

观位于拉罗马纳的加西亚烟草厂（Tabacal-

era	 de	 García），它是该国东部地区最大

的烟草工厂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雪茄

工厂。

然后与会者前往“雪茄之国”的中心地

区——圣地亚哥逗留三天，在那里他们在导

游的带领下尽情参观了克萨达、拉奥罗拉、

通用雪茄、拉帕尔马烟草、雪茄家族慈善基

金会、德洛斯雷耶斯雪茄、La	 Alianza烟

草、La	 Flor多米尼加公司、大卫杜夫工厂

和烟田。

除了雪茄主题活动外，ProCigar雪茄节

还举行了第6届年度ProCigar扑克锦标赛和

首届长烟灰竞赛（Long	Ash	Contest）。

正式晚宴是雪茄节的一个惯例，这一

届也不例外：在Teatro	 del	 Cibao花园举行

的欢迎晚宴上，所有ProCigar会员向全体嘉

宾展示新的、限量版的、或者特殊的雪茄；

圣地亚哥复国战争英雄纪念碑前举办的白色

晚宴上，回荡着波萨诺瓦的音乐声；庆祝晚

宴上举办了举世无双的雪茄保湿盒或者限量

版雪茄的现场拍卖会，拍卖收益捐给了非盈

利组织。今年，拍卖会以曼努埃尔•克萨达

（Manuel	 Quesada）刮掉胡须结束。该拍卖

以4700美元起价，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晚

会共募集了1.5万美元来剃掉克萨达先生的

胡须。总的来说，拍卖会募集到了破纪录的

20.1万美元，是上年募集总额的两倍多。 ProCigar的白色晚宴

ProCigar -曼努埃尔•克萨达在剃胡须

哈伯纳斯雪茄节-PPC VIP团队参观哈瓦那俱
乐部rum厂

哈伯纳斯雪茄节-庆
祝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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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届ProCigar节将在2017年2月19-24

日举行。

最独特的洪都拉斯Humo Jaguar雪
茄节

Humo	 Jaguar雪茄节是一个相对较新的

雪茄节，到目前为止只在2011年举办过一

届。以西部古城科潘的玛雅王朝统治者Humo	

Jaguar之名命名，该雪茄节由APROTABA-

COH（洪都拉斯烟草种植者和雪茄生产商协

会）承办，在协会主席Maya	 Selva女士的推

动下诞生。

洪都拉斯以“烟草摇篮”著称，

这里的烟草种植和雪茄制作起源于古

代玛雅人，“雪茄”一词即来自玛雅语

言“sicar”。该雪茄节在特古西加尔巴和

丹丽城举行了一系列的文化和美食活动，以

及游览科潘省的圣罗莎和科潘遗址。2011年

第一届雪茄节要求每家雪茄生产商准备一个

特殊的配方，除了他们自己要向所有人保

密。由超过200名经验丰富的专家小组成员

品尝每一种配方，根据雪茄制作和吸味的方

方面面进行评价，Humo	 Jaguar品牌就这样

诞生了。

下一届Humo	 Jaguar雪茄节将在2017年

举办，但具体日期依然非常保密。

最关注烟草的尼加拉瓜PuroSabor烟
草节

这个名为PuroSabor烟草节的节日是由

尼加拉瓜烟草商会为庆祝尼加拉瓜快速增长

的雪茄业和烟草文化而举办的。2016年是第

五届PuroSabor烟草节，来自27个国家的200

名与会者有机会见到雪茄品牌的创建者。

参加该节日的雪茄公司越来越多（2016

年有24家），节日规模和影响力也日益扩

大。大多数的雪茄公司开放他们的烟田和工

厂开展休闲互动活动。在PuroHumo之夜的互

动酒会上，每个厂家都有一个展台，他们也

可以进行更亲密的对话。

节日活动丰富多彩，今年的活动包括

了Flor	de	Caña	Rum厂的参观和马术表演。

但最重要的主题是烟草，在过去10年中，

尼加拉瓜烟草业每年增长10%。节日的亮点

是参观位于“烟草之都”埃斯特利最负盛

名的烟草工厂和种植园，在当天晚上的传

统“白色晚会”上，与会者穿上尼加拉瓜

当地的“瓜亚贝拉衬衣”（Guayabera）聆

听传统音乐。此外，还可以参观其他几个烟

Puro-Sabor-参观工厂

ProCigar- 参观大卫
杜夫雪茄厂

Litto Gomez独一无二的保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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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种植园和工厂，节日以“闭幕晚

会”结束，与会者度过了一个跳舞

狂欢的愉快之夜。

一年一度的第6届PuroSabor烟

草节定于2017年1月16至21日举行。

最不寻常的中国雪茄节
自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中国

雪茄节已经成为国际雪茄业的一次盛

会。随着中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中国雪茄节的参展规模也在不断扩

大，获得的国际关注也日益增多。

前两届（2012年和2013年）

中国雪茄节是巡游形式的盛会，包

括参观海南烟草种植园和“雪茄之

乡”，以及在长城上举办各种晚

会。最近的两届中国雪茄节在上海

举办，在为期几天的盛会中，举行

了一系列活动，有研讨会、宴会、

会议和品吸会以及雪茄和朗姆酒配

对之类的活动、威士忌品尝、用雪

松木点烟和最长烟灰比赛。

随着所有的厂商越来越关注中

国，中国雪茄节已成为一个很有意思

的节日，吸引了国际生产商和经销商

以及中国雪茄业的其它主要厂家的共

同出席。该节日也是品尝4家中国雪

茄厂（四川中烟、湖北中烟、安徽中

烟和山东中烟）的一些雪茄品牌的绝

好机会，这些雪茄品牌在过去几年中

都获得了不少提升。

下一届中国雪茄节的日期尚未

公布，敬请关注此处了解更多详情。

还在等什么？这些雪茄节是一

个诱人的机会，让你有机会离开舒

适的雪茄吧内的复古真皮俱乐部座

椅，去切身感受幕后的真正意义。

Puro-Sabor-欢迎晚宴 2013年中国雪茄节-长城Big Smoke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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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控烟形势日益严峻，为降低吸烟危害，各国政府轮番出台增
税提价、各种禁烟令，甚至强制要求烟盒印制大面积图片警语等政策，在控
烟道路上可谓不遗余力。自澳大利亚开创先河成为全球推行卷烟平装政策的
首个国家以来，近几年的国际控烟重心大有向卷烟包装倾斜之势。卷烟包
装，这一最直观、最贴近消费者的宣传方式，成为烟草公司和反烟团体展开
激烈博弈的热门阵地。

卷烟“丑陋”外衣为
何难登中国烟包？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45个国家已经通过

关于图片警语的立法，近20个国家的法律明

确规定，烟草包装使用不少于烟包面积50%

的图形警示。近日，印度的大面积图片警语

规定遭到烟草公司、烟农等利益相关者的抗

议。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要求图片警语

占包装正反两面65%面积的规定也已正式生

效，就连今年世界无烟日主题也与卷烟包装

有关——“为平装做好准备”，这一切都表

明，图片警语似乎成为控烟之路的主旋律。

而今年3月份，中国也因一则“在烟盒

上印警示图标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且目前

没有增加图片的打算”的言论陷入了舆论漩

涡。要想在中国的烟包上印制图片警示，似

图片警示并不是解决控烟难题的万能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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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姑且不论这一说法是

否符合时宜，但其仍然揭示了警示图片难登

中国烟包的文化因素。

中国传统审美情趣
国外卷烟设计大多讲究简洁朴素，中国

的烟包设计则截然相反，历来注重美感和质

感，色彩运用也更复杂绚丽，无论是品牌名

称还是整个烟盒的包装设计，无不渗透着中

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名山大川、古迹名阁、珍稀国宝和名贵花卉

在中国烟盒上十分常见，例如中华、黄山、

熊猫、牡丹、滕王阁……而且往往也带有浓

郁的民族特点，使用强烈的民族设计符号，

如中华、双喜、白沙等主流品牌使用天安

门、华表、白鹤等图案。此外，70%以上卷

烟包装选用中国审美传统推崇的代表祥和喜

庆的红色和极具档次感的金色等。

这种特色的中国卷烟文化，造就了与

国外卷烟截然不同的品牌文化和视觉文化。

中国烟包设计历来注重
美感和质感，色彩运用

也更复杂绚丽。

无论是品牌名称还
是整个烟盒的包装
设计，无不渗透着
中国传统的美学思
想和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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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卷烟包装上的图案不仅承载着中国传统

文化的历史厚重感，也凝聚着民族自豪感。

如果在风景秀丽的烟盒上印上诸如烂肺、烂

口、骷髅等“令人生厌”的警示图片，这

种“美”“丑”共存的画面简直让人难以想

象和接受，恐怕会有损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

心中的美好形象和深刻寓意。

社交的重要载体
卷烟在中国已有多年发展历史，更是

涉足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的重要载体，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和特殊场合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圈

子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定卷烟文化的一部

分。在中国，敬烟、递烟被认为是一种习以

为常的社交礼仪，是开始社会交往的“敲门

砖”，是传递美好情感和消除距离感的“润

滑剂”。跟陌生人寒暄、跟亲朋好友相聚、

在生意场上和人际交往中，很多时候，礼节

性地递上一支烟，就能瞬时消除拘谨的陌生

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此外，卷烟在中国还常常被赋予身份、

地位、消费档次的符号。试想，如果烟盒上

也效仿国外印制令人恶心的图片，作为礼品

赠送时还如何传达尊敬、孝敬、友爱和睦的

情感呢？这并非是在提倡吸烟，只是在中国

人文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客观分析。

传递思乡情怀
在卷烟品牌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品牌被

烙上了家乡的印记，名称和包装承载着卷烟品

牌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采用了能让游子联

想起家乡的标志或者象征，例如，红塔山、黄

鹤楼、中华、熊猫、金圣（滕王阁）、宽窄等

品牌。睹物思乡，人们钟情于或者偶尔抽一

下家乡的卷烟品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抽烟

行为，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思乡情怀。探亲回

来，给亲朋好友赠送家乡的卷烟品牌作为礼

品在中国也很普遍。

对于烟民来说，“低头思故乡”的时

候，抑或是不经意间看到印着代表家乡印记

的卷烟品牌时，心中难免引起一丝惆怅，这

时候，一支来自家乡的卷烟或许能暂时慰藉

一下思乡的心灵。试想，如果烟包印上黑

肺、黄牙，每每看到这样的图案，对家乡美

好的怀念是不是有点变味了呢？	

图片警示并非万能解药
无论是精美的、温和的，还是“令人恐

惧”的图片，其实质和最终目的都是要减少

和阻止人们吸烟。但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

同，不能按照一刀切的方法，强制要求实施

同样的措施。图片警示并不是解决控烟难题

的万能解药。另外，图片警示的效果如何，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该措施的长期有

效性。

美国控烟的法治化程度很高，但至今也

没有强制要求烟草公司在烟包上印制黑心、

烂肺、黄牙等图片警示，理由是这些图片完

全偏离了传递真实信息的科学轨道，任意夸

大了吸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过度渲染了反

对烟草的偏激情绪，极大损害了烟草企业和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尽管中国的烟盒上没有警示图片，但正

反面的文字警语还是有的。其核心要义都是

警示宣传，随着教育程度和人们健康意识的

普遍提高，不必非得“看图识字”。况且控

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需要个人的坚定

意志、社会关系的支持配合和一定的医学帮

助等合力作用，才能取得效果。

总而言之，中国的卷烟包装设计与中

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印制图片警语并不一

定是控烟最好的办法。中国当前可以从其他

方面加大控烟力度，结合提税顺价、继续

扩大和推进最严控烟令的实施范围，探索和

出台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控烟政策。

目前来看，让中国卷烟褪去华丽的外衣，

披上“令人生厌”的丑陋外衣还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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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Report

报告：全球卷烟价格一览

国家		 美元

澳大拉西亚	

澳大利亚	 17.40	(2014)

新西兰	 14.80	(2014)

 

美拉尼西亚	

斐济	 5.10	(2012)

新喀里多尼亚(法国)	 9.40	(2012)

 

巴布亚新几内亚	 4.90	(2014)

瓦努阿图	 10.00	(2012)

密克罗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州	 3.30	(2012)

关岛	(美国)	 6.40	(2012)

马绍尔群岛	 3.00	(2010)

 

波利尼西亚	

法属波利尼西亚	 9.70	(2011)

夏威夷(美国)	 9.00	(2012)

大洋洲的卷烟价格*

国家		 美元
中亚	

哈萨克斯坦	 1.10	(2013)

吉尔吉斯斯坦	 1.00	(2013)

塔吉克斯坦	 2.50	(2013)

土库曼斯坦	 5.70	(2013)

乌兹别克斯坦	 1.20	(2014)

 

东亚	

中国	

吉林	 2.40	(2013)

湖南	 2.00	(2013)

四川	 1.80	(2013)

广东	 2.90	(2012)

黑龙江	 1.30	(2013)

江西	 2.30	(2013)

辽宁	 1.60	(2012)

陕西	 2.40	(2013)

香港	 6.40	(2013)

日本	 5.30	(2014)

中国澳门	 3.60	(2013)

蒙古	 1.20	(2014)

韩国	 2.20	(2014)

中国台湾	 2.90	(2013)

 

北亚	

俄罗斯	 1.70	(2014)

 

东南亚	

文莱	 6.10	(2013)

缅甸	 2.00	(2012)

柬埔寨	 1.00	(2014)

印度尼西亚	 1.40	(2014)

老挝	 1.40	(2014)

马来西亚	 3.30	(2014)

缅甸	 2.00	(2013)

菲律宾	 1.00	(2013)

新加坡	 9.70	(2013)

泰国	 2.60	(2014)

东帝汶	 1.00	(2014)

越南	 1.70	(2014)

亚洲卷烟价格*

国家		 美元
南亚	

阿富汗	 4.40	(2012)

孟加拉国	 1.70	(2014)

印度	

安得拉邦	 1.80	(2013)

得里	 2.00	(2013)

果阿	 1.50	(2013)

坎大哈	 1.80	(2013)

马哈拉施特拉邦	 1.80	(2013)

拉贾斯坦邦	 1.40	(2013)

泰米尔纳德邦	 1.80	(2013)

孟加拉邦	 2.00	(2013)

马尔代夫	 2.6	(2013)

尼泊尔	 1.2	(2014)

巴基斯坦	 1.2	(2014)

斯里兰卡	 3.6	(2014)

 

西亚	

亚美尼亚	 1.90	(2014)

阿塞拜疆	 1.90	(2014)

巴林	 2.10	(2013)

塞浦路斯	 6.00	(2014)

格鲁吉亚	 1.80	(2013)

伊朗	 2.00	(2014)

伊拉克	 1.80	(2013)

以色列	 5.30	(2014)

约旦	 2.40	(2014)

科威特	 2.10	(2013)

黎巴嫩	 1.50	(2014)

阿曼	 1.70	(2014)

巴勒斯坦	 5.80	(2013)

卡塔尔	 2.50	(2013)

沙特阿拉伯	 1.60	(2014)

叙利亚	 2.40	(2014)

土耳其	 4.40	(2014)

阿联酋	 1.90	(2014)

也门	 1.50	(2013)

卷烟零售价格一直是用于比较

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生活成本的一

个指标。他们也被政府用作反烟工

具，政府提高卷烟和烟草的消费税

和销售税，以此来提高卷烟价格，

希望更高的价格能降低吸烟人数，

甚至阻止人们开始吸烟。当然，较

高的税收意味着政府收入更多。

烟草消费税往往会超过零售

价格的一半。通过对比卷烟价格中

消费税所占的比例，古巴最高，为

87.1％，其次是英国73.5％，澳大

利亚54.7％。

烟草加税并不是新出现的一种

做法，但似乎这样做的国家数量在

稳步增加。世界各地都实施了提高

烟草税的政策。	 2013年，澳大利亚

政府宣布，将连续四次实施12.5％

的烟草提税，从2013年12月1日起，

然后是2014年9月1日、2015年9月1

日和2016年9月1日。今年1月份，拥有烟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尼，将其

烟草消费税平均提高了11％；机制卷烟的涨幅最高，为12.96-16.47％，手

卷烟的涨幅最低，为0-12％。

2016年2月9日开始，泰国将进口卷烟的消费税从进口价的87％上调至

90％，也就是允许的上限，这导致当地卷烟和进口卷烟的价格每盒提高了

5-10泰铢。



  tobaccoasia  31 

国家		 美元
百慕大群岛	 10.30	(2015)

加拿大	 8.80	(2015)

墨西哥	 3.00	(2015)

美国	

阿拉巴马州	 5.50	(2015)

阿拉斯加州	 9.40	(2015)

亚利桑那州	 7.00	(2015)

阿肯色州	 5.50	(2015)

加利福尼亚州	 6.00	(2015)

科罗拉多州	 6.50	(2015)

康涅狄格州	 8.50	(2015)

特拉华州	 6.00	(2015)

佛罗里达州	 7.00	(2015)

乔治亚州	 5.00	(2015)

夏威夷	 10.00	(2015)

爱达荷州	 5.50	(2015)

伊利诺伊州	 6.50	(2015)

印地安纳州	 5.80	(2015)

爱荷华州	 4.80	(2015)

堪萨斯州	 5.50	(2015)

肯塔基州	 5.00	(2015)

路易斯安那州	 4.90	(2015)

缅因州	 7.50	(2015)

马里兰州d	 6.80	(2015)

马萨诸塞州	 10.00	(2015)

密歇根州	 7.50	(2015)

明尼苏达州	 8.00	(2015)

北美、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卷烟价格*
国家		 美元 

中美洲	

伯利兹	 6.40	(2014)

哥斯达黎加	 1.50	(2014)

萨尔瓦多	 1.70	(2014)

危地马拉	 1.90	(2014)

洪都拉斯	 1.50	(2014)

尼加拉瓜	 1.10	(2014)

巴拿马	 3.30	(2014)

 

加勒比海地区	

安提瓜和巴布达	 2.50	(2014)

阿鲁巴	 9.60	(2013)

巴哈马	 6.30	(2014)

巴巴多斯	 6.00	(2014)

英属维京群岛	 2.50	(2013)

开曼群岛（英国）	 7.30	(2013)

古巴	 1.20	(2014)

多米尼加	 3.00	(2014)

多米尼加共和国	 3.00	(2014)

圭亚那	 1.50	(2014)

格林纳达	 7.00	(2014)

海地	 2.50	(2014)

牙买加	 4.40	(2014)

马提尼克(法国)	 9.20	(2014)

波多黎各(美国)	 6.00	(2014)

圣卢西亚	 3.00	(201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4.00	(2014)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	 4.60	(2013)

美属维尔京群岛)	 3.50	(2013)

国家		 美元
密西西比州	 5.90	(2015)

密苏里州	 5.00	(2015)

蒙大拿州	 6.30	(2015)

内布拉斯加州	 5.90	(2015)

内华达州	 7.00	(2015)

新罕布什尔州	 6.50	(2015)

新泽西州	 8.20	(2015)

新墨西哥州	 6.80	(2015)

纽约州	 12.00	(2015)

北卡罗来纳州	 4.80	(2015)

俄亥俄州					 5.00	(2015)

俄克拉荷马州	 6.00	(2015)

俄勒冈州	 5.50	(2015)

宾夕法尼亚州	 6.20	(2015)

罗得岛州	 6.10	(2015)

南卡罗来纳州	 8.50	(2015)

南达科塔州	 5.10	(2015)

田纳西州	 6.10	(2015)

得克萨斯州	 5.20	(2015)

犹他州	 7.10	(2015)

佛蒙特州	 7.00	(2015)

弗吉尼亚州	 8.00	(2015)

维尔京群岛	 4.80	(2015)

华盛顿	 3.40	(2015)

西弗吉尼亚州	 7.00	(2015)

威斯康星州	 5.00	(2015)

怀俄明州	 7.60	(2015)



32 tobaccoasia / Issue 3, 2016 July / August

国家		 美元

阿尔巴尼亚	 1.60	(2015)

安道尔	 2.90	(2015)

亚美尼亚	 1.40	(2015)

奥地利	 6.20	(2015)

阿塞拜疆	 1.90	(2015)

白俄罗斯	 1.50	(2015)

比利时	 7.00	(201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30	(2015)

保加利亚	 3.30	(2015)

克罗地亚	 3.70	(2015)

塞浦路斯	 6.10	(2015)

捷克	 4.30	(2015)

丹麦	 6.90	(2015)

爱沙尼亚	 2.70	(2015)

芬兰	 7.60	(2015)

法国	 8.30	(2015)

格鲁吉亚	 1.30	(2015)

德国	 6.90	(2015)

直布罗陀（英国）	 3.70	(2015)

希腊	 5.20	(2015)

匈牙利	 3.60	(2015)

冰岛	 8.20	(2015)

爱尔兰	 10.90	(2015)

意大利	 6.50	(2015)

哈萨克斯坦	 1.10	(2015)

拉脱维亚	 3.30	(2015)

李奇登斯坦	 8.40	(2015)

立陶宛	 3.40	(2015)

卢森堡	 6.20	(2015)

马其顿	 2.90	(2015)

马耳他	 5.50	(2015)

摩尔多瓦	 1.20	(2015)

摩纳哥	 7.80	(2015)

黑山	 2.80	(2015)

荷兰	 7.10	(2015)

挪威	 15.10	(2015)

波兰	 3.90	(2015)

葡萄牙	 5.40	(2015)

罗马尼亚	 3.80	(2015)

俄罗斯	 1.70	(2015)

塞尔维亚	 2.00	(2015)

斯洛伐克	 3.70	(2015)

斯洛文尼亚	 3.50	(2015)

西班牙	 6.00	(2015)

瑞典	 7.70	(2015)

瑞士	 8.30	(2015)

土耳其	 4.40	(2015)

乌克兰	 1.30	(2015)

英国	 11.00	(2015)

梵蒂冈城	 7.10	(2015)

国家		 美元

阿尔及利亚	 1.90	(2014)

安哥拉	 2.00	(2014)

博茨瓦纳	 2.80	(2014)

喀麦隆	 2.00	(2014)

佛得角	 2.60	(2014)

刚果	 2.00	(2014)

科特迪瓦(象牙海岸)	 2.60	(2014)

吉布提	 1.00	(2014)

埃及	 2.00	(2014)

赤道几内亚	 1.90	(2014)

厄立特里亚	 2.80	(2013)

埃塞俄比亚	 2.50	(2014)

加蓬	 1.90	(2014)

冈比亚	 0.80	(2014)

加纳	 3.40	(2014)

几内亚	 1.10	(2014)

几内亚比绍	 1.00	(2013)

肯尼亚	 1.60	(2014)

莱索托	 3.30	(2014)

利比里亚	 1.00	(2014)

利比亚	 2.90	(2014)

马达加斯加	 4.00	(2014)

马拉维	 2.80	(2014)

马里	 3.00	(2014)

毛里塔尼亚	 2.40	(2014)

毛里求斯	 3.80	(2014)

摩洛哥	 4.00	(2014)

莫桑比克	 2.60	(2014)

尼日利亚	 2.30	(2014)

塞内加尔	 1.20	(2014)

塞舌尔	 5.60	(2014)

索马里	 1.00	(2014)

南非	 3.30	(2014)

苏丹	 4.00	(2014)

斯威士兰	 2.10	(2014)

坦桑尼亚	 2.00	(2014)

突尼斯	 3.10	(2014)

乌干达	 1.70	(2014)

赞比亚	 1.90	(2014)

津巴布韦	 1.00	(2014)

非洲卷烟价格*

欧洲卷烟价格*

*数据来源:	
www.cigaretteprices.net

2016年1月1日起，越南烟草税

率从65％提高到70％，并将于2019

年1月1日提至75％。

印度已经连续五年提高烟草

税，今年的增幅为10％-15％之间，

雪茄、方头雪茄、小雪茄的消费税

将从12.5％，或每千支3,375卢比

（以较高者为准），提至12.5	 ％或

每千支3755卢比（以较高者为准）。

在中东，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

政府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提高烟草

税。例如，沙特阿拉伯最近提出将

烟草关税提至200％，并将卷烟价格

提高11％。

在北美，美国各州一直稳步宣

布提高烟草税率，而加拿大安大略

省将每支卷烟的消费税从13.97分提

高到15.47分，比如，一盒200支装

卷烟的价格提高了3加元。

即使是烟民最后的堡垒，也就

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都已经让

步。从2016年1月1日起，俄罗斯卷

烟消费税从每千支960卢布增加到

1250卢布，而从价税（零售价格的

百分比）从11％提至12％。由于消

费税提高，俄罗斯卷烟价格增长了

15-17％，每包卷烟的平均价格达到

80卢布。事实上，据菲莫国际公司

透露，2016年的卷烟价格比上年提

高了23％。今年3月，哈萨克斯坦和

白俄罗斯的卷烟价格也上调了。哈

萨克斯坦上调了19.5％，每包批发

价达到263坚戈（1美元	 =	 337.99坚

戈），每包零售价格上调了15.3％，

达到302坚戈。在白俄罗斯，乐富门

品牌（蓝，天蓝）的价格上涨了300

白俄罗斯卢布（1美元	 =19,350白俄

罗斯卢布），联盟品牌（原味、经

典、紧凑型、细长型）的价格上涨

400卢布，波迈品牌（红、蓝、高级

天蓝、高级银）等规格和乐富门纳

米蓝的价格上涨500卢布。

非洲卷烟的价格是最低的，一

包20支装卷烟的价格能以低至0.80

美元的价格买到，但是塞舌尔的卷

烟价格较高，大约5.60美元。亚洲

的卷烟价格也较低，不同国家之间

差别不大，也有一些例外，如文莱

（6.10美元）、土库曼斯坦（5.70

美元）、新加坡（9.70美元）。欧

洲的卷烟价格变化较大，从东欧国

家的大约1.10美元，到西欧国家的

大约15.10美元。美国各州之间的价

格差别也很大。但是，卷烟价格最

高的，似乎是在澳大利亚（17.40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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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T 3烟叶干燥机

虹霓KT 3新型切烟机

烟叶干燥和膨胀设备迎来新
时代

烟叶干燥设备HDT	 3技术的发

展，使每一个单位的烟叶都能够得

到膨胀和干燥，虹霓公司产品的灵

活性也因此取得质的飞跃。相比其

前一代产品超高温蒸汽干燥机HDT-

FX，HDT	3的灵活性改善显著。

目前，更广泛的，包含温

度、水分含量和质量流的重要工艺

参数设置频谱是可用的。除此之

外，由于自动化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这些参数都可以调整到烟草质

量中来。

虹霓公司客户项目经理马

蒂亚斯•韦伯说：“HDT	 3能够成

功解决客户将来所遇到的挑战，

开辟了一个充满全新可能性的世

界。”新的KT	 3切烟机能够切

割异常潮湿的烟叶，正是由于与

其结合，HDT	 3展现了真正的实

力。HDT	 3所达到的显著膨胀值，

可减少或完全消除添加膨胀烟丝的

必要性。HDT	 3的技术发展不仅改善

了制丝过程，同时确保了烟叶比以

前更加柔软，并可融入到新的创新

方法中，如软处理。

韦伯解释道：“有了这项技

术，烟叶成分只会受到水分含量、

温度和机械过程最小影响。”与HDT	

3的前一代产品相比，虹霓公司工程

师将新一代产品的工艺气体速度降

低了10%，这对于减少烟叶的机械负

荷作出了额外贡献。新开发的横切

技术使进入干燥机的工艺气体更加

均匀，从而保证了烟叶质量。对烟

叶具有更少的化学和物理影响，减

少了降解和味道损失。

HDT	3的高度比其前一代产品降

低20%，体积缩小30%，所需要的空

间也减少40%。因此，它更容易融入

工厂环境。加之其快速和简单的维

护，以及自动清洗过程，这些因素

都大大节约了成本。

此外，HDT	 3的节能效果显

著，高达10%。

韦伯解释道：“这些成就的

取得都是由于使用了最新的燃烧

器技术，睡眠、生态模式以及其

他一些创新技术的结果。对于实

现有效的较高干燥温度的成本节

约，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www.hauni.com)

虹霓KT 3——锋利无比的切烟机
虹霓公司对其广受欢迎的KT2切烟机进行了升级，并取得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新产品KT	 3在机器性能、灵活性、设备可用
性、有效性以及所切割烟丝质量等方面采用了全新标准。为了研
发最佳的研磨装置，虹霓公司吸取了其姊妹公司——来自Körber
集团的联合磨削技术公司的经验。

虹霓公司客户项目经理马蒂亚斯•韦伯说：“新的KT	3确实是
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它更为锋利的刀刃不仅能够保证更好的切割
质量，同时也使各种类型烟叶的加工工作更为轻松，如敏感型的
半香料型烟叶、浓郁的加料烟叶等。”

除此之外，KT	3有能力处理未来的技术，如与新产品HDT	3相
结合来共同进行软处理。其刀刃锋利的持久性，保证其能够通过
下口压缩切割烟叶，并确保较高的含水量。

KT 3的刀长为其前代产品的10倍
针对不同的烟叶类型，切烟机的切刀装置也有所不同。在以

前的产品中，即使切刀很锋利，也需要不断被磨快。新产品对这
一过程进行了调整，从而能够反映出被切割的烟叶类型。

为了做到这一点，工程师们使用单独的驱动器，来取代与KT	
3切刀和切割滚筒旋转之间的机械联动。这使操作者可以灵活地控
制切刀的前进和磨床单元。就像滚筒的速度一样，这些数值都可
以改变。

韦伯解释道：“有了这项技术，我们的客户可以根据每一类
型烟叶的需求，来精确地调整他们的机器，并根据磨损率来磨削
切刀。这具有以下优点：根据不同类型的烟叶，KT	 3的刀长达到
其上一代产品的10倍，并可持续监测其锋利情况。”“一旦找到
正确的参数设置，可在任意时候通过集成方式管理系统来保存和

召回它们。这不仅意味着易损物件的更换
频率大大减少，也大大加快了KT	 3磨轮的
速度，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了机器的可用
性。特别锋利的、干净的磨刀在生产阶段
具有进一步优势：灰尘产生率低，切割速
度快，减少最终卷烟产品中不必要的研磨
制品，机器运行更加安静。”

将KT 2升级到KT 3
韦伯表示：“多年以来，KT	 2切烟机

已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工厂中家喻户晓，目
前共卖出460台。KT	3具有新的功能并可加
装到KT	 2上，通过使用此功能，客户无需
购买全新的KT	 3，只需要花费相对较低的
成本来升级他们的KT	 2，从而降低机器退
化的风险。他们可在继续使用原来切刀和
组件的同时享受到KT	3的功能。”	

(www.hauni.com)



刀锋技术前沿：全新 KT 3 确立了全新的标准。其锋利的切刀不仅确保了更低

刀口压力下的更高切丝质量，它们还让各种烟草类型的处理变得轻松容易 –  

例如，敏感的半香料烟草、重香料烟草或 100 % 再造烟草。此外，KT 3 还
配备有先进的处理流程，例如，高水分切丝搭配全新的 HDT 3 气流干燥器。

最后，KT 3 的切刀寿命是其前代产品的十倍。通过改装您的 KT 2 即可实现 

KT 3 的所有特性。请联系我们，获取更多的信息。

FUTURE – MADE BY HAUNI

RAZOR SHARP:
全新 KT 3 切丝机

KT 3_TA_ZH_Messe.indd   1 01.06.2016   14: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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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710e 

InfraLab在线烟草分析仪

烟草总挥发物测定——TM710e V和InfraLab
采用NDC技术的新款在线水分仪TM710e	 V和在线分析仪InfraLab，可在初始和GLT过程中的所有关键点上测

量烟草总挥发物。这些创新设备与用重量测试法的测量高度一致，不需要对不同混合物进行多次测定，可有效

节约质量检验和确认过程中的劳动力。

TM710e V 在线烟草
水分仪 

在 线 烟 草 水 分 仪

TM710e及其上一代产品

TM710，被世界各地数百

个工厂广泛使用，TM710e

强大的能力保证其在烟草

加工过程中可被安装在任

何位置。

TM710e能够测量出

膨胀烟丝中极低的含水

量，初始阶段的中间水

分以及干制过程中的高

含水量。

应用软件是NDC公司的核心所在。应用专家们了解

烟草行业的需求，各种类型烟草的物理属性和化学性

质，以及如何保证准确和稳定的测量。经过四十余年

的研究和开发，并通过与业界主要参与者展开合作，

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应用技术。

TM710e的以太网通信结构使其具有设备自动侦测

功能，从独立测量到多功能网络测量系统，都能以最

少的硬件和布线实现最大的安装便捷性。TM710e在24V	

DC上运行，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而且现场总线连接

适用于所有产品。

TM710e具有长期性能稳定、安装便捷，可信赖度

高等特点，大大降低了成本。为了确保数据访问能够

随时随地进行，M710e与710e系列的接口和设备相连

接。其灵活的连接结构保证了与卷烟厂网络的一体

性，方便数据的远程访问。

除了水分，TM710e也可用来测量产品的温度。温

度传感器可直接安装到TM710e上，在水分测量区域的临

近位置进行工作，也可以在距离TM710e十到二十米的远

程位置，通过与水分仪合用电源和以太网进行工作。

InfraLab在线烟草分析仪
InfraLab在线烟草分析仪具有可行性和成本效

益，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可有效代替传统的重

量和CFA测量法，在烟草初始和GLT加工阶段进行水

分、尼古丁和糖分测量。

InfraLab	e系列烟草分析仪具有快速、易用、稳

定及可重复等特性，被人们广泛使用，同时更容易取

代实验室测量方法。

样本被放在样本碗

后，InfraLab可自动识别

出样本的存在，并启动测

量序列。在短短的五秒钟

之内，测量结果就显示在

屏幕上。

对于进程管理者来

说，InfraLab烟草分析仪

和TM710e在线烟草水分仪

的结合，保证了过程性能

测量数据的精确。

(www.ndc.com)

印度
ITC烟草公司恢复卷烟生产

自2016年5月4日暂停生产后，

印度ITC公司最近宣布恢复其卷烟工

厂的生产活动。5月4日，最高法院

要求烟草企业对卷烟包装实施更大

健康警语，并拒绝了生产商提出的

推迟实施自4月1日生效的新卷烟包

装规则的申请。

最高法院表示，烟草企业必须

在各高级法院的上诉书转到卡纳塔

克邦最高法院，并且最终结果宣布

前遵循相关规则。ITC在5月4日的文

件中称：“与此同时，公司不得不

于5月4日起暂停卷烟厂的生产，直

到准备好遵守法院听证会的临时要

求。”总部位于加尔各答的ITC烟草

公司认为实施更大健康警语的政策

并不明确，因此决定暂停其五家卷

烟工厂的生产活动。所有其他卷烟

制造商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2015年9月24日，印度卫生部

发布通知，《2014年卷烟和其他烟

草制品（包装和标签）修订规则》

自2016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健康

警语应占烟草制品包装盒面积的

85%。ITC烟草公司的产品包括India	

Kings、Classic、Gold	Flake、Navy	

Cut、Capstan、Bristol、Flake和丝

刻等系列品牌，由位于班加罗尔、芒

杰、萨哈兰普尔，加尔各答和普纳的

工厂制造。

英国
帝国烟草关闭诺丁汉卷烟厂

帝国烟草公司最近关闭了诺丁

汉的卷烟厂，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

的撤离。帝国烟草2014年3月时首次

透露了关闭此工厂的计划，当时拥

有雇员540人。该卷烟厂每年可生产

卷烟360亿支。

工会联合会表示，帝国烟草诺

丁汉卷烟厂以及日烟国际北爱尔兰

卷烟厂的关闭，标志着长达几个世

纪的英国烟草制造业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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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安全包已可安装使用

Nano-C

多样性、独特性、高效性
Decouflé是虹霓公司位于法国的一家子公司，致力于为客户

希望制造的产品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解决方案。Decouflé公司的

Nano-C已经成为Nano家族的新成员，通过与其他部件的结合，纳

米C为迷你雪茄可靠供应商提供了最理想的理解方案。

与一般雪茄不同的是，迷你雪茄通常是机制雪茄并含有过滤

嘴。和卷烟一样，它们可使用生切烟丝和打叶烟叶生产。迷你雪茄

的直径一般在12毫米左右，长度不超过10-12厘米。最初，迷你雪

茄通过机器使用recon	 paper包装而成，所有的迷你雪茄外形几乎

一样。不过，现在的迷你雪茄外形已经呈现多样性，即使是和卷烟

相比。茄头可裸装，配有过滤嘴、塑料吸头。茄身可单独包装，也

可使用recon	 paper或天然烟叶包装成螺旋形状。茄头可裸装，使

用水松纸包装或装饰有丝带。迷你雪茄同时可使用激光打孔。

目前有多家工厂生产此类迷你雪茄。

Decouflé公司迷你雪茄专家Sieg-

mar	 Weiss说：“一旦知道客户需要哪款

产品，我们可配置相应的生产线。”新的

Nano-C迷你雪茄制造商提供了完美的起始

点，搭建了Nano范围内使用的技术平台，

这一平台2009年就已推出。平台具有诸多

突出特点：现代电子、用于粘接工艺的高

效陶瓷加热板、调节烟叶重量的可靠装置

以及切割装置中高度先进的切割头。

Weiss补充道：“对客户来说，这意

味着高质量、高速度和可靠性，可缩短转

换和维护时间，节约生产成本。”	 Nano-

C迷你雪茄制造商能够做到的远不止这

些。Decouflé公司的专家专门为迷你雪茄

生产改进了机器，对于生切烟丝、打叶烟

叶、多种款式以及特殊包装纸的处理均具

有良好效果。可通过连接到变线仪头成型

机生产双层茄衣，所生产的雪茄均为标准

尺寸：长度21厘米，直径12厘米。

Weiss表示：“我们也可根据制造商

的要求生产更长尺寸的产品。”料斗是

专为雪茄生产设计的，长的陶瓷缝焊机

能够确保烟叶处理更加柔和、有效和可

靠。Nano-C已在多家客户生产设备的实际

运用中证明了其质量。

				www.decoufle.hauni.com

一流的信息技术安全
目前的切烟机与公司的信息

技术安全高度融合。因此，为了保

护设备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网络

攻击，额外的安全性能必不可少。

针对新的信息技术安全包，虹霓公

司也做出了回应。

现代的生产机器几乎由一台

电脑控制，并接入到公司的网络

中。事实上，他们也可通过网络与

制造商进行远程连接。虽然这有助

于极大地提高生产性能，但同时也

存在网关危险，比如病毒、数据丢

失和工业间谍。由于这些问题的担

忧，全球的一些烟草公司成立了一

个工作组，希望为他们的OEMs定义

和建立一套信息技术“最佳实践”

安全规则。

以Andreas	 Eckroth为首的团

队，在虹霓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的

领导下，目前已经利用这些研究结

果作为全面的、模块化解决方案的

基础，以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性。

Eckroth解释道：“和防火墙等

硬件一样，系统硬化措施中的模块能

够增强安全性，并保证所有的软件使

用经过安全测试和必要操作。白名单

是另外一项重要特征，保证只有已知

的应用程序可以在计算机上运行。所

有需要的软件更新都通过密码所保护

的虹霓更新服务来完成。

虹霓公司的专家甚至因客户的

要求完成了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确

保了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机器中

的所有智能组件可快速恢复，并很

容易地使用最后一次的备份数据。

信息安全包自2016年初已可供虹霓

公司的机器安装使用。自2015年中

以来，安全包已经与PROTOS-M5共同

使用，并取得巨大成功。

客户将虹霓公司的解决方案归

为“一流的”，并对其“对用户的

高度友好”进行了特别表扬。根

据客户与虹霓公司所进行的关于

OEE的协商规范，信息技术安全包

已经准备就绪。	

				(www.hauni.com)



Decoufle 的下一代小雪茄制造机：Nano-C
基于 Nano 平台的定制解决方案 

智能。
用途广泛。
紧凑型。Nano-C

Nano-C_TA_ZH_Messe.indd   1 10.06.2016   08: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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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尽管经济从一直的高速增长到慢慢回落，但是新一轮科技
进步和产业变革却风起云涌，新技术、新产业、新领域不断出现。有中国经
济晴雨表之称的中国烟草行业也不例外，在面临增长速度回落、工商库存增
加、结构空间变窄、需求“拐点”逼近的四大难题下，烟草行业的工商企业纷
纷酝酿各种改革创新的方法和实践。

“温州模式”的烟草
创新实践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浙江

省的烟草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企业都在稳扎

稳打中时刻保持创新，所以才有了“利群”

品牌的厚积薄发，才有了浙江商业的名列前

茅。而在浙江，温州又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地

方。

温州人以创新精神闻名全国，菜刀、

剪刀、皮刀、剃头刀、螺丝刀，30多年前，

温州人拿着这五把刀在天南海北闯出了一条

条“温州模式”的发展之路。而今，当改革

创新之风吹拂而过，地处经济转型前沿的温

州烟草人把“互联网+”作为发展动力，以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为支撑，通过对

理念、职能、方式、流程和组织等要素的创

新变革，开始了新一轮的创新实践。

温州市局（公司）
正在积极构建“金字
塔型”的零售终端生
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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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互联网+”是依
托互联网技术的“线上”
层面的创新，提升终端
建设水平、在零售终端
的创新则是立足“线下”

的布局。

全方位“互联网+”
“互联网+”是近期一个很热门的概

念，而且被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互联网+”战略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

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

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

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

约订货，在相关平台上发出购烟指令后，很

快有周边的烟店响应“抢单”，有的提出一

周就能供货，有的则需要两周、三周。老王

综合评价后，向其中一家下了预约订单，足

不出户轻松完成预约，就等着到时间去店里

取货了。购买这么大量的卷烟也无需担心支

付问题，支付宝轻轻一扫就能便捷支付。

这是基于“互联网+”的背景下模拟的

未来卷烟销售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正在逐步

变成现实。目前，温州市应用支付宝进行卷

烟结算的零售客户已经有500家，这个数字

还在不断攀升中。

技术的进步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是

全方位的，上文所述的网上下单、支付宝结

算只是基础功能，温州市局正在以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为支撑全方位推进“互联

网+”。比如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协商改进

零售终端系统，支持零售门店所有商品的线

下销售与线上结算业务；搭建面向全市零售

终端的消费者信息库，打通消费行为跟踪渠

道，等等。

当然，“互联网+”不仅仅是围绕卷烟

营销领域开展，而是全方位渗透，“互联网

+专卖管理”“互联网+物流配送”和“互联

网+移动办公”四个通道也在稳步建设推进

中。

“线上”“线下”齐布局
如果说全方位的“互联网+”是依托互

联网技术的“线上”层面的创新，是强化营

销软实力的过程，那么提升终端建设水平、

在零售终端的创新则是立足“线下”的布

局，是提升营销网络的硬实力。

在“线下”硬实力的创新方面，温州市

局（公司）正在积极构建“金字塔型”的零

售终端生态圈。何谓“金字塔型”？“金字

塔”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指顶部尖、中间

宽、基底实的零售终端格局。

作为浙江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推动“

互联网+”的试点单位，温州市局（公司）

率先将支付宝结算引入零售环节，先行开

展“互联网+卷烟营销”工作。

在移动互联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

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卷烟销售的情景。比如老

王的儿子下个月结婚，需要购买大量的“利

群”卷烟，但是普通的零售店无法一下子满

足他的需求，如果一家家拼货又担心质量得

不到保障。不过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完

全不用担心，老王通过登录烟草官方平台预

温州市局正在以云
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为支撑全方

位推进“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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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全方位的“互联网
+”还是“金字塔型”零售
终端生态圈的布局，都
是“温州模式”在卷烟市

场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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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终端建设多样化、差异化的格

局，可以更好地树立行业的经营和服务形

象，在卷烟投放政策和客户服务上，营销人

员有更大的空间采取差异化、个性化的举

措，达到最大限度利用市场资源、拉动卷烟

销售的作用。

在“塔尖”型终端，有漂亮的招幌、整

洁的柜台、亮眼的LED灯箱吸人眼球，还有

零售终端系统自主维护商品进销存，支付宝

结算逐步建立消费者数据库，在瞬息万变的

市场环境下帮助零售客户经营得得心应手。

在“塔基”方面，温州市局（公司）采

用二维识别体系，对数量大、分布广的普通

客户进行甄别。围绕客户经营能力，综合评

价客户价值，进一步细分客户类别，实施精

细管理。

那么，“塔尖”与“塔基”之间如何过

渡？温州市局（公司）率先在全省提出“普

通现代终端”概念，突出终端产品销售、形

象展示、品牌培育等功能。

如今，温州市场“金字塔型”零售终端

生态圈已初具雏形，现代终端总体建设规模

居全省第一位。

不管是全方位的“互联网+”还是“金

字塔型”零售终端生态圈的布局，都是“温

州模式”在卷烟市场的创新实践，这也是新

形势下温州烟草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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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本季出口量取得增长

自津巴布韦烟草销售季于今年3

月开始以来，在出售了4510万公斤

烟草之后，津巴布韦的季节性烟草

出口收益达到2.53亿美元。来自津

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的数字显

示，本烟季烟草出口量从去年售出

的价值2.465亿美元的4230万公斤，

增长到了现在的4600万公斤。

中国吸收的津巴布韦烟草达到

2020万公斤，价值1.64亿美元，对

于津巴布韦而言，中国仍是其最大

的烟草出口目的地。南非是津巴布

韦烟草的第二大进口国，其购买的

烟草为900万公斤，价值2620万美

元，印尼次之，购买的津巴布韦烟

草为220万公斤，价值1170万美元。

如今，津巴布韦烟草的出口国

达到了40个，比去年同期的37个有

了增加。据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

员会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35

亿公斤、价值3.3亿美元的烟草被运

送到拍卖场和合同制购烟场。去年

同期，售出的烟草为9630万公斤，

价值2.812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输出到拍卖场的

烟草总计为2120万公斤，价值5560

万美元，而合同制烟草卖场则占据

主要地位，接收了9160万公斤，价

值2.743亿美元的烟草。平均价格为

每公斤2.91美元，比去年同期获得

的每公斤2.92美元的价格低0.42%。

由于农民表面上因为烟草价格

低廉而筹集不到种植烟草所需的投

入物资的资金，今年的烟农数量大

幅减少22%，从去年的92430人减少

到71728人。

烟草质量差是因为新加入的小

规模烟农缺乏专门	 知识。他们大多

是在津巴布韦实行美元化之后开始

从事烟草种植。被拒收的烟捆从去

年的116527捆减少到了91363捆。烟

草农业主要是受小规模烟农的推

动，他们的人数从2004年时的4000

人增加到了现在的65365人。

烟草生产在农村地区带来了相

当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大多数农村

地区的人们在种植玉米后因其回报

不可靠而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津巴布韦是非洲最大的烟草生

产国，也是世界上第四大烤烟生产

国，仅次于中国、巴西和美国。

津巴布韦
进军雪茄烟叶种植

津巴布韦《金融公报》报道，

在与德国的市场达成协议之后，津

巴布韦马尼卡兰山谷地区的小规模

农民们进入了有钱可赚的雪茄烟叶

种植行业。

在经验丰富的商业烟农Lindsay	

Guild的帮助下，	 这些农民种植一

种用作雪茄外包烟叶的优质烟草品

种。种植外包烟叶的费用最为昂

贵。但其在市场上获得的价格也很

高。这对农民而言，是个全新的领

域，因为津巴布韦主要以生产烤烟

闻名。总计有13名小规模农民目前

参与了雪茄烟叶的种植。参与这个

计划的一名官员说，他们种植的是

一种名叫cubra，被用作雪茄外包烟

叶的雪茄烟。

在这项计划中，	 Guild与专门

生产各种烟草产品的欧洲公司Von	

Eicken建立了伙伴关系。这家企业

最早于2013年提议成立，随后，由

于上个烟季对这种挣钱最多的烟叶

的实验性种植取得成功，在Burma山

谷的Mapetu农场成立了雪茄外包烟

叶拍卖场。	

这一发展使得津巴布韦成为继

喀麦隆和肯尼亚之后，第三个种植

雪茄外包烟叶的非洲国家。

自1977年以来一直种植烟草的

Guild说：“我们的目标是到明年

时，使销售量达到14至15吨烟草。

去年，我们实验性地种植了一公顷

雪茄外包烟叶，并对这些烟草进行

了发酵，如今，这些烟草正在前往

德国的路上。他们对实验性种植这

种烟草感到很满意。因此，今年我

们将种植面积扩大到约11公顷，包

括小规模烟农的种植。明年的时

候，我们计划将这种烟草的产量增

加一倍。”

Guild说，由于雪茄烟叶在美

国、英国和南非的需求很旺，因

此，寻找更多外国市场的计划正在

进行当中。不过，他指出，在经济

上，Von	 Eicken公司给这项计划提

供资金。雪茄烟没有添加剂，因为

它是晾烟，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对环

境友好的经济作物。与烤烟相比，

它在市场上获得的价格也更高。

马拉维
烟叶质量改善，价格上涨

拍卖场的官员说，继价格低、

拒收率高之后，烟叶销售经历了数

周暴风雨般的历程，如今，烟叶价

格出现了回升。

马拉维烟草控制委员会的Al-

bert	 Changaya将烟草价格上涨归因

于输送到拍卖场的烟草质量优良。

他说：“烟农们不再把烟茎也

送来了，他们现在送来了质量上乘

的顶层烟叶，这些烟草能获得好价

钱，所以，现在一切都进展顺

利。”不过，他又说，白肋烟因生

产过量正面临着诸多问题。

Albert	Changaya说：“我们的

团队很快将会出去进行最后的评

估，看看种植了多少烟草，已经售

出了多少烟草，这样，我们就能弄

清楚还剩下多少烟草。我们通常做

三次评估，这是最后一次。”

他说，烤烟在市场上卖得不错。

今年，在Nyasa	Bullets的赞助

商——尼亚萨地区的烟草制造商退

出市场，以集中	 精力与埃及的一家

公司联合生产卷烟之后，马拉维市

场上的烟草购买商从去年的11家减

少到了9家。

乌干达
禁烟后烟农转种其他作物

当乌干达马辛迪地区的Budongo

森林管理部门命令英美烟草公司停

止在Buliisa地区的经营活动时，乌

干达的农民遭遇了不确定性的冲

击，直至以种植其他作物作为应对

之举。

受影响的是与森林毗邻的Ki-

hungya和Biiso分县的农民。

农民们过去常常砍掉树木，在

建造烟草烘焙仓时用作撑杆，以及

用于烘干烟叶，但是，森林管理部

门说，农民们为了种植烟草在耗尽

森林。

例如，来自Kihungya村的前烟

农之一Abdul	Karim	Pasikale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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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英美烟草公司的经营之后，他

就冒险投入了玉米和咖啡种植。来

自Biiso	分县Kalengeija	B村的另一

名前烟农Herbert	 Izooba，则转向

种植卷心菜和茄子。

Buliisa的众议员Stephen	 Bi-

raahwa鼓励农民们种植可以作为经

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多用途作物，

或者实行间混种植。

他解释说：“我不支持只种烟

草，因为当孩子饿了的时候，不能

把它作为食物，当烟草不能上市销

售的时候，农民们除了将它们处理

掉之外，也不能吃掉它。”

印度
农民组织支持禁止外国直接投资

全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最近在

呼吁禁止烟草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时

说，跨国公司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政策中模棱两可的含义来为印度的

国际烟草品牌背书，从而鼓励了烟

草非法贸易。

代表印度烟农的全印度农民协

会联合会称，跨国公司根据货币波

动和劳动力套利，在全球范围内转

换其供应链，从而致使出现不稳定

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不会给国内经

济增值。

全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总秘书

长Murali	Babu在一份声明中说：“我

们已经给总理写信，突出了跨国烟草

公司如何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中模

糊含义来为印度的国际卷烟品牌背

书，从而鼓励非法贸易的情况。”

全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还对印

度工业政策与促进部实施的一项禁

止烟草业内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举措

表示欢迎。同时，这项举措也取得

了印度财政部的支持。

全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说：“跨

国公司拥有独特的竞争能力，能根据

货币的波动和劳动力套利出现的机

会，在全球范围内转换供应链。这不

会带来稳定的就业机会，也不会使国

内经济中出现增值。”

全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还进一

步表示：“事实上，印度现在正经历

着除了外汇大量外流之外，消费中也

出现无就业增长的状况。”该机构

说，合法卷烟销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减

少，因此导致卷烟中使用的弗吉尼亚

烤烟量也出现减少，这给烟农造成

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

该机构将烟农们陷入困境的原

因，归咎于对合法卷烟课税增

加，“以及因此而导致，同时跨国公

司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中的漏洞进

一步助长的印度非法卷烟的增长。”

印度
逐步取消烟草补贴进展缓慢

自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命令政

府考虑和落实减少给烟农提供补贴

的方法以来（2015年6月）已经有一

年时间，但是，印度中央和邦政府

都未能提出一个行动计划，政府仍

然继续给烟农提供补贴和激励。

帮助在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提

起PIL的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已经率

先开始征询公众意见，确定政策概

要，以帮助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继续制定减少给烟农提供补贴的指

导方针。这份政策概要预计很快将

提交给政府。

有专家说，作为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签约方的印

度政府不能促进烟草种植和使用，

事实上，它应该阻止烟草种植和使

用。由于卡纳塔克邦和安德拉邦是

印度主要烟草生产省份，各邦政府

至少应该在法院发布命令后，率先

发布一份关于政策的声明。

但与此相反，卡纳塔克邦的弗

吉尼亚烤烟的产量实际上在过去几

年里取得了增长，从2012-13年的

9386万公斤增长到了2014-15年的

1.035亿公斤。

与此同时，在过去15年里一直

积极参与烟草控制的反烟论坛访问

了很多村庄，与烟农们进行了互

动，并说服他们放弃种植烟草。

烟草委员会给种植烤烟类烟草

的农民提供的补贴和激励措施包括

供应投入物资、耕种机制、化肥，

以及提高收成和烟草质量的设备，

改进加工烟叶的方法，以及推广计

划等等。根据良好农业工艺的概

念，它还将某些投入物资的补贴扩

大到提供给被确定为模范计划区的

土地上的农民。

印度尼西亚
东爪哇拒绝干预

来自外国非政府组织要求印尼

立刻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

不断加大的压力，遭遇了东爪哇省

长Soekarwo	 强大的抵制。Soekarwo

要求外国非政府组织不要干预印

尼，包括东爪哇的烟草耕种和产品

生产相关的事情。

Soekarwo最近在泗水说：“不，

不。这跟那些非政府组织没有任何关

系。烟草是东爪哇人民的生计。他们

为什么要对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烟草

事务说三道四？我不喜欢他们这样

做。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Soekarwo说，东爪哇与印尼烟

草产品制造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

为烟草制造业聘用了大约60万工

人。如果政府批准了《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这些人就会受到影响。

印尼的烟草制造商也表达了类

似的观点。他们在5月底的时候给总

统佐科•维多多（Joko	 “Jokowi”	

Widodo）写了一封联名信，表达了

对印尼烟草业的可持续发展性的担

心。他们概述了自己对政府可能会

屈服于非政府组织不断加大的关于

立刻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

压力的关切。

印尼卷烟制造协会（MPSI）的

主席Djoko	 Wahyudi说，《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中规定的要求之一，是

禁止在卷烟中添加包括丁香在内的

香料，而在印尼，95%的卷烟都是丁

香烟。

Djoko	Wahyudi说：“《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会夺走丁香烟这种真

正的印尼产品的生命。我们希望并

呼吁印尼政府致力于保护作为整体

的由烟农、工人和从业公司组成的

印尼全国的烟草制造业。”

他说，MPSI在印尼全国聘用了4

万多名工人。

印尼烟农协会主席Soeseno

说：“如果印尼批准了《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我们将不得不把烟草

种植园转种其他作物。这会威胁印

尼大约200万农民和数百万烟草工人

的财产。”他称，没有别的能给农

民带来更大利益的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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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ris Bickers

当前，美国农民面临着一个问题，大家

都说这是目前全球中等填料烟叶供应过剩的

一个负面影响。除美国外，几乎在全球任何

地方都能以较低的价格买中等填料烟叶，采

购商甚至不会在市场上销售这种烟叶（通常

被认为是烟株最下面的三四片叶子），因而

把压力转嫁给了种植者。

“这是最好的中等烟叶，我们还有很

多，”一名烟叶经销商对《亚洲烟草》表

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1978年，联邦政

府推行‘四叶’（four-leaf）计划，鼓励

烤烟种植者放弃采收这些烟叶。”该计划被

认为是当时稳定市场的较为成功的办法之

一。

美国烟农的困境
——如何化解下部烟叶不受青睐的压力

但是当时联邦政府为这项计划提供价格

补偿。而现在，农民是与制造商或经销商直

接签约，假如他们自愿减产——自愿放弃采

收下部烟叶——他们除了找签约公司补偿外

别无他法。

“这看起来似乎很是简单，”这位经

销商说，“只不过需要对农民的上部烟叶支

付足够多的钱来弥补他们不采收下部烟叶的

损失而已。但提供多少赔偿一直存在很多分

歧，事实证明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何处理下部烟叶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烟株的下

部烟叶对制造商或贸易商极具吸引力，他们

下部薄烟叶个例研究：此图片拍摄于2014年8月26日，拍摄地点位于北卡州温斯顿-塞勒姆西部地区，当时Pied-
mont的烤烟发育迟缓。通常此日期前该地区的烤烟已经采摘过半，但那年的采摘日期直到过了9月的美国劳动节后
才开始。由于在田间的时间过长，下部烟叶变得很薄，烟农的收成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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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购买并尽可能地在他们的混合配方中找

到这些烟叶的用武之地。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农艺学家对有助

于下部烟叶得到买家更多青睐的因素进行了

分析。

“首先要确定是否采收下部的三四片叶

子，”这位农艺学家表示。“从经济角度而

言，不采收这些烟叶的损失会比较大，因为

这些损失必须通过出售远远多于当前合约规

定的剩余烟叶才能得以弥补。因而，不少种

植者可能会尝试采收下部的部分烟叶。”

农艺学家总结了以下几个方法，帮助烟

农种植出市场需求的下部烟叶。烟农可以：

——手工采收烟叶，要求工人不采摘底

部烟叶。

——确保氮素供应不要过量。烟叶长到

中等大小即可。

——尽早采收下部烟叶，最好在烟叶开

始变黄和熟透以前采收。

——保留库存，以便不用在烟叶潮湿

（包括来自露珠的湿度）的时候采摘。

——把采摘下来的烟叶统一打包存放在

货架或者箱子中。

此照片同样拍摄于2014年8月26日，工人在北卡州温斯顿-塞勒姆地
区手工采收烤烟。可以看到如果烟农手工采收的话，做出放弃采收
下部烟叶或者敲掉烟叶的决定相对容易，因为他的工人能够判断出
采收哪些烟叶。尽管用机器采收也并非不能做到，但会困难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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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普遍存在于下部烟叶上的泥

沙。这是下部烟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

一。毫无用处的泥沙有时候占烟草重量的比

例高达六分之一。去除泥沙将提升烟叶质

量，提高下部烟叶的价格。

——烤房要充分通风，在烟叶变黄前蒸

发掉20%-30%的水分。低层或者货架底部的

叶片要完全枯萎足够黄的时候才能提高烘烤

的温度。

影响下部烟叶市销能力的因素
农艺学家表示，另外还有一些因素预计

会降低下部烟叶的市销能力：

烟株叶片过大会遮盖住下部烟叶，尤其

是烟叶生长过程中存在氮素过量供应的情况。

氮素过量将会加剧这个问题。上部烟叶遮阴面

积过大，将使下部烟叶变薄、发育不充分，烟

油量下降。如果雨量充足，氮素过量还会导致

叶片变薄，即使看起来比较饱满。

生长在高湿条件下的烟株，其下部烟

叶的水分含量通常为90%，而上部烟叶的水

分含量为80%——下部烟叶由于水分含量较

高，烘烤起来难度要大得多。

用机器采收有时会对烟叶造成损害，使

其容易遭到土壤细菌入侵从而导致软腐病，

这是下部烟叶的一个真正的问题。

青霉病、轮斑病和斑点病等烟叶病也

会加剧这个问题。北卡州烟叶推广经济学家

布莱克•布朗在今年3月份表示，如果烟农放

弃采收下部的四片烟叶，他的烟叶总产量估

计会下降10%，减少的产量是X和P等级的烟

叶。

原来250 0磅/英亩的产量在采摘下

部四片烟叶后，会平均下降到2250磅/英

亩。“用机器采收下部四片烟叶需要花费20

美元/英亩，”他说。“在这种情况下，采

收成本会降低100美元/英亩。要获得每英亩

同样的利润，加权平均价必须是每磅2.09美

元，假如没有采摘下部烟叶，加权平均价就

是1.91美元。”

如何比较白肋烟
在位于田纳西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白肋烟

稳定公司合作社，农艺学家唐•福尔克斯也

准备了几个类似的防止白肋烟烟叶变薄的方

法。烟农可以：

——选择你的农场能够烘烤得很好的烟

叶品种。

——种植在没有深耕的排水性好和肥沃

的土壤中，并根据土壤检测结果进行施肥和

施用石灰。

——用合适的方式打顶，并根据指导使

用腋芽抑制剂。

——及时采收。

——烟株之间适度隔开，并控制烘烤环境。

“最后，”福尔克斯告诉种植者

说，“准备出售时，要对烟叶进行分级，尽

量提高烟叶价格。”

从广义上讲，我们客户想要的白肋烟

叶片厚度最好是中等至厚，并且色泽是红棕

色至红色。“而不是叶片发薄，色泽明亮的

（浅黄色、驼色、杂色）白肋烟，也不是烤

黑或黑色的烟叶。”

毫无疑问，厚度和色泽是影响烟叶部位

的部分因素。与上部烟叶等级（烟叶、红叶

和顶叶）相比，下部烟叶等级（烟叶杂质、

切丝）烟叶的叶片通常较薄，颜色较淡。

一般而言，红棕色至红色的烟叶要好于

亮色或者淡色。中等至厚的烟叶要好于较薄

的叶片，尤其是对上部烟叶来说。

“这并不是在暗示‘薄’或者下部烟叶

等级就不重要或者不需要”，他说，“他们

当然重要，也有市场。”

美国烟叶采购商已经明确表示，对本季

采购下部烟叶的兴趣不大。可以确定的是质

量较差的下部烟叶缺乏买家。

在北卡州Piedmont一位烤烟种植者的农场
里，一名工人正在把他刚刚采收的下部烟叶
倒在一辆准备运到烤房的四轮车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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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在烤房内的烟叶正在进行初始干燥

探寻独立烟叶供应商

美国烟叶种植历史悠久
美国的烟叶种植拥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独立革命前期，当弗吉尼亚州、南卡罗来纳

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东海岸等地仍处于英国

统治之时，这些地区的烟叶种植已经开始商

业化了。随后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印第安

纳州、密苏里州和其他州也相继加入，烟草

成为越来越有价值的商品。悠久的种植历史

使当地种植者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也让

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烟叶种植区域之一。

作为探寻独立烟叶供应商系列报道的一部分，《亚洲烟草》本期将介绍位于
地球两端的两个烟叶供应商——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烟叶合作社和来自贫困
国家老挝的第一个私营烟叶加工公司。顺便对保加利亚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
一个烟叶贸易公司一探究竟。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BTGCA成立近百年
总部设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白肋烟种

植者合作社协会（下文简称“BTGCA”）成

立于1922年，目前拥有约4000名成员。“协

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会员进行烟叶推广，

促进和鼓励烟草营销业务，尽量减少在生产

和销售中的投机炒作和资源浪费，进而稳定

烟草市场，同心协力解决烟草种植者的问

题。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会员稳步提高盈利

能力并提高烟叶的市场份额。”该协会的总

经理Steve	Pratt说道。本文图片由白肋烟种
植者合作社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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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田间的绿色烟叶

协会同时扮演经销商角色
乍看起来，BTGCA跟其他种植者合作社或协会似乎一样，但它还在列克

星敦总部以外地区积极扮演着白肋烟经销商的角色。“我们与种植者会员

签订合同，从会员那里直接购入白肋烟，加工处理后在全球出售。”Pratt

说。为了加速流转，协会还在网站上公布可用的白肋烟库存（详见表1），

有兴趣的买家可以登录网站查询。销售价格根据BTGCA的投入成本和运输成

本来决定。“我们为潜在客户免费提供样品，以数量和目的地为基础洽谈价

格。我们的价格为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的离岸价，40个集装箱起售。”

竭力开拓海外市场
尽管BTGCA的一些会员客户来自美国，但其大多数烟叶出口到世界各

地，其中很大部分出口到亚洲。这是自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终止烟草支持计

划以来，协会勤奋营销的结果。“美国烟草支持计划结束后，我们通过参加

贸易展览和会见潜在客户的方式努力建立起了一个全球客户群。这样一来，

我们在国外卖的白肋烟比国内还多。我们已经运送了几百吨美国白肋烟到亚

洲国家，并希望继续与这些客户保持合作，获得更多的新客户。”Pratt阐

述道。

质量控制至上
协会最典型的直接客户是卷烟制造商，当然也包括其他的贸易商。为

了保证烟叶的品质始终如一，BTGCA聘请了一个拥有40多年经验的全职烟草

分级专家，负责从协会会员那里购买烟叶，还负责烟叶加工的监督管理。当

待售烟叶储存在仓库之后，协会使用经认证的加工设施和实验室对其进行分

级处理。“良好农业规范（GAP）不仅能确保员工的安全，还能保护环境，

确保从农场到客户手中的整个过程可追溯，”Pratt坚信。

按需调整白肋烟供应量
Pratt说，待售的白肋烟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调整，“每年都有所不

同。”但他保证协会的仓库容量足够满足这些需求。协会坚信“美国白肋烟

是世界上最好的烟叶。”Pratt也坦承，“品质是获得高价的保证。”在这

方面，BGTCA必须在美元和其他货币兑换，以及全球市场上低价低质的烟叶

产品展开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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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Pratt，美国肯塔基
州白肋烟种植者合作协会
总经理

Chriselle Zhao，老挝琅
勃拉邦信托烟草公司市场
经理

Parvomay BT公司：从垄断中诞生
欧洲东南部的Parvomay	 BT公司是BTGCA的竞争对手

之一。Parvomay	 BT现今是保加利亚的弗吉尼亚烤烟、

香料烟和白肋烟最杰出的出口商之一。该公司成立于

1947年，前身为保加利亚国家烟草专卖局，但在2004年

垄断被打破后（可在本期杂志查阅保加利亚烟草业的相

关报道）开始实行私有化。据公司首席执行官Krasi-

miraNedeva说，公司目前的阔叶烟年加工量包括约65％

的弗吉尼亚烤烟，25％的白肋烟和10％的香料烟。

聚焦出口战略
从私有化的那一刻起，ParvomayBT就走上了几

乎完全专注于出口的道路。“事实上，ParvomayBT从

私有化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市场已处于崩溃的

边缘，获得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全球市场寻找机

会”Nedeva说。希腊的NicoGleoudisKavex公司、意大

利MellaSrl公司是最重要的客户。虽然ParvomayBT公司

主要出口阔叶烟草，但也向约旦出口少量香料烟。一年

前，ParvomayBT在约旦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专门为当地

卷烟企业生产烟丝。ParvomayBT没有保加利亚授权生产

（或买卖）烟丝的许可证，因此在约旦建立工厂显得

尤为重要。“这一步将使我们更有竞争力，方便我们

在中东地区打开市场，这对于我们而言是战略化的一

步，”Nedeva解释说。

积极进行国际扩张
公司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很多北非国家开展业务，

但更喜欢与小客户合作。“我们喜欢和中小型独立伙伴

合作，我们符合他们灵活多变且寻找可靠供应商的要

求，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公司还将最终目标瞄向

欧洲中部和西部市场，因为公司相信这些市场对保加利

亚烟草同样有需求。但Nedeva说，目前，这种扩张方式

的主要障碍来自于跨国烟草公司，毕竟跨国公司历史悠

久，在这些市场拥有强势地位。“跨国公司能够提供质

优价廉的烟叶，这对受限于规模经济的小公司而言几乎

很难实现。但是，我们真的很期待能在意大利搏得一席

之地，因为我们相信，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烟草是非常

相似的，并且两个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

系。”

努力开拓亚洲市场
Parvomay	 BT进入亚洲市场的主要挑战同样来自于

亚洲产烟草的高性价比。“尤其是当我们谈到我们的主

打产品弗吉尼亚州烤烟时。”Nedeva说。但她补充说，

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Parvomay	 BT正在积极寻找

机会打入这个市场。“众所周知，亚洲是一个巨大的市

场，人人均有机会。但要打入亚洲市场非常困难，因为

它有自己的特定需求以及方式。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

在亚洲找到一个强大和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就能建立

合作互赢的关系，尤其是在香料烟领域。不过，目前我

们还没有确定合作伙伴。”

不断升级设备提高生产率
私有化后，Parvomay	 BT成长为保加利亚最重要的

烟叶供应商之一的道路并不容易。陈旧和退化的设备和

生产设施的处理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但幸运的是，公

司拥有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差距。“我们还收购了意大利一个旧的打叶线，并

进行不断改善升级。如今，这些设备几乎都已更新完

毕。”去年，公司还升级了分离机。“我们拥有全新

YEAR GRADE UNITS KG NIC/SUGAR
BURLEK
2011 MFV 374 67,320 2.57%
2012 BFR 178 35,600 3.90%
2012 S-TFR 65 13,000 3.72%
2012 BUBC 185 33,300 3.00%
2013 S-BF 2,793 530,670 4.48%
2013 S-CF 1,002 190,380 2.72%
2013 S-BTFR 1,312 249,280 3.98%
2014 BA-1 3,945 789,000 4.69%
2014 CA-1 1,614 290,520 3.72%
2014 TA-1 398 79,600 3.92%
2015 BA-1 864 172,800 4.21%
2015 CA-1 1,002 180,360 3.61%
2015 XA-1 189 34,020 2.19%

TOTAL INVENTORY 13,921 2,665,850 Kilograms
2013 SCRAP 180 24,480
2013 STEMS 1,722 331,950
2014 FINES 130 19,458
2014 STEMS 1,815 363,000
2015 FINES 39 5,838
2015 STEMS 551 110,200

Prices are quoted FOB Wilmingtion, NC
Prices are quoted based on full 40’ Container load
Prices subject to review

BTGCA’s tobacco inventory available for sale as per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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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vomay公司质量控制物理实验室的测试设备

Parvomay BT公司的制丝生产线
的、高端的、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Mac	 Tav-

ish设备，这让我们非常自豪。”下一步，

我们将对生产线以及实验室的自动质量控制

系统、快捷测量设备进行直接投资，其中有

些投资已经开展。“我们也将尝试在工作过

程中做一些改进，以进一步提高每小时的生

产力，从而提高生产率，”Nedeva补充道。

该公司目前每小时加工能力可达到3公吨。

根据烤烟类型，过去五年来的平均加工量一

直保持在5000至6000吨，但加工量还能按需

提高。

信托烟草工业进出口公司
重振不断衰退的烟叶供应业务是一回

事，但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品牌则迥然不同。

位于东南亚内陆的老挝因其瑰丽的国土和异

国情调的文化而被人熟知。但这个人口少于

700万，国土面积和英国差不多的国家的经

济发展和新兴工业却鲜为人知。然而，老挝

也种植烟草，这也许就是新加坡贸易公司信

托烟草有限公司（Trust	 Tobacco）决定在

老挝投资建立名为信托烟草工业进出口公司

大规模烟叶加工厂的原因所在。信托烟草工

业进出口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坐落于老

挝北部，靠近古代都城琅勃拉邦。该公司号

称是老挝目前最大的私营烟叶加工厂且获得

了政府授权。公司占地18.24公顷（约45英

亩），厂区包括加工和制造工厂、仓库、办

公室、员工和行政人员住宅区，以及测试试

验田和一些商业烟田。

东南亚核心地带的巨额投资
据公司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公司迄

今投资了1600万美元用于购入固定资产及生

产设备，其中约200万美元被用于开展一个烟草种植项目，8万美元

用于流动资金运营。考虑到这一庞大的投资金额加上最关键岗位的

工作人员几乎来自中国大陆的事实，《亚洲烟草》推测，除了新加

坡公司外，还有一个或几个中国投资者也可能参与其中，虽然我们

无法确认。总之，在组织架构方面，该公司分为生产部、种植部、

市场营销和进出口部、仓储部、质量管控部、行政部和财务部。

生产部包括一条烟叶分级线、一条打叶复烤线、烟丝线和卷烟生产

线。市场营销和进出口部负责所有采购和销售事宜，并根据国外客

户的要求准备所有相关的文件。行政部负责内部物流，确保工作流

程顺畅，实现生产目标。种植部的主要任务是对烟草种植的方法进

行实验，以研发出优良高产的烟草种子，同时负责对当地农民进行

教育培训。

功能强大的现代化生产线
信托烟草公司的打叶复烤线由五台机器组成，每小时能加工

3000公斤烟叶，根据需求量产能也可提高到每小时4500公斤。完全

自动化的叶片复烤机和烟梗复烤机可去除多余的水分，满足规定

的要求。烟草分级生产线由六个带式输送机组成，将新鲜烟叶分

成不同的等级。烟丝线完全自动化，集切割、混合和调味等功能

为一体，目前的产能是每小时加工1500公斤。最近，信托烟草公

司还安装了一条卷烟生产线，每小时能生产48个装运箱的卷烟，

即年产量达20万箱。虽然这条生产线主要用于制造新加坡投资者

的“Lionger”卷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均有销售），但对第三方

卷烟公司咨询有关在偏远的琅勃拉邦为其生产卷烟的事宜也十分欢

迎。

不可思议的经营方式
从信托烟草公司网站提供的图像来看，这家坐落于老挝心脏地

带的生产工厂看起来极具现代化和专业化，其雄心勃勃展露无遗，

创造、优良、信任的企业理念也得到彰显。但是公司仍存在一个致

命弱点，让人难以信服。要想获悉更多情况，请参阅《亚洲烟草》

侧边栏为您提供的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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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欧盟取消烟草生产补贴以来，

香料烟的产量持续下降。2015年也不例外。

据希腊领先的烟叶企业、香料烟的最大买

家、加工商和出口商——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提供给《亚洲烟草》的数据显

示，2015年所有香料烟生产国的产量较2014

年均有所下降，详细数据如下：

香料烟市场未来充满商机

数据来源：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

 2014 2015
 吨 吨

伊兹密尔 49.136 43.563
沙姆逊 7.844 7.924
巴斯马 4.161 3.956
总计  61.141 55.443

 2014 2015
 吨 吨

巴斯马 14.306 13.212
沙姆逊近缘型 11.115 7.940
总计 25.421 21.152

 2014 2015
 吨 吨

雅卡 3.892,8 2.149,8
普利莱普 20.964,6 16.691,3
总计 24.857 18.840

 2014 2015
 吨 吨

克鲁莫夫格勒（巴斯马型） 12.800 9.000
保加利亚北部香料烟 3.700 2.700
卡泰里尼（沙姆逊近缘型） 400 500
巴斯马 100 200
总计 17.000 12.400

土耳其香料烟类型

希腊香料烟类型

马其顿（巴斯马型香料烟）

保加利亚香料烟类型

来自	Nicos	Gleoudis	公司的	Costas	

Gleoudis表示：“由于整个地区的恶劣气候

条件，2014年的烟叶质量受到影响，导致烟

叶收购价格降低，从而造成2015年产量下

降。烟农们倍感失望，不断减少其烟叶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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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另外一个原因是烟农人口的老龄化和

城市化，以及移民至欧洲其他国家，这都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Socotab公司总裁兼CEO对此也持同样观

点，他说：“2014年香料烟的产量确实要多

于2015年，主要原因有二：第一，2014年的

烟叶在一定程度上供大于求，2015年的种植

计划反映了调整的必要性。第二，2014年的

烟叶质量低于正常水平，大部分烟农的收入

低于平均水平，这导致部分烟农在2015年放

弃继续种植烟草。不过，2015年的烟叶质量

得以提高，烟农的收入也更加符合预期，从

而能够确保烟叶产量的稳定。”

2015年，Socotab公司香料烟产量总计

109195吨，其中土耳其60050吨、希腊21260

吨、马其顿18835吨、保加利亚9050吨。公

司预计2016年产量总计108690吨，其中土

耳其57990吨、希腊20200吨、马其顿22500

吨、保加利亚8000吨。

Nicos	Gleoudis公司对于2016年的产量

预计略有不同。Costas	Gleoudis称：“2015

年的烟叶质量明显强于2014年，烟农对于自

己的收入也很满意，我们认为2016年香料烟

的总产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希腊将保持稳

定，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将下降5-10%，马其

顿将增加15%。”

基于供求理论，现在的问题是：目前

市场上香料烟的库存是否足够？答案是肯

定的。

Wertheimer说：“由于目前还有部

分库存，因此市场供求是平衡的。当然，

特定种类的具体品种可能供求并不平衡。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市场供求处于平衡状

态，2016年的烟叶市场前景也如此。不得

不说的是，随着库存的不断消化，从2017

年起，某些品种的供应需要略微增加，以

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存货，从而重新构建

典型的缓冲库存。”

Gleoudis表示可以通过采取措施防止

产量下降，他说：“2014年的香料烟总产

量为128500吨，2015年为108000吨，2016

年预计总产量（在正常气候条件下）同样

约为108000吨。消费量和需求量可能会高

于上述数字，产量的减少会给我们带来负

面影响，破坏供求平衡。可以通过以下两

项措施避免此类问题：向烟农支付更高的

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在国际市

场上失去竞争力），或继续实施烟草作物

的机械化试验。”

鉴于过去几年产量以及2016年预期产

量的持续下降，香料烟的未来前景是否会一

片黯淡？Socotab和Nicos	 Gleoudis公司并

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他们认为“禁止添加

剂”新规的出台给了香料烟更大的发展机

遇。Costas	 Gleoudis表示：“香料烟在混

合型卷烟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其天然的香

气和特性，其在‘不含任何添加剂’的新规

下或将发挥更大作用。”

Wertheimer解释道：“香料烟的购买者

就是为它的香气慕名前来的。香料烟产区的

烟草均具有此特性，这也是卷烟中含有此类

成分的重要原因。经验告诉我们，这种香气

和价格在产区以外的任何区域都无法大规模

复制。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种天然成

分，用途非常广泛。可以通过添加香气来区

分产品，也可以添加到各种烟草混合物中。

目前在世界上，人们越来越关注‘无任何添

加剂’以及对于卷烟成分的限制，而香料烟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区分混合烟草。鉴于这

一点，我们仍然非常看好香料烟的未来。”

“香料烟种植仍然是土耳其、希腊、马

其顿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重要经济活动，共有

超过10万个种植户，香料烟同时也是世界顶

级品牌卷烟的重要成分。鉴于种植者和消费

者希望确保优质烟供求平衡的共同目标，我

们对于未来几年的香料烟产量充满信心。我

们将努力确保香料烟市场的供求平衡。”

“香料烟种植异常艰难。烟农们需要加

倍努力，以保证烟叶质量符合市场需求。在

Socotab公司，我们竭尽全力确保合作烟农

的收入在同地区具有一定竞争力，并保证他

们的产品能够及时售出。这通常意味着我们

要提供小额贷款基金资助节省劳力的机械、

提高种植效率以及简单调整支付周期等措

施，最大程度地满足烟农需求。我们希望烟

农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始终愿意为我们提

供高品质的香料烟。到目前为止，研究结果

鼓舞人心，种植基地的稳定也令人欣慰。”

因此，香料烟市场并不会衰退，未来的

市场发展仍然充满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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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亚太免税品博览会
Declan Curran

马克•奥尔德里奇

新加坡
亚洲免税烟草销售增长8.5%

随着第21届亚太免税品博览会（TFWA）接近尾声，

亚太免税品博览会主席Erik	 Juul-Mortensen称，展会的

成功说明亚太地区作为发展重点的重要性，以及免税和

旅游零售作为一个部门代表的长期机遇。来自旅游零售

专家Generation研究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

来，2015年全球免税和旅游零售销售首次下滑。据初步统

计，2015年销售总额为620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2.3%。

虽然除了香水和化妆品（增长2.3%）外，所有类别

都出现下滑，但是烟草销售基本持平，仅下降0.4%。这

使得烟草相对于其它产品表现相对强劲，例如糖果和美

食下滑了4%，而手表和珠宝下滑更大，超过13.2%。

然而，亚洲的形势非常乐观。亚洲烟草销售增长了

8.5%，成为继香水和化妆品（增长18.5%）之后增长第二

快的产品。所有其它销售类别均下降。

“免税和旅游零售部门毫无疑问面临着压力，但烟

草部门依然有很多机会，特别是亚洲烟草的销售保持强

劲增长，”Juul-Mortensen说。

今年亚太免税品博览会有一系列打破记录的数

据。2905名参观者出席博览会，较上年增长12%，包括

来自1186家公司的代表，较去年上涨14%。在所有人

中，1081人（上升10%）都是来自273家公司（上升5%）

的主要买家。出席人数中共有1293位是代理，增长13%。

这些人来自578家公司，增长18%。

美国
美国烟草合作社任命烟叶质量总监

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宣布，增补Declan	 Cur-

ran为新设立的烟叶质量总监。Curran是烟草行业资深人

士，自2006年在菲莫国际担任加工和质量经理，Curran

离开菲莫国际后加入美国烟草合作社。他曾经于1999年

加入菲莫美国/奥驰亚担任供应商加工经理。

“Curran在烟叶加

工和质量把控方面拥有丰

富的经验，”美国烟草合

作社首席执行官斯图尔

特•汤普森说：“他的职

责包括从运输到收购阶段

的烟叶运作评估、提升产

品价值、减少绿色转换成

本、并监督烟草生产项目

中的社会责任。我们很高

兴Declan加入美国烟草合

作社，并加入我们不断发

展的组织力量。Declan在

改善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上拥有公认的资质，是帮助美

国烟草合作社和向我们的种植者回报赞助价值的最佳人

选。”

“我很高兴加入美国烟草合作社，”Decl a n

说：“美国烟草合作社是一个新的、有进取心的组织，

致力于摆脱‘烟叶稳定组织’的地位，努力发展为烟草

业一个优质的美国烟叶供应商。”

意大利
马克•奥尔德里奇将加入Garbuio Dickinson集团

马 克 • 奥 尔 德 里 奇

（Mark	Aldridge）将加入

总部设在意大利特雷维索

的Garbuio	Dickinson集团

的管理团队。他加入后将

接任当前总经理Mansueto	

Favaro。

Favaro仍将负责Gar-

buio	 Dickinson集团，并

在联合过渡期后将从管理

委员会退出。Favaro于

1988年创立GarbuioSpA公

司并于2006年成功收购英

国公司Dickinson	Legg。自2014年夏天，Garbuio	Dick-

inson公司集团成为虹霓公司的一部分。

奥尔德里奇现就职于英国莫林斯公司，将从2016年

第三季度开始新岗位。奥尔德里奇自2009年在英国莫林

斯公司的子公司——莫林斯烟草机械公司担任总经理。

在完成管理学学业后，他在过去的25年中在烟草行业中

担任过各种职务。在2003年加入莫林斯公司担任亚洲区

域总监之前，他曾于1999年-2003年之间在英国温彻斯特

的Dickinson	Legg担任市场营销和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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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州最低购烟年龄提至21岁

加州最近成为美国第二个将

购买烟草产品合法年龄提至21岁

的州。加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5月份签署了一系列寻求进

一步降低吸烟率的措施，包括一项

限制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的新法

律。加州的控烟努力是在夏威夷于1

月份将最低购烟年龄提高至21岁之

后实施的。

美国国家医学院预计，全国范

围内将最低购烟年龄提高至21岁能

够使成人烟草使用减少12%。但一些

健康倡议者称，各州应当进一步提

高烟草产品税。今年11月份，加州

将有机会这么做，届时他们将就该

州卷烟税从每包0.87美元提升至每

包2.0美元的倡议投票。

一些人认为税收将非常有效，

但另一些人反对。

“我们发现加税10%只能使吸烟

率降低大约0.5%，”芝加哥伊利诺

伊州大学研究烟草税的经济学教授

Robert	 Kaestner说。“人们已经支

付了很多钱，”他补充说：“喜爱

抽烟的人有着很强的偏好。每一个

人都知道吸烟是危险的，但人们依

然吸烟。”

加州预算和政策中心预计提升

的烟草税每年将增加超过10亿美元

的税收。这些钱将用于医疗项目和

烟草预防服务。

毛里求斯
政府致力于实施卷烟平装

“政府正致力于实施平装，不

仅因为我们相信其有效性，还因为

确信吸烟上瘾人数的减少是全球趋

势，”毛里求斯卫生和品质生活部

长Anil	 KumarsinghGayan先生近日

说。

该部长在加强毛里求斯控烟

政策的主题工作日开幕式上如是表

示。2016年的主题是“为平装做好

准备”。

部长详述了阻止毛里求斯烟草

消费所采取的措施，如禁止公共场

所吸烟、广告、促销及烟草赞助。

谈到国家非传染性疾病调查去

年发布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毛里

求斯的吸烟率已经从2009年的21%下

降到2015年的19%，部长称5年下降

2%的效果不够明显。

毛里求斯税务局的记录显示，

卷烟进口从2009年的刚过10亿支，

下降到2015年的稍低于10亿支。这

意味着该国人均卷烟消费达986支。

朝鲜
金正恩被抓拍到在公众场合吸烟

朝鲜领导人颜面尽失，他在出

席反烟活动时被抓拍到手里拿着一

支卷烟。

朝 鲜 国 家 新 闻 局 朝 中 社

（KCNA）发布的照片上显示了金正

恩藐视政府控烟建议的画面。朝

鲜“最高领导人”在视察首都平壤

改建的万景台幼儿园时吸烟，这是

自3月15日金正恩出席国产火箭发动

机测试以来首次被发现在公众场合

吸烟。

朝鲜正在开展禁烟运动，如朝

中社5月份所宣布的，政府批准要求

卷烟生产商在包装上显示健康警示

提示。

他们还表示省会城市正在建立

非吸烟研究站。

据BBC报道，朝鲜一直在播放

名为《特殊嗜好威胁生命》（Extra	

Quality	 Favorite	 Item	 Threat-

ening	 Life）的纪录片，时长40分

钟，目的是限制大多数男性的吸烟

习惯。纪录片中，女性批评男性

吸烟者，称他们是“破坏环境的笨

蛋”。但金正恩似乎并未看过该纪

录片。

印尼
嘉润公司积极保护环境

作为一家扎根于社区的全球化

企业，嘉润基金会敏锐地意识到，

为了生命的延续并造福后代需要保

护和维持其周边地区。嘉润对地球

的义务与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

真正价值的长期目标是相符的。

从嘉润公司的家乡古突士（Ku-

dus）开始，通过其环保措施方案，

公司自1979年以来实行了良好的环

境管理工作。公司最初的努力已经

发展成为中爪哇省的大规模植树倡

议，目的是恢复绿化、保护当地生

态系统、防止水土流失、创造阴凉

并有助于蓄水。由于其巨大的植被

覆盖，赤道热带比其它任何气候带

更多的吸收二氧化碳，为了对抗全

球变暖，嘉润已经在过去30年中在

整个印尼种植了100万棵树。这些树

木包括数千种植物，包括对当地社

区产生收入的果树，同时减缓水土

流失和洪水问题。

嘉 润 公 司 并 没 有 就 此 止

步，2010年嘉润生命之树（DTFL）

项目开始沿着1350公里长的中爪哇

Pantura北沿海高速公路种植树木，

目标是到2014年种植足够多的树木

每年吸收68500万公斤二氧化碳，通

过释放氧气提升空气质量，并改善

该地区的蓄水系统。

此外，嘉润公司通过在可控的

环境中培育印尼濒危的植物物种来

积极保护它们。加强对科研、培育

和护理的投入挽救这些濒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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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InterTabac还只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烟草零售商的一个区域性小型烟草展会。数年前，随着德国的

一些具有竞争力的零售商展会一个接一个地关闭，InterTabac

成为当地市场规模最大的展会，如今已经是第38年了。

在过去10年里，InterTabac已经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

烟草产品与配件博览会。去年，为迎合烟草制造业界的需要，

推出了姐妹展会——InterSupply。

定于2016年9月16日至18日在德国多特蒙德合并举办的

InterTabac及InterSupply展会，将吸引大约13000名行业访

客，6个展厅的展位已经售罄，来自50多个国家的550多个参展

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展会 
越来越受亚洲参展商欢迎

商将展示世界范围最广泛的烟草产品、电子烟、配件、设备、

机械、辅料和服务。

尽管大家都会料到像菲莫公司、英美烟草利是美（帝

国）公司、Agio、Arnold	 Andre、Dannemann这样的长期参展

商会支持这次德国展会，但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很惊讶这个在欧

洲举办的展会得到了来自亚洲和中东越来越多的支持。

以下按字母顺序，列出了参加2016年InterTabac	 或Inter-

Supply的亚洲地区部分展商。（本年度的展位已经售罄，想要参

加的读者请联系	Emerson	Leonard	on	edl@octobermultimedia.com	

加入候补名单）

本刊报道

Camtek烟草国际公司
新加坡|	www.camtek.com.sg|	

InterSupply	展位号：Booth	3B.D70

email:	sales@camtek.com.sg

Camtek烟草国际公司成立于2007

年，由一个精英团队和可靠的全球供应

商网络积极领导。公司提供多样化的产

品和服务，业务遍及全球烟草市场，从

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到最小的（当地/地

区/国际）的烟草贸易商行。作为一家烟

叶 及 副 产 品 的 专 业 化 全 球 贸 易

商，Camtek烟草国际公司供应来自世界

各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烟叶，从而

能满足每个客户最精准的要求——不管

是供应弗吉尼亚烤烟、晾烟、深色晾

烟、深色烤烟还是各种类型的东方烟

草，所有类型都有烟叶和副产品两种形

式。与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及中东

的负责任的个人和公司签署的直接供应

协议，使得它能够为进出口市场保持稳

定的烟叶供应。

昌宁德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www.dekangbio.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6.D38

德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电子烟行

业内备受赞誉。德康只使用从自己位于

中国云南省的大量独特的植物中萃取的

核心精华。德康的产品健康、纯净，而

且是草本产品。德康在中国有两家生产

电子烟香料的生产工厂。

中国水烟公司
中国宁波|	www.chinahookah.com|		

InterSupply	展位号：Booth	3B.D30

中国水烟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

家专业的水烟生产公司，在OEM/ODM水烟

和水烟辅助产品方面占据着领先地位。

该公司每年开发大约500个新设计，水烟

设备年产量约900万。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济南|	www.sdtobacco.com.cn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5.B22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总资产达到220亿元，年卷烟生

产规模271万箱，居中国第五位。公司主

营卷烟、雪茄烟生产销售、烟草专用机

械、烟叶、复烤烟叶、卷烟纸、滤嘴

棒、烟用丝束的购进、本省销售；烟草

物资、烟机零配件销售及交易服务等。

嘉润公司
印尼中爪哇|	www.djarum.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4.C14

嘉润公司是印尼最大的卷烟制造商

之一，在国际上也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

力，每天给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自

1972年起，嘉润就一直向世界各地市场

出口自己的产品。其主要出口市场包括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东欧、日

本、远东地区、中东、荷兰、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东南亚，以及美国。在这

些国家和地区，嘉润如今持有出口丁香

烟市场70%的份额。

Eastern Tombac & Tobacco 
Establishment (ETTE)
约旦阿曼|	www.ette.com.jo	|	

Inter	Tabac	展位号：Booth	8.D08

Eastern	Tombac	&	Tobacco	Estab-

lishment	(ETTE)于1984年在约旦成立，

专门生产糖蜜（水烟）。该公司的烟厂

拥有最具创新性的科技机械终端产品。

目前，ETTE公司被认为是约旦最大的糖

蜜（水烟）生产商，其产量的90%以上出

口到欧洲、北美洲、中东、拉丁美洲和

非洲的60多个国家。

深圳梵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ellife）
中国深圳	|	www.feellife.com	|	

InterSupply	展位号：3B.C48

深圳梵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2009

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从事电子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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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研发与生产，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

大的烟油代工厂，为世界多个知名烟油

品牌提供优质的烟油产品。

合元集团
（First Union Group）
中国深圳	|	www.chinafirstunion.com	

InterSupply	展位号：Booth	3B.D60

合元集团成立于2004年，是世界最

大的电子烟制造商之一，位于中国广东

省深圳市。该公司拥有员工5000多人，

工厂三家，供应的产品有一次性电子

烟、电子雪茄、电子斗烟及其他产品，

如 该 公 司 非 常 成 功 的 产 品

IGO、EGO、IPCC系列等。

合元集团成立于2004年，是世界最

大的电子烟制造厂商，总部位于中国深

圳。在全球电子烟领域占据举足轻重的

地位。公司拥有5000多名员工，设有3个

制造工厂，集团电子烟品种齐全，包括

一次性电子烟、电子雪茄，电子烟斗及

电子雾化器等，比较知名的系列包括

IGO、EGO和IPCC。

Flavoriq公司
阿联酋迪拜	|	www.flavoriq.com		|	

InterSupply	展位号：3B.A56

Flavoriq公司成立于2014年，在战

略伙Hertz	Flavors公司60多年从业经验

的支持下，该公司是工业量级的电子香

料和电子烟烟油的高级供应商。其整个

产品系列都产自德国，且专门为蒸汽烟

设计，完全符合世界各地的产品法规要

求。依托于公司广泛的产品与市场知

识，该公司的创新香料设计阐释了味道

的含义，并具有优质的品质。

黄金烟叶有限公司 
印度古吉拉特	|	www.goldentobacco.in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5.C05

黄金烟叶有限公司	成立于1930年，

是烟草及烟草相关产品领域里的一家具

有专业管理水准的公司。该公司为客户

提供达到世界级质量标准和一致性的最

多元化的优质烟草产品（主要是卷烟和

雪茄），在各种尺寸和类型包装的当代

制造技术、专业市场营销与优秀的人力

资源管理及质量控制系统方面都是典

范。该公司出口的品牌有June、	 Just	

Black、Legend和Lips。

新宜康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www.innokin.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6.B30

在发展前沿的蒸汽烟设计与制造、电

子烟技术和设计方面，新宜康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个先驱者和世界领导者。其设

计包括磁铁连接技术、笔夹盖、LED电源

指示灯、“充电式蒸汽系统”、VaCaps烟

弹系统、InnokinCell	 LiPo蒸汽电源系

统、反应温度控制技术等等。

Keenpack公司
中国香港	|	www.keenpack.cn	|	

InterSupply	展位号：Booth	3B.	A60

Keenpack公司是一家锡罐制造商，

其工厂设在中国广东省，由欧洲团队进

行管理。Keenpack公司根据客户的色彩

规格生产烟草锡罐，并保证对产品进行

最高质量等级的加工。其市场以出口为

主，客户全是世界各地的著名品牌商。

其产品包括鼻烟听罐、铰链式听装卷烟

盒、雪茄盒等。公司拥有10条生产线和

300名工人，锡罐月产量超过400万个。

SheeCool香港公司
中国香港	|	www.sheecool.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8.A14

SheeCool水烟“瓶”是一款能提供

持久吸烟乐趣的专利可冻水烟水箱/水

瓶。与使用数分钟后就会失去效率和味

道的传统水烟管不同，SheeCool的每一

口烟都能保持“顺滑”的绝妙味道，其

保存的香料，是普通水烟水箱保存量的

两倍，因而这种顺滑的绝妙味道可以持

续长达3个小时。SheeCoal是传统木炭的

替代品。

姆恩上海公司
（Moon Shanghai）
中国上海	|	www.moon-smoking.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6.E24

姆恩集团成立于2010年，是中国领

先的卷烟纸（手卷烟纸）制造商和贸易

商，专门生产Moon牌卷烟纸、手卷烟过

滤嘴、烟草配件产品等。姆恩集团是中

国最大的手卷烟纸制造商，其年产能达

到3000万卷。姆恩集团向客户提供手卷

烟纸的OEM服务。

太平洋雪茄公司
中国香港	|	www.sigloaccessory.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4.C06

Siglo	 Accessory品牌由太平洋雪茄

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在香港推出。

该品牌以其简约的设计、现代化的色

彩，手工打造的上乘品质和优势价格迅

速在雪茄爱好者当中流行起来。Siglo供

应各种Siglo牌男士附件产品和雪茄装饰

品，包括雪茄保湿盒、烟灰缸、雪茄

剪、雪茄箱、打火机等等。

ProTech高科技公司
韩国Hwasegong市	|	www.rolley.co.kr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4.E10

自1994年起，ProTech高科技公司就

专门从事豪华卷烟机、制管机、填料

机、手卷烟及自卷烟产品附件的开

发。ProTech公司获得了ISO9001认证，

并继续开发满足客户需求的手卷烟及自

卷烟的豪华烟草产品。

深圳IVPS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	www.smoktech.com	|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5.D24

SMOK是专业从事电子烟研究与制造

的深圳IVPS科技有限公司的顶尖品牌。

自2010年起，SMOK以其上乘的质量、强

大的创新能力和出色的客户服务赢得赞

誉。SMOK	 双线圈雾化器（Dual	 Coils	

Cartomizer）将蒸汽烟业带入了双线圈

时代（Dual	 Coils	 Times），而

Telecopic	 Mechanical	 MOD则将蒸汽烟

业带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此外，

还将Vmax/Zmax带入了可变电压和瓦特

时代。

Silverfoiltubes国际公司
菲律宾马尼拉|www.silverfoiltubes.com

InterTabac	展位号：Booth	5.C28

Silverfoiltubes国际公司是一家为

全球市场生产和供应优质滤嘴烟管的国

际公司。其生产和包装仅采用最佳的材

料，以确保生产出最好的卷烟管。这些

材料包括从世界一些最大最著名的供应

商采购的卷烟纸、包装材料、过滤嘴原

材料。

SOEX印度有限公司
印度孟买	|	www.soex.com	|	

Inter	Tabac	展位号：Booth	5.A46

SOEX印度公司是印度最优等级的

Afzal牌烟草香料和Soex牌草本香料的领

先制造商。全球的名优质量烟草和草本

产品的鉴赏家们都会以Soex品牌作为自

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感到无比自

豪。Soex在香料方面的不断创新和味

道，使得公司具有开创新市场，向自己

的客户输出独特体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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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LLY FIRM SMOKING ARTICLE FILTER
Pub. No.: US 2016/0128378 Al
Applica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Neuchatel (CH) 
There is provided a smoking article comprising a tobacco rod, a filter and tipping 
material attaching the tobacco rod and the filter. The filter comprises a plug of 
filtration material that defines a downstream end segment of the smoking article, 
the plug being surrounded by one or more filter wrappers. The hardness of the 
smoking article at the downstream end segment is at least about 90%, and the 
filtration material extends to the furthest downstream end of the filter. 

FILTER TIP, TUBES, AND CONES 
Pub. No.: US 2016/0128379 Al
Applicant: Blunt Wrap U.S.A., Inc., Mandeville, LA (US) 
A filter strip is provided for rolling sheets to construct custom cigars and/or 
cigarettes. The filter strip may be made of a deformable material which can be 
positioned on one end of the rolling sheet. The filter strip can be folded in a zig 
zag or spiral filter section with open section located longitudinally below to form a 
filter tip. The filter tip can assist the user in rolling by hand a substantially 
cylindrical or conical cigar or cigarette. The filter tip prevents tobacco filler 
material from being drawn through the cigar or cigarette and into a user’s mouth, 
and permits the entire amount of tobacco filler to be consumed/smoked without 
risking burned hands and/or lips. 

IMMOBILIZED FLAVORANTS FOR FLAVOR DELIVERY
Pub. No.: US 2016/0135494 Al
Applicant: Philip Morris USA Inc., Richmond, VA (US) 
Disclosed is a copolymer that includes a repeat unit contain-ing a 
flavorant-containing pendant and a salt-containing repeating unit. In addition, a 
comestible, a smoking composition, a smoking article, a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and a heatable or combustible product are provided which incorpo-
rate one or more of the flavorant-containing copolymer. 

ELECTRONIC CIGARETTE AND MOUTHPIECE PART 
THEREOF
Pub. No.: US 2016/0143365 Al
Applicant: Kimree Hi-Tech Inc., Road Town (VG)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an electronic 
cigarette and mouthpiece part thereof. The mouth-
piece part includes within an inhaling shell: an 
aerosol passage, a reservoir, an atomizing device, 
and a guiding device for sealing the reservoir and 
guiding tobacco substance from the reservoir to the 
atomizing device for vaporization without fluid 
leakage. The guiding device includes a guiding plate 
and an absorption piece laminating each other. 
Tobacco substance penetrates the guiding plate and 
is absorbed and stored in the absorption piece for 
vaporization.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includes the 
mouth-piece part and a power source part connect-
ing each other. The electronic cigarette and 
mouthpiece part thereof facilitate assembling, 
improve guiding tobacco substance, and prevent 
fluid-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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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ation 				检测仪器、吸烟机和测试设备对于确保

食品级质量的烟草达到所要求的标准，以及

确保符合全球不断增多的法规是很必要的。

如果您的公司没有收录在《供应商指南》中，我们非

常乐意把您的公司纳入其中。请将您的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tobaccoasia.com，我们将确保把您公司的信息录入

到未来的《供应商指南》中。

Kardien公司
（多种质量控制设备）

地址：71	Beotkkot-gil

Daedeok-gu,	大田，韩国

电话：	82-42-939-6563	|	手机：	82-10-4466-7909

传真：	82-42-939-5151

联系人:	LEE,	KEUN	YOUNG（业务经理）

Email：	kardien@kardien.co.kr	

网址：www.kardien.co.kr

   

MoistTech公司
（湿度测量和控制）

地址：375	Pacific	Highway

Artarmon	NSW	2064，澳大利亚

电话：+61294384544	|	手机：+61418697673	

Email：	seanh@moisttech.com

NDC 科技公司 
（湿度测量）

地址：Bates	Road

Maldon,	Essex	CM9	5FA，英国

电话：	+44	1621	852244	/	传真：+44	1621	856180

Email：info@ndc.com

网址：www.ndc.com/tobacco	

Cerulean （斯茹林）公司
（测量-测试设备；吸烟机；测试认证）

地址：Rockingham	Drive,	Linford	Wood	East

Milton	Keynes,	MK14	6LY，英国

电话：+44	1908	233833/	传真：+44	1908	235333

网址：www.cerulean.com

Perten仪器公司 
（仪器仪表，测量-测试设备；湿度测量）

地址：P.O.	Box	9006

Haegersten,	SE-126	09，瑞典

电话：+46	8	505	80	900	/	传真：+46	8	505	80	990

网址：www.perten.com			

Brabender 公司
（湿度测量，测试认证）

地址：Kulturstr.	51-55

47055杜伊斯堡，德国

电话：+49	(0)	203-7788-0

网址：www.brabender.com

Sodim SAS公司                             
	（计量测试专家）

地址：48,	Rue	Danton											

45404	Fleury-les-Aubrais	cedex	，法国		

电话：+33	2	38723872

传真：+33	2	38881049

E-Mail:		sodim@sodim.com

Borgwaldt KC 公司
（仪器仪表，吸烟机）

地址：Schnackenburgallee	15,	

22525汉堡，德国

电话：+49	40	8531380，传真：+49	40	8505600

E-Mail：	bkc@borgwaldt.com

网址：	www.borgwaldt.com

ASL 分析服务实验室
（烟气分析）

地址：Schnackenburgallee	15,	22525汉堡，德国

电话：+49	40	853138661，传真：+49	40	85313679

E-Mail：	info@asl-analysis.com

网址：	www.asl-analysis.com	

Cambustion 公司
（测量设备，吸烟机）

地址：J6	The	Paddocks	

347	Cherry	Hinton	Road

Cambridge,	CB1	8DH，英国

网址：www.cambus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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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展
会

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3)

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Page 49)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2-13)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27)

Bulgartabac Holding
www.bulgartabac.com 
(Page 3)

Camtek Tobacco International Pte Ltd
sales@camtek.com.sg
www.camtek.com.sg
(Page 62)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59)

Decoufle
www.decoufle.com
(Page 39)

Djarum
(Page 11)

Donskoy Tabak
Tel +7 (863) 250-58-50
export@dontabak.ru
www.dontabak.ru
(Page 37)

Essentra
www.essentrafilters.com
(Page 43)

Filters Pakistan
Tel +92 21 34529141-2
filpak@cyber.net.pk
www.filterspakistan.com
(Page 70)

G.D SpA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C-2)

Hauni Machinenbau AG
www.hauni.com 
(Page 35)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vsnl.com
(Page 31)

InterSupply/InterTabac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65)

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ym@kardien.co.kr
www.kardien.co.kr
(Page 4-5)

KT International
Tel +359 32 623 449
office@ktinternational.eu
www.ktinternational.eu
(Page 15)

Malawi Leaf Company
Tel +265 1710 390
malawileaf@malawileaf.com
www.malawileaf.com
(Page 51)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25)

Nicos Gleoudis Kavex
Tel +30 2310 536 204
ngk@kavex.net
www.kavex.net
(Page 45)

Sasib
www.sasib.com
(Page 47)

Socotab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17)

Souza Cruz
www.personaltouch.com
(Page C-4)

Spikker Specials
Tel +31 316 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Page 21)

Star Tobacco
Tel +90 212 227 96 68
akin@startobacco.biz
www.startobacco.biz
(Page 57)

SWM
www.swmintl.com
(Page 7)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67)

Trierenberg Holding
www.tanngroup.com
(Page 29)

TSAL
info@tsal.biz
www.tsal.biz
(Page 33)

Unico Trading Pte Ltd
Tel +65 633 72981
unicotrdsg@gmail.com
(Page C-3)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9)

WT Process & Machinery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europe
(Pag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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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洲烟草》出版商努力提供广告商索引的最精确的信息，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里提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页码、拼写、遗漏等
的有效性。

2016年7月
ICPCR第84届年度大会
2016年7月24-28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icpcr.org

电子烟中国展会
2016年7月28-30日

中国北京

聚焦：电子烟、烟油

Vapechinaexpo.com

2016年9月
InterTabac烟草制品
展会
2016年9月16-18日
德国多特蒙德
聚焦：烟草制品及配件博
览会，包括电子烟/烟油
www.intertabac.com

InterSupply烟机辅料
展会
2016年9月16-18日
德国多特蒙德
聚焦：烟草设备、机械、
烟叶博览会
www.intersupply.com
edl@octobermultimedia.com

TSRC烟草科学会议
2016年9月18-21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花
园酒店
聚焦：烟草科学会议
www.tsrcinfo.com

布鲁塞尔GTNF
2016年9月27-29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www.gtnf-2016.com

2016年10月
CORESTA会议
2016年10月9-13日
德国柏林
www.coresta.corg

2016年11月
世界烟草加工机械展
会/世界烟草欧洲展会
2016年11月8-10日

德国汉堡

聚焦：设备和机器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europe

2017年1月
烟草产品及配件展览会
2017年1月25-26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聚焦：烟草产品和烟草配件

www.tobaccoplus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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