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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M / SUPERSLIM
Tailored to your needs - precision and quality.

We prove an eye for detail with our complete make-pack line for slim and super slim formats at
medium speed. By providing a higher production capacity at 12 000 cpm and 600 ppm we live up
to our reputation providing an excellent performance solution. Customized productions with
ground-breaking technology guarantees the best quality of cigarettes and regular, round
cornered and bevelled edged packs. Benefit now from the advantages of G.D’s one-stop supplier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www.gidi.it - sales @ gidi.it

CHOOSE WISELY.

100% US LEAF | EXCEPTIONAL FLAVOR | SECURE SUPPLY
SUSTAINABLE COMMERCIAL FARMING | SRTP PARTICIPANT | FARMER PATRONAGE

Focus on Improvement –
Your experienced partner for Spare and Wear Parts –

When looking at spare and wear parts, it is obvious that
circumstances in the industry have changed which,
logically, has also had an impact on requirements and the
spare and wear parts supply chain.
One substant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y is the decline in
demand for new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and, related more
specifically to our product program, a drop in the demand for
new secondary equipment. What we are seeing is that the
policy of cigarette manufacturers is to optimize their existing
equipment in order to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reduce operating
costs.
Spare and wear parts is the core business of Spikker Specials
and due to this focus we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up a stable
and valued position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since 1962!!
Looking at how our business has developed positively, this year
too, we can say that our program of spare and wear parts has
the added value that the industry is looking for today – and in
the years ahead.
Our product program is, and has alway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end user to support their operations with the best possibl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and to achieve a relative cost reduction
as an overall result. Besides a wide range of so-called regular
consumption parts, we also offer complete assemblies, format
kits, upgrades, overhaul and repair. This product range is
available for almost any cigarette maker, packer and filter
maker/assembler.

For us, being flexible and able to deliver with short lead times
is a standard, but it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requirement of
today’s industry. The required lead times in projects such as
format changes a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some years ago,
and we have proven our ability to deliver quickly with good
service regarding response times and information provision.
We believe that a key factor is fully controlling all processes to
ensure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which is what Spikker
stands for. Our organization is ready to supply customers
worldwide and we are a real manufacturer with a production
facility only in the Netherlands; so every wear and spare part
is manufactured by Spikker Specials, this is the way we control
our quality !! This is a different approach compared to suppliers
that rely on subcontractors or only operate as a dealer.
They often look at spare parts as a business only instead of
being a real partner for their customers.

Quick Response – Quality
Format Kits – Upgrades – Standardization – Repair

Our product program is specific in that we focus on parts which
are critical for machine performance and tobacco product
quality. To offer the best possible solution it is therefore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parts. The cigarette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of
cigarette manufacturers often contact us regarding their needs
and we travel worldwide to meet and discuss with them on site
personally. Of course, we also keep up with developments
regar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m with
our customers’ ERP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akes place continuously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industry. Our product developments
are varied and we look closely for areas of improvement
involving equipment that can give rise to performance issues
and costs. The hopper feeder supports for Protos makers are an
example of a quite recent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lies
in the choice of material compared to OEM and although these
parts are not needed very frequently, they cause many hours of
maintenance and downtime when replacement is required.

The complete kits for new inner frame shapes on hinge lid
packers are another development. Driven by marketing, there
is a high demand for new shapes and the fast introduction of
new pack designs – we are able to supply these kits in 4 to 6
weeks. The kits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onsist only of the parts that are actually needed and we
provide the customer with clear information.
Our service level is also developing. We are performing more
onsite assessments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better and the feedback is very positive. The result is that we
can offer a tailor-made program of spare parts with short lead
times to reduce our customers’ need for stocks. The program
also offers more options for repair, upgrades and standardizat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it is evident that our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encounter further challenges. As a supplier and partner with
53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we are ready to
offer the best possible support.

Spikker Specials B.V. • P.O. Box 17 • Edisonstraat 86 • 6900 AA Zevenaar • The Netherlands (Holland) • Tel: +31(0)316 - 523892 • www.spikkerspecial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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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语
婴儿、洗澡水、倒多少？
回想起马克思说的“给婴儿洗澡后，别把婴儿
同脏水一起倒掉”这句习语无疑用在反烟草人士上
最为适合。反烟草人士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烟草
行业在降低产品风险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嗤之以鼻，
并使劲浑身系数来禁止与烟草相关的业务。他们拿
着烟草上缴的税源以及彭博社的津贴，在鼓励禁止
吸烟以及出台相关法规上不遗余力，现在他们的触
手延伸至和烟草相关的产物，电子烟就在其列。如
今，反烟人士以及他们全球项目中的虚假信息是消
费者能够获取以及选择减害产品的主要动力。
在世界范围内，反烟草人士在出台烟草限制条款、通过主要法规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以至于发展到禁止吸烟的地步，他们未竟的事业只剩下一
些细枝末节。例如，世界各国在采用或者考虑使用卷烟平装，因此如何深入
挖掘细节，在包装上调节字体的大小和样式成为一个令人乏味的问题，最终
号称世界上最丑的颜色Pantone 448C将在卷烟外包装上出现。
有人认为如果发明减害烟草产品会受到反烟人士的欢迎。难道减少人们
曝光于烟雾之中、降低吸烟所带来的疾病的威胁不是反烟人士的核心目标所
在吗？并非如此，因为反烟人士总是变化莫测，他们并不完全沉浸于自己在
取得的监管成果中，反而他们对烟草痛恨不止，甚至想将烟草完全封杀。
如果卷烟是当今新发明的产品，那他们也得不到反烟人士的认可，这是
一个事实。但现实是，卷烟确切存在着，并且延续了几个世纪，并会继续在
未来存活。但电子烟和其他低风险产品的研发却给了反烟人士一个独特的机
会来将他们想一劳永逸地彻底制止烟草相关的事物的想法付诸于行动。
用手指紧紧堵住耳朵，会产生“啦啦啦”的声音。只要有关于低害类烟
草产品的正面消息，反烟人士的做法就是“听不到”。他们对一些正面的报
告、研究发现以及建议，比如英国卫生当局宣布的电子烟造成的伤害性比普
通卷烟的比例小于95%这之类的说法奉行“掩耳盗铃”之道。当FDA宣布2007
年以后新上市的烟草制品（这涵盖了几乎99%的电子烟）要通过耗时长久以
及花费不菲的程序才能上市的新法规时，反烟人士直呼“太棒了”！对于这
项法规，只有大型的烟草公司，比如菲莫国际、英美烟草以及日烟国际才能
承担起如此重负（阴谋论者宣称道）。
一些吸烟者可能会选择退出吸烟的行列，他们中的数百万人的确这样做
了。其他的人从成人的思考角度出发，决定继续吸烟，这是他们的权利或
他们选择犯的错误，抑或是可以被称为自我选择犯错的权利。如果有一种产
品，既能有吸烟带来的感官体验又比卷烟的危害小，数以百万计的吸烟者（
已经完全戒烟或者直接解除的吸烟者除外）选择并接受这种卷烟替代品会不
会是最好的选择？

©2016十月多媒体有限公司。《亚洲烟草》每年出版5期，分别在3月、5月、7
月、9月和12月出版，由十月多媒体有限公司出版发行。《亚洲烟草》由十月多
媒体有限公司监制。地址是：Interchange 21 Bldg. Fl 32, Rm 3225, 399 Sukhumvit Road,
North Klong Toey,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泰国）。电话：+66 2 660 3789.
传真：+66 2 660 3881. E-mail: info@octobermultimedia.com 网址: www.tobaccoasia.com。

DISCOVER HOW TO
STAND OUT FROM THE CROWD,
TALLER
In the journey to find the difference that you seek for, we understand th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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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ur passion. The passion that is always there to solve all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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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新闻

埃及

到历史最高点，将近400亿埃及镑，

规范化以及二手烟对儿童、爱人及

拟出台烟草增值税法案

比2014年增加140亿埃及镑。他指

宠物的危害等。”

经过多年的努力，埃及财政部

出，这表明，相比苏伊士运河的过

新西兰某部门发言人表示，他

宣布将出台烟草增值税法案。法案

往船只，卷烟为埃及政府带来更多

们将会审查意见书，并于今年年底

自提交至议会讨论和审议后，便在

的收入。

前向政府提交报告。

立法者之间引起了广泛争议。如果
该法案最终获得批准，埃及政府将
会面临更大的财政负担，烟草制品
价格也将上涨50%。
近年来，反吸烟运动者打着“反

新西兰
政府希望出台新的卷烟平装
规定
新西兰政府要求进一步加强卷

新西兰议会6月份已经通过了无
烟环境（卷烟平装）修正案的第二
次审查。

印度尼西亚
政府呼吁限制卷烟进口

对者应该退出”的口号，政府也一直

烟平装设计相关规定。来自奥塔哥

通过提高烟草制品的税收来支持反吸

大学和奥克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向政

印尼瓦希德基金会主任Yenny

烟运动。

府提交了相关意见，表示新西兰完

Wahid表示，政府应该限制卷烟进

2014年7月6日，埃及总统阿卜

全有机会“制定新的、独特的卷烟

口，同时出台相关有利政策，以拯

杜勒•法塔赫•塞西签署总统令，要

平装规定”。研究人员同时希望卷

救印尼国内的烟草种植者。Yenny在

求每包卷烟价格提高1.75-2.75埃及

烟的整体颜色能够统一为棕色。

一份新闻声明中，由于卷烟是印尼

镑（约合0.2-0.3美元）。2015年2

研究人员认为，白色卷烟具有

的民族资产，政府和众议院应将卷

月22日，塞西又签署总统令，要求

纯净和清洁的言外之意，这与吸烟

烟法案立法，以拯救国内的卷烟种

对进口卷烟增收50%的税收，并要求

能够直接引起疾病相对立，也使吸

植者。

每包卷烟价格增加2.25埃及镑，每

烟看起来不如政府部门宣传的那样

包卷烟的零售价格达到10埃及镑左

有害于健康。他们声称，通过改变

自中国的卷烟，印尼卷烟种植者的权

右。由于这些原因，埃及低收入烟

卷烟的形状和颜色，完全可以降低

利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国家

民的人数增长超过70%。

卷烟的吸引力。

应该尽快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其利

埃及食品行业商会卷烟和烟草

她说：“由于进口，尤其是来

研究人员还希望能够统一所有

益，并改善其福利。卷烟进口带来的

部门负责人Ibrahim Imbabi说：“我

卷烟的长度和直径，以消除不同品

冲击负担很大，拯救卷烟种植者的关

们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对烟

牌之间的差异。他们同时呼吁制定

键是尽快限制卷烟进口。卷烟进口已

草增值税法案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更为严格的卷烟包装规定。

经超过可容忍的限度，拯救卷烟种植

这样卷烟价格上涨只会影响有钱人，

他们在意见书中说道：“我们

对于10埃及镑以下卷烟的穷消费者不

建议禁止销售使用软塑料包装的卷

她表示，现行的卷烟规定仍然

会产生任何影响。2015-2016年，埃

烟，对所有卷烟制品制定严格的包

存在较多漏洞，导致烟草进口量持

及卷烟税收收入达到430亿埃及镑，

装尺寸要求。

续增加。情况表明，从使用国内原

者意味着拯救印尼。”

政府希望通过新的立法继续提高卷烟

研究人员声称，“有足够证据

税收。毫无疑问，这会导致卷烟价格

表明，新西兰卷烟制造业通过各种

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

手段吸引消费者”，如果上述措施

她进一步表示，卷烟进口的冲

还不够，希望政府能够完全禁止该

击可能会威胁到烟草生产区域的每

国的卷烟制造业。

一位烟农，从而影响整个经济基

在由Riham al-Suhaili主持的
《每日访谈》电话采访中，苏伊士
运河管理委员会主任Mohab Mamish

“我们建议，卷烟警语的主题

表示，2015年苏伊士运河的收入达

应该包括如不建议吸烟、卷烟行业

14 tobaccoasia

材料到进口原材料的需求已经发生
了改变。

础。更糟糕的是，国内卷烟和进口
卷烟的价格差异将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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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烟草新
规于2016年8月8日正式生效
截至8月8日，距离美国食品与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雪茄、

准。FDA新实施的市场许可要求如

亿日元（约合40亿美元）。来自彭博

下：

社17位分析师的预测则为4190亿日
2007年2月15日前面市的烟草制

品不需要任何许可。
2007年2月15日至2016年8月8日

元。公司在5月份时预测年利润为
3990亿日元，同时制定了2.2万亿日
元的销售目标。日前在声明中将销售

鼻烟、水烟和电子烟新规已经过去

期间面市的烟草制品需要获得许

90天。8月8日也是新规正式生效的

可。对于这些产品，FDA提供了两个

日期。

时间期限：第一个是提交申请的最

总收入的48%，2015年，这一比例上

后期限，第二个是获得面市许可的

升为60%。公司表示，外汇汇率的波

稿中概述了将正式生效并影响烟草

最后期限。FDA不会对提交申请的烟

动可能会带来1110亿日元的利润损

零售商的新规。

草制品采取任何执法行动，同时表

失。日烟国际执行副总裁Hideki

示将尽快审查新提交的申请。

Miyazaki称，公司正在积极寻求新

FDA烟草产品中心在发布的新闻

从8月8日起，烟草零售商：
禁止向18岁以下人员出售电子
烟、水烟、鼻烟或雪茄；
须检查27岁以下消费者的身份
照片；

从8月8日起，没有得到FDA许可
的烟草制品将不能面市，否则会受
到执法。
FDA表示，使用“低”、“轻”

目标降为2.12万亿日元。
2011年，海外收入占日烟国际

的海外市场。
由于人口下降以及对吸烟危害
健康的关注，日本国内的卷烟需求遭
到削弱，促使公司在其他快速增长的

禁止通过自动售货机出售卷烟

或“轻度”等描述语言的“风险改

市场中寻求发展。2016年1月，公司

制品（18岁以下人员禁止入内的场

良烟草制品”，其时间期限将适当

收购了美国雷诺兹烟草公司“天然美

所除外）；

延长。

国精神卷烟”品牌。7月份，公司花

禁止免费赠送任何新规定的烟

对于没有获得FDA批准的新产

草制品样品（此规定同样适用于烟

品，8月8日是制造商的最后申请期

草制造商、进口商和分销商）。

限。8月8日面市的产品，其最后期

Miyazaki表示，欧洲、中东、

限将会适当延长，不过要提交相关

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烟草需求依

造商禁止销售“风险改良烟草制

文件，如成分清单、健康文件以及

然旺盛，预测公司2016年每股股息

品”。至于烟草制品的其他合规性

烟草面市申请。

为128日元。

此外，没有FDA的允许，烟草制

要求以及限制青少年接触的相关规
定，FDA并未提及。
电子烟制造商和分销商应在FDA
登记注册并提供产品清单；
制造商应向FDA提交成分清单，
同时公布有害及潜在有害成分；
卷烟包装和广告中应该出现吸

新闻稿表示，对于烟草零售商
和制造商的额外要求将会在月
底、2016年底以及未来几年生效。

日本
日烟国际全年预测仍低于分
析师预测

费5100亿美元购买了埃塞俄比亚国家
烟草企业40%的股份。

新加坡
拟禁止零售商在柜台公开展示
卷烟
2016年3月，新加坡议会通过禁
止零售商在柜台公开展示卷烟条
令，禁令将于2017年8月1日正式生

烟容易上瘾的新警告标签声明。这

由于日元走强侵蚀海外销售及

效。新加坡卫生部和健康科学部部

些警告声明仅适用于含有烟叶成分

价格上涨对国内卷烟需求的削弱，

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在禁令正式

的烟草制品，不包含无烟叶成分的

亚洲最大卷烟制造商日烟国际提高

生效前，零售商拥有1年的宽限期。

产品。

了其全年预测，不过仍低于大多数

为了保护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

分析师的预测。公司日前在声明中

健康和减少烟草消费，卫生部长已

表示，2016年的净收入可能达到4090

经加强烟草控制措施。措施包括之

此外，从8月8日起，所有新烟
草制品在面市前须得到FDA的批
16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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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宣布的烟草修订法案（广告和销

卷烟制品，广告也将包含电子广告。

售控制），如禁止新兴烟草产品和

卷烟广告和促销活动起源于新加

举办纪念新西兰反吸烟运动20周年

水烟。

坡，但不管是面向本地还是外国观

活动。由于缺少政府资金支持，无

众，或是来自国外但能被国民观看

烟联盟已被迫关闭。

大部分烟草零售商被要求使用

新西兰无烟联盟最近在惠灵顿

普通的、未经装饰的设备存放卷

的任何广告，都将被禁止。涉及烟

无烟联盟愿意为政府承诺于

烟，并确保产品远离公众和潜在消

草制品的客户忠诚度项目和促销计

2025年实现无烟国家做出更多努力。

费者的视线。烟草产品价目表必须
符合卫生部的要求，且只能在客户
要求查看时提供。
除了电子烟，修订法案对新品
种卷烟也进行了限制，新品种卷烟
不一定与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具有
相同的物理特征。禁止零售商进口

Jan Pearson主席说：“实现无

划也被严令禁止。
2015年6月，新加坡实施新兴卷
烟制品禁令，禁烟范围扩展到鼻

成员愿意提供帮助，无烟国家路线

烟、口服鼻烟和gutka。

图2025为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

2014年11月首次实施的水烟禁

卫生部长表示，现有的烟草制品
广告禁令将从电子烟广告延伸至同类

础。”

令宽限期也随之结束，持有许可证

新西兰政府2015年宣布，政府

的进口商和零售商将被禁止进口、

将停止所有关于卷烟管控的合同，

批发或零售此类产品。

在新的资金战略下，也不会与无烟

此类产品的任何部件，严禁重组后
在本地进行销售。

烟国家是我们最初的愿景，我们的

新西兰

联盟续签合同。Pearson认为这是错
误的决定，表示是时候让其他现存

无烟联盟因缺少政府资金支持
被迫关闭

组织接手他们的工作了。

NTRM? NDTP?
SORT IT OUT !

Do you have Non Tobacco Related Material or Non Desired Tobacco Products in your tobacco product stream?
Let us help you sort them out. Find out more on www.tomra.com/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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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蒸汽烟产品规
定的5大谜团
By The Daily Signal

5月5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敲定一
项新规，该规定又被称为“公认条款”。新
规是《家庭吸烟预防法和烟草控制法案》或
《烟草法案》的下行法规，其权限范围延伸
至所有烟草制品，包括电子烟，即蒸气类电
子烟产品。
一些科学期刊将这些产品引述为电子尼
古丁释放系统。
6月16日消费者更新的消息指出，FDA的
目标是保护美国人免受烟草相关疾病和死亡
的威胁。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向未成年人销
售烟草制品、要求在卷烟包装上标注健康警
告、卷烟制造商需注明产品符合法律设定的
公共卫生标准。
这听起来不错，但当所有的事实都被人
所知时，关于新规的一些谜团却从云雾里出
现。新规是否能完成以下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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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帮助消费者更好地了解电子烟产品
的危害
英国皇家学院的医生曾表示，电子烟能
几乎不具有传统卷烟带来的人体危害。报告
中指出：“现有数据表明，和吸食的传统卷
烟产品相比，电子烟和他们的关联度不超过
5％，并且这个数字可能还要低得多。”
新颁布的公认条款是绝对不会让消费者
了解到这一点，因为《烟草法案》禁止公司
作出“虚假和误导性的产品描述。”法律直
截了当地假定所有关于烟草制品是安全的描
述都是假的，无论真实性如何。
同样，即使数百万计的既往吸烟者承
认，改吸电子烟能让戒掉烟瘾成为一种可
能。但供应商还是不能使用“电子烟能帮助
戒烟”这一描述。

蒸汽类产品在标签上必须印制以下语
句：“警告：本产品含有尼古丁。尼古丁是
一种易让人上瘾的化学物质。”
科学界对于尼古丁是否会让人上瘾仍有
争论。皇家医学院 2000年一篇关于尼古丁
上瘾的报告指出：“通过燃烧所释放的尼古
丁应被视为一种成瘾药物，这是合乎常理
的。”但也有可能是烟雾释放的其他化学物
质让人上瘾。
像尼古丁贴片或口香糖这类只含有尼古
丁的产品供不吸烟者使用时，他们并没有上
瘾的倾向。
如果制造商向FDA提交的自我认证声明
里声称新研发的产品里不含尼古丁（制造商
的数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他们也必须在
产品包装和广告中标注这样的语句：“该产
品是烟草制品“。
蒸汽类电子烟产品不含任何烟草。有些
电子烟的液体含有药物级尼古丁，该物质从
烟草中提取，但较之于阿司匹林由柳树皮制
成，该物质并不是纯粹的“烟草制成品”。
更为重要的是，不含尼古丁的产品也要
被打上“烟草制成”的标签。这样导致的结
果是，即使产品什么也不含，也将被误解
为“烟草制品”。政府这一做法是要求企业
在产品上标注虚假的描述。

2.保护青少年免受吸烟上瘾的危害
截止法规生效之日，美国50个州中已有
48个州限制向未满18岁的人售卖蒸汽类电
子烟产品。有两个州甚至将年龄上延至21
岁.因此，在保护青少年避免接触蒸气类电
子烟产品方面，新的联邦法规显得有点画蛇
添足。意味深长的是，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抽
卷烟，那他绝不会沉迷于电子烟。
监测未来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大部分
不吸烟的青少年在尝试抽电子烟时会偏向于
选择不带尼古丁的烟油。电子烟在青年之间
经常使用的原因和成年人一样，即这部分人
曾经有吸烟的习惯，他们中大多数的人选择
蒸汽类电子烟产品的目的在于戒烟。
但是，即使青少年使用含有尼古丁的蒸
汽类电子烟产品，是否就会有上瘾的危险？
在“没有烟雾的尼古丁”一文中，皇家医师
学院指出：“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使用电
子烟会让成人或者儿童上瘾，至少一定程度
上电子烟的作用并不明显。”并认为“即使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也很可能对整个人口基
数而言影响无关紧要”。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健康行为学教
授林恩T.科兹洛夫斯基指出，“关注青年吸
电子烟的影响不应该从成人使用烟草产品产
生的危害以及患病风险的临床问题和制定政
策上分心。”

好像你处于规则之
上。

3.产品符合“相关的公共卫生标准”
通常，产品的监管框架会包含产品的特
殊要求，以便取缔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烟
草法案》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法案规定在
2007年2月15日前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产品
可以继续在市面上销售（这一日期也被称
为“免于追溯日期”或“不受新规限制的日
期”）。对于烟草公司而言，在这一日期之
前就上市了数以千计的常规卷烟，覆盖范围
很广。
在2007年2月15日前，美国市场上并没有
上市任何蒸汽类的产品（电子烟或者电子尼
古丁释放系统）。因此，所有的蒸汽产品上
市前必须经过大量而昂贵的审批程序。（请
参阅《行业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指南之上市
前烟草产品应用》）
除了对液体和蒸汽进行大量的毒理学试
验，企业还得进行全面的健康风险调查，并
且证明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其他产品相比为何
在市场上具有合法地位（比如产品不受新法
律规定的约束或者具有市场销售的授权许
可）。
tobaccoasia

21

同时，企业还必须进行研究以表明新产
品能保证吸烟者或者未吸烟者双方的公众安
全。研究需考虑到人们吸食产品的风险以及
他们在开始吸烟和不再吸烟期间发生的变化
比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满足FDA法规
中的“拥有合法的市场地位”的蒸汽类电子
烟产品，个别产品须对吸烟者从开始吸烟到
戒烟这段过程中的变化比率作出推测性的估
计和预言。
蒸汽类的电子烟产品，其尼古丁强度
或口味只要有变化，就需要单独进行申
请，FDA将之称为“PMTA”例如，一个公司
销售的同一个规格的电子烟，有4种尼古丁
强度和6种口味供消费者选择，该公司需提
交24份PMT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曾作出估
算，每份申请的成本约为33万美元。当然，
因为利益相关的关系，这个数字只是保守
起算。应该指出的是，无论一家公司花费
多少时间和金钱在准备和提交其产品申请
上，FDA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禁止这些产品在
市面上进行销售。

4.保护消费者免受烟草有关的疾病和
死亡威胁
除去不受管制，蒸汽类产品在保护消费
者方面作出了杰出的工作。在吸烟率数百年
保持相当水平的情况下，电子烟一进入市
场，吸烟率就开始下降。2015年，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宣布，近四分之一（22％）
的吸烟者因为改吸电子烟而退出了吸烟者的
行列。另外还提到，过去一年里，试图戒烟
的吸烟者使用电子烟的人数高于未试图戒烟
的人群。
此次推出的蒸汽类产品公认条款将对这
一趋势产生寒蝉效应。为每个不同口味的产
品提交上市审批的费用将会导致小型企业退
出电子烟行业的角逐，因为他们无法冒着花
费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来等待FDA是否会批准
他们销售现有的产品。作为传统卷烟的替代
物，电子烟的数量以及产品种类将会大幅锐
减。取而代之的是，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
会毫无疑问地提高电子烟产品的价格。因
此，消费者会因为价格的原因不去选择将电
子烟作为卷烟的替代品。一些改吸电子烟的
烟民可能会重吸传统卷烟，因为FDA的这一
法规让卷烟的价格低于电子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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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面规制含有尼古丁产品，基于“
连续介质风险”
2013年，FDA烟草产品中心的总监米奇•
泽勒曾写道：“烟草和医学产品处于同一光
谱，他们具有共通性，即都向使用者输送尼
古丁。而与这些产品的毒性差异明显。常规
卷烟就位于光谱的一端的末端。”
吸烟会导致多种疾病，包括心脏、中
风、肺部疾病和几种癌症。这些疾病不是由
尼古丁本身引起，而是烟雾燃烧中产生的焦
油、一氧化碳和有毒化学品等元素引起的。
因为烟雾会带来引发疾病的风险，所以任何
涵盖尼古丁的产品只要不产生烟雾就能降低
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这些产品包括无烟烟
草、蒸汽产品、“尼古丁替代品”如贴片、
口香糖、锭剂以及吸入剂。
泽勒还写道，“做出决策的人必须承认
风险的存在以及策略推行的延续性，他们的
出发点是为了让人们从从最致命和危险的境
地逃离，转而选择尼古丁伤害危害小的一
端。”《烟草法案》于2009年开始生效，对
于截止日期前已经上市了的数千种常规传统
卷烟，即便他们是最危险的尼古丁来源，但
仍受限甚小。不同于新研发的卷烟上市前需
要审批，他们不用进行烟草或烟雾毒理学试
验、临床试验，也不用和其他产品作比较。
反观蒸汽类电子烟，即便市场上已销
售了八年之久，倘若没有通过FDA的上市审
批，他们必须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停止销
售。即使将截止日期推前也无法消除对现有
产品产生的后果。目前的产品如果不能被科
学地证明对公众健康无害，那就不会进行升
级换代。因为只要产品里的其中一个组件不
可用，替代物必须通过整个PMTA的审批。此
外，乔治亚州立大学烟草监管中心的FDA的
研究人员发现，“作为一款令人满意以及具
有吸引力的卷烟替代物，电子尼古丁释放系
统（ENDS）需要进行完善以逐步取代常规卷
烟的位置。”
底线何在？基于风险的连续性来对减少
疾病和死亡的产品进行限制，联邦政府此举
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文章源自《每日信号》：http://dailysignal.com/2016/07/05/5-myths-aboutfdas-regulation-of-vapor-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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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梅维斯薄荷系列Option Red即将发售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将于8月末将在全国
范围内推出3款梅维斯系列新产品。
自从从柔和七星更名为梅维斯，日本烟
草公司就一直在发展以“100%天然薄荷”为
特色的梅维斯薄荷产品。该生产线传递给客
户100%的天然薄荷清新口感，梅维斯薄荷产
品2代和梅维斯薄荷Option Yellow 3代产品
通过压碎芬芳香囊传递调味的薄荷口感。截
止到目前，这些产品的客户接受度很好。

梅维斯卷烟

为了满足成年烟民的多样化需求，日本烟草公司决定上市3款新
的梅维斯薄荷系列产品，带有公司开发的新的芳香气囊。压碎胶囊
前，客户可以享受纯粹的100%天然薄荷传递的清爽，这点不同于其
它梅维斯薄荷生产线。胶囊本身可以激发一种顾客从未体验过的“
新鲜”感觉。
包装体现梅维斯的简约主题，红光从胶囊处散发出来，代表着
天然薄荷和新“清爽”芳香感觉的混合体验。

美国

Traffic卷烟被引入Circle K便利店
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消费产品部门
是切斯特菲尔德的第一制造业，现在在40个
州向Circle K商店供应交通牌卷烟。Circle
K是Alimentation

Couche-Tard的一家子公

司，在美国经营了超过4700多家便利店。
USTC首席执行官Stuart Thompson说：“
我们非常高兴同Circle K合作，我们会供应
Circle K便利店最优质的美国烟草产品。”
Traffic牌卷烟在全国范围内Circle

K

便利店的铺货已经在2016年6月份完成。国

Traffic卷烟

内会配合一轮广告宣传，Circle K零售店也将持续进行促销支持。
Thompson说，“高质量的美国烤烟、在NC贾斯汀生产制造，加
上有价值的价格将促使Traffic 卷烟在Circle K成人消费群体中获
得巨大成功。”

美国

6个统计数据诠释iQOS
烟草分析师比如富国证券的Bonnie Herzog和Cowen公司的Vivien Azer长久以来一直在揣测菲莫国际iQOS产品变革电子烟行业的潜
力。一直以来关于该产品的数据很少，它是加热实际的烟草而非液
体尼古丁，目前也只在欧洲和亚洲有限的测试市场供应，最早要到
2017年才能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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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发生在3月份，坐落于纽
约的菲莫国际在尼古丁和烟草大
会的社会研究课题上以及纽约消
费分析会议上发布了大量iQOS国
际试验市场的一些研究和数据。3
月晚些时候，Cowen公司进行了自
己的研究，调查了现在在东京和
米兰售卖iQOS的超过100名零售
商。早期数据显示iQOS赢得了革
命性的声誉。
这是其中的六个数据：
VaporFi
2.4% ：该数据是iQOS全国范围上市不
到一年的时间以来占据日本卷烟市场的份
额。Azer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鉴于iQOS在
日本大好的开头，我们预计随着时间推移，
到2020年，iQOS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将接近
25%。”
85%：对东京50户零售商的调查显
示，85%的人对iQOS的长期前景持乐观态
度。Azer 说，“各种多样测试方法中，我
们的调查显示顾客对iQOS的潜力有很高的乐
观度和很好的接受度。”该数据也与来自菲
莫的数据一致。
90%：这些零售商中有90%的人反应iQOS
的顾客维持非常好，80%的零售商称客户觉
得热棒用起来很便捷。Azer 说，“很大程
度上，这些乐观显示了产品在日本拥有很好
的客户接受度和持有度。”
45%：菲莫国际调查显示45%的烟民称少
暴露的标签（类似于FDA通过的对于风险改
良产品的警语标签的规定）意味着他们可能
会更喜欢经常使用iQOS。
70%：瑞士有70%的iQOS使用者称他们自
2015年12月份使用iQOS以来已经完成了从传
统卷烟到iQOS的完全转换。在日本，该数据
是57%。Herzog在一份对于iQOS的研究报告
中写道，“截止到目前，菲莫的临床证据表
明iQOS堪称戒烟的‘黄金标准’ ”。
30%：占据全球可燃卷烟30%的市场份
额，Herzog预计iQOS可能在2025年前打破该
份额：“我们相信iQOS代表着行业在迈向风
险改良产品的道路上合法的第一步，将重塑
全球吸烟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它在世界范
围内将显著而迅速地提供一种潜在改善吸烟
者健康的轨迹。

An advanced
filtration solution
for a cleaner
smoking experience

Rhodia FilterSorb™ is a highly effective granular additive. It enables you
to produce a cigarette with an advanced filtration, preserving the authentic
tobacco flavour combined with a cleaner smoking experienc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your sales representative or visit us at
www.solvay.com.

Solvay Innovative Filter Tow Solutions™

一个源自18世纪的烟草种植园
可用来与神灵交流，烟雾将祈祷者的思想传
递给神灵。玛雅传说中的洪都拉斯统治者
Humo Jaguar甚至还有一雪茄生产线，并举办
了以其姓名命名的雪茄节。他曾经是伟大的
洪都拉斯科藩城玛雅人的领导者。
人们似乎有一种共识，在历史记载中，

Eric Piras holding雪茄产自古巴的烟草种植园

雪茄的历史
By Eric Piras

众所周知，雪茄属于新兴产品，但其实
它们的历史相当悠久且迷人。
这段时期内的相关文件很少或无法查
询，但关于早期烟草的故事倒比比皆是。
人们第一次发现烟草植物时，不知道这
是什么。烟叶广泛分布在北美和南美地区，玛
雅人似乎是公认的雪茄发明者。他们将烟叶用
芭蕉叶或棕榈叶卷起来后吸食，这可看做是最
原始的雪茄。公元10世纪，危地马拉发现的玛
雅罐上记载了玛雅人吸食这种雪茄的场景，玛
雅人的快乐之神也经常以吸烟者的形象出现。
吸烟在玛雅文字中是“sikar”，这也被认为
是“cigar”的起源。
最初，烟草是用来密封外交协议以及在
成年仪式上使用，同时也在医学上被用作止
痛药，烟雾可用来治疗感冒。不过，烟草绝
大部分时候是玛雅人宗教仪式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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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和他手下的人是第一批
见到烟叶的西方人。1492年，当哥伦布的队
伍航行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现海地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时，当地的原住民将带有特殊香
气的干烟叶送到他们面前，他手下的3个人
（Rodrigo de Jerez, Hector Fuentes和Luis
de Torres）第一次见到了烟叶。烟草广泛存
在于加勒比岛屿，哥伦布和他手下的人在古
巴安定后，再次见到了烟草。Taínos在这里
将烟叶包在棕榈叶和玉米皮里进行吸食。
据传说，Rodrigo de Jerez是他们中
第一个尝试吸食雪茄的人，吸食的雪茄如同
成人的胳膊一般大。他非常享受吸食雪茄，
在回家的漫长旅途中每天都要吸上一根。不
过，他后来在西班牙因为触犯了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的规定，不得不入狱3年。
哥伦布定期会将烟草带回欧洲，欧洲的
水手们也像原先的征服者一样，开始吸食雪
茄。西班牙作家和大臣Gonzalo Fernandez
de Oviedo y Valdes是将大量烟草植物带回
西班牙国内的第一人。
吸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日益流行。从
1528年起，大量的古巴烟草被船只运到欧
洲。1521年，西班牙在圣多明各岛上开始种
植烟草，葡萄牙也于同一时间在巴西种植烟
草，后者当时是其殖民地。
1528年，法国驻葡萄牙大使Jean
Nicot（尼古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将烟草
样品带回巴黎，吸烟逐渐在法国流行起来。
在沃尔特•雷利先生航行至美洲后，吸烟的
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英国，他于1578年第
一次将“维吉尼亚”烟草带回欧洲。和英

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一样，法国的
凯瑟琳•德•梅迪西皇后也是十足的
烟迷，前者是由沃尔特•雷利介绍
开始吸烟的。相比雪茄，法国和英
国人显然更喜欢吸食鼻烟和陶土斗
烟。17世纪初，伦敦的烟草商达到
7000人。
1592年，西班牙大型帆船San
Clemente将50公斤的烟草种子运到
菲律宾，由从墨西哥过去的西班牙 印度人们吸烟
传教士负责种植。1781年，烟草
业已经占有一定的行业比重，总督
Vasco命令当地政府对烟草生产、产
品制造和销售进行控制。
1614年，西班牙决定控制烟草
贸易，要求所有进入欧洲及来自其
殖民地的烟草必须运到塞尔维亚并
缴纳税收。法国和英格兰也颁布了 玛雅壁画
类似的法律，英国开始在其北美殖
民地弗吉尼亚种植烟草。1619年，烟草成为弗吉尼亚最大的出口商品，烟草
种植也成为殖民地（即后来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重要经济支柱。
由于烟草种植需要大量土地，相关工作异常艰苦，欧洲对烟草的旺盛
需求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增加。1518年，西班牙查尔斯一世同意直接从非洲贩
运奴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于18世纪末达到顶峰，当时西非地区的奴隶被大
量捕获。据估计，从16-19世纪，约有1200万的非洲奴隶被运往美洲。
西班牙人利用来自其殖民地的烟叶，在西班牙和塞维利亚生产自己的
雪茄。18世纪，西班牙人认识到，雪茄是出门旅行的更好选择，因此在更接
近产区的地方生产雪茄，雪茄的生产中心转移到了古巴。
1820年，英国开始生产雪茄，议会对此行业进行了规范。国外生产的
雪茄需要缴纳税收，这提升了它们的奢侈产品形象。到19世纪50年代，据估
计，仅美国每年消费的雪茄数量就已达到3亿支。
雪茄的受欢迎度在20世纪持续增高，并成为一些雪茄迷手中的象征
物，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活到84岁，每天吸20根雪茄）、马克•吐温（活
到75岁，每天20-40根雪茄）、温斯顿•丘吉尔、约翰•肯尼迪和菲德尔•卡斯
特罗等。
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卫生总署公布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报告，雪茄
消费出现下降。不过到了90年代，很多名人将其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雪茄又
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
从玛雅人使用烟叶与神灵交流起，我们似乎已经走过很长的道路。不
过实际上，从墨西哥到哥伦比亚，所有印第安人部落的人仍然将烟叶作为一
种神叶。
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不管是点上一根雪茄慰劳自己，还是仅仅将
其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吸食雪茄的同时，历史就在我们手中，我们中的
部分人甚至也能够与神灵进行交流。

19世纪的雪茄盒盖子

10世纪的玛雅杯子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新世界

羽蛇神被用在一些Flor de Selva画
像上

“除了美食和睡觉，任何东西都不能打扰一个男人享受雪茄。”——
马克•吐温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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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电子烟使用者将面临刑罚
一流行警署网页已经确认了对
于电子烟拥有者的惩罚。使用者可
能会面临5年的牢狱，而忽视该法的
生厂商将面临10年牢狱。
“Muat Ka”页的女警官Sirirat
Piankaew给出建议，建议司法部长把
安非他命从毒品列表中去掉。《每日
新闻》称，电子烟的合法性仍旧存在
很多疑问。
Piankaew说因为没有切实的法
律禁止拥有电子烟，它们就成了一
类不用征税的商品，因此，拥有是
非法的。违反者将面临5年的监禁或
者四倍于商品的罚款或者两者合并
惩罚。
进口、销售电子烟以及生产用于
销售的电子烟同样都是违法的，违反
者要面临10年刑罚，或者罚以5倍货
物的价值，或者两者合并惩罚。
所有跟吸烟有关的服务和电子
烟促销都是禁止的。

新西兰

电子烟地位发生变化
卫生部副部长Peseta Sam Lotuliga今日发布了一个咨询文档，提
议将电子烟席位合法化。
Lotu-Iiga先生说，“目前在新
西兰销售和供应含尼古丁电子烟是
禁止的。然而，人们会在网上购买
或者直接进口来满足个人使用。提
议是让所有电子烟的销售和供应在
新西兰适当的控制下变得合法化。
提议意味着限制将电子烟销售给超
过18岁的人。还会禁止电子烟广告
和无烟区使用。”
Lotu-Iiga先生说，“我们同
时还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可能会对使
用者和非使用者形成健康威胁的质
32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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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安全问题。要确保电子烟是在

情味道，有个更好的生活选择，而

儿童打不开的容器里出售来预防意

且确实将我的创造力提高到更高的

外中毒，这是一项很明显的安全措

高度。”

施。”
“电子烟是相对比较新的进化

2种不同的系列，共18种味
道，Cloudride

提供了几乎每个味

产品。科学共识认为他们较之传统

蕾和每个预算的需要。C9系列是

卷烟的危害小。我欢迎来自公众的

高端供应，共有6种味道，它们是

对于未来电子烟监管和控制的意见

Tabac Elope，一种弗吉尼亚烤烟混

反馈。“

合哈密瓜和奶油糖果的味道；Tale

上交建议的时间将于2016年9月
2日下午5点结束。

美国

明星厨师发明美味电子烟油
Cloudride很高兴宣布将为市场
带来第一款由一位获得詹姆士彼尔

of

Taro,

混合芋头根和法士酸奶

油和草莓。经典系列提供了12款更
经济的选择，像巧克力蛋糕味、树
莓柠檬味和西瓜薄荷类。所有Cloudride味道均不含二乙酰、羟基丁
酮、丙酰基和双酮类。公司遵守所
有FDA现在和未来的规定。

德美食大奖的厨师研发的电子烟烟

公司已经接到了大量的分销订

油。该款产品在美国新泽西州由资

单，预计接下来的几个月就会在全

深美国陶氏化学和保洁联合建造的

国范围内的电子烟店、便利店和其

一家工厂，依循动态药品生产管理

它零售商见到产品。

规范（CGMP）制造的，Cloudride的
意图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给蒸
汽烟和电子烟使用者最佳味道和最
安全的电子烟油。

英国

电子烟帮助减少有害物质接触
最近发表在《毒理学机制和方

Cloudride的电子烟油味道配

法》杂志上的新的同行评议研究显

方发明者为Jason Stevens， 他是

示完全用电子烟代替传统卷烟的烟

位于密尔沃基沃茨茶餐厅的行政总

民，接触可导致吸烟相关疾病的有

厨，2011年荣获美国经典詹姆士彼

害化学物质显著减少，同完全戒烟

尔德美食大奖。该奖项在烹饪领域

并无二致。

富有最高盛誉，普遍被认为“食品

临床研究测量了15个有害和潜

界奥斯卡”。Stevens主厨擅长味道

在有害成分（HPHCs）生物变化指

混合，在一个全新的新方向，为电

标, FDA明确认定的会导致吸烟相关

子烟油产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技艺精

疾病威胁的有害物包括一氧化碳、

湛和质量水准。

乙醛、烟草特异性亚硝胺，检测105

他说，“作为一个长期烟民和

名成人烟民在为期5天的对照试验中

厨师，我突然对电子烟油的可能性

这些物质在尿液、血液和呼出气体

产生了兴趣。我一直喜欢体验各种

中的量。

不同味道的美好，当我决定从传统

公司监管事务副总裁Grant

卷烟转到使用电子烟时，我立即投

O’Connell称，“为了能提供该研

入到制造一款自己专属的电子烟油

究的对比信息，我们将参与者分成

中。同Cloudride合作，我非常高兴

三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求第

能够有机会让人们尝试我组合的激

一组成员完全放弃烟草和电子烟，

电子烟新闻
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最大有害物质

并担心电子烟的供应者不能提供有

暴露减量的基准。第二组人只使用

力的证据证明电子烟是安全的。

电子烟，第三组人同时使用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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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农村和地区发展部长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说卫

研究人员描述了对于电子烟的

生部的禁止销售含有尼古丁电子烟

安全和健康的担心。比如电子烟内

的禁令将扼杀马来西亚主导产业。

“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我

的电池易起火或者燃爆，特别是从

部长是在几个马来人团体要求就此

们研究的9个只使用电子烟的人的

电子烟释放出的特殊物质，被证明

事提出警讯时说的这番言论。

尿样生物标记中有8个，其HPHCs 的

同卷烟释放的特殊物质数量无差，

暂不考虑赞成电子烟的组织认

减少水平几乎与同时期两样都戒的

会增加患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

为将电子烟作为一个药品将推高成

烟民的有害物质接触减少量并无差

风险。

本使得他们对于想戒烟的人不是那

和他们常用的卷烟品牌。”

别。明显的例外是尼古丁。”
在电子烟使用者组合戒烟的哪

UNC 研究人员的评论成为发表在
同期刊物的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烟草瘾

么唾手可得的担忧， Abdul Razak博
士说要像卖药品一样来买电子烟。

一组烟民的血液里，一氧化碳的水

性学科教授Ann

McNeill博士论文的

购买电子烟的最小年龄限制也

平减少超过75%。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反面观点，博士认为电子烟对于吸烟

是被争论的话题。虽然他认为采

比如丙烯醛、笨和1-3丁烷的减少在

者包括那些试图戒烟的人是比吸食尼

用全球监管标准比较理想，但又认

两组里均超过80%。同样，烟草特异

古丁危害要小的一种方式。

为是不现实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有

性亚硝胺在戒烟组减少66-98%，在

UNC家庭医学学院一名研究专员

不同的地区问题要面对：“尽管期

同时也是一名公共卫生学硕士Clare

望是18岁，但是定在21岁我会很高

O’Connell说，“有趣的是，

Meernik说，“尽管电子烟不像传统

兴。”

双重使用组，他们将平时的卷烟消

卷烟那样有害，但是大量研究证明

费减半用电子烟替代，我们同样

它们也绝不是无害的。”

电子烟组减少62-93%。

他对于希腊心脏病专家Konstantinos

Farsalinos博士称大量

可以看到HPHCs的接触量同他们减

研究人员同时还注意到同现有

马来西亚人通过电子烟戒烟的言论

少的卷烟数量成比例。研究结果支

的帮助人们戒烟的治疗相比，电子

可靠性表示质疑。本周晚些时候要

持了早期Fontem风险投资公司的研

烟也并不是那么有效。

在《国家电子烟者》发表他自己研

究，他们的研究显示电子烟的危害

尽管研究人员的建议与电子烟

比传统卷烟减少95%，不会像传统卷

的常规推荐相悖，但是他们清楚个

烟那样对室内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

人戒烟很少非黑即白，必须要看每

响。”

个病人的特殊情况。

公司事务和通讯副总裁Marc
Michelsen说，“这些最新研究的发
现很具有鼓舞性，他们支持了其它
第三方的研究结果，证明电子烟是
一种减害烟草替代品。”

美国

UNC提议反对电子烟
戒烟的好处已经众所周知，但
是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UNC）的研究员却建议医生把电子

马来西亚

迎来更为严格的法律
电子烟在马来西亚应该被认作

究的研究员上个月告诉《周日星
报》新调查显示
电子烟烟民中经常吸烟的戒烟
率高。
Abdul Razak说，卫生部将管理
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油，而国内贸
易、合作和消费部将负责不含尼古
丁电子烟油。

一种药物产品来严格监管—这是负

他说，电子烟设备必须要符合

责研究电子烟和水烟的卫生部技术

马拉西亚标准，一份技术文档详细

委员会给出的建议，由其主席胸部

规定了公众使用电子烟的质量和安

医生高级顾问Datuk Dr Abdul Razak

全的最低要求。委员会也在积极审

Muttalif教授，同时也是吉隆坡医

视《1952毒品法案》，将电子烟囊

院呼吸医学研究所前所长提出。

括进去。

他在最近的在吉隆坡的采访中

5月份，卫生部长Datuk Seri Dr

说，刚开始的建议是全面禁止电子

S. Subramaniam宣布电子烟行业法规

研究人员在最近出版的《家庭

烟。但是因为这关系众多，在此他

将会在年底前出台。法律将包含电子

医学年报》上的一则言论指出现有

拒绝详细说明，委员会决定采取更

烟及其产品和配件以及分销在内的所

的治疗能更有效的帮助人们戒烟，

好的选择：严格监管。

有方方面面。

烟作为吸烟患者的替代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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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蒸汽配件
塞雷娜•威廉姆斯曾说，可可•香奈儿或许也曾强调：“使用装饰、装饰、装
饰！”这些话数十年来在时尚界不断得到证实，也在电子烟蒸汽配饰的新天地
上得到完美再现。
By Nattira Medvedeva

随着电子烟在消费者中越来越受到欢
迎，我们不禁想起电子烟这些年走过了慢慢
长路。十多年前，电子烟第一次出现在人们
视野时外形要简陋得多。第二代电子烟从
外形来看像钢笔，配备了电池，续航能力
更长。如今升级的个人版的电子烟喷雾器
(AVPs)不仅使用机械烟杆还能对电子烟内添
加的液体进行DIY改造（又称为MOD）。随着
更加先进的电子式喷雾器的研发，配饰清单
也迅速增长并投放市场。以下是一些主流的
和炫酷的电子烟配饰信息：

Powerbanks和充电器
当今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固定的方式不
同，人们四处奔走，忙忙碌碌，却更加无拘
无束。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这类电
子产品让我们能在喜欢的地方工作或者娱
乐，前提是这些设备是充满电的。除了这些
产品，电子烟和喷雾器同样，需要通过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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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进行充电。如果人们一时找不到墙壁插
座或者车载充电器，这时Powerbanks或外置
电池就派上了用场。一般，电子香烟或喷雾
器的电池大约2600毫安（MAH）。
Powerbanks电量最小的为6000毫安，因此电子烟
消费者可以选择储电量合适的PowerBank来
充电。
市场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充电器：通用
的汽车适配器可以为各类电子烟、喷雾器和
其他设备比如手机等充电；USB转接充电器
可在墙壁式插座上充电；专供电子烟充电的
USB接口线；高容量的快速充电器；电池放
在充电器里直充无线充电器；世界通用的
USB充电器，类似于旅游转换器，适用于国
外旅行的人们将不兼容的插头电源插座转变
为可以为电子烟或喷雾器充电的适配器。
这款世界通用的USB充电器可在在150多
个国家使用，兼容任何类型的USB设备。

电子烟充电器和墨盒

欧姆和电压表
电子烟油的口味和产生的蒸汽量都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如巧克力、咖
啡或烟草香精在较高的温度下味道散发得更好，而其他像桃子和草莓的味道
则在较低温度下口味更佳。电子烟和喷雾器罐温度由功率决定，换句话说，
当你调整功率时就是在调节温度。瓦数由电压和欧姆阻力水平决定。降低电
阻（欧姆）会增加电压，从而提高了功率和温度。雾化器有不同的阻力水
平，一般在1.5-3.0欧姆之间。电阻的电平因为人们口味差异而不同。
欧姆和电压表能让电子烟设备保持在合适的电阻和电压水平，以产生
所需的蒸汽量和味道。吸烟者为可以找到单独欧姆和电压表或选择2合1模
式。这些电表充电方便并可以数字或模拟的方式重复进行充电。

备用水槽和工具包
与人们的看法迥然不同的是水槽并非牢不可破。电子烟里酸性液体过
多会导致水槽破裂或断裂。使用旧的或具有高尼古丁含量的电子烟油也会导
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正如墨菲定律所说，水槽总是在最不适当的时刻发生破
裂，从而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吸烟者不得不中断享受的进程。如果是玻璃破
碎，那还可以对玻璃进行更换修复，而如果是其他问题导致破裂那就什么也
做不了，除非更换水槽。一些水槽配件能购买到，包括一些底料雾化器和凹
灯芯底部双线圈雾化器;使用革命性技术研发的子欧姆有机棉线圈（OCC）或
具有耐热玻璃或不锈钢制成的可更换储存器。
当然，如果要换水槽，工具箱将会派上用场。工具包有一系列的工
具，但以下几样是基本的必备品：螺丝刀、剪钳、尖嘴钳、一些陶瓷镊子和
一对橡胶绝缘手套用以防止玻璃碎片刺破手指。

膜，盒子和电子烟保护套
膜，盒子和电子烟保护套不仅能方便携带喷雾器还能防止其被划伤和
损害，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创造力和个性的机会。这类保护装
置由各类材料制成，有塑料硅胶的、画布真皮革的。供人们挑选的外形和
样式的保护设备多不胜数。甚至有一些型号能不用充电插座就能便捷地为
设备充电和存放电池（仅适用于标准电池）。人们可以轻松地将它放入钱
包或口袋里，因为它只有一个传统烟盒的大小，甚至还有多余的空间容纳
更多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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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欧姆表

滴尖
相较于墨盒于cartridges和雾化器cartomizers，许多有经验的吸烟者更偏向于使
用滴尖。因为他们感觉，首次加入液体时，
墨盒cartridges不能持续产生同样的入喉蒸

汽量因此损害了入口口感，给人带来不愉快
的体验。雾化器Cartomizers这方面比墨盒
cartridges要好一些，但是雾化器Cartomizers限定人们只能品尝到电子烟油公司生
产的烟油口味。如果一个人买空的雾化器
cartomizer，他们必须自行进行填充，这很
不方便。
滴尖不同于以上两种，它是一个中控
的吹嘴，不用更换任何物件便可以代替墨盒
cartridge或雾化器cartomizer。滴下的液
体直接进入雾化器，不用填塞物来控制流
速。电子液体从
喷雾器中散发味道，在整个过程中增
加了电子烟雾化的排放量，人们会感到味道
纯净、入口醇厚且烟雾持久。一个滴尖可由
不同的材料制成，金属的或塑料，还颜色各
异、款式多样，要么诙谐成趣要么艺术感十
足。
以上这些产品并不全是电子烟和喷雾器
上市销售的配件。各个公司正在不断引进创
新的设计并开发新的产品来增强喷雾器的感
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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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处理：不做妥协
“软处理”设计的目的是单独
处理每一类烟草品种，以激发其全
部的潜力。为此，虹霓公司正咨询
其客户，探寻贯彻这一理念最有效
的方法。
当前的流行语“软处理”隐藏
了一个简单的命题：烟叶处理过程
应考虑到原料的不同需求，在生产
中灵活搭配以取得最好的结果。比
如，每一个等级的烟叶的处理技术
不但要呈现出烟叶的质量，处理过
程还应柔和且成本不高。
在与客户协商中，虹霓公司专
注于处理的整个过程而非单独的植
物成分。 “我们坐下来与客户商
谈时，关注点始终聚焦于如何优化
潜力，怎么才能找出烟叶等级区别
处理的最有效办法。虹霓 Primary
公司研究及开发部的负责人彼得•
冯克博士解释说道。
近年来，许多企业都将烟叶作
为一个统一的商品，而不是单独的
品种进行简化的处理。因此，卷烟
制造商往往在生产线上选择一种“
折中”妥协的办法来处理烟叶。这
种方式不仅对质量上佳、叶片柔软
以及价格高昂的烟叶造成损害，还
让那些质量等级较低、花费较少却
填充性能优异的烟叶的利用程度最
小化。
软处理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处
理办法。可以用作填充材料的不同
等级的烟叶被融合在一起以确保卷
烟能达到最佳的密度。这些烟叶要
经过高温、高湿度和高水平的香料
添加处理。相反，为了保留烟叶的
原味，大部分的高品质烟草则都需
要在低热量、低温度和无添加剂的
条件下进行柔和处理。
从烟叶的确切需求出发进行的
裁剪处理有许多优点。如果能让高
品质的烟草完全释放其风味，卷烟
里调味料和添加剂要添加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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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胀过程中，被损害的烟叶越
少，产生的粉尘也较少，这不仅让
处理工艺更经济有效，还能减少清
洁和维护的频率。最后也是最重要
的，软处理扩容了低质量的烟叶的
填充性能，对节约成本有显著作
用。
一支卷烟里最多可包含40种等
级的烟叶。在软处理中，这些烟叶
都被集中在“池”里。每个池包含
几种等级的烟叶，这些烟叶的处理
要求类似。虹霓的专家用他们的专
业技术对客户的设备进行分析并确
定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处理
这些不同类别的“池”。有时候，
他们只需要在生产车间里找到一种
方法便能更有效地使用现有的储备
能力和组件。如果需要更广泛的解
决方案，虹霓可以为客户优化工厂
和设备的特定部分提供方案。有
时，理想的解决方案替换多个组件
或投资购买额外的设备。如果这还
不够，一个完全新的额外的生产线
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无论客户选
择哪种方案，都能在卷烟生产的流
程上获益匪浅（详情见下文）。

KT 3

KT3：锋利切削
KT 3烟叶切碎机可以运用于
不同品种的烟叶，无论是脆弱敏
感的半东方烟叶还是再造烟叶都
能适用。刀进磨装置可以根据每
一等级的烟叶需求进行个性的调
整。刀刃可根据其磨损率进行锐
化，因此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它的切割宽度极其准确的，所需
压力少，甚至可以在高水分含量
下切碎不同种类的烟叶。

KLS：双区干燥
KLS旋转烘干机对2Z的选用使
其具有两个独立运作的温度区域
来保证烟叶的温和干燥，这让客
户能够为每个烟叶品种和品牌选
择最佳的干燥方式。在烟气挥发
和填充性能方面，KLS也有不错的
表现。操作管理过程的智能化不
但降低了高达百分之八的能耗，
还减少了逃逸到环境中的余热数
量。

TOBCON

TOBCON：柔和的烟叶松散
回潮方式
虹霓开发的TOBCON可以用于烟
叶调湿的所有领域，无论是湿度调
节还是套管调味环节。最近开发
的“FLEX”能让气温湿度降到50℃
。 除 了 空 气 温 度 的 工 艺 处
理，TOBCON松散回潮烟叶还能达到
更加柔和的效果。因此适合对全等
级的烟叶进行处理。

KLS

心驰神往！
快来汉堡尽享全新体验
2016 年 11 月 8 至 10 日

值此虹霓成立 70 周年 之际，诚挚邀请您至我们汉堡
营地来一场精彩旅行。您将看到我们首创新品的现场演
示，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呦。
请联系我们的销售经理，登记并获取详细信息。

www.hau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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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RA“神奇四侠”系统将亮相2016年的InterSupply 和InterTabac展会
在9月16-18日德国多特蒙德举办的InterSupply和
InterTabac国际贸易展会上，TOMRA公司将会携带 “神
奇四侠”烟草分拣系统亮相展会。
在威斯特法伦展览馆的3B.A76展台，来自TOMRA公
司的专家将对他们研发的处理器和包装类的分类机创
新之处以及设备的优点进行现场讨论。
TOMRA公司的“神奇四侠”系统包括地狱犬、作
品、层云和TB5。这些智能设计的分拣机能让加工商和
包装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浪费、提高产
能、扩大整体生产容量。除外，这些系统操作和维护
成本较低。
地狱犬系统于2015年推出，是世界上第一款烟草
分拣系统。系统由TOMRA和意大利COMAS烟草机械制造
商联合开发，集带状物清除、金属检测、产品分离以
及产品碎化功能为一体，是一款促进质量提高的烟叶
处理监管系统。

地狱犬采用COMAS工艺认可的SRS-string去除系
统。SRS-string包括一套配有Velcro带的剥皮辊，能
搅动烟叶并移除任何掺杂的带状物。除外，精密设计
的盘式辊进行串级排列，与高速加速带配合逐步提高
运转速度并产生烟草产品的最佳单分子膜，这一环节
对之后进行的分拣技术必不可少。
“通过参加这些展会，我们能够向潜在客户和现
有客户介绍烟草分拣机的各种功能，以及这些设备的
高产量和利润率如何让他们从中获益。”
“我们最新型的地狱犬设备，能为客户提供更加
准确和高效的综合金属检测，配备带状物移除系统，
这是之前的设备所不具有的。我们期待着能够在展览
会上详细讨论这些技术的细节。”
TOMRA是烟草分拣设备的领先供应商，在世界各
地安装的机器超过300台。公司拥有25年的烟草行业
经验，为高效清除非烟物质提供创新的分拣设备。
公司为整叶分拣、叶片、叶茎、东方烟叶、切割
以及不同类型的填料提供解决方案。

EYEPORT：睁大眼睛
作为一款灵活的模块化杆传感器系统，新型EYEPORT将关注点
聚焦于卷烟以及过滤器生产厂商的产品质量以及生产弹性上。
卷烟的质量是烟草工业的重中之重。在生产过程中，对材料的
高效实用以及质量控制必不可少。随着卷烟工业制造的产品范围
不断扩大，企业将投资眼光关注于生产设施的研发，旨在寻找灵
活性更强、标准化更高、维修保养简易以及使用方便的设备。
“作为第一款灵活的模块化杆传感器系统，EYEPORT能为所有
过滤器和卷烟制造商提供质量监控，确保投资安全的最大化”
Hauni的项目经理Teut Barkhan解释说道：“当前，EYEPORT能适用
于Hauni生产的M代的所有机器。在未来，客户还能将EYEPORT集成
安装到旧机器进行使用。”

即插即用的交换传感器模块
拥有一套现代的、标准化的、能在各个生产领域使用的传感器
系统好处多多：单个模块的系统兼容不同制造商的设备，能提高
每台生产设备的效能和灵活性。统一的操作和维护程序让设备性
能进一步增强。此外，客户可选配的柔性杆导向器，操作者只需
简单按一个按钮就能在QBC或QSC后把杆导承转换为新的通径
从客户那里，Hauni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在经历9周成功的
实地测试后，一位客户向我们说道：“我们对EYEPORT的模块化设
计印象深刻。模块和传感器的功能可以被灵活和快速地转换。这
个坚决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停机。”
EYEPORT适合最大杆速度720米/分钟，长度65和120毫米之间，
以及直径在4.5至8.39毫米的卷烟生产线。
“即使将来过滤器生产线有新的发展，仍对EYEPORT没有限
制。”项目经理Barkhan说。 “传感器系统可以集成到过滤器装
置，以每分钟高达12,000 fpm的输出和高达720米/分的杆速度运
行，过滤杆长度在65到180毫米之间。”
40 tobaccoasia

EYEPORT杆传感器系统模块可灵活运用
于不同的制造商
“EYEPORT能让卷烟制造商融合现有
的质量检测功能，还能将客户特殊的传感
器轻松地集成到他们的制造商的模块。”
目前，有7种 EYEPORT模块能使用即插即
用的技术装入EYEPOR系统。它们分别是：
新的MIDAS-MD重量测量模块、为非烟物质
开发的HIFAS-MD模块、ODM-MD直径测
量、OPPS-MD打印位置测量模块、ORIS-MD
光杆检查、过滤器切割位置测量的LARISMD模块
“新的MIDAS-MD称重计量系统是EYEPORT独有设计，它结合了高效的校准和更
低的能耗的优点，能提高重量的测量精
度。新HIFAS-MD模块强化了非烟物质的检
测功能。Teut Barkhan补充说道
“我们将持续开发新的模块。下一阶
段，我们将为压缩检测、三乙酸甘油酯和
木炭含量提供专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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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公司的电子保护包装

E-Care，你的电子设备“体检”专家
E-Care能分析电子设备的运行状态，并从实际
情况出发为机器的性能改善以及将来的可行性提出
建议。
有些问题只需要明确的答案：机器上的电子件
在将来是否可用？可否优化参数和设置来提升产品
质量？是否所有的组件运行正常，能够到中期再采
DWR +确保原料使用经济化、产品生产高效化

购零部件吗？老式的电子零件是否降低了机器的可

废料直收系统 ——DWR+

用性？对于PROTOS单双杆机及过滤器制造商而言，

DWR

+系统能实现废料的完整回收，确保原料使

用经济化和产品生产高效化。
Decouflé研发的废料直接回收系统——DWR

+是

研发的E-Care可以帮助卷烟制造商保证他们机器的
性能、显著提高生产的可靠性。整个过程类似体
检。E-Care检查机器的核心部件，并在3-5天的时
间里将其恢复至原有状态。

一款针对卷烟、雪茄和小雪茄烟的全新修订版系统。

“电子专家通过分析复杂机器电子之间的相

该系统既可在线联机使用也可单独运行。 DWR +改进

互作用来确保机器能运转平稳。他们还对接线、机

了筛分装置，制造商能重复使用高达96％的不合格产

器的硬件部件以及控制箱进行彻底检查，以及对所

品，且能实现所有厂商的兼容。

有参数设置进行优化。”Hauni 公司研发E-Care软

该系统能够同时处理来自多个工厂的废料，显著

件包的Ralf

Böckmann说：“我们对PROTOS线进行

节约原材料数量。例如，在特大卷烟生产中，可以每

了完全检查并进行了小范围维修，更换了部件和教

小时回收45公斤的烟叶，节省大量的原料。

正了参数或设置，以保证机器能立即恢复到高效运

在网络环境下，DWR

+运行中能回收再利用单独

的混合物并将其返还至烟叶加工处理过程，整个生产
流程可追溯。即使是像薄荷卷烟这样的特殊产
品，DWR +也能实现轻松回收。
DWR

+配置了电磁振动筛，该配件能轻轻将烟叶

行状态。检验结论不仅包含机器状态的详细介绍，
还涵盖未来采取措施的建议。”
“E-Care能对机器退化实施保护。它会及时告
知客户机器应该更换的电子部件以防机器老旧过
时，同时为备件发货预留时间，避免供应瓶颈的出
现。”

从卷烟纸和过滤器组件中进行分离并将其返送到料

正如Böckmann所说的那样，E-Care研发的基本

斗。振动筛的振动幅度可以被调整到最小进而优化筛

目标是能保证客户在将来拥有一台活力十足的机

分结果。振动过程中，灰尘和噪音被调至最小。系统

器。E-Care能显著节约成本，因为它可以防止出现

的低维护成本和易损零件的便于检修有利于整体运营

意外的停机生产，同时减少维护零部件和组件的库

成本的减少。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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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家族的高速产品：Nano-10
我们新旗舰卷烟机产量高达 10000 cpm，可实现所有规格的经
济有效生产。其可选的快速牌号与规格更换功能增加了生产灵
活性。Nano-10 可在四小时内完成从超细型烟支到特大号烟支
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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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hart Tabaktechnik生产的设备进入Borgwaldt
KC扩容产品系列
Borgwaldt KC股份有限公司已扩大其产品组合，产品包括
Burghart设备CTB-01、Cijector、CMB120、CMU以及LML-01。
包装折痕测试仪、卷烟全自动液体添加喷射器、CMB120卷
烟制造商生产的卷烟自动管灌装设备、CMU卷烟标记器与LML-01
激光长度测量装置对现有的产品组合实现了完美的补充。

为工业4.0做准备
几年来，虹霓一直在为工业4.0
准备机械、设备、应用和服务。这些
与智能连接的机器数据和经验的解决
方案将负责对客户工厂的设备综合效
率进行直接改进。
这是一场将现有的机器、设备和
工艺发挥更大、更持久表现的竞赛。
公司正在为提高整体设备效率以及降
低成本方面寻找更明显的改进办法。
他们需要智能的理念来强化和完善自
己生产系统的性能、可用性和每个部
件的质量。
在以工业4.0为核心的基础上，
机器、应用程序和服务之间的要把智
能连接这一愿景转换为现实。在未来
的智能工厂，机器将会向网络物理系
统一样，在网络间实现互相通信，在
信息和流程共联传递之间，生产效能
将会得到大幅地提高。虹霓机器和设
备已经为工业4.0的到来做好了准
备。
一段时间以来，虹霓已经安装了
监控和自动化控制系统，如卷烟制造
商使用的MIDAS、ODM（光学直径测
量）系统不仅能联网和可视化，还具
有保存、交换和评估数据的功能选
项。这种成熟的技术使虹霓能够在新
的智能应用程序和服务范围下扩大其
产品组合。而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和
我们获得的独特知识完美融合在一
起，让虹霓成为了市场的领导者以及
全方位的服务商，此外，虹霓拥有一
批技术顶尖、经验丰富的全球团队，
他们在不同的生产环境下获得了广泛
的信息。

根植于经验的网络信息
超过七十年的智能连接技术、实
时生产数据和专业技术积淀，虹霓已
经创造了新的服务解决方案，使客户
能够显著改善他们的全局设备效率。
“我们收集生产类、环境类和机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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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gwaldt KC股份有限公司还在逐渐扩大新设备的维修、
维护和备件服务，很快客户就能享受到公司提供的一如既往的
优质服务。
多年以来，Borgwaldt KC股份有限公司为通用的测量设
备，如最终测试E44、密度计DD60A以及硬度计D37A成功提供
售后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bkc@borgwaldt.com或www.borgwaldt.com。

据，并根据我们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符合
逻辑的评估。因而，我们能够识别并锁
定潜在的改进方法。”托马斯•福克说。
“这些新的或升级的服务帮助我们的客
户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时间内提高机械
的可用性。我们的做法是，通过持续改
进过程或根据客户需求来优化区域内的
工作流程。”

在线服务马到功成
如果有一台机器的产量、质量、运
转速度低于预期，虹霓公司会迅速提供
多种服务来解决问题，在降低成本的同
时还向客户传递知识信心。虹霓的远程
服务是有针对性地排除故障和快速提供
在线帮助第一选择。该团队使用实时生
产数据来解决机器性能和维护问题。
“在客户许可后，我们在公司总部
的专家能远程访问客户机器，为客户提
供省时和省钱的技术支持。通过安全数
据连接快速、完整地进行故障分析，帮
助客户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远
程服务项目经理安德烈亚斯•考伯解释说
道。 “由于平板电脑应用改进和移动设
备能最短时间内传送图像和数据的原
因，让我们的远程服务专家能在线解决
近60%的问题。”一旦远程服务被确定为
产生问题的根源，虹霓将快速提供更进
一步的支持服务。虹霓公司不断通过客
户门户网站来扩大可用功能的范围。例
如，客户可以查看自己的机器文档，找
到机器过时的最新的信息，当然，还能
订购他们需要的任何零部件。

服务合作伙伴增加价值
除了为单台集体提供即时、小规模
的改进，虹霓还提供多种服务，其目的
是提高全局设备效率和优化中期和长期
成本。虹霓为单台机器、整条生产线或
安装了虹霓设备的整个工厂提供模块化
的服务和解决方案。根据顾客的需求和
目标，这些服务可以单独结合也可量身
定制。服务类别被细分为零部件供应、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和操作与工艺。所
有服务的提供都依赖于从机械设备和
生产环境的智能分析、虹霓的专业技
术的数字网络和公司的全球服务人员
的专业知识。

AREO软件套件
工业4.0旨在实现自动化的最高
程度，即工厂能进行自我诊断、交互
操作和自我优化。要实现这目标，必
须对生产系统进行连续地、累积的系
统检测、控制和优化，进而完成这一
长期的过程改造。
公司可以采取一些不同的数字化
的方法来实现所有的生产活动和成果
的最大限度的透明化，但实时生产和
质量、废弃、故障停机时间、效率、
正常运转时间以及其他的关键性能指
标的数据对透明化的实现至关重要。
为满足烟草产业的需要，AREO软件套
件应运而生。为此，虹霓不断改进和
优化这一软件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生
产需求。
AREO可以做的远远超过了数据的
读取和传输数据。该软件结合了分
析、报告和评价工具为一体，无论是
单独机器、制造商或者整套工厂设
备，只有有需要，客户就能在虹霓的
专家的协助下不断优化生产流程。
在预测技术和问卷调查不断改进
的情况下，AREO是识别特定区域的极
有价值的工具，它能提高整个工厂性
能，让操作者能够优化他们的流程。
“我们的客户可以使用AREO建立
智能连接，在通往工业4.0的道路上
迈出坚实的步伐。”托马斯•福克
说：“在近些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
在完善服务和研发设备。同样，我们
还为开辟和实施未来生产结构而不断
拼搏。将客户的工厂改造成智能工厂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智能化也将变得
和各个板块息息相关，成为讨论主
题。我们将继续与客户展开紧密合
作，使智能化工厂成为现实。”

法国德古费勒公司的纳米器适用于任何生产设备。

翻修烟草机械设备市
场需求或将再次高涨
By Nattira Medvedeva

早在上世界80年代，翻修烟草机械设备
在世界上属于紧俏商品。当时，新的烟草机

并非仅仅是因为成本，更多的是关系到运
营效率。

械设备价格极其昂贵，设备制造商的数量也

德国虹霓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Ute

不多，能买得起新机器的只有几家大型烟草

Dahlenburg说：“我们经历了卷烟工厂的关

公司。三十年过去了，在经历了高需求和低

闭和全球烟草市场的产能调整，很多烟草公

需求的循环周期后，目前好像仍然无法确定

司被迫进行搬迁并购买翻新设备。在搬迁过

翻修设备市场需求是否会再次高涨。

程中，客户往往会要求彻底翻新或全面重
建。”虹霓公司是烟草加工和卷烟生产系统

赞成方：翻新设备需求会再次高涨

中的领头军之一。

烟草行业目前面临诸多挑战，无论是新

“由于现有机器搬迁造成电气解决方案

法律法规的实施，卷烟制品税收的提高，

需求趋势的变化，翻新设备的市场业务正逐

或是政府和公共健康部门反吸烟力度的加

步增长。我们通过与客户共同定制开发解决

强，这都将影响卷烟消费，也影响卷烟生

方案，优化机器安装基地，看到这一领域的

产和销售。

广阔发展前景。”

为了保证工作更加高效，并保持市场上

“在与全球客户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我

的竞争力，众多烟草公司已经开始寻求购

们明白，决定产品和服务的不是生产商，而

买合适的翻修烟草机械设备，以取代全新

是客户的需求。他们的需求促使我们进一步

设备，二者的成本差别巨大。当然，有时

加强大型机器安装基地。今天，我们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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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量身定制的现场维修方案，包括不同层
次的机器现代化，部分大修以及全面翻新。
我们让客户决定最适合他们自己的具体需
求。我们最近又增加了这一领域的产品服务
组合，而非限制我们的翻新服务。”
她补充道：“目前的市场趋势要求全球
卷烟制造商注重设备整体效率的优化，后者
往往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设备和资产整合，以
确保现有的机械设备发挥其最大效能来实
现。在其所有的三个安装基地，虹霓公司支
持客户合理的设备更换要求，以及为满足特
定的战略需求而对现有设备进行优化。电子
系统的老化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帮助越
来越多的客户进行设备升级，最大限度地提
当时从美国和欧洲购买了一批二手烟草机械

高机器在未来几年的可靠性。”

设备，翻新后卖给菲律宾、柬埔寨、越南和

反对方：新设备将迎来春天

重建执行副总裁
Andreas Panz

迪拜的一些中小卷烟公司。在过去的二十年

DWA公司称，目前的市场趋势是新机器

里，公司业务一直高速增长。为了满足市场

更受到欢迎。DWA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是

需求，公司做了大量升级和转换工作，如

亚洲最大的翻修烟草机械设备公司之。公司

Protos, Focke和RC4翻新等。

细规格
大潜能

探索广泛的超细规格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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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吸烟体验的需求。超细系列不仅具有益升华标准尺寸特殊滤嘴的所有
优势，还具有超细的外观。此系列中的广泛选项还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拓展品牌和创建新产品提供了无限的潜力。

益升华——您必不可少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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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器是公司获得成功的关键。对虹霓公司
而言，关注重点并非在于翻新设备或全新设
备，而在于效率和成本。
例如，虹霓公司的PROTOS 80C是一款
极具经济效益的经典机器，生产速度高达
7200cpm。对于小批次或者高质量标准品牌
产品的生产，该机器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对卷烟生产商来说，PROTOS已经成为可靠的
代名词。PROTOS 80C采用的卷烟生产工艺技
术成熟，已被全世界数百家卷烟工厂使用。
还有Decouflé公司的Nano机器。由于可
靠性强、设计坚固、易于使用以及操作和维
护成本低，该机器适用于所有的生产设施。
该款机器快速、灵活，配备最先进的智能组
件，具有优良的性能，是注重效率优先的高
品质生产环境中的理想选择。除了具备所有
虹霓公司升级重建机械的各个种类。
DWA公司的Irene

高速生产机器的特征外，Nano还以兼容性著
Ng说：“随着经验和

专业知识的增长，DWA目前有能力生产全新

称，同虹霓公司及Decouflé公司包括激光和
物流项目在内的所有单元都能适应。

中速制造机，包括S6000和200包装机。这给

Dahlenburg说：“在虹霓，我们自豪于

翻新设备的市场变化趋势带来了改变，卷烟

自己所提供的一流设备和服务，同时还要为

公司不再青睐翻新设备，而是选择以合理的

每一位有需要的客户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

价格购买DWA生产的全新中速机器及其同类

全新或翻新设备并非那么重要，我们必须为

产品。”

客户解决设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以优化每
生产单位的成本。为实现整体设备的效率，

利弊分析：翻新设备VS全新设备

以下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如所生产产品的质

选择购买翻新设备或全新设备时考虑

量、生产机器时所产生的废物以及设备的可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各有哪些优缺

用性。通常来说，一台现代化的安装机器或

点？DWA相信，购买全新设备的好处远远大

翻新机器，其工作效率会优于低成本的全新

于购买翻新设备。

设备。在机器使用寿命期内，是否具备提供

Ng表示：“购买翻新设备的主要优点就

一流OEM服务解决方案的能力，也已成为衡

是其相对低廉的价格，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量设备效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一点虹

由于更准确、高效并具有长期经济效益，新

霓公司能够为其全球客户提供。”

设备越来越受到欢迎。”

她补充道：“市场的预期创新水平意味

由于新旧设备均需要备件，因此备件业

着对于翻新设备的需求正不断增长。在搬迁

务也变得愈发重要。DWA同时提供备件销售

项目的背景下，我们也需要采取强烈措施，

业务，客户不必担心买不到需要更换的配

将机器转换到新的生产环境中。我们使用了

件，这也成为公司的一大竞争优势。DWA通

旋转原则，允许我们在收集客户机器之前提

过安排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售后服

供翻新设备，这避免带来生产停机时间。即

务，解决安装、升级或故障等问题。公司同

使客户无法提供任何翻新设备，也仍有可能

时销售备件、升级元件以及尺寸转换配件。

获得特制的翻新机器，也为未来获得额外的

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同时能够生产高质量

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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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驱动来推动品牌变革，“金圣”走出了一条全新的、适应未来竞争的道路。

创新驱动下的品牌变革——

“金圣”的文化营销之旅
站在十三五规划的起点之年，不管是国

创新驱动下的“金圣”变革路径

By TobaccoChina

家层面还是行业层面都把创新摆在了很重要

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

的位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

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

告时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

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

各种需求下降的大环境下，卷烟销售亦随之

新驱动发展战略。

受到影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

烟草行业也把创新驱动作为引领行业发

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的“新”显然已经明

展的第一动力。在2016年全国烟草科技工作

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

会议上，国家局副局长杨培森提出了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要以品牌创新带动产品创
新、以技术创新提升产品创新、以品类创新
引领产品创新。
如今，有这样一家企业、一个品牌，一
直在以创新为驱动推动着品牌变革——那就
是“金圣”品牌以“一条主线、四大体系”
为突破，走出了一条文化营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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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
形成中高速的增长平台。释放新需求所需要
的动力需求来自于哪里？毫无疑问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创新驱动道路。
2015年，在面对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的新
常态和品牌挤压式竞争的新形势下，江西中烟
企业与“金圣”品牌在创新实践中努力探索“
金圣”品牌的变革路径，提出了“三好产品”
的创新理念——“好看、好抽、好卖”。

为了打造“三好产品”，江西中烟还
提出了“一条主线”，理顺了“四大体系”
，开展了“文化营销”。2015年完成了12款
在线产品的创新提质工作，完成了滕王阁硬
盒、软包、细支以及瑞香细支、软瑞香等5
款金圣新品研发并使其成功上市，完成了滕
王阁（渔舟唱晚）、滕王阁（金叶天香）、
红瑞香、典藏瑞香、智圣出山（15+1）等五
款新品研发工作。
令行业瞩目的是，在全行业几十种新上
市的卷烟产品中，金圣（滕王阁）等五款新
品上市几个月的市场反响十分热烈。
随着新产品的不断研发上市，江西中烟
也在充分挖掘江西独有但广为人知引以自豪

“一条主线”牵引下的“四大体系”

的滕王阁文化、瑞香文化和瓷文化中，形成

江西中烟的掌舵人姚庆艳说，“我们的

了以滕王阁、青花瓷、瑞香系列（阁瓷香）

主线，就是始终在坚持学习、调研和实践中

为主体的全新产品体系。

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江西中烟的发展之路。”

在原料方面，江西
中烟坚持优中选
优，以品牌需求为
导向梳理原料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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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全面提

品香品味品文化与“文化营销”

升金圣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江西中烟自2015

在江西中烟看来，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

年以来把工作重心聚焦在系统推进原料、研

底蕴是“金圣”新品除品质优良之外的另一

发、制造、营销“四大体系”建设上，着力

个属性，也是他们开展文化营销的底气。

实现金圣品牌的定位升级、产品升级、形象
升级和价值升级。
“三好产品”是“金圣”努力的方向，
而“四大体系”建设正是“金圣”品牌成
为“三好产品”的重要支撑。
“三好”产品理念的背后需要有实际内
容来做支撑。江西中烟坚持在调整中理顺，
在传承中创新，理顺了“四大体系”——原
料保障体系、产品研发体系、生产制造体
系、品牌营销体系，通过原料、研发、制
造、营销“四大体系”的无缝对接来提升“
金圣”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在原料方面，江西中烟坚持优中选优，
以品牌需求为导向梳理原料产区，把以前的
八个产区集中到江西、云南、湖南和河南四
个产区，原料供应基地一定是管理规范的，
是最好的。
在研发方面，围绕着“三好产品”完成

“金圣•滕王阁”系列率先走出了文化
营销的第一步。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
王阁，不仅仅只是一座古建筑，而且是江西
镇地之宝，能够挖掘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
可谓是品香品味品文化，“金圣•滕王阁”
系列产品承接滕王阁文化，展示出了浓郁的
文化品位。
如今，“金圣”品牌产品线的三大板块
已经基本成型，其中“滕王阁”系列是规模
板块，中高端板块以瑞香系列为支撑，高端
板块是智圣系列。与之相适应，除了滕王阁
代表的“家文化”之外，“金圣”品牌还在
挖掘瑞香文化、瓷文化等文化元素，瑞香代
表的吉祥文化、青花瓷体现的智慧文化的挖
掘与“金圣”产品的结合势必会给消费者带
来足够的惊喜。
以优质文化内容为依托，在当今这个

了十多个在线老产品的创新提升和3款经典

移动互联飞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金圣”品

产品的升级投放、4款新品的正式上市，另

牌把文化挖掘与新的技术手段传播方式相结

外还研发了一系列的好产品作为储备。

合，通过全面开展微信营销、圈子营销和二

在制造方面，围绕着“三好产品”和“

维码营销，来宣传品牌提升形象。这是“金

我制造、我负责”的要求，以南昌卷烟厂为

圣”系列新品上市的一个特点，也是很大的

龙头，以赣州卷烟厂、井冈山卷烟厂、广丰

一个新变化。

卷烟厂为支柱，四家烟厂在质量稳定、工艺

承接上文所述的“四大体系”，原料、

改进、降本降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

研发、制造是“把好配方变成好产品”的重

成效。……

要保障，营销则是把“好产品变为好商品”

市场竞争力的信心来源于何处？来源

的关键一步。江西中烟以“文化营销”为发

于“三好产品”，也来源于“四大体系”

展路径，把文化挖掘与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

。“三好产品”的定位跳出了“品类构建”

手段相结合，十分令人瞩目和期待。

的路子，直接将目光聚焦在产品本身，说

站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站

到“金圣”产品，自然会想到“好看、好

在“223”发展目标的关键阶段，现在江西

抽、好卖”。再加上原料、研发、制造、营

中烟正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以创新驱动

销“四大板块”的联动，何愁品牌不强？毫

来推动品牌变革，“金圣”走出了一条全新

无疑问，江西中烟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创

的、适应未来竞争的道路。

新驱动战略的品牌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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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NEWS

烟叶新闻

津巴布韦

烟草收入大幅下降，农民仍然
坚持不懈
一场严重的旱灾后，津巴布韦
烟草2016年度的收入显著下滑，这
场干旱导致了450万人需要粮食援
助，占农村人口的30%。
截止到目前为止，共销售了1亿
8760万公斤价值5亿4800万美元的烟
叶，而2015年销售总量为1亿8900万

今年的收入已经被矿业超过，矿业

他又进一步说明：价格的多样

在2016年上半年的出口销售中已经

化变动对整个国家的烟草事业的可

获得8亿600万美元的收入。每年津

持续性发展是不利的。

巴布韦的烟草作物中50%以上是出口
到中国。去年，烟农生产1亿9895万

厄尔尼诺现象破坏了产量

公斤的烟草盈利超过了5亿8400万美

再加上较差的降雨模式，至少

元，与2014年的产量2亿1600万公斤

一半的马拉维人需要食品援助，这

烟草为国家赚取了6亿8400万美元相

个国家的外汇收入、这个国家最大

比显著下降。

的出口作物——烟草如今正面临着

专家说当前的销售季如果没有

在拍卖楼里最艰难的时刻。

遭遇一系列的因素诸如价格低廉、

这场干旱肆虐了南非的大部分

包装纸供应缺乏、拍卖场交通拥堵

地区，马拉维是破坏最严重的一

一位业内官员周五告诉新华

和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本季情况

个国家，整个国家大约一半的人口

社，2016年烟草的总产量有望达到

本应该更好。然而又不得不面对这

约1500万人受影响。“该产业现在

1亿9000万公斤，最初的目标是1亿

些事情。

处于坍塌的边缘。最好的处理办法

公斤，收入8亿5500万美元。为期4个
月的2016销售季将在8月5日结束。

他们受其烤烟成功所鼓舞，马

就是政府领导我们停止种植这种作

然而，收入却有显著的下降，

尼卡兰的一些农民开始种植白肋

物，让种植多样化起来。对我来

主要原因是干旱导致作物的质量较

烟。白肋烟用于包装雪茄，在南

说，今年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放

差。烟草业市场委员会的公共关系

非、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拥有稳

弃种植烟草，而在培育土豆了。”

与传播部经理 Isheunesu Moyo 说去

定的市场。

一个叫马丁道格拉斯的农民说。

6000万公斤。

年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94美元，
干旱使今年作物的质量大大降低从
而影响了价格。

虽然政府已经规定了烟叶的最

马拉维

低价格，买主却依然支付低于已规

生产过剩拉低价格

定好的拍卖价钱。

他说烟草总产量的提高是受益于

据马拉维24的一则报道，马拉

公司也已经开始与个体农民户

中期降雨以及种植者改进农艺技术。

维烟草协会（TAMA）称由于马拉维

签约种植和培养作物。但是一些农

许多农民开始使用灌溉，这有

烟草市场上的供需法则导致市场上

民说如果他们将自己的作物直接拿

大量的烟草供应影响了本国经济作

到拍卖场的话他们挣不到像他们当

物的价格。

初想的那样多的钱。

助于增加产量。
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4万户
农民在行业管理者处注册销售他们

TAMA首席执行官Graham

Kun-

的烟草，而去年同期的注册者超过8

imba

万户。

量高供给，买主趁机向农民提出不

Moyo还说，烟草产业管理者将

说，由于7月份市场上的烟草

利的价格。

烟草贸易公司的传媒经理Mark
Ndipita

说，今年农民们不大可能

从烟草上取得太大的利润。
“在收入方面对政府来说这并

继续对全国范围的农民进行培训，

Kunimba宣布拍卖会上的烟草价

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同样，在收入方

以确保津巴布韦能达到2000年时的

格限制在每公斤92美分，然而合同

面对依靠烟草为生的烟农来说也并不

产量顶峰2亿3600万公斤。

出售的烟草价格将达到每公斤1.45美

好。然而作为国家，我们知道政府正

他说，“此外，我们也有为农

元。对此，他觉得不是个好的发展。

在促进多样化，但是对于今年将太多

民安装滴灌技术和火箭谷仓的循环

“市场上烟草的总供应量比需

的依靠放在烟草上的烟农来说将会遭

周转方案，帮助改善烟草的质量和

求量高，这就使买主可以进行有选

产量。”

择性的购买。”Kunimba说。

一般来说，出口烟草是津巴布
韦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但是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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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TAMA的老板说，今年烟草的
总体平均价格比去年的低12%。

受大的打击。”Ndipita说。
烟草在南非国家的出口商品中
所占比例超过60%，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比例为15%。

Come see the Universal impact at:

www.universalcorp.com

LEAF NEWS

烟叶新闻

成功的故事

品流中的非烟材料（杂质越大，越易
移除）。毕竟，大的非烟材料被移

津巴布韦烟叶加工厂(TPZ)是为

除，更重要的是，更多的较小的颗粒

北部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洲际烟叶公

对最终移除这些较小的非烟材料线的

司和Tribac有限公司所有，公司成立

分选方案（在复烤之前）的能力影响

于1987年。

是消极的。

该公司的哈拉雷工厂是非洲最

在层云科技中，一次最优单次产

大的工厂之一，其中有最具现代化的

品的传播（高质量的烟叶，没有分级

烟叶加工设施。TPZ日均生产力为500

和非烟材料）是通过不同成份在内部

吨，并且想要成为烟草产业供应链中

装置排列的结合效果所获得的。

TPZ首席执行总裁Ivan Todd

全球领先服务商。

当输入的定制的迷你天鹅分类

TPZ处理、存储、加工和包装一

器（MSC）时，会产生一种悬停的效

系列广泛的烟草产品，即打叶、烟

蚕茧、羽毛和草并非完全是有效的和一

果来提升和加速烟叶进入高空气流，

梗、束叶、散叶和手剥。

致的，因为有人为误差，因此我们必

在扫描区呈现出一个单层式的大叶。

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那正是我们发现

数目可变的的激光在毫秒之内检查产

TOMRA技术的时候。”

品，通过抑制设备的响应以拒绝不受

据生产规模，打叶是TPZ的主要
部分，也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公

欢迎的元素。

司在生产高峰期雇了多达1800位身强

伊万在评论他的市场调查时

力壮的季节工。同时还有148位固定员

说：“TOMRA是悠久的，而且在打叶加工

迷你天鹅分类器的设计确保了重

工分3班倒，从周一工作到周六。

上也很有经验。我们有机会观看到它层

量级的材料，比如石头、捆和烟草垫

选分类上很好的运作。”

在进入产品流之前能在空气的作用下

该工厂由2条每小时可处理10吨
烟叶的打叶线和一个每小时3吨的散

“我们正在使用TOMRA分类机中的

分类和移除。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捆绑

叶/捆扎线组成。2015年，TPZ加工了

一种，叫做Helius激光分选机，当拥抱

解除器都是绝对的有效的能100%拆分

7500万公斤烟草，成为津巴布韦市场

新科技时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信任与信

份额最大的鲜叶打叶加工厂。

心。除此之外，提供的服务与支持确保
了商业操作顺利进行。

加工津巴布韦年度烟草作物
的42%

光分选机在打叶前弥补了手工分选台的

津巴布韦年度烟草作物的42%以

不足。Helius分选机是一个半英寸的产

上由TPZ负责加工，它也以为以下公司

伊万还说：“TOMRA的Helius

激

品，从打叶到最后的筛选程序前使用。

服务为傲：Tribac、北部烟草、洲际

捆在一起的谷物，把它们放在专门的
开口器里面并且避免以成捆的形式进
入打叶机，这样打叶的总产量便会提
高。光学分选平台是基于Helius分选
技术证明的产业，以确保低误差、高
分选效率。

重要引述：
“TOMRA层云技术保证了在打叶

降低包装被非烟材料污染的
风险

之前从烟草中检测并提取出非烟材

反过来，这些烟草商人将他们的

“在打叶之前，呈现在绿色给料上

于手工传统采摘台的效率。仅次于层

产品出口到全球，包括非洲、中东、

的非烟材料块能大致分成2大类：>1/2(

云技术提取效率，综合性的高效滚筒

印度、印度尼亚、中国、日本、俄罗

相当大，且容易检测和提取）代表了大

筛（来自希腊VIT公司的搞笑滚筒筛）

斯、美国和欧洲。

约10-40%的非烟材料；和<1/2 代表了产

能为Helius激光分类有效的移除粉末

品中大约60-90%的非烟材料。”

物质。同样，有效的分类与加工对束

烟叶、Chidziva、Savanna、马绍兰烟
草公司、Deplaat 投资和天泽烟草。

TPZ首席执行官伊万

托德

料，这种非烟材料的提取效率远远高

说：“TPZ是一家专门的致力于向股

这就是需要划分和需要对每一种个

和垫也适用。它能通过小天鹅移除重

东和商业合作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烟

体碎片专用的解决方案的原因。归根结

量级的材料，比如茎秆、石头、金属

叶加工公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追求

底，分选机的效率是被产品的一致性所

等。”——TPZ总经理伊万 托德说。

先进的技术来使产品的质量持续提

影响着——大小、颜色等。

升。”
“既然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就想
提高我们手工的传统采摘台的效率和

伊万说TPZ已经在他们的第二加工

花费的初始机器测试和优化的机会，

线上安装了TOMRA的层云分选器，用于首

成为第一个在该地区使用该检测并提

次和二次调节之间。

取烟草中非烟材料先进技术，这就

一致性。手工从传统的采摘台上挑出

TOMRA的层云技术是一空中激光分

非烟材料，比如塑料、石头、金属、

选机，它能在打叶之前移除大叶烟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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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解释说：“一个无需任何

是购买TOMRA的层云技术的决定性因
素。”

images courtesy of 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印度尼西亚被联一国际公司合同承包的烟田

国际烟草商眼中的印
度尼西亚优质烟叶

文 托马斯•施密特

印度尼西亚群岛具有悠久的烟草作物种植历史。烟草商是如何保持并提高烟
叶的产量和质量，保证其烟叶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持久的竞争力？今天，《亚
洲烟草》将通过和几位国际烟叶贸易商的对话，为您揭晓答案。
自17世纪中叶以来，荷兰便将其殖民
地作为本国可靠的烟草供应地，印尼的烟草
业自此也逐渐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印尼已
成为全球第五大烟叶生产国。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显示，印尼烟
叶产量于2012年达到顶峰，为26万吨。不过
到了2015年，由于拉翁火山爆发以及长期暴
雨造成的影响，烟叶产量降至约18.6万吨。
印尼烟叶不仅在进出口商和贸易商中享有盛
誉，同时也是令全球烟草生产商垂涎的原材
料。他们协助当地烟叶种植者提升烟叶质
量，并不断尝试进一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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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angsari公司
Mayangsari公司成立于1960年，位于东
爪哇的任抹地区，Hail&Cotton国际集团全资
控股。该公司是印尼领先的Besuki Na Oogst
烟叶出口商，同时为全球的主要雪茄生产商
提供由Jatim VO, Kasturi VO和DFC Boyolali制成的外包叶、绑叶和填叶。HCIG集团
首席农学家Emmanuel Ardian Kristanto在概
括公司的现状时说：“我们目前采取了多项
措施提高烟叶的质量和产量，烟农得到的帮
助比以前更多，烟农的直接承包也促进了烟
叶质量和产量的提升。

取得了进步，不过HICG集团仍将重点关注此
领域。”与此同时，HICG集团驻印尼区域经
理Reinder Hartmans将销往欧洲市场的Besuki
Na Oogst雪茄烟叶列为第4级（共5级）。他补
充道：“对于升水市场来说，我认为它应该
是第2级或第3级，因为这个市场更偏爱古巴
雪茄。”通过比较Hartmans给出的Besuki目前
以及其5-10年前的等级，Kristanto认为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他表示：“Besuki是一种长
期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传统烟叶品种。”在
Hartmans看来，外包叶和绑叶的主要质量重点
在于发酵良好、口感一致、颜色统一成熟，
弹性和可燃性好，同时是不带任何孔和瑕疵
的全叶。
想要生产出如此优质的烟叶，这一切都
要归结到优良的农业规范（GAP）。Kristan-

images courtesy of PT. Mayangsari, a member of Hail & Cotton International Group

此外，我们在减少烟叶CPA残留物方面也

PT Mayansari/
HCGI公司的
Emmanuel Ardian
Kristanto (左) 和
Reinder Hartmans

PT. Mayangsari公
司的发酵堆

to表示：“HCIG集团拥有强大的农业技术团
队，从苗床时期直至烘焙，能够确保烟农在

具有最佳营养平衡的肥料。Kristanto解释

整个烟叶生长季节得到帮助，从而保证优质

道：“我们为每20位烟农配备了1位技术人

高产。”肥料是免费分配的，其成分基于对

员，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得到足够重视。”他

土壤样品的分析，每个烟叶种植场都能获得

同时补充，技术人员还会积极监测诸多关键

tobaccoasia

59

images courtesy of PT. Mayangsari, a member of Hail & Cotton International Group

PT. Mayangsari公
司的Besuki NO建设

PT. Mayangsari公
司的办公大楼
方面，比如烟苗质量、烟苗移栽、田间卫
生、作物病害，以及烟叶收获和烘焙的成熟
度，并提出相关意见。除了有大批农学家和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外，HCIG集团还配备了一
支烟草可持续生产团队，在灌溉方法和最佳
灌溉时间方面为签约烟农提供帮助。
Kristanto称，在与世界各地客户合作
的过程中，公司制定了CPA申请计划，以发
挥最适当的、已被批准的CPA在烟草方面的
作用，同时降低烟草成品的高风险。尽管
Kristanto表示“目前的重点是通过改良现
有品种以增加烟农的利润”，不过新品种的
引进还是被提上了日程。除了积极参与传授
新技术和改善烟农的工作环境，HCIG集团还
资助耕种机械和烘焙棚，同时提供用来捆绑
检查准备出售的烟叶

烟叶的棉绳，以降低非烟物质污染的风险。

另一项工作重点是通过培训计划、
研讨会和小组讨论来提高烟农教育水
平。Kristanto解释道：“培训是使现有
的计划，比如GAP，适合当地情况。”劳
工标准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Hartmans
说：“作为国际劳工组织（ILO）和烟草种
植业杜绝雇佣童工基金会（ECLT）的活跃会
员，我们决心消除童工现象。我们的团队会
定期检查签约烟农，确保他们不会在烟草旺
季或淡季雇佣任何童工。同时，我们也会检
查其他不合规定之处，比如强迫劳动、工作
酬劳、工作时间、安全工作环境、遵守法规
等。这些项目都会出现在我们与烟农的签约
合同里。”

印尼远东烟叶公司
印尼远东烟叶公司（FELI）是星牌国际
烟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为星牌国际烟
草的欧洲和美国客户采购印尼雪茄烟叶，主
要涉及FCV Lombok, DFC Boyolali, Besuki
NO, Jatim VO和Madura VO等当地烟叶。
FELI公司总经理 Henri Kusuma说：“印
尼的烟草种植者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采用
了良好农业规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农药
的使用，避免童工以及增加每公顷的产量。”
从1到5的等级划分中，1级代表“劣质”，5
级代表“世界级品质”，Kusuma将印尼的烟
叶质量归到第5级。关于这一点，他表示印
尼烟叶这些年来改进明显，5年前只能达到4
级，而10年前仅仅为2级。为了实现第5级的
目标，印尼烟农必须从播种、种植、烘焙到
后期全程高度重视。
FELI及其母公司星牌国际也像其他商家
一样，帮助传授最新技术和知识。尽管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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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a承认FELI公司尚未对引进的任何新品种
进行研究，但为了提高每公顷的产量，FELI
仍然为烟农提供了最好的烟种。为了改进
供应商的劳工标准，公司为他们传授专业知
识，引进了低成本的GLT（Kusuma将其称之
为“迷你PMD”）供批发商使用，通过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支持烟农下一代的教育。为了
确保恰当的人工管理，FELI经常派农学家参
观烟农场。所有这些措施，最终都是为了让
烟农具有更强的洞察力，更好地获取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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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烤烟叶
images courtesy of PT. Far East Leaf Indonesia

种植在印度尼西亚龙目岛的弗吉尼
亚烤烟
秘诀。Kusuma坚称：“烟草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助于改
善烟叶作物的品质，并能够提高烟农的收入。”
通过与烟农构建牢固关系，FELI 和星牌国际声称其2015年烟草作物的
生产和交易量分别为：FCV5000吨，DFC4000吨，Suncured1000吨，Besuki
NO1500吨。公司2016年的目标为：FCV6000吨，DFC5000吨，Suncured2000
吨，Besuki

NO3000吨。Kusuma表示，其公司不仅致力于拓展现有的烟草使

用渠道，也希望能够探索和研究进一步的应用。“例如，我们一直在考虑烟
草的药用，该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开发。”

印尼第一国际联盟
对印尼烟草业来说，越来越多的商家参与到第一国际联盟（AOI）。
根据公司年销量和价值，AOI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跨国烟草商之一。2001
印度尼西亚远东烟叶公司总经理
Henri Kusuma

年，公司首次进军印尼烟草市场，最初是与当地烟草供应商签订独家协议，
解决其客户对于印尼烟叶的订单需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终于2011年终
止，AOI成立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印尼第一国际联盟，这是该国首家从事烟
草生产和贸易，并获得营业执照的外商独资子公司。AOI区域经理Laerte
Elias Costa说：“新机构为AOI提供了更多控制烟草种植的方式，促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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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自己的努力，支持签约烟农进
行可持续的烟草生产。”
AOI业务关系经理Dickson

Mu-

kucha表示，公司目前处理的典型
产品组是大烟叶（烤烟、白肋烟以
及在户外晾晒的烟）和本地烟叶（
如晒干的Rajangan,

Krosok和Ja-

tim）。他补充说：“烟叶的质量非
常主观，但一般来说，高品质烟叶
联一国际公司教育项目中烟农孩子在听故事
62 tobaccoasia / Issue 4, 2016 September / October

含有良好的香气，糖和尼古丁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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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一国际公司对烟农进行小组培训
学成分相对平衡，叶片结构也比较
开放。”他补充道，本地烟叶主要
用于丁香烟，该种卷烟仅有印尼生
产。最后，他表示“由于印尼烟叶
的多样化，很难将所有类型的烟叶
用单一的质量指数来衡量”。
为了生产出高品质烟叶，烟
农必须实施良好农业规范，保证环
境、社会和经济上均可持续发展，
即必须包含劳动相关原则、品种管
理和完整性、作物管理、病虫害综
合管理、环境影响及产品的完整
性。Costa解释道：“通过IPS，我
们训练有素的烟叶技术人员能够提
供烟农所需的农业建议，以便他们
正确地实施良好农业规范。只有IPS
才能为烟农提供持续的指导。”他
补充道，在可行的IPS模式下，公司
直接与烟农签约，并在整个烟叶种
植期间为烟农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公司的烟叶技术人员培训以及对烟
田和作物的监控，能够确保烟叶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Costa说：“公司
提供的帮助包括参访烟田期间的技
术支持，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引进措
施以及质量和产量的提高，同时提

experience
the art of

taste

供农业原料和工具。”此外，AOI
已经与印尼政府研究部门BALITAS
合作，实施烟草种子试验。Costa
说：“我们的目标是确认和开发新
的、可持续的，并可在印尼种植的
烟草品种。”

The enjoyment of tobacco has traditionally always enriched people’s sens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harmonious interplay of sensory created by Hertz & Selck. Progress and
tradition going hand in hand. www.hertz-selck.de
Hertz & Selck GmbH & Co. | P.O. Box 20 16 64 | 20206 Hamburg-Germany
Tel. +49 [0]40-43 25 76-0 | Fax +49 [0]40-43 25 76-50 | info@hertz-selc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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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前五的烟叶生产国

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AOI各工厂与印
尼AOI工厂共享技术知识。Costa说：“这保

Country
		

Tobacco Production
in 2012 (tonnes)

% of World Total

1

中国

3,148,547 t

42.3%

用其工厂间的员工流动，进一步促进最佳农

2

巴西

850,673 m/t

11.4%

3

830,000 m/t

11.1%

业规范的分享。Costa表示：“通过在工厂

印度

4

美国

345,837 m/t

4.6%

5

印度尼西亚

260,200 m/t

3.4%

证了我们能够优化各个阶段的处理，有助于
提高效率和控制成本。”与此同时，AOI利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统计库)

印尼2015年烟草业受到拉翁火山喷发影响
据印尼远东烟叶公司网上发布的报告称，由于拉翁火山喷发带
来的严重环境影响，印尼2015年的烟草种植面积从去年预估的3.2万公
顷降至2万公顷。整个印尼群岛的烟叶产量也相应减少，降至18.6万
吨，2014年的产量为20.09万吨。烟叶质量不仅受到火山喷发的影响，
年初的暴雨和其他恶劣天气也对其造成了负面影响。针对不同类型烟
叶，远东烟叶公司的数据统计如下：

内部彼此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我们不仅提
高了最终包装产品的质量，而且提升了印尼
烟农和烟叶的形象。”
烟农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可通过小
组培训及后期对个别烟田进行访问跟进实
施。Costa称：“每个种植季期间，我们的
专业技术人员会对签约烟农进行20-24次的
访问，帮助他们生产好的作物，以符合良好
农业规范及农业劳动规范项目（ALP）。”
如果现场技术人员发现任何GAP或ALP的违规
行为，他们将进行记录并标记，以便后续跟

FCV Lombok

进。Costa表示：“根据事情的严重程度，

FCV Lombok 2015年的产量降至3.5万吨，最高等级烟叶的平均价
格为每公斤3.8万印尼盾（约合每公斤2.9美元）。50%的烤烟叶被认定
为良好等级，20%为中级，剩余的30%则为劣质烟叶。

现场技术人员可立即提出警告，并提醒烟农
要遵守合同的相关要求。跟进访问的同时，
烟农教育也会继续进行，以确保所有的问题

FCV Bojonegoro
FCV
Bojonegoro2015年的产量接近3万吨。由于烟叶质量受到了
早期降雨的影响，导致每公斤烟叶的价格仅为6千-1.3万印尼盾（约合
0.46-0.99美元），远低于2.4万-2.8万（约合1.83-2.13美元）的正常
价格。

Jatim, Madura, Kasturi
Jatim烟叶2015年的总产量为7.7万吨，包括Jatim VO, Kasturi,
Rajangan Paiton, Rajangan Madura和 Krosok/Hang Paiton。Kasturi
VO烟叶的每公斤价格从平时的1.5万-2万印尼盾（约合1.15-1.52美元）
降至5-7千印尼盾（约合0.38-0.53美元），大部分的烟叶也都受到了拉
翁火山灰的影响。

都能得到妥善解决。如果仍然存在问题的
话，AOI管理会介入，将影响后期合同的签
订。”
Costa说：“高效的IPS也是烟叶购买
商对烟农劳动力使用规范产生持续影响的
唯一途径，尤其是童工。通过烟叶技术人
员为烟农引进可持续的烟叶生产计划，我们
可将劳动力需求最小化，从而减少童工事件
的发生，并降低其他劳动风险。”他补充
道，AOI是ECLT的会员，目前正资助印尼的

DFC和其他Central Java烟叶

一个新项目，期望建立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

Central Java烟叶2015年的总产量约为4.12吨，包括DFC, Rajangan Temanggung和Janturan等。

的平台，动员他们对抵制童工采取共同行

Besuki Na Oogst（雪茄烟叶和DAC）

开发了一项课外计划CERIA，旨在通过活动

Besuki
NO雪茄烟叶2015年的产量约为8560吨，但只有25%（即
2140吨）没有受到拉翁火山喷发的影响。不过，Mayangsari公司的
Reinder Hartmans对这一数据持有异议，他说：“火山喷发仅发生在种
植季第一轮的部分时间，第二轮的烟叶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因此，
他猜测至少有50%的烟叶没有受到火山灰的影响。

完全开发青年人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童

动。通过与三宝麟公司开展合作，AOI目前

工事件带来的风险。 “自从CERIA计划出台
以后，童工事件减少了近69%。”截至2016
年5月22日，AOI的签约烟农中，92%的4-6岁
儿童已经入校接受教育，而印尼全国同龄儿

（来源：印尼远东烟叶公司/印尼统计机构/ FAOSTAT/Mayangsari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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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入学率仅为80%。

images courtesy of 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联一国际公司顾问（右）在巴西采访一名烟农时使用了一个GMS工具

烟叶流程追溯——
费力却必不可少

托马斯•施密德

长期以来，行业已形成共识，烟叶从田间地头开始种植到进入工厂加工的这
段流程应该像一条不间断的链条，实行每个过程可追溯。虽然大多数人都参
与到这过程中，但有些人们还是推荐使用追溯系统。
烟叶从烟农手中交售到贸易商最终进入

的商家和烟草公司想法不谋而合，都已经认

工厂加工的全过程实行跟踪与追溯（(T&T)）

识到在购买单包或者大件的烟叶时精确记录

是一项艰巨却必不可少的任务。一个有效的

来源和信息的全程追踪的重要意义。

T＆T追踪机制不仅能防止非法烟叶进入市场
（从而剥夺了制造商和政府可观的收入），

联一国际：顶级的烟叶采购商

还能保护烟农的利益，并确保最终端的消

联一国际（AOI）是世界第二大的烟叶

费者能购买到高品质的产品。另一层含义

采购商（另一位是环球烟叶公司），公司在

是，T＆T还能在源头上稳定价格以及遏制不

全球各个角落采购烟叶并将其供应给各大洲

符合标准的烟叶进行过度生产。一些有信誉

领先制造商。公司始终对T＆T高度重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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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100%
联一国际公司顾问（中右）在印度尼西亚使用了一个GMS工具
遏制烟草走私和非法贸易国际行动开展的坚定支持者。“非法贸易以及假冒
我们客户的品牌卷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客户、行业以及公司
的福祉造成损害。为遏制这些非法举动，联一国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

tobacco

expansion

助我们了解我们采购的烟叶的整体过程——它从何而来、将往哪去、我们把
烟叶卖给谁？”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Farmville基地的联一国际全球信息
副总裁特雷西•珀维斯说。

无缝集成的过程
联一国际的T＆T的过程从源头开始，即AOI签署合同的烟农。随后烟叶
的打包流程追溯贯穿联一国际的每一个业务板块，从烟叶部到销售部再到财
务部，直到最终将产品的所有权交给客户手中方才结束。
为了支撑这种操作流程和做好产品的可追溯，AOI在操作流程矩阵中
紧密部署单点解决方案。“按照签订的合同，我们在国际烟农记账系统
（IFAS）为每个种植户建立了唯一的ID，用来跟踪信息，比如签约量、作物
贷款和预付、农用材料、实际购买和总体债务管理等。”珀维斯说。这些数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images courtesy of 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 Use 100% expanded fine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urn-key. We
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refine
the DIET process and our DIET
plants have above 95% uptime
with a dry yield better than 98.5%
through the plant.

坦桑尼亚塔波拉烟农观察到一名联一国际公司田间顾问（中）使用了一个GMS工具

www.aircodiet.com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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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人实体和拥有从事烟草产品生产授权的信誉企业。

系统集成景观

审查实施的过程包括实地考察、查阅营业登记、对客户

SAP - Non-Tobacco Procurement,
Factory Spare Parts Inv, Capital
Projects Acctg, Tobacco FG Inv
Mgmt, Sales Order Mgmt, Agent
Commissions, Logistics, Invoicing,
Accounts Receivable, Accounts
Payable, Treasury, Fixed Assets,
General Ledger

背景、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客户进行调查。此外，我们
还对所有的客户进行定期审查以确保初始调查过程中收
集的信息准确。

CNT：德国范儿十足
尽管体系严苛的T＆T系统被业务遍布世界全球的机
International Farmers
Accounting System
Contracts, Purchases,
Payments, Deliveries, Crop
Loans, Advances, Debt
Management

Tobacco Processing System
Purchases, Receiving, Green
Inv Mgmt, Blend Definition,
Production Runs, Production
Costing, Finished Goods
Inventory, Labeling

联一国际公司的GMS同它其它的T&T系统整合

构比如AOI高度重视，而规模较小的企业也没放松烟叶源
头到终端客户使用过程的追踪。德国家族企业ContrafNicotex烟草公司（CNT）自1982年以来一直从事国际烟草
贸易，主要在阿根廷、印度、赞比亚和津巴布采购韦叶。
该公司还在新加坡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的销售办事处。

据都集成到商家专有的种植者管理系统（GMS），与其他
内部追踪系统（见图表1）紧密结合，用于知晓每个种植

自主研发的系统

者的概况和跟踪相关的作物、环境数据和劳作状态，整

“我们内部使用的T＆T系统是公司经营标准或客户

个过程贯穿烟叶生产收购季。“在签署的合同条款里，

要求的一部分。” CNT企业责任和通讯的负责人马库斯•

我们能观察到种植季里农场的工作情况，能及时识别出

麦凯如是说。除了烟包贴上条形码和采集种植户比如农

种植户的行为是否有潜在的问题。”珀维斯补充道。采

场GPS坐标位置的数据，公司内部采用了定制的数据管理

购时，

AOI通过条形码标签来识别种植者。采购的烟包

和报告工具，但麦凯拒绝透露细节。“我们购买的所有

也被分配特定的ID以便于在联一国际的烟草处理系统里

烟叶都通过一个唯一的ID烟农号进行标识。在加工过程

追踪存货动态。ID将跟随烟包全过程直到变成成品。整

中，这些烟叶也被标注内部唯一使用的ID，一旦烟叶处

个过程结束后，库存记录将被发送至公司的SAP系统做进

理完成并发送到客户手中，将最终形成唯一的ID。”麦

一步的记录。

凯揭露。这套深思熟虑系统保能从源头种植的烟叶到客
户收货这段流程实行无缝对接，期间，叶片的完整性和

不可缺少的买家审查
普维斯继续说：“我们从客户端出发，对购买我们
烟叶的公司实体进行着重了解以尽量减少风险防止其演

质量、问责制和供应链中的潜在问题或薄弱点都能被反
映出来。 “事实上，无论是种植户还是终端的消费者都
能从整个过程里受益。”麦凯坚持认为。

变为非法产品。”2010年，AOI推出了“了解你的客户”
计划，在供应链这个层面作了着重的强调。所有的新建

持续改进，击破弱点

客户都将受到严格的审查，并且必须由公司的合规部门

此外，商家目前正在开发一个能进一步增加T＆T安

审批。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审查而新建的客户通常是拥

全性的RFID标签系统，新系统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出。麦
凯补充说。公司以不同的形式已经从源头部署T＆T，

全球可追溯：联一公司专有的GMS系统
命名为种植者管理系统（GMS）是一款AOI获奖
的内部软件工具，它为公司提供了种植基地实时可
视性。该工具允许公司为每个签约农户构建个人资
料和信息，如农场的GPS位置，种植的烟叶类型、
正在使用的调制设备、劳动力数据、以及GAP或ALP
培训管理。这些数据能让AOI为签约农户给予给最
好的支持，最终确保烟叶供应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AOI于2011开始开发GMS系统，并从那时起
持续专注于系统的改进。有关GMS更多信息，请访
问：http://www.aointl.com/sustainability/onevision/growers-management-system-gms。

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因为当前的系统不仅满足了公司
的要求和内部操作标准，客户也表示满意。”目前可用
的T＆T系统和技术，他断言，已经发展到了对薄弱地区
的覆盖，包括为特别的烟农分配识别码。“毕竟，我们
的供应商名册包括了各个烟叶生产收购环节的成千上万
的烟农。”

美国白肋烟烟草种植者合作协会：源头释放活力
说到对种植者开始源头追溯，种植者协会同样非常
注重并实践全透明的T＆T流程。总部设在美国肯塔基州
列克星敦的白肋烟烟草种植者合作社协会（BTGCA）是
肯塔基州约4000户白肋烟烟农和四个相邻州的代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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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干燥谷仓烘烤
白肋烟

害群之马
从理论上讲，从烟叶收获开始就构建一
条完整的和不脱节的T＆T链是理想的状态 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事实上，某
些市场推广系统（如免费拍卖为例）目前正
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供应链的不透明，一
些不法商人或者国际犯罪集团购入的数量比
合法贸易商少的烟叶，这些烟叶恰恰是烟农
生产的多余的且没被记录在案的烟叶。
这一状况不仅让打击非法贸易变得异常
困难，还让建立全球性的T＆T流程成为一个
遥远的现实，至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Dan
King，帝国烟草公司负责烟叶采购的负责
人警告说：“我们正在推动供应链的透明
化并启动《可持续的烟草项目》来确保即每
个供应商都在一定程度上知晓烟叶从烟农手
中再到工厂的这段流程可追溯。但参与非法
贸易的犯罪分子不遵守任何供应商的标准，
他们总是可以从一些不够严谨规范的供应商
手中买到烟叶。”“非法烟叶贸易的严重性
可以频繁地从新闻报道中得到显现。例如，
2015年，澳大利亚边境部队与印尼海关合作
查获了惊人的71吨非法烟叶分三批运往国内
的黑市进行出售。前两批次的发货在抵达悉
尼后发现，第三批货物在离开印尼之前被中
途拦截。澳大利亚当局称这个案件为 “破
历史记录的托运”，装载的烟叶价值4000万
澳元，折合美元3000万，如果这几批非法烟
叶出售，澳大利亚将在税收收入上损失2700
万澳元。

总经理史蒂夫•普拉特称，协会“从烟农那
购买烟叶的可追溯性列为最高优先级。”并
补充说，BTGCA只从拥有良好行业规范认证
的白肋烟种植户那里购买烟叶，让种植者享
有安全感并保护环境。这些种植者允许协会
追溯农场到消费者之间烟叶的整个流程。但
普拉特也承认，白肋烟的非法贸易在一定程
度上仍然会发生。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

们不是造成烟叶进入非法流通领域的部分原
因。”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会“”鼓励种植
者过度种植烟叶，让一些烟叶难以进入追查
系统，导致市场供大于求从而拉低价格。”

非法烟叶 ：一个价值千亿元的产业
普拉特估计，所有类型的非法烟叶贸
易几乎占据了全球总贸易额的10％，这些
烟叶价值数十亿美元。他也直言不讳地承
认，“最薄弱的环节来自于供应链起始端
的种植者，因为种植者总是想有利可图。
只要有人想买不需要追溯和良好农业规范
烟叶，种植者将继续超量种植烟叶。”

责备之语
除了做出以上评论，普拉特也明确对
阴暗的贸易商和制造商寡廉鲜耻以及贪婪追
求利润购买任何数量非法烟叶的行为表示指
责，因为他们刺激了黑市的繁荣。“所有的
公司都应该提供他们高买烟叶的追溯流程，
烟草行业应采用全球标准对所有烟叶进行追
踪。”他建议。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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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球烟叶生产

2011

Tanzania

肯塔基州一烟田等待收货的白肋烟烟叶
特提到了BTGCA在2007年开始购买合同内的烟叶，2013年
实施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并于2015年要求种植者提供美国
农业部的认证许可，所有这些措施都保证了随时对烟叶
进行100％的追溯。为了强化T＆T实施，BTCGA还利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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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4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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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13%

记录了每个种植者和单一采购者信息以供将来查阅。
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2013

遏制势头
尽管在信誉良好的种植者协会以及烟叶贸易商的努

家政府和执法当局以及另一边的种植者合作社、贸易商

力下，T＆T系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但黑市上的非

和厂商加强全球性的合作并做好知识信息交流互换才能

法烟叶交易仍然欣欣向荣

有助于遏制非法活动，并为各方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环

-

有些业内人士甚至声称其

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只有位于一方的地方、国

境。但是，这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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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圣克鲁斯的工厂。信誉公司：克鲁兹公司

南圣克鲁斯——巴
西烟草之都

南圣克鲁斯由德国移民建立，拥有12万人口，烟草出口占巴西烟草出口份额
的大部分，2014年烟草出口额为24.59亿美元。
By Kelly Stein

2016年，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所有人

南圣克鲁斯拥有12万人口，距离南里奥

都接受烟草文化的地方。不过，巴西的南圣

格兰德州首府阿雷格里港150公里（约合93

克鲁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的人均收入

英里），城市的建设费用全部来自烟草业。

是南里奥格兰德州人均收入的2.5倍，即便

与该地区的其他城市相比，南圣克鲁斯相当

那些并非痴迷于雪茄和卷烟的人们，也为这

繁华，居民的识字率高达95%。该地拥有巴

里的烟草业庆祝。

西最多的烟草加工厂，如环球烟叶、苏萨•

烟草种植园和加工厂的集中，使该地
的人们变得非常富裕。据该城市的公关局表

克鲁兹、菲莫国际、钻石巴西公司以及当地
一些大型烟草公司。

示，由于烟草业的蓬勃发展，南圣克鲁斯是

1998年，菲莫巴西公司总部迁至南圣克

巴西创造就业机会第三多的城市。举一个例

鲁斯。自那时以来，不管遇到如何恶劣的经济

子：菲莫国际子公司菲莫巴西公司向市政府

和政治气候，公司利润一直在增加。2010年，

缴纳的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47.56%，平均为

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连续收购了位于南圣克

2.35亿美元。

鲁斯、卡诺伊尼亚斯和伊图波兰加市的三个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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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收购站。通过这一战略性举措，菲莫巴西公
司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商或经纪人，可直接与
烟农进行交易，购买该地区7000名烟草种植者
的烟叶。菲莫巴西公司公关报告中称：“2013
年，为了统一所有生产阶段，公司投资1.135
亿雷亚尔（约合3700万美元），建造一个全新
的、更为宽敞的烟厂。
2007年，苏萨•克鲁兹在该地区建立了
烟草研发中心，中心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和最
先进的烟草科研机构。该中心坐落于南圣克
鲁斯地区卡舒埃里尼亚市的工业园区内，被
称为美洲区域产品中心，是苏萨•克鲁兹烟
草扩展计划的一部分，中心于2009年投资
1.3亿雷亚尔。

南圣克鲁斯的烟草业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工作。

中心总占地2万平方米，负责统一烟草
不同加工阶段。苏萨•克鲁兹由英美烟草巴
西公司控股，是与拉丁美洲关系最亲密的公
司之一。据里约热内卢Getúlio Vargas基金
会报告称，苏萨•克鲁兹公司的巴西业务始
于1903年，公司目前拥有6600名员工，提供
了240个直接和间接的工作机会，整合了3万
多家烟草生产链中的厂商。

南圣克鲁斯专注于
烟叶种植和加工处
理工厂，使得该地
区非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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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圣克鲁斯，农药的使用大大减少
苏萨•克鲁兹公司的公关报告中称：“公
司为约153730个农村家庭提供了致富机会，
巴西烟农种植协会总裁- Benicio Albano Werner

旅游胜地南圣克鲁斯
除了烟草生产外，南圣克鲁斯同时也是旅游胜地。该地主
办巴西最大的德国啤酒节，也是世界第三大节日。始于1984年的
德国啤酒节，致力于推动德国传统，节日期间伴随啤酒、舞蹈以
及文化。与此同时，当地贸易商、农民以及小企业会在大型集市
上推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在近5500个城市中拥有30万家零售商，
公司业务已成为英美烟草巴西公司在巴西最
大、最复杂的分销运作。”
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丰富了这里的市
场，6.5万烟草种植者及该地区所有的人都
应该心怀感恩。因为他们不像该国其他地区
的人一样，这里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债务。巴
西烟草种植者协会（AFUBRA）总裁Benício

在文化方面，该地还举办拉丁美洲最大的业余艺术节之一

Werner表示，协会成立了“互助系统”，涵

ENART。上次艺术节最后阶段，超过2千名艺术家和6万名观众汇

盖可能导致财务损失的所有情况，如洪水、

聚一堂、共襄盛会。

霜冻以及其他恶劣天气给生产带来的问题。

作为体育中心，南圣克鲁斯国际赛车场是巴西最现代的赛
车场，承办过方程式赛车和改装车大赛。

Werner解释道：“互助系统创建于AFUBRA成立后一年半，即1956年。系统确保烟
草种植者在整个种植季不会因为不可预测问
题失去工作。”想要享受保险的话，烟农需
加入协会，且每年象征性地缴纳11雷亚尔（
约合3美元）。
烟叶收割、烟草加工、烟叶营养以及烟
种生产等不同类型部门，都被整合到当地烟
草市场，该地区的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与之

Tobacco Farms Profile for 2014-2015. Credit:AFU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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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烟。信誉公司：克鲁兹公司

相联系。例如，Profigen do Brasil
专门生产优质烟草种子。营销和市
场主管Flavio Hoff表示，南圣克鲁
斯的烟种销往全球4个大洲的30余个
国家。Hoff称，Profigen致力于新
品种和品种增强的研究，以保证适
应型杂交品种的发展。
为了开发新品种，Profigen通
常需要进行八年的研究和测试，直
至新品种进入市场。这些新品种使
烟草作物在产量和质量方面更具可
预见性。公司在公关报告中称：“对巴西南部土壤和气候条件的适应以及能

克鲁兹公司烟草温室

够抵御主要疾病，是杂交品种的最普遍特征。”
即便经济发展指数相对乐观，但为保持其继续增长，该部门仍然面对
了严峻的挑战。反吸烟运动对烟草市场打击较大，他们正在对政府、公共组
织和媒体产生一定影响。高额的烟草税以及众多公共场所对烟草消费的限
制，导致卷烟销售下降10.5%。据AFUBRA的报告显示，与2011年相比，这一
数据在2014年更高，达到24.7%。
当然，正如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和市场一样，过高的烟草税会诱发其他
众所周知、令人头疼的普遍性问题：卷烟走私。

克鲁兹公司的漂浮育苗生产系统，
消除了溴化甲烷气体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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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日本

调查显示成人吸烟率为19.3%
日本烟草公司（TSE:2914）自1965年起开始每年一度的日本吸烟率调
查，今日公布了今年的结果，今年的调查在2016年5月份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日本成人吸烟率为19.3%。
此次调查采用分层二阶抽样法，将调查问卷邮寄给了受熊本地震影响
地区以外的举国范围内的成年男子和女子共近32000名。日本烟草公司共收
回19650份有效反馈，占到调查总人数的61.2%。
日均吸食卷烟数量为男子18.5支，女子14.7支。
公司认为日本吸烟率呈下降趋势。下降有多重因素导致，包括社会老
龄化、对于吸烟相关健康风险的意识增强、吸烟相关管理规定收紧以及税率
和价格增长。

成年男子
成年女子
总计

2015

2016

同比变化

15.62
5.22
20.84

14.98
5.28
20.27

-0.64
+0.06
-0.57

2016年的数据是依据内部事务和交流部统计署提供的截止到2016年4月
1日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成年男子为5045万名，成年女子为5445万名。2015
年的数据是按照截止到2015年4月1日的统计数据算出来的，男人为5038万
名，女子为5437万名。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它会继续努力实现一个烟民和非烟民能够和谐共处
的社会。

荷兰

ITMGroup团队添新成员
ITMGroup很高兴宣布他们又有一名新成员加入，来自荷兰赞丹的EMEEngel，他们将一起共创未来。
EME-Engel在业内有超过75年的经验，从各个技术层面来说是个可靠的
搭档。公司不但专注于液袋包装，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从概念到
最终的设计和生产。
ITMGroup总经理Jeroen Slobbe说，“对于我们来说，能与EME-Engel
联手是最大的幸运。刚好借此机会可以将技术用在烟草行业。同时也允许我
们看看如何将我们现有的科技应用到其它的产业。这是一个机械技术领域跨

WHO
SAID
WHAT?

“不，不。跟那些非政府组织没有关系。
烟叶是东爪哇省人民的赖以生存的生计。
为什么他们不得不命令我们该如何处理我
们的烟草？我不喜欢。别管闲事。”
-东爪哇省政府首脑Soekarwo拒绝了来自国外和国内非政府
组织试图促使政府认可《烟草控制公约》（FCTC）的干预。

76 tobaccoasia

EME Engel公司
界的创新，就像我们在产品技术上
同Tricas 工业设计合作一样。”
EME-Engel的总经理Arie Bood
说：“对于公司来说，这意味着我
们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多成长的机
会。作为ITMGroup家族的一部分现
在给予了我们开发新市场的机会以
及同我们新的同事分享专业的机
会。我们很高兴找到这样一个拥有
相同价值观的搭档。”
ITMGroup在荷兰、波兰、英
国、德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卢森
堡都有生产基地，还有分布世界各
地的销售和服务中心。公司能够为
烟草行业不同的市场提供对应的技
术需求。更多详情请浏览企业网站
www.eme-engel.nl。

菲律宾

更多造假者遭查获
执法部门继续镇压假冒卷烟，
在奎松省和三宝颜市分别抓捕了大
量走私商贩。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最近抓捕了
一名杨姓售卖假冒Mighty and Marvels卷烟的中国人，地点在三宝颜
市伊皮尔公开市场的一售卖处。在
奎松省，奎松站的警员抓捕了三名
同样售卖假冒Mighty and Marvels卷
烟的商贩。
来自该品牌生产商Mighty公
司的代表已经证实了涉嫌在三宝颜
市和奎松省缴获的假冒卷烟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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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ia® Micro Tow is a top quality and highly customized tow specificatio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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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y and Marvels卷烟16万支。最近几个月因售卖

尽管有点复杂，但是一大批组织已经开始在俄克拉

该品牌假冒卷烟，已经有几个人被抓捕起来，包括奎

荷马州市中心开始建立23个卷烟回收站。新的铝箱将用

松省、伊莎贝拉省的孔塔多，巴郎圭官员在一公共市

来收集过滤嘴和其它烟草制品，非营利性组织城市OKC将

场将他抓获。

输送所有货物到一个私营公司用于回收再利用。
尽管城市管理部门还没有公告是哪一家公司，但是

美国

已经有一家公司因其卷烟再利用制成塑料和堆肥的计划

俄克拉荷马州回收烟头

引起大家注意。该公司就是特拉循环公司，已经因将卷

俄克拉荷马州去除污染街道和堵塞排水管的卷烟
烟头有了新方法，将它们变成塑料。

烟过滤嘴转化成从椅子到背包所使用的物料而上了头条
新闻。
据美丽美国组织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烟草制品
是美国大街上最常见的垃圾种类。

印度

提议设置静态信息提醒
印度审查委员会正处于改革模式。山亚姆班尼戈尔
委员会努力改革印度中央电影审查理事会（CBFC），据
最新消息，他们正准备在电影开始时推出一条静态消息
来代替反吸烟广告。据委员会称，电影过程中的播报和

The secrets of
our success ...

消息打破了“电影的叙事性”。
山亚姆班尼戈尔委员会给出的建议中主要的变化如
下：
1.委员会建议屏幕只有一条“有意义的静态警告”
，可以制作成标准视觉效果。这个需要征得卫生部反吸
烟部门的同意，并会在电影开始时播放。
2.为了更好的反吸烟题材电影，班尼戈尔委员会，
组成成员包括艺术家卡茂尔哈桑,
Mehra和Piyush

Rakeysh

Omprakash

Pandey建议用流行演员演的小型电影来

代替现有的反吸烟电影。知名演员本身作为这些警告题
材电影的一部分，其角色在荧幕上的吸烟部分将有助于
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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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AID
WHAT?

“电子烟者想要能够保
证保护消费者和产品
标准的一般意义的规
定。他们害怕过度监
管，如此会扼杀产品
准入和创新。”
-V2市场部副总裁Adam  Kustin

卷尾新闻

CLOSING NEWS

TFWA世界展览会于2016年10月

8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递交的报

前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大卫米利

告的第二部分最近已经呈递给信息

班德和社交媒体先锋扎克伯格同时

广播部。据官员称，建议的第一部

也将被邀请上台。他们将同TFWA总裁

分已经进入审查。这些提议很快会

Erik

Juul-Mortensen一起在这样一

目，还有辩论形式的研讨会，将给

公之于众。

个政治经济和全球销售增长减速的时

参加者就免税和旅行零售行业的重

代，概述免税和旅行零售面对的机遇

要问题带来全新的见解。

美国

2-7日在戛纳电影节宫举行。
此外除了顶级的演讲嘉宾项

和挑战。

USTC 信息技术部门上任新副
总裁
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欢迎
Fred

McClintock加入信息技术部任

职副总裁。他将负责公司内所有部门
的技术操作以及长期系统规划项目。
McClintock在复杂的制造和零
售环境有资深的高级IT管理经验。
他个人工作经历超过16年，曾任职
于EDS、普华永道、威讯联合半导
体和美国德纳公司等多个公司。
此外，McClintock近4年来出任经
理，为位于索尔兹伯里的美国德尔
海兹集团提供供应链和药房解决方
案。McClintock无论在SAP管理顾问
还是SAP项目经理方面都有强大的
ERP执行经验。
美国烟草合作社首席执行官
Stuart Thompson说，“Fred具备丰
富的知识和经验领导我们公司的技
术部。他在运行大规模、多处经营
操作方面有资深的背景，非常适合
USTC。我们欢迎他加入USTC，相信
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业务会继续
前行。”

英国/法国

TFWA世界展览会欢迎VIP
客户
国际免税联盟（TFWA）宣布杜
福睿CEO Julián Díaz González 将
在今年的TFWA世界展览会上向与会代
表做演讲。杜福睿是全球知名免税和
旅行零售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作
为该企业的领导在这个进化的时代，
他将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行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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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临行业内外的多重压力下，中国的卷烟营销开始主动从“推销”向“拉销”的经营模式转型。

中国卷烟营销方式“逆
向转型”进行中
By TobaccoChina

2016年6月22日，中国烟草总公司印发
通知，决定自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一次“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到
哪里”卷烟营销活动（以下简称主题营销活
动）。该主题营销活动要求遵循“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现代营销理论为行动指南，以推
进卷烟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深化卷烟营
销市场化取向改革为动力，坚持市场导向，
聚焦消费环节，进一步确立消费者在卷烟营
销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完成卷烟营销方式
从“工-商-零-消的推动营销”向“消-零商-工的拉动营销”的“逆向转型”。
那么，推动中国卷烟营销方式发生“逆
向转型”的背后动因有哪些？它的聚焦方向
在哪里？落实的关键举措又有哪些？结合当
前中国整体经济下行的影响，以及烟草行业
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改革背景，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解读。

80 tobaccoasia / Issue 4, 2016 September / October

新常态下转变营销思维模式的迫切
需求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
但是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中国继续面
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政府开展健康卫生运动和提税顺价
的举措开始产生作用，烟草业的发展可谓
是“雪上加霜”。欧睿国际数据也显示，中
国2015年的卷烟销量同比下滑2.4%，减少约
600亿支，这是20年来的首次下降。此外，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的卷烟销售已经呈现
出增长疲软的新常态，卷烟销量同比显著下
降，库存居高不下，税利明显下降，从多个
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烟草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寒冬”。
在面临行业内外的多重压力下，中国
烟草业开始加速转型，通过开展主题营销活
动，将卷烟营销重点聚焦到消费者身上，

以“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一主
线贯穿活动的始终，从而实现“推销”向“
拉销”经营模式的转型。这不仅是新常态下
转变卷烟营销模式增加卷烟销量的迫切需
求，也是坚持市场导向，发挥消费拉动作
用、激发内生动力、解决市场供需不平衡、
不匹配的必然趋势。

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核心诉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目前烟草行业学习
的一个重点，是卷烟工业企业力促改革，提升
发展潜力的趋势和方向。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要求企业主体从刺激需求的需求侧，向供
给与生产端的供给侧倾斜转变，通过创新供
给满足消费需求。其最核心的诉求就是牢固树
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现代营销理念，通过
了解消费者的真实消费需求，供应消费者真正
需要的卷烟产品。而“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
到哪里”卷烟营销活动，顾名思义，就是要聚
焦消费者、聚焦市场一线。两者的出发点和核
心诉求如出一辙，输出的共同概念是“市场就
是消费者，消费者就是市场”，只有充分尊重
市场，才能满足真正的消费需求。主题营销活
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逆向转型，从最贴近消费
需求的供给侧为消费者供应最符合市场需求的
卷烟产品。

深入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必然之举
市场化取向改革要求在坚持烟草专卖制
度的前提下，用市场的力量牵引和拉动卷烟
营销稳定增长。通过塑造“始于消费需求、
终于消费满意”的营销规则，市场化取向改
革始终把消费者放在核心地位，视消费者需
求为行业努力的方向，形成工商零一体化面
向消费者的现代卷烟营销体系。而“消费者
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主题营销活动同样
要求聚焦消费者，通过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
点，从“消-零-商-工-”这种自下而上的模
式预测消费需求，更精准地把握市场脉搏，
实现消费者需要什么，烟草业就能供应什么
的目标，从而拉动卷烟营销取得增长。
不难看出，主题营销活动与市场化取向
改革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它是深化落
实烟草业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一个必然之举。
两者的共同着眼点都是消费者，通过打通“
零售终端”环节，倒逼工商零共同将营销工
作重点和营销资源都向消费者聚焦，从而实
现“推销”向 “拉销”模式的转型。

有效开展卷烟主题营销活动的战略
部署
这次主题营销活动要求行业各单位认
真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三步施策”决策部
署——即第一步，止跌回升，调好状态；第
二步，控制货源，均衡增长；第三步，重点
发力，冲刺目标——向消费环节发力，增强
发展新动能。根据通知，主题营销活动分为
动员部署、全面推进、总结提升三个阶段，
要求将“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
一条主线贯穿活动始终。
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行业各单位坚持
一把手带头调研，分管领导牵头组织，形成
营销部门全员参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良
好氛围，确保活动取得实效。除此之外，系
统开展一次营销业务流程优化活动，按照卷
烟营销市场化取向改革工作要求，全面梳理
现行营销业务流程，加快实现营销方式转
变。工业企业要侧重提升品牌管理和品牌营
销能力，商业企业要侧重提升市场拓展和营
销创新能力，共同推动经营方式从“工-商零-消”自上而下的营销流程向“消-零-商工”自下而上的营销流程的“逆向转型”。

中国卷烟营销方式
的“逆向转型”要求牢
固树立“以消费者为
中心”的现代营销理
念。

总结
在当前严峻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烟草业
积极开展主题营销活动，推动卷烟营销方式
的“逆向转型”，是深化行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一个有力举措和保
障，也是扭转中国卷烟市场增长疲软的一个
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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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
METHOD AND MEMBER FOR GUIDING A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AND FILTER
ROD MAKING MACHINE
Pub. No.: US 2016/0143350 Al
Applicant: International Tobacco Machinery Poland Sp. z o. o., Radom (PL)

The object of the invention is a member for guiding a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in an
area of placing objects into the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in a tobacco industry
machine, adapt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an apparatus for feeding the objects to
the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having a slot in which the feeding members of the object
feeder move, an inlet opening for a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an outlet opening for a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a guiding channel connecting an inlet opening and an outlet
opening. The member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rising vent holes for stabilizing a
strand of filter fibers being converted and increasing the accuracy of object
placing.

ATOMIZER AND ELECTRONIC CIGARETTE
HAVING SAME
Pub. No.: US 2016/0135504 Al
Applicant: Shenzhen First Union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City (CN)

An exemplary atomizer includes a liquid supply and
an atomizing component. The liquid supply is
configured for storing tobacco liquid. The liquid
supply has an open end and a sealing layer for
sealing the open end. The atomizing component is
detachably coupled to the liquid supply by snap fit.
The atomizing component is configured for heating
the tobacco liquid to vaporize. The atomizing
component includes a piercing element, a buffer
chamber, and an atom-zing unit. The piercing
element is configured for pricking the sealing layer,
so that the tobacco liquid in the liquid chamber flows
into the buffer chamber, when the atomizing
component is engaged with the liquid supply. The
buffer chamber is configured for storing tobacco
liquid flowed from the liquid chamber. The atomizing
unit is configured for absorbing the tobacco liquid
from the buffer chamber, and generating aero-sol
from the tobacco li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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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URE BARRIERS FOR PAPER MATERIALS
Pub. No.: US 2016/0135499 Al
Applicant: R.J. REYNOLDS TOBACCO PRODUCTS, Winston-Salem, NC (US)

Provided herein is a tobacco packaging material, comprising a paper material
coated with at least one polymer layer. The polymer layer comprises at least one
repulpable polymer, and wherein the tobacco packaging material has a water
vapor transmission rate (WVTR) that is at least 90% lower than the paper material.
Further provided is a tobacco package com-prising the tobacco packaging material,
wherein the tobacco package is substantially free of any foil inner liner or polypropylene film. Further described is a method for making the tobacco packaging
material, comprising extrusion coating at least one repulpable polymer onto a paper
material to form a polymer layer, and optionally further depositing at least one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layer that comprises a metal oxide.

Events

展会

2016年9月
国际烟草展会
2016年9月16-18日
德国多特蒙德
网址：www.intertabac.com
参展: 展览会/烟草制品、配件、
电子烟/烟油

InterSully国际烟机辅料展会
2016年9月16-18日
德国多特蒙德
网址www.intersupply.com
edl@octobermultimedia.com
参展: 展览会/烟草设备、 机械、
烟叶等

烟草科学研究大会烟草科技展
2016年9月18-21日
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花园
网址www.tsrcinfo.com
参展: 会议/烟草科技

ITM 创新日
2016年9月21-22日
波兰拉多姆
网址：inndays@itmgroup.eu
参展: 会议/烟草机械

2016世界烟草尼古丁博览会

CECMOL中国国际电子烟展会

水烟博览会/蒸汽烟博览会

2016年10月17-19日
中国北京
网址：www.expoen.cecmol.com
聚焦: 展览会/电子烟

2017年4月28-30日
德国法兰克福市
网址：www.shishamesse.de
www.vaporfair.eu
聚焦: 展览会/电子烟、烟油、水烟

2016年11月
世界烟草机械欧洲展会
2016年11月8-10号
德国汉堡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europe
聚焦: 展览会/机械设备

中东和非洲免税协会大会
2016年11月28-29日
阿联酋迪拜
网址：www.tfwa.com
聚焦: 会议/免税 & 旅游零售

2017年1月
美国烟草博览会
2017年1月25-26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网址:www.tobaccoplusexpo.com
聚焦: 展览会/电子烟 & 配件

2017年2月
哈伯纳斯雪茄节

2016年9月27-29
比利时布鲁塞尔
网址：www.gtnf-2016.com
参展:会议/网络工程

2017年2月27日到3月3日
古巴哈瓦那
网址：www.habanos.com/en/
festival-habanos-noticias
聚焦: 会议/雪茄

2016年10月份
世界免税协会大会

2017年3月
中国世纪会议

2016年10月2-7日
法国戛纳
网址：www.tfwa.com
参展: 展览/免税店

2017年3月7-9号
中国广州
网址：www.tfwa.com
聚焦: 会议/免税 & 旅行零售

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会议

2017年4月
深圳电子烟展会

2016年10月9-13日
德国柏林
网址：www.coresta.org
聚焦: 会议/烟草科技

2017年4月14-17日
中国深圳
网址：www.iecie.com
聚焦: 展览会/电子烟&烟油

2017年5月
亚太区免税&旅行零售展会
2017年5月7-11日
新加坡
网址：www.tfwa.com
聚焦: 展览会/免税 & 旅行零售

世界烟草机械亚洲展
2017年5月17-18号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asia
聚焦: 展览会/机械设备

2017年7月
美国零售商协会
2017年7月15-19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网址：www.ipcpr.org
聚焦: 展览会/烟草制品& 配件

2017年9月
国际烟草展会
2017年9月22-24日
德国多特蒙德
网址：www.intertabac.com
聚焦: 展览会/烟草制品、配件、
电子烟/烟油

InterSully国际烟机辅料展会
2017年9月22-24日
德国多特蒙德
网址：www.intersupply.com
edl@octobermultimedia.com
聚焦: 展览会/烟草设备、 机械、
烟叶等

2017年12月
世界烟草机械中东展会
2017年12月5-6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middleeast
聚焦: 展览会/设备 &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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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AVORS AND E-LIQUIDS
OEM/ODM

可以说，对于新兴的电子烟业务中最重要
的成分是电子烟油。下面是全球领先的电
子烟制造商以及营销商关于电子烟香精以
及烟油的解决方案。

烟草科技股份公司
（特殊香料、完整的电子烟油解决方案、产品设计）

替代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香精浓缩、烟碱、电子烟油）
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是一家
生产替代性材料的企业。公司提供的电子香精浓
缩、尼古丁对策以及烟油成品全系列解决方案。
替代材料的香精是由当地的一家公司与SQF（安全
优质食品）的认证中心共同生产，他们拥有70年
的香精制作经验。公司使用的香精都是经过精心
挑选和蒸汽应用测试，并在成品电子烟油里通过
进一步的测试。挑选出的原料运用GMP（良好生产
规范）进行操作，与食品工业遵循的标准一致，
客户能获得品质优良且始终如一的产品。该公司
履行QC测试，内容包括尼古丁含量、物理化学成
分，以及每批次产品的蒸汽评估。目前该替代原
料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进行销售。

烟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供应全口味烟类产品
的顶级供应商，其产品包括传统的套管烟和顶级口味的
卷烟，另外，还供应特色风味的水烟筒、鼻烟、湿鼻
烟、手卷烟、。斗烟和电子烟油。该公司还为烟叶调
味、烟叶处理邮寄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服务。其他服务包
括研发、混合烟叶和产品设计。
烟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很荣幸地宣布位于马里兰州
Eldersburg市占据2.2万英尺的电子烟油基地成立。新建
的厂房是TTI电子烟油业务的一部分，包括一套全自动化
的电子烟油制造设备、尼古丁稀释以及新ITM cartomizer灌装机。灌装机在制药状态下，能每分钟灌装150支。
此外，烟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还供应电子烟油灌装和包
装的业务。人事部：George Cassels-Smith，c.e.o;TTI
美国区总裁： Tom Cravotta TTI亚太地区总裁：Jimmy
Wu 高级调味师：Jack Rothenhoefer
亚洲/太平洋地区办事处：联系电话+86 21 5301 0715，
传真：+86 21 3377 7165。
烟草科技公司
解放路600号
美国马里兰州 21784 Eldersburg
电话：  +1  410.549.8800
传真： +1 410.549.8817
网址：sales@tobaccotech.com
网址：www.tobaccotech.com

伯格沃特香料有限公司
汉堡22525，Schnackenburgallee 15号
电话：(+49) 40 8531380, 传真：(+49) 40 8505600
邮箱: bf@borgwaldt-flavor.com
网址: www.borgwaldt-flavor.com

深圳长宁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dekangbio.com/

联系人：David Wilhoit，美国销售区域
Eduardo Berea，国际销售区域

梵活

Hangsen

网址：www.feellife.com

网址www.hkhangsen.com

替代成份公司
地址：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格林斯博罗市多尔蒂街300号
电话： + 1-336-893-0680（国际）
电话：1-800-918-1660（美国和加拿大）
邮箱：sales@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网址：www.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Flavoriq DMCC

Oplus 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flavoriq.net

www.oplu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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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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ertiser’s Index*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67)
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Page 59)
Alternative Ingredients
Tel +1-336-893-0680
Tel +1-800-918-1660
sales@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www.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Page 84)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2-13)
Bobst
www.bobst.com
(Page C-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75)
Bulgartabac Holding
www.bulgartabac.com
(Page 9)
Burley Tobacco Growers Coop
Tel +1 859 252 3561
steve@burleytobacco.com
www.burleytobacco.com
(Page 73)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45)
Decoufle
www.decoufle.com
(Page 43)
PT Djarum
Tel (+62-21) 534-6901, 534-6905
www.djarum.com
(Page 11)
Donskoy Tabak
Tel +7 (863) 250-58-50
export@dontabak.ru
www.dontabak.ru
(Page 41)
Essentra
www.essentrafilters.com
(Page 47)
PT Far East Leaf Indonesia
Tel +62 811 380 151
henri@startobacco.biz
www.fareastobacco.com
(Page 49)
Filters Pakistan
Tel +92 21 34529141-2
filpak@cyber.net.pk
www.filterspakistan.com
(Page 86)

广告索引
G.D SpA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C-2)
Gizeh Raucherbedarf GmbH
Tel +49 (0) 2261-40590
contact@gizeh-online.de
www.gizeh-online.de
(Page 35)
Hauni Machinenbau AG
www.hauni.com
(Page 39)
Hertz & Selck
Tel +49 (0) 40-43 25 76-0
info@hertz-selck.de
www.hertz-selck.de
(Page 63)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vsnl.com
(Page 71)

Sasib
www.sasib.com
(Page 17)
Socotab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7)
Solvay
www.solvay.com
(Page 27, 77)
Spikker Specials
Tel 31(0)316-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Page 4-5)
Star Tobacco International
Tel +82 10 7278 1999
jason@startobacco.biz
www.startobacco.biz
(Page 24-25)

Hoffman Neopac AG
www.hoffmann.ch
(Page 51)

PT STTC
Tel +65 633 72981
unicotrd@singnet.com.sg
(Page 53)

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ym@kardien.co.kr
www.kardien.co.kr
(Page 30-31)

Sunel Ticaret Turk AS
Tel +90 (232) 479 04 04
info@sunel.com
www.sunel.com
(Page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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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M
www.swmintl.com
(Page 23)

Malawi Leaf Company
Tel +265 1710 390, 1710 382
malawileaf@malawileaf.com
www.malawileaf.com
(Page 61)
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Tel +49(0) 7324/15-0
info@esband.de
www.esband.de
(Page 78)
Miquel y Costas & Miguel, S.A.
Tel +34 93 290 61 00
(Page 37)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79)
Republic Technologies
Tel +33 468851127
comexp@rpb-tech.com
www.republic-technolgies.com
(Page 19)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C-3)
Tomra
www.tomra.com/tobacco
(Page 18)
TradeArk
Tel +86 21 6393 2226
info@tradeark.cn
www.tradeark.cn
(Page 7)
Universal Leaf Tobacco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55)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3)
WT Process & Machinery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Page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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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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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your flavors

shine.

LEMANIC DELTA
®

OUR INTEGRATED
SOLUTIONS ARE
INCOMPARABLE

www.bobst.com

BOBST Web-Fed Solutions is the single-source supplier
trusted by the packaging industry for 75 years!
With dedicated solutions for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industry,
the fully integrated LEMANIC® DELTA lines meet the demanding
innovation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