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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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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径地研发了香料添加辅助工具、香料卡以及香料胶囊（详见第68页及70
页）来为香料烟爱好者达成所愿。作为长期以来受到反烟人士、政府以及国
际组织关注的电子烟、雾化器以及加热不燃烧的卷烟替代品在销量大幅增加
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在推陈出新的同时，行业也在打击非法贸易的问题上积极实践着新举
措。在卷烟制造过程中，采用新技术如Lumina

tipping（第26页）来防止

假冒伪劣、提升品牌形象。另外，行业也积极跟随工业4.0发展步伐，将
电脑化放在制造业的重中之重位置。例如，采用一体化的系统套件（第46
页）来安排、管控、监测制造过程，处理设备维修、管理备件以及其他的
许多任务。
这些只是世界烟草行业创新发展中的沧海一粟。预计今年9月在
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会带来更多惊喜。2015
年，InterSupply首次在最大的烟草行业博览会InterTabac上亮相就集聚了
强劲发展势头，收获了赞誉和认可。今年参展的商家和观众人数也有所增
加。2017年，InterSupply展会的规模将会更加盛大、类别更加广泛，有三
个新的大厅专供电子烟展出。InterSupply正在经历着跨越式的发展，惊喜
不断、机会良多。虽然这只是InterSupply第三次展出，但显而易见的是，
这将又会是一场成功的展会，就像其广受赞誉的InterTabac展会一样。
2017年将是行业发展的另一个兴奋之年，所以对于那些谔谔之人而
言，请不要过早否定行业发展。

封面：中国烟农喜迎增收
（图片由烟草在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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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er and also meet your time and needs. Most importantly, it helps you
spread your business even further.
Now you know about us. Eur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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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新烟草法令尚未盖棺定论
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的一项可
能导致该国卷烟产量到2020年增加
至524亿支的草案目前还未遭到否
决，尽管政府早先称不会通过该项
法案。
3月18日是政府答复国会的最后
期限。佐科威•维多多政府做出最后
决定并给国会发出总统函，表示同
意与国会共同讨论该草案。3月14日
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内阁秘书潘拉
蒙诺曾宣布不通过该项草案。然而
总统函却是在会议结束后的3天后发
出的。
目前还不清楚政府在最后时刻
立场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先前国
会立法机构协调委员会(Baleg)曾威
胁，如果政府拒绝通过烟草法案，
那国会也将否定政府提出的法案以
此作为报复。
在信中，佐科威总统指定贸易
部长EnggartiastoLukita、卫生部
长尼拉•莫埃洛克（Nila Moeloek）
、工业部长艾尔朗加•哈塔尔（Airlangga Hartarto）和财政部长Sri
Mulyani Indrawati与国会讨论该
法案。
提出该议案的议员Firman Subagyo称，烟草是一种“战略性”的
商品，可以增加印度尼西亚农民
的收入，给国家带来繁荣，他说
道：“健康不该成为摧毁民生的借
口。”
该法案规定，烟草制品生产商
使用本地烟草生产的烟草产品至少
达80%，而进口即用型卷烟可能需要
缴纳200%的消费税。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长尼拉•莫
埃洛克（Nila Moeloek）表示，卫
生部坚决反对烟草法案，因为维护
人民的健康是卫生部的职责所在，
而工业部长艾尔朗加•哈塔尔（Airlangga Hartarto）则表示，政府必
须评估烟草法案会对现行的产业法
规造成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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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烟草种植者协会理
事会成员Abdus Setiawan表示，他对
可以保护烟农的这一法律草案表示欢
迎，但是产量的增加应该和合理的价
格达成一致。

希腊

菲莫国际投巨资增设iQOS生
产厂
菲莫国际（PMI）宣布称，计划
投资3亿欧元（约合3.24亿美元）将
希腊的一家传统卷烟厂转变为iQOS
生产厂。这家位于比雷埃夫斯的烟
草制品厂每年将能够生产200亿支
iQOS。
菲莫国际目前已拥有两个iQOS
生产厂，分别位于意大利和瑞士，预
计未来该公司还将开设更多生产厂促
进iQOS的生产。菲莫国际斥资30亿美
元投入这种技术的研发，由此可见，
对替代型烟草制品满怀信心。
菲莫国际谈道：“为了吸烟
者、广大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健
康，我们的目标是未来有一天生产
出危害性小的无烟产品来取代卷
烟。”

泰国

烟草制品消费税率调涨至90%
自2月起，泰国的烟草制品消费
税率正式从87％调涨至90％。
泰国目前的年度税收收入为600
亿泰铢，消费税率调涨后预计此项
收入将提高150亿泰铢。提税还有望
减少吸烟者的人数。据泰国健康促
进基金会介绍，泰国当前约有1200
万吸烟者。
随着税率的变化，卷烟零售价
格每包将上涨5-10泰铢。
3月20日，泰国《王室公告》颁
布新烟草税法。菲莫（泰国）公司事
务主管Pongsathorn Ansusinha 表
示，公司对在泰国境内推出建议零售
价和混合型税制的消费税改革表示支
持。他还说，新税制将有助于提高国
家长期的税款收入。另外，此举能让

政府的收入保持可持续状态，不用在
将来继续增加税收。
“新的税收制度将允许混合税
制，这意味着从价税和具体税均能
征收。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价格被低
估，还能通过烟草消费控制政策来
提高国家收入。”
Ansusinha相信，新的税收制度
将增强泰国的经济实力，并使得泰国
的税收制度更贴近国际的最佳实践。
“只有实施条例正式公布后
才能看到税率提高的效应，但是，
税务部门会维持收入中立的原则，
一方面不会给消费者带来额外的负
担，另一方面有助于顺利过渡到新
制度。”他说。

设立新烟草管理机构的提案存
在漏洞
反吸烟人士表示，去年12月泰
国内阁批准了一个新提案，计划设立
新的烟草管理机构，但是该法案存在
漏铜，可能减弱对卷烟的限制，促使
跨国烟草公司利用它们的指定代理公
司为其在泰国生产产品。
该法案强调，将目前财政部下
属的国营企业泰国烟草专卖局转为
泰国烟草管理局更具好处，因为泰
国烟草管理局是一个具有交易灵活
性的法律实体。
泰国健康促进研究所（THPI）
主席Hatai Chitanondh博士表示，
该法案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会让
跨国烟草公司获得对法规允许范围
内的公司或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因
此要对这项法案进行审查以弥补可
能危及公共健康的漏洞。
根据Chitanondh博士的说法，
该法案允许生产烟草的公司或上市
公司登记注册，跨国烟草巨头可
以通过代理股东入股或进行幕后操
控。他还表示，如果这些公司生产
出类别广泛的烟草制品，那将对泰
国的烟草控制构成潜在威胁。
THPI的合作律师Wasin Pipatthanachat解释说，这项新法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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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国人能持有一家公司或一家
上市烟草公司最多不超过49％的股
份。这里存在的漏洞是，表面上不
允许外国人持有大部分的股权，但
实际上没有人能保证泰国股东仅仅
只是外国企业的代理人。

世界

自卷烟有机烟草复合年增长率
将达8.1％
Reportbuyer最近的一份报告
做出预测，与无烟烟草相比，自卷
烟（RYO）有机烟草能带来更多的
收入。
报告称，有机烟草预计将在
2016-2026年期间获得增长。在市场
份额以及年均复合增长率方面，有
烟烟草是最主要的部分。2016年，
有烟烟草预计占据全球有机烟草市
场80％以上的份额。到2026年末，
有烟烟草销售额预计将达到2亿多美
元，复合年增长率为7.6％。预计这
10年间，有烟烟草的增长幅度将大
于5个基点，总增量有望超过1亿美
元，份额接近90％。自卷烟烟草在
预测期内将以8.1％的复合年增长率
显著增长。
反烟草人士声称，较之传统卷
烟，有机卷烟能帮助吸烟者早日戒
烟，因此有烟烟草带动了全球市场
的增长。许多吸烟者改抽有机卷烟
的消费习惯对全球有机烟草市场产
生了积极影响。健康意识的增强改
变了全球吸烟者的偏好。由于有机
烟草制品的危害程度较小（与普通
烟草制品相比），全球消费者正在
转向购买有机烟草的产品，而不是
完全戒烟，这是推动有烟烟草在全
球取得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意识的加强会导致对有
机烟草制品需求的日益增加。在美
国、加拿大、巴西、西班牙、意大
利、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机
烟草制品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个特殊因素促进了有烟烟草在全
球有机烟草市场的增长。有机烟草

制品昂贵，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不太
受欢迎。然而，发达地区可支配收
入的上涨推动了有机卷烟和自卷烟
产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有烟烟
草在全球有机烟草市场的增长。
在2016年至2026年期间，有烟
烟草在拉丁美洲将获得100多个基
点的增长，预测期内将取得7.6％的
复合年增长率。卷烟是市场份额和
年均复合增长率的重心部分，预计
在整个预测期内将保持主导地位。
在拉丁美洲，有烟烟草的细分市场
手卷烟烟草预计将增长2.5倍。在东
欧，由于禁止嚼烟和鼻烟，有烟烟
草预计将在2026年底之前占据90％
的市场份额，以6.6％的复合年增长
率增长。
由于对无烟烟草的消费管控日
益严格，有烟烟草的价格和数量在
西欧仍占据主导地位。手卷烟在西
欧有机烟草市场越来越受到欢迎。
由于中国吸烟者人数不断增加，有
烟烟草预计将是亚太地区（不包括
日本）有机烟草市场占有率最高的
部分。预计有烟烟草每年会以6.9％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中东和非洲地区抽水烟人数
的增多也将推动该地区有烟烟草的
增长。在市场份额和年均复合增长
率方面有烟烟草成为吸引力的一部
分，预测期内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有
烟烟草将占主导地位。多种方式的
烟草消费推动了有烟烟草在中东和
非洲地区的增长。

土耳其

唯一一个落实WHO控烟建议
的国家
土耳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落
实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建议的六个标准的国
家，Yesilay（土耳其绿新月会）副
教授兼副总裁Mehmet Akif Seylan
谈道。
WHO框架公约于2003年发起，土
耳其于2014年签署，目前共有180个
国家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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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Seylan表示，土耳其在
打击烟草方面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榜
样，总统Recep Tayyip Erdogan因成
功打击烟草使用而荣获WHO嘉奖。

香港

烟包警语规定违背WHO准则
香港政府坚持在烟草产品包装
上保留焦油和尼古丁含量说明，这
一立场违背了WHO关于烟草健康警语
方面的准则。
根据建议的修正案，健康警语
的式样将从目前的6个增加至12个，
健康警语图像的面积至少覆盖烟包
正反面的85%，除了健康警示外，烟
包还需注明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
条实施准则建议，缔约方（包括香
港）不应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和标
签上做出关于烟草成分和释放物的
定量或定性说明，暗示一种品牌比
其他品牌的危害低，例如焦油、尼
古丁和一氧化碳的含量。
去年12月，香港立法会卫生事
务委员会讨论了政府提出的建议，
另外，1月份举行了公众听证会，听
取了利益相关者和市民的意见。立
法会议员多次质疑食物及卫生局官
员，为何政府没有采纳WHO组织关于
清除卷烟包装上的焦油及尼古丁含
量标注的建议。
这个问题在2月份举行的简介
会议上再次提出，食品与卫生局官
员简单回应说，鉴于政府的积极举
措，有必要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保留
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标注，以便让
公众了解这种物质的存在。

美国

菲莫国际跻身标准普尔500指
数前四名
世界上最大的上市烟草公
司——菲莫国际（PMI）成为继苹果
公司、亚马逊和Facebook之后股票
排名第四位的美国公司，该公司第
一季度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涨幅贡
献了3.3％。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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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将于9月举行
作为业界领先的贸易展览会，InterTabac将于今年的9月22日至24
日在德国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展览中心举行，届时行业主要的参会代表
将汇聚一堂。如预期所料，交易需求巨大。InterSupply和InterTabac
展会的举行将会让多特蒙德成为“烟草世界中心”。
届时将会有超过500家参展商出席这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制品和吸
烟配件展会。如往常一样，只有贸易商才能入场。参观者可以在贸易展
网站（www.intertabac.com）上提前购买和打印门票。
今年展会将有一个新变化，在全部三个相互连通的大厅里都将设立
专门的电子烟展区。
多年来，“电子烟”一直是InterTabac展会上的热门话题。如今，
专业的电子烟参展商们将在2号展厅、2N展厅和3A展厅拥有自己的展示
平台。
电子烟联合会（Verband des eZigarettenhandels e.V.）主席Dac
Sprenge说：“通过设立专门的电子烟展台，领先的国际贸易博览会InterTabac再次反映了烟草业的一个重要发展。多年来，电子烟一直是烟
草业和零售业当中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根据博览会参观者的需求，给
予电子烟独立的展示平台才是合乎逻辑的做法。”
自今年年初开始，国际电子烟业中的主要从业公司就已经预定了
在今年9月举行的烟草贸易博览会上的展台。这些公司包括德国的InnoCigs和XEO国际公司、荷兰的联合烟草蒸汽集团(United Tobacco Vapor
Group)，以及来自中国的昌宁德康生物技术公司。
像过去两年一样，InterSupply和Intertabac会在威斯特法伦展览
中心3B厅同时举行。InterSupply将覆盖烟草生产链上的所有产品，包
括烟叶、香料、卷烟纸、添加剂等原材料，还涵盖烟草制品、水烟、电
子烟制品的自动化机器以及卷烟包装处理流程的设备。许多国际公司，
无论是首次参展还是多次参展的参展商都将在9月召开的InterSupply展
会上相聚。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完整的贸易展览计划将会使多特蒙德再
次成为烟草行业和电子烟行业的国际论坛。

菲莫国际过去两个月的业绩显
示，投资者迫切希望菲莫国际尽快
脱离可燃卷烟业务、创造一个无烟
的未来，尽管持续的股利发放可能
会扰乱稳定的业务。

的烟草市场。加拿大政府此前禁止
在所有卷烟、简单包装卷烟和雪茄
中使用巧克力和泡泡糖（2009年和
2015年）等口味，以降低其对年轻
人的吸引力。

加拿大

印度

加拿大政府完成了对《烟草法
案》的修订。法案禁止加拿大市场
上销售的烟草制品（包括卷烟、简
易包装烟和大多数的雪茄）使用薄
荷醇。该禁令将适用于加拿大95％

根据新的国家商品和服务税
（GST）法案，卫生部正致力于对所
有烟草制品（包括比迪烟）征收28
％的税收。

卫生部敲定薄荷醇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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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力求对所有烟草制品按
28%的比例征税

财政部将充气饮料、烟草制
品、豪车和糖精钠归类于“缺货商
品”之列，卫生部建议，应在商品
和服务税制下征收足够高的地方
税，以使一段时间内人们负担不起
这些产品。
卫生部最近也表示，建议不对
营业额低的行业（比如比迪烟制造
商）豁免高税收，因为制造商可以
通过关闭大工厂，以秘密的方式和
不同的名义进行小规模生产，导致
逃税现象严重。该部门还强调，需
要消除卷烟的分层税收结构，因为
这种税收结构可以操纵替代品和进
行推广。

波斯尼亚

英美烟草拟收购保加利亚烟草
公司主力卷烟品牌
英美烟草公司拟出资1亿欧元
（1.062亿美元）收购保加利亚烟草
公司旗下的卷烟品牌以及Lafka品牌
的零售业务。
收购后，巴尼亚卢卡卷烟厂仍
属于保加利亚烟草公司的资产。
英美烟草阿德里亚区域的总裁
Ram Addanki表示，对于英美烟草而
言，抛开非法销售导致的高消费税
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商业环境不谈，
波斯尼亚是一个有趣的市场。
“
在波斯尼亚，黑市占烟草总消费量
的30％以上，每年黑市交易超过2
亿玛卡（1.086亿美元）。” 收购
后，英美烟草的产品在该国卷烟市
场所占的份额将从原来的12%增长到
40%。此项交易需在获得保加利亚政
府反垄断审批后，于2017年中期完
成。另外，英美烟草还将在保加利
亚和更广泛的阿德里亚区域内获得
零售分销资产。
最近，英美烟草还从奥地利
的CID阿德里亚投资公司收购了另
一家波斯尼亚公司Fabrika Duhana
Sarajevo（FDS）旗下的烟草业务，
收购包括零售业务和卷烟品牌。

SASIB is part of Coesia, a group of innovation-based industrial
solutions companies operating globally, headquartered in Bologna, Italy.
www.coesia.com

22世纪集团实验室研发低尼古丁产品

充满商机的零尼古丁市场
By Nattira Medvedeva

过去的几十年，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尼
古丁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物质，对人们
的健康有害，而且开展的大量科学研究也
对此观点表示支持。然而，也有很多研究
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尼古丁不但
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危险，反而具有一
些有益的特质。
首先，尼古丁能调节心情，改善认知功
能，这是烟草对吸烟者的主要吸引力之一。
尼古丁对认知功能的积极影响可以在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身上得到体现，因为患者可能从
尼古丁治疗中获益。此外，研究表明，尼古
丁治疗有助于改善Tourette综合征的临床症
状，并延缓帕金森病情的发展。还有研究发
现，尼古丁是一种兴奋剂，可以提高心率，
增加感官信息的处理速度，缓解紧张感以及
让思维更敏捷。
关于尼古丁影响的辩论从未中断，消费
者也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研究成果的轰炸。但
许多人还是选择减少尼古丁摄入量，去购买
零尼古丁含量或尼古丁含量少的产品，而不
是传统的卷烟。
当天秤的一端倾向另外一端，即吸烟者
转而选择不含尼古丁产品，制造商对此也积
极回应消费者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将越来
越多的零尼古丁的产品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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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l草本产品
Intrepid Brands成员公司Primal Brands
公司隶属于Turning Point Brands公司，是一
家生产和销售包括卷装或锥形装草本产品的
企业。国家烟草公司Turning Point品牌国际
销售副总裁史蒂夫•克拉克（Steve Clark）表
示：“草本是烟草的优质替代品，消费者对
这样的替代品青睐有加。取材天然的马黛茶
和甘菊与传统烟草制品不同。人们购买卷烟
并非只是为了吸取尼古丁。这从不含尼古丁
的电子烟类产品数量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我坚信有消费者想从含有烟叶、尼古丁或电
子烟之类的东西摆脱出来，Primal恰恰就能
满足他们的需要。”
非烟草类和零尼古丁的Primal草本卷有
马黛茶、洋甘菊、鼠尾草和可可豆口味。克拉
克说：“我们在全球寻找草药材料，希望能将
草本植物混合创造一种燃烧缓慢、味道柔滑以
及香味四溢的吸食体验。通过独有的流程，我
们在巴西组建了草本植物清单。消费者可以订
购数量不等的草本植物当做辅料来创建属于自
己的吸食体验。锥状的包装便于携带。”
Primal草本产品于2016年初进入市场，
现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非
洲和拉丁美洲等几个国家销售。今年计划将
销售范围扩展到亚洲。

Realleaf天然混合物
Realleaf是一种100％的有机和天然草本混合物，由覆盆子、
药蜀葵和毛蕊叶构成。Realleaf的营销经理艾坦•戴维森说：“为了
了解吸食类最好的植物以及如何带来自然愉悦的吸食体验，我们对
世界上吸食类最广的植物进行了调查，随后和很多的草药技师以及
烟草专家会面，经过几年的研究才有了现在的产品。”
戴维森认为，Realleaf不是一种烟草替代品，而是一种新的吸
食经验。“我们想扭转消费者将我们的产品看作是烟草替代品的看
法。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吸食体验。如果光想着用什么来替代原
有的东西，那永远也做不到和原有的东西一样好。我们希望世界能
了解，现在有了新的吸食类别。烟草不是我们竞争的对象，这种新
的吸食体验会在市场上有所作为。”
自2015年推出后，Realleaf一步一步地进入世界市场。目前，
美国和加拿大的亚马逊网上有售。Realleaf还打进了巴西、葡萄
牙、意大利、希腊和荷兰等新兴市场，并计划在亚洲投产。

Realleaf草本混合物
“人们喜欢多一种选择，尤其是对千
禧一代的人而言，他们想要自我选择。我从
事烟草行业30多年了，也是一名烟草的消费

未来发展预测

者。如果新出的产品充满吸引力、价格合

Primal品牌和Realleaf都认为，无烟产品的未来是光明的。

理,那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天生喜欢

Primal的史蒂夫•克拉克说：“市场上有非常类似烟草的产品，无论

尝试新东西。如果新产品符合或满足我们的

是以纸卷还是其他的形式，但是真正做到非烟草物质、零尼古丁的

期望，那么我们可能会再次购买。我认为这

产品却少之又少。我在加拿大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一些大麻类产

是Primal做得好的地方，因为它是一款非常

品，但是量却不大。如果你仔细关注的话，会看到新兴市场或细分

好的替代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销售

市场的崛起。”

额也随之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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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卷烟时，他们的身体渴望尼古丁能轻而易
举地得到高效利用。随着烟雾吸入量的减
少，心脏病、肺部疾病和癌症的风险也会降
低。”
“所以，对于希望减少尼古丁暴露量
和想完全戒烟的消费者，22世纪集团已经
培育出了全世界烟碱含量最低且自然生长
的烟草。同时，对于那些接受吸烟带来的
风险、不关心尼古丁暴露量以及不想戒烟
的消费者，接受与吸烟有关的风险的吸烟

22世纪集团X22烟盒

Primal verba mate
草本包装

Realleaf的艾坦•戴维森认为，不含尼古丁的产品市场会不断

者，我们研制出了低焦油低尼古丁卷烟，
比如‘Moonlight’。这款卷烟较之传统
卷烟，能更有效地减少烟雾和焦油的吸入
量。”

扩大。“很多国家出台了烟草法律法规，但人们仍然在寻找可以吸

22世纪集团还开发了“A”牌卷烟，目

的东西。他们明白，他们需要少抽烟，这就是我们的市场契机所

前正在等待FDA审批。西奇尼亚诺说：“国

在。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不想取代烟草制品，但是在人们想要

际市场允许我们在‘A’牌卷烟包装上披露

戒烟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会帮助他们。我们只是丰富他们的吸食体

尼古丁含量几乎为零，目前我们正在做市

验，而不是取而代之。”

场调研。至于美国市场，我们预计在今年
的晚些时候向FDA烟草产品中心提交修订后

尼古丁减量产品

的‘改良风险烟草制品’（MRTP）申请及其

22世纪集团生产的低烟碱产品处于传统烟草制品和不含尼古丁

相关的PMT申请，证明‘A’牌卷烟是一款

产品之间。“22世纪集团的使命是减少吸烟造成的伤害。要实现大

尼古丁含量低的卷烟。目前我们正在汇总

范围的吸烟减害，最佳的方式是降低世界各地的吸烟率。与之同等

FDA要求提交的信息，将之与内容更全面的

重要的策略是为吸烟者提供一款潜在的替代的减害产品以满足吸烟

PMT和MRTP申请材料合并。FDA批准申请文件

者不愿意戒烟的需求，”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亨利•西奇尼亚诺说。

后，我们会在美国市场上市这款低尼古丁卷

“我们种植的烟叶里只含有少量的尼古丁，这项核心技术促使我们

烟。”

能够生产世界上含量最低的尼古丁卷烟。我们出产的低含量尼古丁

“对于那些想要戒烟的人，22世纪集团

VLN卷烟在口感和感觉像寻常卷烟，但每克烟草中只含有0.4毫克尼

研发了戒烟辅助产品X-22，这是一种超低尼古

古丁，每支卷烟的尼古丁含量仅为0.04毫克，相比传统卷烟，尼古

丁烟草植物类医疗产品。独立的临床研究已

丁减少了95％。”

经证实22世纪生产的这款可燃卷烟不具有致瘾

“我们开展并完成了多项独立临床研究，超过4000名的研究者

性（每支烟的尼古丁含量为0.04毫克），能帮

参与其中。实施证明VLN卷烟能大大减少尼古丁的暴露量，有效降低

助消费者从高尼古丁含量摄取的吸烟行为中

吸烟造成的伤害”。

快速分离开来。X-22的使用方式和传统卷烟一

除了VLN卷烟，22世纪集团还生产了一款名为Moonlight的低焦

样，但不会让吸烟者吸入其他药物或者产生新

油低尼古丁卷烟，相比VLN卷烟，这款Moonlight尼古丁含量较高，

的副作用。22世纪集团已向FDA提交X-22是一

但每单位尼古丁产生的焦油含量非常低。

款积极的实验性的戒烟新药的申请，”西奇

“从常规理论而言，低尼古丁卷烟意味着人们不会上瘾通俗易

尼亚诺说。“与辉瑞公司生产的市场领先的药

懂，但高尼古丁卷烟也能达到同等效果就会让人难以理解。但是，

物Chantix®X不同，X-22似乎对吸烟者没有新

我们坚信无论是高尼古丁还是低尼古丁含量都有助于减少吸烟带来

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调查发现，较

的危害，尽管是基于不同的理由。” 西奇尼亚诺解释说。

之药丸、尼古丁贴片、锭剂或口香糖的戒烟方

据22世纪集团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所言，多年来公司一直假设

式，吸烟者一面倒似的喜欢用可燃性卷烟的方

将高尼古丁烟草与低焦油量的卷烟设计相结合，能让吸烟者吸入少量

式来戒烟。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的戒烟产

的烟雾以及焦油量。毕竟，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卷烟的主要致病因子。

品X-22今后的发展中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有效

“换句话说，随着吸烟者适应了较高尼古丁的卷烟，他们很自
然地会选择购买烟雾量少、焦油含量低的产品，因为在吸烟高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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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戒烟辅助产品。” 西奇尼亚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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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负责任的方式在以色列推广iQOS，
使成年吸烟者除了吸烟之外还能拥
有更好的选择。”

菲莫国际公司已经向美国食品
与药物管理局（FDA）提交了加热烟
草产品iQOS的上市前审批申请。
如果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同
意该公司的请求，菲莫国际公司原
来的母公司——奥驰亚集团将通过
特许协议，负责在美国销售iQOS。
菲莫国际起初在日本的主要城
市试销iQOS，并于去年4月将iQOS的
销售范围扩至日本全国，到目前为
止，iQOS的销量已超过300多万支。

法国

菲莫国际向FDA提交iQOS预
上市申请

以色列

iQOS应与普通烟草受同样监
管限制
以色列司法部接受了以色列三
个志愿者组织的立场：iQOS产品实
际上就是一种烟草产品，所有适用
于烟草产品的限制性规定都应该适
用于iQOS产品。
以色列癌症协会和以色列医学
协会均给以色列当局写信，对卫生
部长Ya’acov Litzman阻止限制iQOS
在以色列的销售和市场营销表示抗
议。由律师Shabi Gatenio领导的进
步民主协会则向高等法院申请，命令
Ya’acov Litzman签发禁制令。
以色列预防吸烟委员会主席
Amos Hausner说：“这就是《圣经》
中小大卫推翻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现在适用于所有烟草产品的
限制措施也将适用于iQOS，例如：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禁止在所有
禁止吸传统卷烟的公共场所使用
iQOS、禁止iQOS在电子媒体和儿童
及青少年媒体上刊登广告，违规者
将被罚款。
根据以色列行政法律的规定，
司法部专业人士的立场对所有政府
机构具有约束力，他们的立场可取
代任何政治人物表达的立场，在本
案例中的政治人物则是卫生部长。
菲莫国际公司在以色列的发言
人说，公司“将根据法律，继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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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in公司推出电子烟替代
品Le Sifflu
法国家具品牌Smarin推出了一款
小树枝型的电子烟替代品Le Sifflu。
Le
Sifflu使用香精油代替烟
草。将一滴香精油滴入Le Sifflu树
枝状的铜斗烟管里。然后，使用者往
烟管的硅质烟嘴里吹气，将气味吹散
开。Le Sifflu斗烟产生震动，在空
气通过烟斗的时候发出声音，帮助使
用者形成有规律的呼吸节奏。与之相
配的还有一个使用手册，教使用者使
用更有益的呼吸方式，帮助他们减少
紧张和压力和改善姿势。
Smarin公司说：“人们吸烟和嚼
烟是尊重传统，也是一种社交或文化
方式。” 该公司旨在通过该装置代
替“具有潜在毒性的”电子烟产品。
“Sifflu是一种能令人内心保
持平静的替代品，一种使我们自己
能够每日进行5分钟呼吸锻炼的简单
而优雅的东西。它使我们能够提高
呼吸系统功能，使嘴部、腹部和隔
膜的肌肉得到锻炼。”

日本

款产品销售十分强劲，大大超过了
我们的预期。”
今年3月初，尽管菲莫国际将
供应量增加了一倍，但其在日本的
iQOS,装置仍然销售一空。
英美烟草和菲莫国际较日本烟
草（占日本卷烟市场约60%的份额）
在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领域领先了一
步。日烟国际公司估计，其卷烟销量
在2017年将下滑9.6%，并计划在今年
6月推出同类型品牌Ploom Tech。

日本烟草将推梅维斯“仰望天
空”限量版包装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将于2017
年5月中旬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推出
梅维斯（Mevius）的15款“仰望天
空”（Look Up to the Sky）限量
版包装。
在指定的零售店内，将可以买
到限量的软包装、盒装和100支盒
装，包括梅维斯、梅维斯淡味、梅
维斯超淡味、梅维斯极淡味和Mevius One。
尽管这些产品的味道和香味仍
然不变，但限量版的包装则设计成
描绘从夜间到早晨的不断变化的天
空的样子。

澳大利亚

Glo加热烟草产品供不应求

电子烟法规可能影响电子烟的
戒烟效果

英美烟草公司推出的Glo牌烟草
加热装置在日本试销市场出现供不
应求的局面。
电子烟在日本受制于尼古丁液
体的药物监管规定，因而日本成为
烟草替代型产品的完美试验场。
去年12月，英美烟草公司在日
本东北部城市仙台开始出售Glo，每
支售价8000日元（约合70美元）。
据报道，消费者们在该市的大约600
家便民店及Glo的旗舰店外连夜排
队，希望成为Glo首周销售开门时排
队购买的第一位。
英美烟草日本公司品牌营销负
责人Nami Uehara说：“我们发现这

发表在《尼古丁与烟草研究》
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对电子
烟的管制可能会对其作为戒烟工具
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对在2010
年和2014年间，对1700多名来自美
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吸
烟者开展的纵向调查得到的数据进
行了分析。在调查期间，美国和英
国几乎对电子烟没有实施任何限
制，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电子烟
使用和销售的限制比较严格。对两
组国家中的调查对象的“戒烟尝
试、使用的戒烟帮助方法、戒烟持
续的时间”进行了对比，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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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发现，使用电子烟而能持续
戒除烟瘾的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在电
子烟管制少的国家。在美国和英
国，有73%使用电子烟尝试戒烟的人
报告能持续戒除烟瘾，相比之下，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使用电子烟戒烟
的人有32%报告说能持续戒除烟瘾。
报告首席作者、维多利亚癌症
学会的Hua-Hie Yong博士说，研究
的结果显示，“电子烟对戒烟的好
处可能局限于那些居住在对电子烟
的零售和营销几乎没有限制的环境
下的人。”
“应该优先考虑制定适当的电
子烟管制框架，如此一来电子烟对戒
烟的好处才可以实现。在法律环境支
持电子烟的地方，鉴于电子烟的流行
性，应该给不能或者不愿意使用目前
获得认可的方法戒烟的吸烟者提供使
用电子烟作为短期戒烟的帮助，或用
电子烟代替吸烟的选择。”

新西兰

尼古丁电子烟将合法化
新西兰政府证实，含尼古丁电
子烟的销售在新西兰将合法化。
新西兰卫生部副部长Nicky
Wagner说，尽管电子烟安全性的科
学证据尚未确定，但电子烟销售合
法化这一变化还是出现了。
她说：“我们大体上有一个
共识，即蒸汽比吸入的烟雾的危害
性小得多。政府正在采取谨慎的做
法，使涉及电子烟的法规与管制卷
烟的法规保持一致。这确保了吸食
卷烟的人能够有获得危险性较低的
烟草替代品的途径，与此同时，我
们首先会继续阻止人们吸烟或使用
电子烟。”

WHO
SAID
WHAT?

适用于电子烟（无论是否含有
尼古丁）的新法规包含的内容有：
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出售电子烟、
禁止在目前禁止吸烟的室内区域使
用电子烟、限制电子烟广告等。
目前，尼古丁贴片和口香糖可
以在新西兰购买，但含尼古丁的电
子烟油必须从国外购买。

电子烟合法化决定深得民心
新西兰ACT党支持政府作出的含
尼古丁电子烟合法化的决定，称这
是新西兰执政党——国家党在很长
一段时间以来，对解决贫困所做的
最好的事情。
据ACT党领导人David Seymour
说，对于吸烟的毛利人家庭而言，
有35.5%从吸食烟草转用电子烟，
这使他们每周可以节约数百新西兰
元，帮助他们戒烟。他说：“低收
入家庭绝对会被烟税摧毁，这给了
他们在无需支付消费税的情况下获
得尼古丁的机会。”
他还进一步表示，由于政府
不会像对烟草征税那样对这些产品
征税，没有人会费神去偷盗这些产
品，这样就会使杂货店和服务站里
的偷窃案减少。“一支电子烟的价
值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你还不
如去偷牛奶和面包。就是因为税的
缘故，才使得烟草值得一偷。”
另一方面，工党卫生部发言人
大卫•克拉克则敦促要谨慎对待这个
问题，他说，烟草公司在这些产品
中有着既得利益，政府必须密切关
注事态的发展。
不过，Seymour表示不赞同，他
说所有的研究与传闻证据都指出，
吸电子烟获取尼古丁的好处要超过
吸食烟草。“一般而言，相较于对

“我们期望迈向一个无烟的未来，
鼓励人们放弃卷烟，转向低风险
产品”
– 菲莫国际英国公司总经理彼得•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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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更安全的产品并大幅减少
烟税的人们的福祉，工党对如何对
付烟草公司更为担心。”
奥塔哥大学卫生系教授托尼•布
莱克利表示赞同，他说，这些产品
的合法化是向新西兰在2025年成为
无烟国家的目标迈进的一大步。他
还说，电子烟的销售将减少烟草的
需求，帮助吸烟者戒烟，并认为政
府还应该寻找其他替代品。

苏格兰

电子烟法律开始生效
苏格兰最近加入了将电子烟视
同卷烟进行同等监管的行列，包含
禁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出售电子
烟，该法规于4月1日开始生效。
这项新法规禁止18岁以下青
少年购买烟草产品、尼古丁蒸汽产
品或电子烟产品。帮助18岁以下青
少年购买这些产品的人将会违反法
律，同时要求商店进行年龄验证，
并要进行登记注册。
苏格兰公共卫生部长Aileen
Campbell 说：“我们知道电子烟比
卷烟更安全，在帮助人们戒烟上也
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我们认为，
儿童不应该有获得这些产品的途
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龄限制措
施如此重要的原因。”
“从4月1日起，向18岁以下青
少年出售，或为他们购买这些产品
都是非法行为。此外，所有出售烟
草产品或电子烟的零售商都必须登
记注册，实施年龄验证措施。”
“我们在与苏格兰零售商联合
会密切配合，让零售商了解这些变
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他们的日常经
营的含义。整个苏格兰正在开展一
项行动，这项行动将继续持续整个
夏天，以确保人人都知道法律规定
发生的变化。”
新的限制措施是2016年《卫生
法案》提出的，这项法案还制定了
对电子烟广告实施限制，禁止自动
售卖机出售这些产品的规定，而这
两项限制措施计划将在今年晚些时
候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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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otte自卷烟纸和滤嘴

亚洲的自卷烟纸：
厄运多过繁荣？

在亚洲，自卷烟消费并不常见，而且仍被广泛认为是“穷人的选择”，与世界
其他地区相比，其卷烟纸销售仍然十分滞缓。国际卷烟纸公司目前主要集中
于保持品牌的市场份额，但仍心怀希望：更美好的日子最终会到来——如果
有的话。
文/托马斯•施密德

通常来说，以短短一篇商业文章来概
括亚洲的情况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地区的国
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文化、生活方
式、收入水平、GDP、经济发展情况、贸易
保护主义法律、垄断情况、征税、市场规
模，还有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等等。然而，
当说到自卷烟纸，这项任务就变得相对简单
了，因为大体来讲，亚洲的吸烟者对自己卷
制卷烟的这件事情并不十分热衷。

自卷烟吸引力小
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和
台湾）之外，亚洲的机制卷烟几乎比世界上
任何地方的机制卷烟都要便宜，大大削弱了
自卷烟带来的经济动力。其次，在亚洲大陆
的绝大多数地方，自卷烟被认为是买不起商
业生产的卷烟的低收入者或农村人的消遣。
对于很多亚洲人而言，消费机制卷烟关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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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象，是向同龄人炫耀自己是个“人物”
的象征。

社会认知妨碍市场发展
这种态度显然不同于欧洲和北美。在这
两个地区，使用自卷烟通常与高度个性化而
独立的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这属于思想
家、学者、艺术家和社会叛逆者之类的人物
的范畴。德国GIZEH Raucherbedarf GmbH公司
的企业事务与商业发展负责人丽莎•艾瑟解释
说：“与机制卷烟相比，自卷烟的经济优势不
明显，因为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工厂生产的卷
烟相对便宜。像个性化、差别化、个人选择等
等这些生活方式的因素，其相关度也较低，因
为自卷烟仍然被认为是‘穷人吸的卷烟’。
最后，在很多亚洲国家，很少可以买到价格优
惠的优质细切烟，没有优质的细切烟，就无法
享受自卷烟令人愉快的吸烟体验。”

图片由Gizeh Raucherbedarf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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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Gizeh Raucherbedarf公司提供

Gizeh Pure系列多样化的滤嘴选择

自卷烟在亚洲的市占率较低

但至少暂时来说，由于以上提及的原因，自卷烟纸
的发展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艾瑟以Mascotte在韩国的
销售为例，在工厂生产的机制卷烟在2015年初出现大幅
涨价之后，Mascotte的销量突然之间飞涨。她说：“但

图片由Gizeh Raucherbedarf公司提供

不利的市场条件

Mascotte有机系列产品

图片由Gizeh Raucherbedarf公司提供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亚洲就完全是一个
遗失的市场。事实上，所有国际品牌在这个地区都能
买到，即使消费者有时候可能还必须得稍加搜索才能
找到。例如，在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能找到GIZEH公
司的Mascotte卷烟纸，紧随其后的是其最初的自有品牌
Gizeh。
尽管艾瑟拒绝透露公司在这个地区的平均市场份
额，但她承认，“亚洲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市场份额。”
对她而言，这只是为了保持品牌曝光率，以“提高亚洲
吸烟者对自卷烟所提供的一种享受、个性化、价格更好
的选择的意识，以便在未来充分挖掘亚洲市场的发展潜
力。”

Gizeh Super Fine

Gizeh Raucherbedarf
公司企业事务与商业发展
负责人丽莎•艾瑟

Endless tapes
for cigarette & filter production
Garniture tapes | Suction tapes
Drum tyres | Drive Belts & Conveyor Belts | Tobacco Apron

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Alt-Ulmer-Strasse
89542 Herbrechtingen
GERMANY

Tapes: We know how!

ENDLESS
MADE

Tel. +49(0) 73 24 / 15-0
www.esba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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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共和科技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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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共和科技国际公司提供

共和科技国际公司出口区
域经理Gabriel Alfaro

Zig-Zag细支烟 滤嘴

在尝试了几个月的自制烟和手卷烟之后，大多数消费者
最终又恢复使用工厂生产的卷烟，其中大多数人可能是
出于对便利性的考虑。”
与此同时，在日本，公司面临着较为特殊的市场情
况，妨碍了单张卷烟纸的销售。尽管日本市场上有各种
各样的自卷烟烟草和附件，消费者似乎对体验手卷烟也
十分好奇，但所有进口细切烟都带有卷烟纸，致使单张
卷烟纸的销售大幅减少。

泰国市场发展潜力不大
至于泰国，GIZEH公司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亚洲市
场，卷烟纸销售主要局限于泰国的外国游客，尤其是
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游客，因为他们有使用自卷烟的习
惯，也希望在度假期间继续享用自卷烟。除了这些小部
分的消费者之外，自卷烟的销售情况相当暗淡——不过
在当地人当中，尤其是在边远地区，自卷烟实际上颇为
流行。但艾瑟说，市场占有率仍然不大，因为这些当地
人基本上使用家庭种植的烟草和便宜的泰国产卷烟纸。
这些卷烟纸甚至还会被干的香蕉叶或露兜树叶代
替，因为这些叶子基本上不用花钱。不过，艾瑟说：“由
于自卷烟产品在很多地方可以买到，也给当地的消费者
提供了一种选择，这无疑是个进步。”但她也得出结论
说，“如果社会对自制卷烟的接受程度发展成为消费者个
性化及个人选择的话”，才可以挖掘市场的充分潜力。

著名品牌的市场接受度可能更高
法国的共和科技公司（Republic Technologies）
从事卷烟纸制造已经长达两个多世纪，通过其全球子公
司，共和科技国际公司在亚洲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
出口区域经理Gabriel
Alfaro说：“我们的主要市场
是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在这些国家，我们的Zig
Zag、OCB和JOB等品牌已经在市场上销售超过15年。”
他称，通过Zig Zag和OCB，公司得以在这些主要市场取
得“重要”的市场份额。“目前最畅销的品牌是Zig Zag
牌系列产品。”另一方面，尤其是当今亚洲年轻一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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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B Organic Hemp系列

来越倾向于欧洲的生活方式。Alfaro说：“由于这个原
因，OCB卷烟纸也变得越来越流行。”他还补充说，OCB
这个品牌将在2018年迎来自己创立100周年纪念。

自卷烟并非亚洲文化组成部分
但就像丽莎•艾瑟所说，Alfaro也证实，自卷烟在
亚洲还不像在欧洲或北美那么常见。他说：“自卷烟不
是亚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此时此刻，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是培养和提高人们对自卷烟产品的意识。在达到欧洲那
样的消费水平之前，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
是，亚洲地区的很多政府经常大幅提高消费税，这可能
实际上在中期内会无意间帮助自卷烟市场取得发展，因
为提税推高了工厂生产的卷烟的零售价格。
Alfaro说：“如果对机制卷烟征收更多税的话，
会有更多的吸烟者去寻找更便宜的吸烟方式，对他们而
言，似乎自卷烟就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然而，即
使从理论上而言人们可能会转向手卷烟（最终几率可能
比较小），制造商之间已经非常激烈的竞争仍然会进一
步加强。Alfaro说：“由于市场上已经有各种自卷烟纸
产品，竞争业已存在。我们目前的主要竞争品牌是Gizeh
和Miquel y Costas 公司生产的Smoking。”

市占率比销量更关键
官方名称为Miquel y Costas & Miquel S.A.的西班
牙制造商Miquel y Costas称，在其全球年营业额当中，
按销量和销售额计算，亚洲目前的自卷烟纸销售所占的
比例不足20%。这再次显示出亚洲当地市场与其他地区相
比是多么的落后。然而，该公司也报告称，公司2015和
2016年间在亚洲的销售同比增长了大约7%。就这个地区
的市场份额而言，出口区域经理Álvaro Rivero估计，取
决于不同的国家，他的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至少10%，多
的达到30%。他说：“过去几年里，我们的主要市场是以
色列、马来西亚和印度，在这些国家，我们的产品总体
上从终端消费者那里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在这些国家，
我们也投放了一些符合他们要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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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Miquel y Costas & Miquel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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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K Regular工作台面展
示盒

Smoking® Deluxe KS卷烟纸（带滤嘴）
图片由Miquel y Costas & Miquel公司提供

Miquel y Costas &
Miquel S.A.出口区域经理
Álvaro Rivero

尽管存在已久的Smoking品牌的系列产品是Miquel
y Costas公司在亚洲最受欢迎的产品，但公司也在某些
市场，如日本和菲律宾，出售其它品牌，如SMK、Pure
Hemp、Mantra和Abadie。Rivero对Gizeh和共和科技公
司所说的情况回应称：“尽管我们在亚洲的销量比其它
地区低得多，但我们仍然需要在这些地区占有一定的市
场，因为这些市场未来有着非常好的发展潜力，尽管只
有时间才能说明一切。”

突破某些市场的困难
Rivero也强调了渗透到某些地区市场的困难，因为
这些地方仍然存在着某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过分复杂
的特许法律。他解释说：“比如，我们就一直不能进入
像中国或越南这样的市场，因为这些国家盛行的是垄断
的法律框架。” 尤其是中国似乎十分排斥外国的自卷烟
纸品牌——到目前为止，Gizeh和共和科技公司都未能在
这里建立自己的市场立足点。

神秘的东方
就像其竞争对手一样，Miquel y Costas也注意
到，自卷烟在亚洲还是一个最近才出现，而且深受打压
的现象，它只是在机制卷烟变得过于昂贵的国家，才会
得到稍大规模的接受。Rivero说：“我们认为，日本、
韩国、台湾或马来西亚，是那些自卷烟在终端消费者中
稍稍更为流行的国家，因为这里的机制卷烟价格在逐年
上涨。”他还指出，从长期来看，受到西方发展潮流的
影响而在青年人当中出现的“扮酷和时尚因素”，可能
会有助于推动自卷烟纸的销售。
他得出结论说：“然而，可实现的发展潜力并不确
定……但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在每个市场
做好准备，等待增长出现的时机。这极大程度上取决于
在政府加税的推动下出现卷烟消费价格增长。”直到那
时，就自卷烟纸的销售而言，亚洲可能将仍然是它被世
人所见证的那样：神秘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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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quel y Costas & Miquel S.A. Smoking®位于巴塞
罗那的工厂

假冒卷烟纸泛滥
在一定程度上讲，如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品牌产品
在亚洲不被假冒的，而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则是假冒产
品的罪魁祸首。甚至品牌卷烟纸的冒牌货也在大肆制造和
经销——而且常常几乎不受法律的惩处。共和科技公司的
Gabriel Alfaro证实说：“我们的OCB和Zig Zag的卷烟纸
成了造假者、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造假者争抢的对象。”
但是，要遏制这股潮流，公司能做的只有这么多。Alfaro
解释说：“市场上所发现的所有被怀疑为假冒的卷烟纸都
被查没，我们的出口部与当地经销商密切配合，采取法律
行动，比如向发现假冒产品的当地商店发送勒令停止通知
函。” Gizeh同样也认为中国是给该公司的业务和形象造
成破坏的假冒品的重要来源地，Gizeh牌和Mascotte牌假冒
卷烟纸不仅在亚洲经销，实际上也在全球范围内出售。丽
莎•艾瑟说：“我们不断地与造假者进行斗争，并且正在着
手解决所有已经被我们经验丰富的商标律师团队发现的案
子。”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成功追踪到了源头，摧毁了假
冒产品，并要求得到赔偿。我们当然不会停止采取一致行
动。”与此同时，据Álvaro Rivero 说，Miquel y Costas
也注意到了假冒产品的显著增长。他将之描述为
“一个
在世界各地，从美国一直到非洲、欧洲，甚至到亚洲，都
已经被发现的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而假冒产品主要来
自中国。Rivero说：“我们确实在当地采取了法律行动，
但事实是，由于不会被处罚及法律程序冗长，采取法律措
施，从法律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帮助不大。我们尽
自己所能去做，但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对抗这个问题。”

FDA针对电子烟颁布最新法规

面对美国FDA新规

中国电子烟企业喜忧参半
文/烟草在线

从2016年8月8日开始，全球大部分电
子烟产品都会受到美国FDA新规的监管和限
制。美国电子烟市场一直是全球电子烟市场
的风向标，美国政府对电子烟的态度、政策
和法规不仅会影响美国电子烟市场的未来走
向，更会对全球的电子烟市场产生巨大影
响，整个电子烟产业都在面临一个相对“严
苛”的处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烟
产地，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和波及呢？

美国FDA对电子烟产业有哪些新规定
FDA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简
称。2016年5月，FDA针对电子烟产品颁布了
最新的法规。新规规定2016年8月8日起所有
在美销售的电子烟产品，必须通过FDA的认
证，认证费用高达百万美元，如果产品认证
没有通过，费用概不退还。具体而言，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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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对电子烟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重新定义“新品”范畴
电子烟产品如果想要在2016年8月8日出
售，需要经过繁复的审核过程，因此这就意
味着，8月8日之后，当前电子烟产品在尼古
丁水平、瓶子大小、香精适量、配料类型等
方面的任何变化都被列入“新品”范畴，未
经FDA的批准出售都将是非法行为。
2、提交预上市申请（Pre-Market Tobacco
Application）
所有的电子烟产品，从电子烟油到雾化
器，都要经过可追溯的预上市申请。制造商
必须提供每一种产品的成分清单，以及产品
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成果，单个产品至少
耗费200万美元才能满足这一要求。

Wake up

your flavors.

3、禁止制造商宣传风险改良产品

FDA新规对中国电子烟市场的影响

制造商禁止在电子烟产品的标签或广告

提到FDA的电子烟新规，中国电子烟企

中描述以下内容：该电子烟可以减少烟草相关

业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也可以说是爱恨交

疾病的风险；该电子烟不包含任何烟草；该电

织。有些起步早发展快的大规模电子烟企业

子烟含有的化学物质比烟草卷烟的水平要低得

表示欢迎，认为这样能促进电子烟行业优胜

多；该电子烟的使用比吸烟更安全等内容。

劣汰的进度，改变目前电子烟市场鱼龙混杂
的现状；也有的企业认为大量重复性繁琐性

中国电子烟的市场规模
中国电子烟市场的规模大约占全世界5%

的检测认证等环节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
展和创新速度，对企业资源是一种浪费。

左右。根据英国电子烟情报机构ECIGINTEL-

惠州市吉瑞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起步

LIGENCE在今年2月透露的实际统计数据，

最早的一家电子烟企业，其公司营销负责人

全球电子烟2016年零售总额是64亿美元左

刘秋明说：“中国目前没有一部明确对电子

右。2016年，中国真实的电子烟市场规模约

烟产业实行监管的法规，而电子烟近几年又

为32亿人民币。这其中包括18亿人民币的网

处于快速发展期，市场虽然看似繁荣，质量

上销售额（来自阿里系和京东两绝对主力B2C

却良莠不齐，如果没有一套较为严苛的监管

平台统计资料），12亿人民币的实体店销售

措施，这个市场会越来越无序，长期以往必

额（实体店的微店/微信销售算入此项），

将损害整个电子烟产业的发展。”所以他认

以及其它零售渠道约2亿人民币的销售额。这

为：“这个行业要想长远发展就需要这种严

些零售渠道包括：SUNING等第二梯队的电商

格的监管”。

平台；商超、部分烟草零售渠道；展会及线

当2016年5月份新规发布的时候，惠州

下活动零售；药店；企业礼品订购；以及数

市吉瑞科技有限公司就迅速将全文整整500

个业内独立的电子烟电商平台等。

页多达13000多个章节的法规逐一翻译，并

电商平台中，淘宝、天猫截至到2016年

进行了深入地解读与研究。当很多电子烟企

年末有约39,000个电子烟网店，加上JD.com

业还在不满法规提出上诉的时候，吉瑞公司

数百家的电子烟网店（其中包括24个已经进

已意识到新规是站在消费者安全健康的更高

京东大仓的自营品牌），整个中国的电子烟

角度来制定条例。基于此，吉瑞公司积极配

电商店数超过4万家，提供的SKU（库存量单

合FDA新规，立刻着手开始对各种产品登记

位）可谓数以万计。

注册，从海关到终端客户都进行了一一记

根据多个信息渠道的综合估计，中国现
存的独门独院的电子烟实体店保有量迄今在
1600家左右，电子烟实体店在三、四线城市发
展迅猛，其是在东北及北京地区更为繁荣。

录，从而得以在8月8日轻松应对FDA新规的
正式生效。
但也有电子烟企业认为，FDA新规给企
业套上了浓重的发展枷锁。例如，FDA要求所

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电子烟产业似乎正

有的电子烟新设备和新烟油在2016年8月8日

在蓬勃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势头，但未来的

之后均不准再上市，除非制造商递交预上市

不确定性还是笼罩在电子烟企业的头上。一方

申请（PMTA）并获得批准。除此之外FDA还要

面，在中国国内，电子烟的“身份”尚不明

求每种不同的电子烟设备都将作为独立的产

确，没有明确的监管单位，也没有明确的行业

品独立做PMTA申请；同样，每种不同尼古丁

归属，所以致使电子烟产业进入门槛低，产品

含量、不同香精、或任何其他不同成分的烟

也良莠不齐；另一方面，中国90%的电子烟企

油也将作为独立的产品独立做PMTA申请，且

业在深圳，深圳90%的电子烟市场在国外，而

同时要表明新烟油产品用到不同的电子烟设

美国是中国电子烟的一个重要市场。美国政府

备时其对公众健康的利益所在。这些苛刻、

对电子烟的态度、政策和法规必然很大程度上

繁琐且存在大量毫无意义的重复性检测工

波及到了中国的电子烟产业。

作，不仅将耗费电子烟企业大量的人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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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财力，同时也使得每一款新产品的上市

了大烟草公司，大烟草公司又多下订单而出

都会让公司面临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即便

现大幅度业绩增长的情况。

是对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电子烟企业也是一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中国深圳的电

种束缚。深圳梵活生物科技公司一直以高频

子烟生产企业一度达到800多家，而到2016

率的产品升级换代闻名于深圳电子烟产业。

年已经锐减到了300多家。FDA新规的颁布，

据不完全统计，梵活公司目前申请的各种国

封死了很多电子烟企业的国外发展之路，电

内外研发专利达1000多项。企业创始人兼总

子烟产业对于生产企业的洗牌已经开始。中

裁华健先生说道：“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一

国虽然仍未明确出台相关监管规定，但未来

家对消费者负责，产品严格遵循国际高端生

国内电子烟产业回到监管范围之内已是必然

产标准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然而，FDA新法规

之路。到那个时候，电子烟企业将会面临更

以保障生产更安全的电子烟产品为借口，对

大的挑战，还会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在严格的

全球的电子烟企业施加了沉重的负担，并且

监管面前被淘汰，而一些起步早，发展快，

这种负担影响了我们的创新力。”

基础雄厚的电子烟企业却会迎来更多更好的

正在积极筹办第三届深圳电子烟国际

发展机遇。

博览会的深圳创意时代会展公司人告诉烟草

欧洲对电子烟的法律监管比美国要宽松

在线记者说，目前来看，FDA新规的颁布的

许多，且少了很多烟草公司的影子，TPD的

确使有自己品牌的小企业受到伤害而被迫转

出台不是颠覆性的影响，所以欧洲的法规对

行，还有一些小规模的代工企业因为没有订

电子烟的发展是良性促进的。欧洲和俄罗斯

单也受到伤害而关停，但一些规模较大的代

的电子烟生意是中国许多电子烟小工厂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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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因为小品牌倒闭转行把市场转出来给

活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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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雪茄的热论：哪国雪茄最好？

最好的雪茄：并非
仅有哈瓦那

什么地区产的雪茄最好向来是雪茄鉴赏者们争论的话题。一些人将古巴雪茄列为上上之
Staff Report

选，其他人则认为，尽管古巴的雪茄品质尚可但并非最佳，只是因为美国对古巴采取禁运措施
才会导致数量的稀缺以及神秘感十足。对这些雪茄爱好者而言，其他国家生产的雪茄也能跟古
巴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巴在优质雪茄上享有的垄断地位主要源于1960年以前其他地方还没种植优质烟叶。
之后，古巴发生了政治动乱，许多最受人尊敬的烟草种植户以及雪茄加工大师们逃离古巴，
开始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种植优质烟叶。

多米尼加雪茄
多米尼加共和国是长期享有优质雪茄生产国盛誉的一个国家。事实上，多米尼加是世
界上最大的雪茄生产国，拥有60万英亩的烟田以及2.1亿支手工雪茄。烟草是这个加勒比国
家土生土长的产业，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多米尼加的烟叶主
要用于卷烟，直至古巴发生政治动乱后，烟草成为一项全国性的产业，也因此很多古巴的家
庭选择来到临近的多米尼加生活。
多米尼加烟草主要种植在锡瓦奥谷地，那是一片位于Cordillera Septontrional山
脉以北、中科迪勒拉山脉以南之间的土地肥沃的区域。位于圣地亚哥西北部的这片谷地
拥有全国最肥沃以及最深厚的表层土，大多数雪茄用的烟叶就产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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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主要的多米尼加雪茄生产商在圣地亚哥建有工厂，包括大卫
杜夫、La Flor Dominicana、La Gloria Cubana、La Aurora、Leon
Jimenes、Cojimar、Montecristo和Arturo Fuente。与古巴雪茄相比，
多米尼加雪茄味道比哈瓦那温和许多，而且以口味多样、芳香四溢、颜
色多变而闻名于世。最被人熟知的多米尼加品牌有Santa

Damiana、La

Aurora 和 麦克纽杜。
1992年推出的阿图罗•富恩特 Opus X雪茄被认为是多米尼加雪茄的先驱
代表之一。Opus X由100%的纯多米尼加烟叶制成，是第一款多米尼加雪茄。
历史上，多米尼加烟叶不适合做茄衣，但富恩特庄园却打破惯例，用自己种
植的茄衣生产出了Opus X。
Procigar成立于1992年，是多米尼加最具传统和丰富经验的雪茄制造
商协会。今年二月召开的2017年Procigar

Festival节已迎来第10个年头。

在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Quesada雪茄的Manuel“Manolo”Quesada Jr.表示
今年的烟叶品质上乘，烟地长势喜人，预计季末会再次迎来好收成。
在同一场发布会上，Tabadom控股公司的总经理Hamlet Espinal分享了
国际销售的好消息：2016年优质雪茄的销售总量和往年持平，欧洲下降的
5%销售额在美国以及全球免税销售上得到弥补。亚洲区域的销售额也增长
了约5％。

洪都拉斯雪茄
受益于古巴政治动荡影响的另外一个国家是洪都拉斯。继多米尼加和
尼加拉瓜之后，洪都拉斯在雪茄产量上排名第三位，被认为是雪茄界沉睡苏
醒的雄狮，产量在2015年跃升了6个百分点，达到近6800万支。
自1765年以来，洪都拉斯一直是老牌的烟草中心。西班牙在16世纪征
服这个国家并将其变为殖民地时发现，河谷生长的野生烟叶能带来巨大的财
富。西班牙王室以烟草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去利诱人们到洪都拉斯定居。洪都
拉斯西北部和西部地区发现的野生烟叶被称为copaneco。
洪都拉斯烟叶种植和制造雪茄闻名的地区包括科藩、Danli、哈马斯特
兰和塔兰加山谷。 Danli地区周围的EI Paraiso是该国的雪茄之都。今天，
大部分烟叶种植和洪都拉斯雪茄生产都在Danli及其周边的南部地区以及哈
马斯特兰山谷进行。
如今，洪都拉斯种植的雪茄烟叶主要是古巴种子。因此，大多数吸烟
者往往难以区分洪都拉斯雪茄和古巴雪茄。古巴criollo烟叶和背阴生长的
corojo烟叶的味道都十分浓郁，这两种烟叶都需要经过仔细发酵和烘烤才能
使烟叶醇熟。康涅狄格遮叶或者洪都拉斯遮叶都被用作外包叶。
洪都拉斯雪茄广受欢迎，被誉为全球味道最浓郁的雪茄之一，通常比
多米尼加雪茄或尼加拉瓜雪茄更浓郁。然而，也有一系列较温和的洪都拉斯
雪茄。
其中最著名的洪都拉斯雪茄是Camacho Corojo品牌，产于古巴政治动荡
时期。Eiroa家族在种植和生产世界级雪茄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并把其古巴农场的烟草种子带到了洪都拉斯，开始生产洪都拉斯雪茄。
其他一些知名的洪都拉斯雪茄包括洛基帕特尔的RP 1990、RP 1992、

RP Sun Grown、Olde World Reserve、the Edge、RP Gran Habano和Punch
Honduran Cigars。

tobaccoasia

37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德国

虹霓数字化模块
虹霓公司与其子公司ISIS公司（专业的烟草业
软件开发公司）合作，为烟草业建立了一个数字化模
块系统。特殊产品与业务开发主管托马斯•福克解释
说：“通过虹霓公司的网络，我们可以利用业内每个
加工厂、机器、附件、服务和加工的专业知识。对于
ISIS，与虹霓公司的合作则是为开发与执行MES系统进
行的完美匹配。”
虹霓MES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配方、订单与预定
管理和仓储管理、生产计划与安排、NTM供应管理、
品牌变化支持/执行、生产性能监控与优化。福克
说：“在开发过程中，我们尤其专注于满足这个领域
的独特需求。ISIS设计了一个易于使用，可适应客
户特殊要求的系统。在日常生产中，MES提供关于当
前机械状况、界面与加工过程的详细信息。这个系统
的应用还可以延伸到AREO软件套餐，对所有过程、物
流、机器设备与生产系统进行实时检测、控制、优化
与自动化选择。”
MES客户端可以作为移动APP，安装在平板电脑
上，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管理工具进行部署和管理。
根据利用虹霓公司对烟草业加工工艺的深度了解而开
发的生产工艺模型，MES准确地记录了每次所做的决定
的效果。福克解释说：“对假设性问题进行的分析，
非常清晰而直观地显示出管理决策的效果。这个系统
还通过将初级加工与二级加工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
了烟草的产量。MES使我们能够优化初级加工的规范，
满足二级加工的产量目标。在完成初级加工之后，二
级加工程序就会得到调整，以最佳的方式对初级加工
输出的配方烟丝进行加工处理。”

美国

NDC Technologies总部乔迁新址
全球领先的精密测量和过程控制解决方案供应商
NDC Technologies宣布，将考虑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
温岱市的生产和行政中心搬迁至俄亥俄州代顿市，后者
将成为NDC
Technologies的新总部所在地。搬迁完成
后，将对欧温岱市的旧总部注入大量投资，改善主要的
基础设施，使其成为新的Web流程技术解决方案卓越中心
（Web Process Solutions Technical Centre of Excellence）。
此举是推动业务流程精简的持续战略的其中一项举
措，目的是让业务流程变得更加快捷，进一步提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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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改变着价值链结构
对托马斯•福克而言，MES显示了大数据与网络如
何与烟草业、机械、工艺相关的深厚知识相结合，创
造出成为真实的烟厂生活中利益具体化的关键因素的
解决方案。他说：“我们对在数字化及工业4.0领域
里所制定的所有战略都有一个规定——它们必须为我
们的客户提供明显的增值，而且必须是模块，可以用
来支持步入向工业4.0发展的客户们。这将使它们能
够在今后进一步实现显著的成本节约和优化。”

在全球的落实能力，更加聚焦于服务客户，开发新产品
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NDC Technologies在先进
的生产计划上将继续与全球的重要供应商合作，保持最
大限度的业务应变能力，与此同时，还将重点发展关键
技术推动公司未来的业务。公司的研发团队将继续集中
精力开发新的传感器技术以及适用于挤出吹塑业的控制
分析软件。
“我们正在实施一项阶段性计划，以缓解过渡期
间的压力和确保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优质服务，”
NDC
Technologies总裁戴夫•罗兰说道。
罗兰强调称：“我们专注于NDC公司在未来的长期
发展，目前正在采取战略性措施以期进一步改善公司的

智能作业
的理想合作伙伴

智能机器智能应用智能服务工业 4.0 对每一客户均有着不
同的意义。任何公司都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适合自己特定
需求的解决方案着手展开，然后持续扩展至价值链的每一
个领域。在这一进程中，虹霓始终支持着客户，并提供全
方位的咨询服务和全覆盖的模块化解决方案组合。
FUTURE – MADE BY HAUNI

www.hau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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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go Pujadas i Amigó 于125年前创立了Pujadas公司

西班牙

Pujadas欲向东南亚和中国拓展粘合剂业务
粘合剂供应商Pujadas的业务范围遍及欧洲、中东
和非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该公司计划通过本
地代理商和合作伙伴向东南亚及中国等新兴市场扩张。
Pujadas公司由Domingo Pujadas i Amigo在125年
前创立，是一个全球化的家族企业，致力于平衡粘合
剂业务的发展。该公司向四大跨国烟草公司（菲莫国
际、英美烟草、日烟国际和帝国烟草旗下的ITG公司）
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型独立制造商提供服务。

第十五代传人Marc Subias
Pujadas承诺将把Pujadas
发展成一个全球化的粘合剂
公司

“我们高效的业务团队及创新的业务模式在当前
的卷烟生产网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ujadas
公司称。
近些年来，烟草业的粘合剂行业趋向过于集中
化，Pujadas公司正在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突破当前
的市场现状，为卷烟制造商提供更加便捷的解决方案。
“我们使客户的运营变得更加简单，它们更容
易做出购买决定，这种改变获得了全球顶级客户的赞
誉。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希望在相互信赖
与共同合作的基础上，与那些崇尚优质品质和服务及
创新的领先客户进行合作。”

整体运营情况，从而提高我们在未来增长中的竞争地
位。我们认为始终与那些信赖NDC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客
户保持一致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公司还将在代顿总部
进行大额投资，扩大当前的运营规模，提高处理先进传
感器的构建能力。”
NDC Technologies下设4个业务团队，分别服务于
薄膜挤出吹塑市场、食品、烟草和散装材料市场、冶金
市场，以及电缆和管材市场。该公司在每个重点市场领
域都设有一个卓越技术中心，并对研发活动注入大量
资金，稳定公司在测量和控制技术上的领先地位。NDC
Technologies隶属于Spectris Plc，后者是位列英国富
时250指数的一家上市公司，旗下由13个世界一流的公司
组成，专注于为各自领域的客户群体不断改善产品质量
和服务水平。

Kaymich公司重新设计了GT6系列的重力热熔槽，以
改善重力供料系统的过滤性能。新的热熔槽设计不会发
生玷污或者堵塞的情况，因而可以避免故障停机。
此外，700µ的新滤嘴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因为它被
安装到了合适的位置，由能够提供接合型线程的新截止
阀组件支撑，消除了操作人员在完成清洁后更换过滤器
过程中发生失误的可能性。
正如Kaymich公司总经理Michael Bedford所言，新
的滤嘴系统能够提供最具前瞻性的技术。“第二节滤嘴
可以在以后安装，安装过程很简单，只需要拿掉过滤嘴
盖子，插入150µ电池，然后更换盖子即可。这意味着目
前所进行的任何投资不仅会生产出更加优质的产品，而
且在合适时机到来时也可将热熔槽系统随时升级到泵送
系统，”Kaymich总经理说。

英国

印度尼西亚

C.B. Kaymich & Co. Limited公司（以下简称
Kaymich 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粘合剂应用和流体控
制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和创新者，该公司很高兴地宣
布，将对其热熔槽滤嘴进行升级，以履行承诺提供质量
最优的产品。

苏威丝束公司最近于印度尼西亚泗水举办了第一届
滤嘴研讨会。在两天会期中，100余人参加了关于卷烟过
滤市场与创新的系列报告与讨论活动。研讨会上，客户
代表、合作方与苏威丝束公司员工作了报告。研讨主题
涵盖了烟草、薄膜、滤嘴机械和发展。

Kaymich 公司升级热熔槽滤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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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威丝束公司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滤嘴研讨会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德国

KT2升级
虹霓公司正在对KT2型烟草切割机进行升级，多年来这款切割
机在世界各地的无数个初级烟草加工厂里已经成为可靠的机型。
这款切割机囊括新型KT3型烟草切割机的全部性能，并且在实际应
用中已经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果。
升级后的KT2主要由一个包括新型研磨与刀片推进单元的新型
刀头组成。这些新功能的自动化通过对开关盒和单驱动进行升级
来完成。这些新功能带来了重大的改进，包括刀片的服务寿命延
长了10倍，切割准确率和产品质量都得到了提高，而且能更快地
更换磨损的零部件，因而机器的有效使用性得到了提高，尘埃的
产生减少，烟草中的多余研磨产品量也减少了。在实际工作环境
下利用升级版KT2的应用已经显示，可以实现材料与成本节约，而
且在烟草质量方面，如蓬松度等也获得了提高。升级版的KT2的特
点就是具有各种各样的新部件，它以具有吸引力的价格，有效地
将KT2转换成了KT3。
虹霓公司的专家们创造了一个量身定制包，将机器的使用年
限和状况及客户的愿望都加入了考虑范围。例如，他们可以选择
对机器的其他方面进行彻底检修这样的选项，升级可以在原地进
行，不必将机器从生产线移开，或将机器转移到客户的车间。不
过，在全球的虹霓公司工厂中，或在生产烟草切割机的虹霓匈牙
利公司对KT2进行升级转换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刀头外的所
有部件和开关盒可以同时进行保养维护。请注意：这些也可以在

苏威丝束公司印度尼西亚滤嘴研讨会——分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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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公司升级后的KT2
客户的工厂完成。升级版能保证虹霓公司
的客户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一直想要达到的
成果。KT2升级版解决了日常生产中所常
见的另一问题：尤其是电子零部件的供应
商，常常会停止供应老的零部件。结果，
如果不花更多钱进行更广泛的转换的话，
就不再可能保证老款机器的所有零部件的
供应。
而对KT2进行升级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苏威丝束公司开始“按地区”举办卷烟滤嘴研讨会
后，此次印度尼西亚过滤研讨会是2015年以来第三场地
区性大型活动。第一场地区性活动于2015年10月在迪拜
举办，第二场于2016年5月在俄罗斯举办。
苏威丝束公司的商务总监文森特•海克尔表示：“
苏威丝束公司已经在德国弗莱堡组织常规研讨会超过30
年。在烟草行业的日历上，这个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
项，也是与客户和合作商成果丰厚的交流平台，而且是
一个很好的纵观烟草产业全局并展望市场的平台。”
“我们的产业正面临着众多变数与新的职责。因此
讨论新的策略来应对变化的环境变得尤为重要。客户也
催促我们生产更多创新产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为了市场改革，苏威丝束公司意识到自身必须与客
户和合作商密切对话，与他们一同工作从而了解他们的
意愿与需求。
苏威丝束公司新加坡总部的大客户总监尼古拉斯•卡
斯泰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体量大
且成长模式良好。受益于印尼丁香烟，拥有一个独特的市
场。一个地域性活动，就像这次的滤嘴研讨会，可以使我
们有明确的主题，关注这些地域当地的特定需求。”
“本次印度尼西亚滤嘴研讨会的参与者反映良好，会
议中与会议后，我收到了很多这样的反馈：这次研讨会是一
个突破，并且是印度尼西亚首次举办这种类型的活动 。”

Nano-C

智能。
用途广泛。
紧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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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卓越世纪中心极具未来派主义的双子塔， 迅达公司总部办公室所在地

文/托马斯•施密德

传统烟草业迈向智
能制造新时代

图片由深圳华龙迅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人们可能喜欢、厌恶或忽视像“工业4.0”、“物联网”或“电脑智能化”这样的时
髦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事物不断发展向前，未来势不可挡。本期《亚洲
烟草》将介绍两款能带动烟草制造业融入时代发展潮流的卓越软件。
2013年，德国政府将“工业4.0”列为
工业发展举措之一。“工业4.0”即第四次

公司研发的VRII智能工厂平台，另一款则是
由德国软件开发商研发的XPS系统。

工业革命，旨在通过电脑智能化以及联系多

深圳华龙迅达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龙小昂

元化来提高生产能力、优化生产效能、加速

VRII智能工厂平台：未来近在眼前！

生产集成、促进相互通联以及数据收集。近

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期以来，“工业4.0”在注重成本以及高效

（以下简称为“讯达”）成立于2003年，

利用资源的制造业流行开来。世界各地的一

拥有员工300余人，是一家主要向烟草行业

些软件公司也对“工业4.0”青睐有加，开

提供智能管控解决方案和信息技术软件的

发了复杂的一体化系统软件，很大程度上加

公司。“事实上，我们90％的客户来自烟草

速了制造流程中的调度、管控和监测以及设

行业，比如烟草机械公司和卷烟制造商，”

备维护、备件管理还有其他一系列必不可少

讯达的女董事长胡丽华说。目前中国和韩国

的工作环节的管理，而这一切均在“指尖”

是公司的重点市场，客户有云南红云红河集

就可完成。《亚洲烟草》重点关注了两款独

团、湖南中烟、上海烟草机械公司、韩国

创性极强的全方位管理平台，一款是由中国

KT＆G公司等。但是，公司近期也着力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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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深圳华龙迅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VRII智能工厂平台推向其他市场。2016年在
汉堡举行的世界烟草加工设备及机械博览会
上，该平台被更多的客户所认识。VRII平台
的研发可追溯至2005年。当时，讯达发布了
IPC自动控制系统、HMI和数据采集系统的基
本功能模块。接下来的几年里，讯达拓展模
块系列，最终形成了如今最具未来化的VRII
智能工厂平台。
图片由深圳华龙迅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令人惊艳的集成功能
该系统的核心是规模设计和运用广泛的
VRII MES（生产制造执行系统）模块。公司
的总经理龙小昂解释说：“MES生产制造执

扩展功能模块

行系统是一套融合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管理系

讯达专有的MES系统很快补充了两个模

统，为企业提供产品数据管理、统计过程控

块：VRII数据采集系统和VRII设备生命周期

制、生产流程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

管理系统。每个模块都拥有下属子模块来完

物料管理、看板管理、报表管理、底层数据

成各种相关任务。补充的配套模块是研发于

集成分析，还可用于生产计划、执行、跟

2009年的VRII

踪、防错等多项重要管理任务，这些都有助

VR（虚拟现实）视觉技术进行整合而做了进

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透明度。”

一步的改进。“今天，VR技术主要用于工业

VRII故障诊断，机器
零部件显示红色表
示出现问题或者即
将出现问题

3D虚拟仿真系统。该模块对

Boegli.ch

STORY TELL YOUR BRAND
Boegli–Gravures can help you to develop subtle, refined and
ingenious ways of elevating your brand’s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your consumer brand experience. Let us partner with
you bring new dimensions to your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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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深圳华龙迅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自由选配
通常情况下，三个系统的每个子模块都
可以自行搭配购买。换句话说：客户不需要
购买完整的系统，只需要选择工厂或企业需
要的特定模块。胡丽华董事长说：“我们可
以为每个客户设计一个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使他们能够建立最佳的智能高效的管理体
系。”

兼容互包和数据广泛的3D图书馆
据胡丽华董事长描述，VRII模块可以实

VRII MES模块实时监控的3-D显示机械；点击单个机器即可显示生产、
机械和生命周期等不同数据。

现与其他供应商的系统组件的完全兼容。就

设计。但我们在实际的生产制造环境中部署

界面语言功能而言，VRII系统可以以客户所

了VR。VRII平台是世界上首个智能工厂管理

期望的任何语言进行编程。基于购买的子模

系统。常规摄像机监控和VR监控的区别在于

块，VRII系统模块还附送了一个完整的机械

摄像机监控反应时间缓慢也在出现问题时无

和零件的3D模型库，与工厂车间的零件如出

法预警。但VR技术却可以预测即将发生的问

一辙。这个模块能帮助操作员或技术人员实

题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响应时间很短。”龙

时查看场内所有设备的运行。如果系统识别

小昂解释说，他坚信基于VR的工厂管理系统

出问题，例如即将发生组件故障，那相应的

将会成为大势所趋。

部件就会发出明亮的红色警报，以帮助操作
人员迅速准确地锁定问题并在几分钟内或是

移动操作和设备控制

几秒的时间里决定解决方案。“如果要添加

2015年，通过整合通讯技术，VRII智能

新的机械、新零件或组件，可以将新的3D模

工厂平台做了最终的优化改进，实现所有模

型发给图书馆数据库以保持数据的及时性和

块与笔记本电脑、台式计算机甚至智能手机

可靠性。”龙小昂解释说道。

互联进行远程操作。与VRII智能工厂平台类
似，讯达还研发了VRII智能设备控制平台和

10个月内系统即可运行

VRII智能服务运维平台作为VRII智能工厂平

取决于客户要求模块的复杂性，VRII系

台的可选系统附件，但客户也可根据自身需

统通常需要8至10个月的开发才能让完全运

要选择其一作为独立的系统。

行。胡丽华说：“我们派出技术人员组建系
统，进行配置、校准和测试，还对客户的技
术人员进行培训。”此后，根据商定的合同
条款，公司会提供1至2年的免费维修服务。
虽然这种售后服务通常以远程的方式提供，
但龙小昂解释道“除非系统版本升级不然将
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免费维修服务。”
尽管这意味着在约定时间里会另外派出一批
技术团队。

图片由Xavo AG公司提供

Xavo AG近半客户来自烟草行业
总部位于德国南部郊区拜罗伊特，成
立于2002年的Xavo

AG公司原是一家IT服务

公司，2012年之后发展成为一家软件产品
位于德国拜罗伊特的Xavo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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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业务开展伊始，公司便与烟草行

图片由Xavo AG公司提供

图片由Xavo AG公司提供

Xavo销售顾问安德鲁•韦伯

Xavo XPS “launch pad”（开始界面）

业联系紧密，因为公司的两个创始

MES、APS、S＆OP软件整合成一个单独的系统，但它起到的作用仍不大且花

人都曾担任过烟草制造业的高管。

费不菲。”韦伯解释说，XPS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能提供全方位的、

公司的销售顾问安德鲁•韦伯解释

无缝链接以及可靠的规划/排程以及执行功能，是一套真正实现“一体化”

说：“自然而然地，Xavo客户群

的工厂管理系统。“这并不意味着XPS是由单个人或只有一小群人操作，而

体里有一半来自于烟草行业。随着

是在大家的规划和生产中共同操作,”他指出。

公司增长速度的加快，我们希望烟
草行业客户能保持50%的比例，甚

员工协作与无拘束系统

至有所扩大。毕竟，烟草行业对智

“该系统可以为不同岗位的人进行功能设置以发挥最佳的效果，同

能软件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需求恰

时，系统还为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提供帮助。”为了让人际交互变得更加

好是我们能提供的。”韦伯补充说

巧妙便捷，基于网络架构的XPS能在许多不同的操作平台比如智能手机和

道，Xavo目前的客户包括英美烟

其他移动设备上运行。为了进一步说明XPS的多功能性，韦伯解释说，虽然

草、日烟国际、Etsong等公司。

MES套件遵循ISA

“我们目前没有在亚洲销售。但这

制。“系统能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综合规划。在管理规划订单时，系统

种情况未来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亚

能按照每月、每周或是实时进行订单管理，这意味着即使处于单一制工作单

洲区域是重要的市场。”

元的人们也可以有效地对订单的发生和变化做出及时反应。”

XPS：构建共同核心

专注创新远比价格竞争来得重要

S95标准，但它的规划功能并不受APS和S＆OP等类别的限

然而，随着“工业4.0”在烟

韦伯承认，Xavo公司与亚洲、欧洲和其他地方提供MES和APS解决方案

草行业席卷开来，韦伯所预测的未

的公司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他再次重申，XPS系统能将生产规划/排程

来会超出预期更快地到来，因为公

以及生产执行整合在一个单一的系统中来，并以独特的方式加强操作员、规

司推出的XPS（Xavo Plant Sched-

划人员以及经理之间的合作，能取得更好的业务成果。这就是为什么Xavo不

uling）系统具有明显的优势，其

是以价格赢得竞争而是以实际价值赢得市场。“对我们而言，这不是一个谁

应用程序功能（或模块）已处于同

的产品更便宜或更昂贵的问题，而是产品的实际价值是否始终如一的问题。

类产品的顶尖位置。XPS的规划/

因此我们的销售价格是合理的，有这样的定价才能让我们继续创新产品。”

排程和任务执行是两个独立的系

他总结说道，单以价格而论的公司通常并没有专注于创新，只是在已经建立

统，这使得XPS与大多数竞争对手

起明确标准的市场下战战兢兢地运营。韦伯还指出，像XPS这样的复杂的工

的产品区分开来。“程序模块要解

厂管理系统最终会以价值让市场主动为其买单。

决的困难在于整合。即使将不同的
48 tobaccoasia / Issue 2, 2017 May /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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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烟草公司梅维斯Option加香胶囊卷烟

KT&G公司Raison Sun Presso加香胶囊卷烟

加香胶囊卷烟全
球市场增长潜力
巨大
欧睿国际烟草部负责人Shane MacGuill

尽管面临着监管政策带来的重重威胁——包括明确的加香卷烟
禁令以及暗度陈仓的黑市交易致使创新难度增加——加香胶囊卷烟
在全球市场的销量仍在不断增长。2015年全球销量为640亿支（比
2011年增长4倍），约占全球卷烟市场（不包括中国）的2.5%。预计
2016年全球销量在此基础上会继续有所增长。

市场占有率分布不均
加香胶囊卷烟在一些市场的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拉丁美
洲，该地区拥有胶囊卷烟消费比例最高的五大市场，在日本（8%）、
英国（8%）和韩国（6%）等较大市场的占有率也很高，然而在俄罗
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特大市场的占有率几乎为零，这说明从全
球来看，加香胶囊卷烟仍是一个利基市场。所有的跨国烟草制造商
和许多小品牌制造商现在都在它们的系列品牌中加入了胶囊。菲莫
国际和英美烟草在胶囊卷烟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都很高，这两家公司
的主要品牌及全球驱动品牌产品中均有胶囊卷烟。
欧睿国际未直接研究该细分领域的价值。按等额比例计算，价
值可达84亿美元。然而，综合考虑地理因素和各级分类市场的占有
率（在卷烟价格较高而且销量高的地区以及所有市场溢价定位的倾
斜），该细分领域真正的TIRSP价值可能超过150亿美元或更高。

组合胶囊引领创新
相较于其他产品，预计组合胶囊产品会持续增长，例如欧洲的
Pall Mall Double Click和日本的Kool Escape。事实上，单从销量
来看，日本是最大的胶囊卷烟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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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创新将继续来源于日本。亚洲、拉丁
美洲和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市场的香
味也变得越来越有异国情调，包括葡萄味、
草莓味，甚至有威士忌味（日本市场的云斯
顿系列产品）。我们看到跨国烟草制造商在
除印度尼西亚（例如万宝路丁香薄荷与万宝
路丁香混合）之外的更多市场使用丁香做调
味剂，因此，我依然相信丁香味胶囊是一个
较为可行的趋势。
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对监管的担忧
似乎妨碍了卷烟产品的推出和对该产品的需
求，然而欧洲新《烟草产品指令》（TPD2）
还未对其产生明显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制造
商希望确保面市的产品符合监管要求的门
槛。总而言之，胶囊产品在消费者中大受欢
迎（据说，烟草业甚至认为在某些市场胶囊
产品能够吸引吸烟者从非法贸易中退出，尤
其是拉丁美洲），有人预计制造商将利用这
些产品来应对监管时间的限制。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总之，该细分领域仍为业界提供了大
量的机会。事实已证明它对消费者具有吸
引力，并在一些市场上给吸烟者带来了明
显的附加价值。它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可燃型卷烟面临的来自电
子烟的竞争力。胶囊也使卷烟品牌更难以
伪造，为该法律领域在打击非法白烟方面
提供了竞争优势。
加香胶囊卷烟在一些特大市场的占有
率非常低，这些市场中短期内不可能出台监
管加香卷烟的政策，因此，有很大的扩展空
间。我们即将看到，胶囊产品在中国以符合
当地口味类型的绿茶味等形式开始兴起。虽
然当前的发展形势对四大烟草巨头没有太大
助力，然而对于整个卷烟价值链却意义重
大，如果该细分领域能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
之地，那么加香胶囊卷烟的销量将会超过当
前的全球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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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NEWS

古巴

烟农将迎丰收
求量激增

烟叶新闻

国内外雪茄需

在连续两年遭遇收成不佳后，
古巴烟农今年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与此同时，由于游客激增，再加上

美国放宽了雪茄采购相关法规，古
巴雪茄需求量大幅增长。
今年春天，在比那尔德里奥省
田间放眼望去尽是绿油油的烟叶，烟
农相信这将是多年来最好的年头。
2016年，由于古巴雪茄在国内
外的需求不断增长，其销售额突破

美国

ITGA会议关注烟农可持续发展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年度美洲地区会议集合了多家来自
阿根廷、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的组织。巴西的烟农种植协会
组织了这次会议，并与此协会主办的另一个会议，巴西家庭农场最大
的盛事——“美洲农业展”共同召开。
ITGA的主席丹尼尔•格林在开幕演讲中谈到此协会在帮助缓和全
球烟草供需不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维持价格稳定。以此为目
标，ITGA于2016年会上采取了新的策略，关注那些严格执行方针政策
的、维持供给链从而应对给烟草产业为主地区与国家带来威胁性挑战
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Green也表示，依据此发展方向，ITGA通过参加消除烟草行业童工
基金会（ECLT），参与到抵制烟草种植国家雇佣童工和发展教育项目
中来。
根据ITGA会议上宣布的数据，2016年全球消耗5.6万亿支卷烟，相
比2014-2015年下降了1.8%。据估计有20.4%的成年吸烟者的卷烟消费额
为6985亿美元，平均每包卷烟3.08美元。中国消耗了全球总量的46%。
中国烟草市场是第二大烟草市场——俄罗斯的10倍，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分别为第三和第四大市场。
Green还根据自己的数据讨论了全球烟草市场的行情，55%卷烟由弗
吉尼亚烟叶制成，包括弗吉尼亚的中国品种。其中37%为美国品种（由弗
吉尼亚、白肋和香料烟品种混合而成），剩余8%为其他品种。弗吉尼亚
烟叶在上个季度的产量为40亿吨，而白肋烟产量刚超过60万吨。
ITGA总裁安东尼奥•阿布鲁尼奥萨谈论了COP7（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七次大会），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即将召开的
COP8的规划与设想。“这些会议所讨论的是技术，而未能重视烟草种
植者的经验，”他说，“参加COP的主要是与卫生组织有关的健康方面
的会议代表和NGO，但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烟草作物的多样化。 我们期
待被邀请，然而不仅未能参加，也不能参与相关讨论。”
向着COP8努力的ITGA期待FCTC依照惯例步骤实施第9和第10号条款
（关于成分与公示）。直到现在，FCTC工作组在成分的定义和这些停
滞不前的问题上仍未能达成一致。
阿布鲁尼奥萨也提到“加热不燃烧”产品。“我们谈的不是一
个新市场，而是一个潜在市场的接受度问题。我确信我们会于近期推
出与已有产品类似的新产品。对于烟草种植者来说优势是加热型烟草
产品中含有烟草。如此相较于三年前市面上只有电子烟的景况，我们
会保证较长时间的持续生产。因电子烟的尼古丁液体只需极少的烟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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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亿美元。对于资金紧张的古巴政
府而言，游客和访问者的涌入不但
推动了古巴的国内需求，海外分销
商的销售额也创下历史新高，成为
一个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巴基斯坦

斯瓦比烟区将获2.56亿卢比税
收基金
2016-2017财年，预计斯瓦比烟
草种植区将很快获得2.56亿卢比烟
草税开发基金。
该基金只能用于开普省烟草
种植区的烟农福利。斯瓦比、曼瑟
拉、查沙达、马尔丹、布纳尔和
Swat均位于开普省，这些地区每年
通过MPAs获得该基金，MPAs被授权
将资金用于其选区内烟草生产区的
开发项目。
2015-2016财年，斯瓦比获得
2.55亿卢比税收基金。
在推出该基金之前，上述各地
区的MPAs必须就基金分配方案达成
一致。根据各地烟叶产量，向各个
地区提供基金，然后在各省区议会
选区中予以分配。

印度

Ongole地区烟叶拍卖开局良好
今年，Ongole地区Prakasam区
内的烟草拍卖平台开局良好，很是
鼓舞人心，在Ongole II拍卖平台浅
色等级烟叶以每公斤161卢比的高价
售出。
烟草委员会南部黑色土壤
（SBS）区域经理G.
Umamaheswara
Rao表示，烟农运来的11,795公斤的
烟叶被11家贸易商抢购一空，这些贸
易商参加了电子拍卖开幕日，并且开
出了每公斤159.79卢比的高价。
在南部浅色土壤平台（SLS）
上，据区域经理G. Ratnasagar透
露，8家贸易商以每公斤159.17卢
比的均价购买了8,583公斤F1级的
烟叶。

烟叶新闻

Ongole
II拍卖平台总裁V.V.
Prasadn表示，在SLS和SBS拍卖平台
的烟草配额产量为8200万公斤，传统
种植区域烟草产量急剧下降至5500万
公斤的情况下，均价不低于每公斤
135卢比烟农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由于长时间干旱与寄生草Orabanchecernua的危害，今年的烟叶
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
其中的50%是中级烟叶，30%是
浅色等级烟叶，20%是低级烟叶。对
于中级烟叶和低级烟叶，烟草委员
会有责任确保烟农分别获得每公斤
145卢比和100卢比的均价，从而保
障烟农明年继续种植烟叶。

美国

烟草协会发布新网站
烟草协会（TA）新推出了一
个网站（http://tobaccoassociatesinc.org），主要宗旨是为以下三
个问题释疑解惑：1）烟草协会是什
么？2）烟草协会是做什么的？3）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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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烤烟为何是最好的烤烟？此外，该
网站还对烟草协会独特的推广方式、
项目、产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和诠
释，并且对最新公告、消息、信息以
及代表美国烤烟种植者运行的旅游项
目进行了展示。

津巴布韦

烟叶销量 同比增加39%
自烟叶拍卖季在3月份开幕以来
的一个月内，津巴布韦烟叶销量同
比增加了39%。
拍卖场已售出超过1800万公斤
烟叶，价值4670万美元，平均每公
斤2.61美元。去年同期，拍卖场售出
1300万公斤烟叶，平均每公斤2.48美
元。均价提高了5%，拍卖场内优质烟
叶的日交易量达100万公斤。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已售出243,356
个烟包，拒收了19,000个烟包。拒
收的原因包括超重、烟叶发霉以及
处理不善。目前售出的最高价是每
公斤6美元。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发言人
IsheunesuMoyo谈道：“2017年的产
量极高，我们售出了好价钱，收获
了高产量，今年销售季形势一片大
好。”
今年销售季之初，有些烟农向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抱怨新电子销售
系统和支付系统，因为新系统要求
烟农开设新的银行账户，直接把钱
汇入银行账户，而往年是烟农在拍
卖场直接收现金。
预计烟农今年销售季可获得至
少8亿美元的收入。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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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晒制的巴斯马烟叶

希腊烟叶：尚未走
出萧条？
文/托马斯•施密德

巴尔干地区种植烟叶的传统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希腊地区
也不例外，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香料烟产地之一。然而，该国的烟农和经销
商在过去几年可谓跌宕起伏。
在游客眼中，阳光明媚的希腊因其古
代建筑奇迹而声名远播，比如雅典卫城，还
有传说中的海滩、浪漫的岛屿、热情洋溢的
伦贝蒂卡音乐、丰盛的美食如希腊卷饼、希
腊肉末茄子饼和希腊烤肉串。但是对于全世
界的烟草公司来说，这个国家最知名的是其
极其重要的香料烟生产国的身份，此外还有
弗吉尼亚烤烟和少量的白肋烟，以上烟叶均
为卷烟制造的最初原料。巴斯马（Basma）
品种和卡特里尼（Katerini）品种是栽培面
积最广的香料型烟草，希腊这个小国还生产
一些非大众类型，比如Elessona、Tsebella
和Mavra等等，还有一些相对产量极少的类
型未予以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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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跌落经济深渊
2005年，希腊突然陷入债务危机，不幸
的是（实际上是被告知），这一切源于本国
政府管理不善。由于相关信贷紧缩，危机影
响相当大且涉及全国各个商业领域，影响着
全国1100万居民。农业部门也受到了影响，
烟农也未能幸免。从此，希腊一步步滑向萧
条的深渊，GDP逐年下降。此后，2006年，
希腊政府取消了欧盟对烟叶生产农业的补
贴，这也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简单来说，这
意味着重要的补贴不再专门与烟草种植业挂
钩，而是根据实际种植面积分配，与作物种
植情况无关。因此，即便目前他们改种其他
作物，全国的农民都可以收到以前指定给烟

希腊：2015-2017年全国烟叶总产量
烟叶类型*		 年份（单位：公吨）**
2015		
2016
2017			
				
巴斯马（BASMA）
13,300
11,425
卡特里尼（KATERINI）
8,075		
7,375
弗吉尼亚烤烟
6,800		
7,560
白肋烟
180		
290

（预估数据）

12,000
7,750
7,650
350

* 仅包含主要的烟叶类型
** 所有数据来自Kavex S.A. 和SEKE S.A.提供的数据

图片由SEKE S. A.提供

草种植的农业补贴。许多烟农紧紧抓住了这次机会，改种了其他作物。更糟
糕的是，在美国与西欧卷烟销量不断下滑的背景下，余下的烟农随之面临供
过于求的矛盾，遭受到香料烟烟叶价格下跌的打击。
如此结果下，更多烟农放弃了烟叶种植。日益下滑的数据显示，一度
欣欣向荣的烟草业再也不复当日的辉煌。在此次危机之前，希腊曾是欧盟最
大的烟草生产国，2002年所有种类烟草的产量为120,000吨，其中85,000吨
用于出口。两年后，这个数字缓慢减少至110,000吨，出口76,000吨。但随
后产量开始持续走下坡路，以惊人的速度加速下跌。到2014年，烟草总产量
已经跌至谷底，只有25,500吨。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一场踟蹰的复苏
幸运的是，最近，这种表面上仍持续下降的趋势中已经出现了反弹信
号，尽管出现地缓慢且犹豫不决。的确，几种较为罕见的香料烟品种从经济萧
条起完全在烟草田中消失，但全国的巴斯马、卡特里尼、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
烟的产量增加了，2015年总产量上升至28,355吨。尽管如此，香料烟的产量仍
不稳定，在2016农业年度，尽管弗吉尼亚烤烟有轻微增产，但巴斯马和卡特里
尼类型再次减产。但是接下来的一季将最终成为势在必行的转型季。该国的经
销商普遍预计今年三种主要烟叶产量将有所增长（参见表格）。
讽刺的是，一些观察人士称，希腊持续的经济萧条似乎会触发某种未
能预料的对烟草种植的积极影响。因工资和薪水已降至冰点，城市中的工作
机会极少且报酬极低，这导致了一定规模的劳动力脱离城市现象。据报道，
很多曾经的城市居民都决定回到乡下，重新拾起农活。其中有一些开始种植
香料烟烟叶，据悉，其全球价格开始回弹。
不考虑各种经济的惨淡前景，希腊也并非是唯一一个香料烟产量下降
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也一直遭受香料烟产量锐减的困境。从统计学角度
说，即便在当时环境下，希腊仍然居于令人艳羡的世界第二大香料烟烟叶生
产国之位，仅次于土耳其。2015年，土耳其占全球需求量的33-35%，希腊占
大约15%。紧随其后的相差不大的季军为马其顿（曾经的南斯拉夫的马其顿
共和国）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4%，保加利亚占6%，位于第四位。
图片由SEKE S. A.提供

巴斯马烟叶进入花期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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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ircodiet.com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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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vex公司烟叶加工车间全景图

Kavex公司：深谙
市场平衡发展之道
文/托马斯•施密德

近年来，整个希腊经济动荡，很多当地烟草商未能幸免于难，然而，Nicos
Gleoudis Kavex S.A（以下简称Kavex公司）设法渡过了这场危机，成长为
一个强大的实体，在全球销售其产品，谨慎平衡着其客户扩展。
Kavex公司成立于1927年，总部设在萨

司在美国仍有发展潜力，她将致力于美国市

洛尼卡，是一个家族式企业。目前，该公

场份额的增长。自从十几年前希腊逐渐废弃

司是希腊最大的独立烟草贸易公司，向四大

拍卖这一形式，Kavex公司仅靠农业合约生

洲的32个国家供应烟草制品。该公司总经理

产获取原料。Gleoudis解释了这个过程，“

Dorothea Gleoudis表示，她并未将特定的国

自从1981年希腊加入欧盟以来，所有的希腊

家或地区作为公司的关键市场来管理，“对

烟草作物都由烟农和经销商进行直接合约安

于我们来说，保持不同市场之间的平衡是很

排，合约在每年春季签订。”她补充说，公

重要的。”将近35%的Kavex公司的年销量在

司几乎所有采购的烟草都用于出口（参见图

亚洲产生，主要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台

表）。

湾的客户购入。
Gleoudis预计该比例将会在今后几年中

烟农鼓励机制和社会经济责任

略有增长，以证明此区域在近年的经济动荡

为保证稳定的品质和充足的产量来推动

之后，虽然缓慢但再一次有了复苏表现。尽

商业运作，Kavex公司开展了广泛的烟农培

管公司目前对于其在全球客户群体中的市场

训。Gleoudis说：“我们雇佣一个规模较大

扩展表示比较满意，然而，Gleoudis表示公

的农学家团队专门培训烟农，培训内容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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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提供

图片由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提供

图片由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提供

Kavex公司位于萨洛尼卡附近的厂房
图片由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提供

们是美国高级混合卷烟的主要成分。与此同
时，希腊产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主要用于
制作烟心，帮助平衡性价比。”她补充说，
除了种植在较大商业庄园的弗吉尼亚烤烟
外，以上提到的所有品种都来自小农场。
不同品种一般从源头就固定了，比如是
来自庄园还是小农场（一般弗吉尼亚烤烟会
被烤干，而香料烟品种会被晒干）。Kavex
一位烟农正准备将晒好的巴斯马烟叶进行醇化
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该公司还

公司在其工厂中做二次加工，出售弗吉尼亚
烤烟烟丝或者散烟形式的香料烟。

KAVEX：2016-2017年烟叶类型出口比例

向那些年收品质更好、烟草比例更高的烟农

烟叶类型		

提供更高的买入价鼓励。

2016		
2017
			 （预估数据）

Kavex公司一直在实施稳定的雇佣和烟

出口比例（ %）

巴斯马（BASMA）

85		

85

农培训机制、农药和种子反馈机制、水源和

卡特里尼（KATERINI）

85		

85

土壤分析，这些都是规定而非例外条款。该

弗吉尼亚烤烟

90		

90

公司还热情参与到社会责任计划中（简称

白肋烟

100		

100

SRP），并且是希腊社会环境与文明组织、

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总经理
Dorothea Gleoudis

来源：Nicos Gleoudis Kavex S.A.
图片由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提供

北希腊企业家文化社会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因此，Dorothea

Gleoudis表示该公司优先

处理了多种影响合约烟农与工人的社会与经
济因素，拒绝一切形式的歧视，帮助提升烟
农的生活水平，协助取缔童工雇佣。

来自小农场的高级香料烟
Gleoudis表示，当今希腊出产的主要香
料烟类型为巴斯马和卡特里尼，但也有大量
的弗吉尼亚烤烟和少量白肋烟。她详细阐述
道：“希腊的巴斯马和卡特里尼因其特性在
国际卷烟制造产业中有着极大的需求量，它

Kavex公司的烟叶实验室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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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希腊东北部克桑西市的SEKE S.A.厂房

SEKE：恪守品质承诺
致力打造产业典范
文/托马斯•施密德

从销量和价值来说，SEKE公司是迄今为止希腊最大的烟草供应商，拥有最大
的客户群，均是跨国企业。希腊经济复苏有望最终扩展到其他工业领域，而
SEKE打造的合作组织将是其中的典范。
希腊烟草生产商联合公司SEKE成立于
1947年，总部设于希腊东北部色雷斯地区的
克桑西市，目前是希腊最大的烟草商。总经
理Alexandros Kontos说：“我们还是一个
非常有活力的公司，集成了烟草方面丰富的
资产和经验以及创新举措和现代商业观念与
实践。”SEKE在克桑西使用现代加工设备，
目前向欧、亚、北美、拉美和非洲的30多个
国家出口。这个合作企业主要提供巴斯马和
卡特里尼等香料烟品种，也包括弗吉尼亚烤
烟。有趣的是，SEKE目前的产品目录里也包
括许多从邻国购买的烟草。例如来自保加利
亚的Krumovgrad和北保加利亚变种烟草，以
及来自马其顿（昔日的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
国）的Prilep和Yaka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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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经济前景
Kontos表示，由于希腊的烟草拍卖系统
已撤销，SEKE近乎100%的烟草来自合约农民
和庄园，只有非常少的烟草购买自小商贩和
合作公司。在2016销售季，SEKE与4709名希
腊烟农、1529名马其顿烟农和3216名保加利
亚烟农订立了合约。在2017销售季，Kontos
计划与5100名希腊烟农、2800名马其顿烟农
和3,250名保加利亚烟农签约，还有首次加
入的800名阿尔巴尼亚烟农。
他还提到，SEKE的巴斯马和卡特里尼
品种烟草仅种植于小农场，每个农场巴斯马
烟草的平均种植面积为0.9公顷，卡特里尼
为1.4公顷。弗吉尼亚烤烟种植于较大的庄
园，平均每个庄园有4.5公顷种植面积。包

图片由SEKE S. A.提供

图片由SEKE S. A.提供

弗吉尼亚烤烟烟田

括从邻国购买的烟草，在SEKE的贸易目录上

希腊的有机弗吉尼亚烤烟

图片由SEKE S. A.提供

的所有烟草品种2015年的交易总量为10.360

因其浓郁的香气与味道，SEKE提供的香

吨，2016年为12.735吨。2017年，该公司预

料烟被用于制造美国混合型卷烟。Kontos提

期交易量为15.450吨。“我们期望（今年）

出，“与土耳其Samsun和Izmir 烟叶一样，

的生产状况能更加稳定，当然天气无论何时

希腊巴斯马和卡特里尼被认为是国际市场中

都是导致减产的不确定因素”，Kontos如此

最好的香料烟。”他还说到希腊产弗吉尼亚

描述他的计划。

烤烟适合做烟芯也适合做水烟，同样拥有醇

图片由SEKE S. A.提供

SEKE S.A.库房

厚的香味、较低的尼古丁含量和高糖分。“

亚洲和跨国公司抢购
得益于多层次的发展，SEKE预计今年
能有较好的贸易扩展。Kontos说：“由于我
们更加多元化的烟草品类，对其他巴尔干半
岛国家的扩展，现有客户强力的支持和对新
市场的进入，我们的贸易量有很大增长的可
能。”在亚洲，目前SEKE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为日本、韩国和菲律宾。

希腊的大部分弗吉尼亚烤烟都是有机种植
的”，Kontos简单补充说。但是《亚洲烟
草》觉察到了这种新兴的全天然卷烟与其他
卷烟产品市场正在欧洲、北美甚至中东流行
起来。

品质第一
烟叶各个方面的品质是SEKE首要关注
的，该公司设立了一个保证机制来确保其产

“日本和韩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市

品符合品质要求。在每个农业季伊始，公司

场，今后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将会越来越重

的管理系统会根据SEKE的政策按顺序制定协

要，因为这些地区的（终端顾客）对上等卷

议，涉及可持续种植、环保倡议和社会责

烟产品有着极大的兴趣”，他补充解释道，

任，并且考虑客户的要求。Kontos说：“品

亚洲市场吸收了SEKE大约25%的出口量。

质来自这些协议的有效执行，这就是我们的

“但印度尼西亚是我们近期力求进军

运营模式。”SEKE的农学家和农田技术员

的新亚洲市场的主要目标”，剩下的85%

调度迅速，组织农民培训来引导烟农实现

的出口销量都到了“超级跨国制造商”手

协议的高效施行，这些也都在合约中有所

中，Kontos拒绝透露具体的公司名称。由于

规定。Kontos总结道：“我们农场中的每位

大部分贸易为香料烟，大约75%都是以散叶
的形式出售的，其余的烟叶以弗吉尼亚烤烟
烟丝的形式出售。

SEKE S.A.总经理
Alexandros Kontos

烟农都遵守规定，并且持续受到我们的员工
的指导、反馈和管理。甚至在收获之后，质
保系统也在我们设在克桑西的工厂中发挥作
用，在那里我们有三个质控实验室。”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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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收购站里的烟农

中国烟区控制烟叶产量
不忘烟农增收
文/烟草在线

对于烟草行业来说，烟叶是基础，烟

实上，中国烟草行业也一直在实现烟农增收

叶稳则行业稳。而烟叶生产和烟农队伍是

的“路途”上不曾停息。中国各个烟区为保

否稳定，则直接决定于能否保证烟农的持

证烟农收入采取了诸多措施。这些措施的实

续增收。

施，既是对烟农种烟积极性的保护，也是对

中国烟草行业自2014年起连续三年都在

转变烟叶生产方式的一种探索。

控制烟叶产量，降低烟叶库存，这无疑对于
烟草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也

立足烟叶主业促增收

应看到缩减烟叶种植面积，控制烟叶产量，

对于中国烟草行业来说，提高烟农增

在一定程度与烟农增收存在着矛盾，可能还

收，最根本的还是要做优做强烟叶主业，推

会影响着烟农队伍的稳定。

动烟叶生产减工降本、提质增效，增加烟农

在这种形势下，保证烟农增收仍然是
控制烟叶产量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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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中国云南曲靖烟区围绕市场需求，持
续提高科技措施转化率，提升烟叶质量，
增加亩均收益，剔除烟叶收购价格调整因
素，2016年每公斤烟叶收购均价比2015年提
高了0.28元，亩均增收38元，全年实现增收
4786.94万元。
曲靖烟区还持续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和
覆盖率，通过专业化服务，减少烟农投工投
劳,使得专业化机耕、植保、烘烤、分级的
覆盖率在2016年分别提高到71.8%、24.3%、
19.8%、94.02%，亩均增收104元，全年实现
增收13101.09万元。
2016年，曲靖烟区还积极利用科技措
施降低成本促进增收。在传统移栽方式之外
积极增加膜下小苗移栽面积，亩均节约成本

与传统烘烤方式相比，烘烤损失率同比降低

40元，共计增收228万元；积极推广绿肥种

1.7个百分点，实现增收1041.25万元。

植、秸秆还田和农家肥堆捂，比之前使用

曲靖烟区作为中国最大的烟区，还积极

普通肥料大大节约了肥料成本，实现增收

探索基本烟田的综合利用来实现增收。2016

1284.91万元；推行专业化烘烤24.5万亩，

年，他们结合烟区实际，按照“有基础、有

烟农正在整理采摘
的新鲜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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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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州毕节烟区坚持专业化分工和工
序化作业，着重抓好以烟农合作社为平台的
烟叶生产专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各个服务
环节挖掘减工潜力，实现烟农降1个工增加
100元收入的目标；坚持集约化生产，结合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推进烟叶区域化种植、
集中化管理。着力打造“生态优越、特色突
出”的烤烟产业带，全面实现资源集约化、
技术集约化、管理集约化、服务集约化；坚
持机械化作业。同时加快土地流转步伐，
推动烟区适度规模种植，在耕地、施肥、起
垄、盖膜、中耕等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
提高劳动效率；坚持常态化创新。深入开展
重点项目研究，着力抓好特色烟叶研发、特
色品种筛选、绿色防控、节能减排、土壤保
育、烟叶品质安全等重点技术的创新研究，
保障特色优质烟叶品质。

多元经营促增收
烟农在考房里整理
烟叶

市场、有订单、有效益”的原则，对烟叶采
摘完成后发展秋冬作物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
益尝试，共种植秋冬作物1.95万亩，增加收
入6040万元。

烟叶生产要严控计划，意味着烟农增
收要主动融入现代大农业，拓展新领域，切
实提高多元化经营在烟农收入中的权重和贡
献度。
所以，除了通过多种措施向烟叶生产本

转变生产方式促增收
在烟叶种植面积缩减的背景下，要想保
证烟农收入的持续增加，在基本固定的烟田
面积上创造出更多的效益，转变烟叶生产方
式就变得十分重要。

身要效益之外，发展多元经营也是中国烟区
增加烟农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建
立了烟农合作社的烟区，这种增收途径具有
重要价值，也得到了烟农的认可。
中国贵州遵义烟区在2016年创新“烟
农合作社+”模式，引导合作社、烟农利用

烟叶生产要严控
计划，意味着烟
农增收要主动融
入现代大农业。

烤烟育苗大棚、闲置密集烤房、冬闲及轮作
烟地，种植果蔬、花卉、特色稻米、食用菌
等，产值达到5288万元。同时，他们还拓展
大农业机耕、有机肥集制服务，也取得了可
观的收益。目前，遵义烟区的烟农多元增收
已形成“系统布局、平台组织、单元推进、
多业驱动”的发展格局，组织化、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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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贵州
绿色农产品风行天下”的战略部署，遵义市
政府提出打造无公害绿色农产品强市目标，
为烟农合作社利用烟田及配套设施发展多元
经营提供了良好机遇，也为烟农增收提供了
保障。
曲靖烟区也深挖合作社增收潜力，发挥
平台组织优势，提高了育苗大棚、烤房群、
烟草机械闲置期综合利用效率，拓宽烟农增
收渠道。他们完善合作社股份合作机制，引

对于中国烟草行
业来说，提高烟
农增收，最根本
的还是要做优做
强烟叶主业。

导烟农入股合作社发展其它产业，通过获取
分红增加收入；综合利用育苗大棚，种植
白菜、辣椒、番茄等蔬菜；综合利用烤房，

入，降低生产成本；促农增收，既要依靠烟

用于培养香菇和玉米、辣椒、三七、灯盏花

叶生产主业，又离不开辅业的支撑，通过发

烘干；综合利用烟草机械，服务烟外作物，

展多元经营产业脱贫致富。中国烟区的实践

像水稻、油菜、大麦、豌豆等。通过这些举

也正在沿着这两条“主线”积极推进，并取

措，进一步增加了烟农的收入。

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整个世界烟草环境日益

促农增收，既要“开源”，提高户均规
模、亩均效益，也要“节流”，减少用工投

严苛的情况下，中国烟区的探索也许能为世
界烟草提供一份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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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Facebook出现假烟广告
据BBC报道，英国一调查发现假
冒雪茄和卷烟在Facebook上投放广
告并销售。假冒品牌卷烟的伪劣产
品在Facebook上建立假账号，在市
场页面上出售并送货上门。
调查发现低价假冒雪茄和卷烟
Petra Lindenschmidt and
Rainer Göhner

Arnold André Dominicana
公司任命副董事长
佩特拉•林登施密特走马上任为
多米尼加Arnold André Dominicana
有限公司新任副董事长。她是一名
经验丰富的市场经理，从1993年起
开始就职于这家位于Bünde的传统雪
茄公司，并且在1996年公司推出长
茄芯雪茄业务时大显身手，与众多
长茄芯雪茄工厂接触（例如多米尼
加共和国最老的雪茄生产商拉奥罗
拉），直到近期还一直负责奥丁格•
大卫杜夫AG德国市场的所有品牌。
林登施密特如今即将领导Arnold André Dominicana公司系统发
展具有前瞻性的全球产品系列，着
手营销产品，发展新市场，并为这
一部分业务建立全球客户关系。
常务董事莱纳•格奈尔表
示：“我非常高兴林登施密特能担
任副董事长，如此她就可以负责公
司圣地亚哥的高端品牌，这些品牌
就可以归于有才干的人手下。她模
范的奉献、对不同种类烟草和雪茄
渊博的知识、广泛的经验，共同构
成了高端品牌线成功发展的基石,
对于手卷长茄芯雪茄、100%短茄芯
雪茄和小雪茄这些部分的扩展，
也将对我司的发展有所助益。例
如Carlos André、Buena Vista 和
BEAST 品牌，与我们的传统品牌Clu
bmaster、Handelsgold、Independe
nce 和 Vasco da Gama一样，已经
在高级市场上站稳脚跟并确立自身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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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超过真品两倍的铅和三倍以上
的镉。

Kirk Wayne

BBC记者暗访威尔士坦布里奇的
一名销售者，并向其购买了Mayfair
卷烟和Amber

Leaf自卷烟。这两款

卷烟真品的生产商日烟国际证实记
者购买的产品均为假货。
“去年，公司已经取缔了约
3000起在‘社交媒体网站’上销售其
品牌卷烟的非法销售行为，”日烟国
际如此说，“这些产品的黑市价值大
约超过40万英镑。”

Facebook

表

示，他们一直在删除违反其商业政策

Hank Mozingo

的内容，并将调查任何一种被报道为
违禁的行为，并已经删除了假冒卷烟

莫津戈负责多项业务，他还主持协

的广告。

会的国际业务，组织并经营了一个

几乎完全同样的卷烟广告曾用

声名卓著的咨询团队，保证了实验

不同的账号发布在其他的销售页面

室设备所必须的高度熟练的技术支

中。

持，利用美国烟叶独特品质来发展

美国

柯克•韦恩离开烟草协会
2017年3月31日，柯克•韦恩
宣布正式退休，结束自己在烟草协

成功的烟草产品。
韦恩宣布退休后，理事会选出
莫津戈任下任烟草协会主席。

英国

席38年。在柯克的领导下，烟草协

小包装卷烟和自卷烟禁令5月
开始实施

会从一个信息资源组织发展为一个

从5月21日始，英国烟民不能再

充满活力的独特组织，工作涉及教

购买小包装的卷烟和自卷烟。这条

育、美国烟叶分级标准说明与协助

关于小包装卷烟的禁令是于2020年

生产技术的发展以提高美产烟草特

彻底禁止薄荷烟这一长期计划的一

殊品质特性。协会的项目帮助发展

部分。

会的47年工作生涯，其中任协会主

成功的新产品，已使数百位烟草制

依据新的烟草法，小包装（30g

造业的负责人获益，并使美国烟叶

以下）的自卷烟和10支装的卷烟将

出口额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被禁止。政府于去年5月开始清除小

烟草协会项目成功的关键是汉
克•莫津戈长达27年的专注付出。

包装烟并开始实施卷烟平装，但是
商店有一年的时间来清理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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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禁令也适用于一些加香

泰国新控烟法也包含对任何含

卷烟和自卷烟，包括水果味、香料

有尼古丁产品的限制，包括水烟和

味、草本味、酒精味、糖果味和香

电子烟。

草味等。
对薄荷卷烟的完全禁令将在

乌干达

政府针对BAT的申诉进行辩护

2020年5月20日开始施行。

美国

5家医疗保健机构号召FDA颁
发加香卷烟禁令
5家美国医疗保健组织号召颁
布对所有糖果、水果味卷烟产品的
禁令，包括电子烟、雪茄和水烟，

乌干达司法部长在宪法法院对

坚持宣称这些产品在削弱减少青年

政府通过并操作烟草及烟草制品的

人吸烟工作的效果，且使儿童暴露

销售限制与规范的法律进行辩护，
Al

于烟草使用和尼古丁上瘾的健康风

回应英美烟草集团（BAT）提交的关

Tayer宣布了一项关于烟草、碳酸饮

险中。

于挑战烟草限制法令中许多规定的

阿联酋

拟增加烟草和饮料消费税
财政事务国务大臣Obaid

料和能量饮料的新消费税法，拟于
今年实施。
据该国务大臣所说，仅烟草税
将使每年的总税收增加的20亿迪拉
姆。他表示现在要估算饮品税的收
益为时尚早，因销量或会下降。
消费税率为100%，但国务大臣
说“应该更低一些，且应与各酋长
国法律保持一致。”

泰国

通过新控烟法

申诉。

美国儿科学会、美国肺脏学
会、美国心脏学会、美国癌症协

在此辩护中，政府表明烟草

会的癌症行动网和无烟儿童运动

在公共场所的限令是与对健康的

也对国会最近推出的立法进行了

伤害相应的。政府还表示“回应者

指责，指出该法律会限制FDA（美

（司法部长）应就烟草使用和露天

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对电子烟

吸烟的经济后果中包含政府、个人

和雪茄与正在扩大的加香卷烟市

和社会的巨大经济负担一事进行辩

场的监管力度。

论。”

5家机构的联合报告称：“尽

“这还导致了一些其它后果，

管FDA已对加香卷烟下了禁令，市

比如政府承担的医疗费用、失业、

场整体对加香烟草产品的需求仍在

残疾和过早死亡。”

成长。有设计感的产品对新的使用

泰国通过新控烟法，将青少年

民间社会组织——健康、人权

者更加具有吸引力已是惯例，烟草

购买卷烟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至

和发展中心，也在法庭出席，代表

公司近年来明显加紧了对其他加香

20岁。

一般大众的利益加入到政府对烟草

卷烟产品的引入与营销，特别是电

依据新法令，任何向低于法定

控制法的辩护中。

购买年龄的青少年销售卷烟的人将

对法律的进一步辩护中，政府

被处以收监3个月或最高30,000泰

表示显示的健康警语面积占卷烟包

铢的罚款，或两者并罚。卷烟销售

装面积的65%这条要求，是要告知所

者不得低于18岁，并且每包卷烟必

有人使用烟草的危害，包括文盲和

须包含20支，以防止卷烟的单根销

孩子。

售。卷烟的网络销售也被禁止，现

在BAT的申诉中，该公司表示烟

今卷烟只能在有当局颁发许可证的

草控制法令的歧视和对合法产品的

特定场所销售。

诸多贸易禁令会导致对烟草工业的

子烟和雪茄，无烟卷烟和水烟也如
此。”
“尽管烟草公司宣称自己是
在响应成年吸烟者的多样化需求，
加香卷烟产品的确在诱引新吸烟者
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对孩
子，会造成终生上瘾。”
“议会必须拒绝任何弱化FDA
对这些产品的监管的提案。事实
上，FDA应该加强规范力度，禁止所

卷烟营销、促销活动和所有类

不合理筛选，这妨害了反对歧视的

型的广告均被禁止。宣传卷烟者将受

权利。BAT如今希望宪法法院宣布烟

到收监1个月或50万泰铢的罚款。卷

草先知法令第15节（2）违反了宪法

烟生产商、进口商或宣传方其中任意

所示，已有太多科学证据足以支

条款40（2）、26和29（1）。

持这份禁令。清除所有加香卷烟产

有加香卷烟产品，包括薄荷烟。”
“正如FDA在这份报告文件中

一方发起卷烟广告活动的将会被处以

然而，法庭尚未确定聆讯日期

最长1年的监禁和150万泰铢的罚款。

品是阻止烟草公司使下一代儿童上

来听取健康、人权和发展中心出席

以降价或赠品的方式来促销卷烟、卷

瘾、使我国反烟历程倒退的重要一

的申请。

步。”

烟展示展览也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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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奥地利特劳恩小镇的Tannpapier公司总部

Lumina Tipping技术：
卷烟制造商的防伪新法宝
文/托马斯•施密德

卷烟制造商在寻找有效方法防止它们的产品被假冒上从未停歇过。奥地利创
新公司TANNPAPIER独创的“Lumina Tipping”技术不仅能防止产品被假冒，
甚至能帮助确立品牌标识和提升品牌形象。
TANNPAPIER公司（TANN集团子公司）

内衬纸或拉线等方面的智慧安全项目，”

坐落于奥地利风景如画的特劳恩小镇，距林

TANNPAPIER公司技术服务经理迈克尔•林德

兹市南部仅有几公里，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卷

纳对《亚洲烟草》说道。好像要证明他所说

烟纸、水松纸及为烟草行业提供包装解决方

的观点一样，林德纳补充称TANNPAPIER最近

案的创新前沿阵地。无论是清晰完整的标

推出了一个在技术上完全可行的全新产品。

签、热压水松纸还是印有二维码的拉线，该
公司研发部门的创意似乎永远都不会枯竭，
这的确是一个好现象。卷烟制造商对任何能

将荧光印刷技术应用于水松纸
在水松纸上使用荧光印刷技术。该公

够帮助它们品牌更不易仿造的产品都满怀感

司的Lumina

激。“我们常常被卷烟制造商追问是否能够

真正的水松纸上使用荧光印刷。这种暗藏

提供较更安全的防假冒的方案。我们不仅能

玄机的做法是用这种方式印刷的任何元素

够提供这种方案，而且十分注重对水松纸、

在正常光线下是完全看不见的，只有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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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ing技术使用特殊油墨在

图片由Trierenberg控股公司的子公司Tannpapier公司提供

体（例如卷烟滤嘴）暴露于紫外线光源时才会显示。
通俗点说就是“黑光”（译者注：近紫外光），这种光
源在夜总会、市场以及露天活动上十分常见。即使是常
被娱乐场所、花园酒店以及私人住宅使用的电子扑蝇
器（捕蚊灯）也会产生独特的“黑暗中闪闪发光”的效
果，因为它们的昆虫引诱组件就如紫外灯管一样。

紫外线照射下的Lumina tipping

Lumina Tipping技术令造假者望而却步

管机构或者感官测验。”

当下，卷烟外包装的UV印刷技术已经发展了好多

之后他再次暗示了这种印

年，而且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说实话，对于这种技术

刷过程极为复杂的技术

的起源也确实没什么好写的。但是Lumina

Tipping为何

含量和难度。如果造假者

会如此引人注目和新颖呢？不同之处就存在于每个细节

用他们极为廉价的机器无

当中，存在于实际的技术执行和立法要求中。“水松纸

法生产出荧光印刷的水松

上使用的油墨必须是食品级的，因为水松纸直接与人嘴

纸，他们根本不会费力去

直接接触。而我们的水松纸上使用的油墨比食品工业规

造假。还有一个不争的事

定所要求的等级更为严格，”林德纳解释道。其次，在

实，那就是优质的食品级

细密的水松纸上使用任何油墨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包

UV活性油墨很难在外部市

括UV活性油墨。林德纳说：“在水松纸上使用Lumina

场找到，因为本来就没有

Printing很有挑战，因为这种材料会在卷烟生产过程中

几个这样的供应商。

Tannpapier公司技术服务
经理迈克尔•林德纳

经历十分巨大的机械应力和热应力过程。”如果在此过
程中没有使用专业的技术和匹配的机械，水松纸很容易

一举两得的创造性方案
当然，对于TANNPAPIER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公司而

被撕裂，UV活性印刷元素会被玷污，荧光效果也会在印

言，上文所述的解决方案的价格并不高，因而适用于所

刷过程中因热诱导化学降解完全消失。

有需要提高防假冒保护水平的卷烟品牌。Lumina

造假者很难获得UV油墨

Tip-

ping在同时提高品牌意识和防假冒方面可以说是一个一
Tip-

举两得的创造性方案，既简单又有效。不过，客户仍然

ping技术成为防止品牌卷烟被假冒的更为安全的方式。

可以自行选择在产品滤嘴上隐藏的那些元素，例如品牌

即使造假者试图在水松纸上采用荧光印刷，如果他们没

信息、品牌名称、标识，甚至是装饰元素。客户当然还

有技术先进而且价格昂贵的机械，也会以失败告终。那

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林德纳说，TANNPAPIER公司已经向

么UV油墨会很容易造假吗？难道那些涉嫌犯罪活动的造

多数客户提供了这个创新产品，跨国卷烟制造商对Lu-

假者就不关心他们所使用的有毒油墨不符合安全食品等

mina

级吗？“这是一个有效的观点，”林德纳说，“众所周

潮。“尽管Lumina

知，造假者根本不在乎卷烟、卷烟纸、滤嘴、水松纸和

无疑问我们已经做好了进行商业化推广的准备，我们

印刷油墨中所含成分的安全性、含量和有毒物质。可以

坚信离意向客户进行首批商业化测试运行的时间也不远

推测，假冒烟草产品中所含的成分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监

了。”

林德纳表示，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Lumina

Tipping有关监管、毒理学和敏感性方面好评如
Tipping技术仍在推广阶段，但是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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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紫外线照射的Lumina tipping

自制调味卷烟
的新选择
By Nattira Medvedeva

最新出台的法律对香料烟以及薄荷烟发出了禁
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觉得享受吸烟的过程变得举
步维艰。幸运的是，行业的制造商很快地引进了为
卷烟“加香”的新产品，不但不违反法律还能让消
费者对卷烟或雪茄进行自主调味。
如果说到自卷烟或手卷雪茄使用的调味卷烟纸，
很多人是Juicy Jay的忠实顾客。Juicy Jay卷烟纸采
用专利所有的三倍调味浸润系统生产，香味并非只留
存在油皮胶上，而是覆盖整张纸张。Juicy Jay卷烟
纸口味多样，从水果类到食物类均有，比如香蕉味、
葡萄味、菠萝味、桃子奶油味、奶油糖果味、牙买加
朗姆酒味、花生巧克力味、龙舌兰味等等。Juicy Jay
卷烟纸的尺寸也有多种规格：1¼（最常用的标准卷烟
类）、1¼超细、超大尺寸和手卷尺寸（一卷/15英尺
的风味纸）。公司还提供预卷装备和flavorators（一
种可以调味的醇基添加剂）。
除了调味卷烟纸，消费者还可以选择TipTime调
味滤嘴。V.C.T Fine Tobacco Products B.V.（V.C.T.）
总经理Bas Ravelli说：“TipTime是一种过滤嘴，消费
者可以随意添加额外的香味。TipTime使用非常便捷，
只需将Tip添加到卷烟上即刻便能享受香味。当您不喜
欢添加味道时，只需从卷烟上取走Tip，然后保留好以
备将来使用。味道一直储存在滤嘴当中，所以当你把
它附在一支香烟上，只需要立即吸一口气就能品尝到
味道了。”
去年9月，TipTime滤嘴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
Intertabac展览会上首次推出。Intertabac展会结
束后，V.C.T公司在比荷卢经济联盟（比利时、荷兰
和卢森堡）市场上进行销售。现在TipTime滤嘴还能
在智利、加拿大、瑞典、丹麦买到。公司还和其他
市场的分销商进行TipTime的上市分销商谈。
目前，TipTime只有薄荷口味，但将来可能会推
出新的口味。 Ravelli对此解释道：“这取决于消费
者，看他们是否真的想要比薄荷更多的味道。”
对于想在卷烟中加香的消费者而言，TipTime
滤嘴可能是消费者的长远选择。Ravelli解释
道：“TipTime不受FDA和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
法规的影响，因为它是一种吸烟配件。这两项法规
都只对具体的烟草制品，比如卷烟、雪茄、电子
烟、电子烟油有约束。而调味剂只是填充在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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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Time Pack

卷烟上的单独滤嘴中，因此短期内
（2-5年）不会有问题。”
吸烟者的另一个调味选择是
漂亮的香味卡，例如Itsa或Frizc
卡。Itsa是NeuMillenial LLC公司
研制的，目前在芬兰生产，有六种
口味：薄荷冰味、薄荷蓝莓、薄荷
覆盆子、薄荷酸钙、芳醇桃子和浓
郁樱桃味。Ita风味卡使用的成分经
过了食品级GRAS认证，是完全安全
的。NeuMillenial在2011年首先发
明了香味转移技术，创立了香味纸
品概念，随后于2013年完善香味转
移技术，开发了以干茶和干草药为
主的风味香气卡产品。最终于2016
年推出Itsa。
Frizc风味卡是由芬兰的Opes公
司研制。Frizc风味卡是用公司创新
的专利技术——智能蒸发器制成。
任何口味、香味或功能性化学品都
可以转移到表面，从而主动蒸发。
像Itsa一样，Frizc也使用食品级成
分。Frizc的香味有：苹果、覆盆
子、西瓜、纯薄荷、桃子、薄荷覆
盆子、薄荷酸橙、冰薄荷、薄荷蓝
莓、甘草、蓝莓和樱桃味。
消费者只需要将香味卡放在烟
草、草本植物甚至包装袋中，过一
段时间便能让卷烟拥有香味。

The Essential
Industry
Event in Asia

PROCESS &
MACHINERY
Asia 2017

17 - 18 May 2017
Jakarta, Indonesia

Network with over 1,200 industry
professiona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ur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over 50 international suppliers
Find the latest innovations that
will beneﬁt your business
REGISTER NOW FOR YOUR FREE PASS

Register now at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Organised by

In association with

LIMITED EXHIBITION STANDS STILL AVAILABLE
Contact us now to discuss stand packages and sponsorship options

Email colincase@quartzltd.com or call +44 1737 855 017

Patents
20160368677 - Container having a base and a lid

20170006915 - Liquid injecting container

A container for a tobacco product having a base and a lid, the lid
comprises an outer skirt and a first abutment projection. The
abutment projection runs circumferentially on an inside surface of
the lid, adjacent to the outer skirt. The base comprises a side wall
configured to contact an outward-facing surface of the first
abutment projection during closure of the lid, such that the side wall
is outwardly deflected and contacts an inside surface of the outer
skirt of the lid, sealing the container when the lid is closed.
Jt International S.a. patents - Geneva, CH
USPTO Applicaton #: #20160368677
Inventors: Rory Parsons, David Mclaughlin, Mary Wilhelmina
Mcfarlane

20160377297 - Biomass fuel stove

20170013874 - Transfer disc and its use

The present disclosure relates to a liquid injecting container for an
atomizer. The atomizer includes a liquid injecting opening. The liquid
injecting container includes a housing, a movable element, and an
elastic element. The housing defines a reservoir for storing tobacco
liquid. The housing has an open end. The open end defines at least
one liquid outlet. The movable element is capable of moving along an
axial direction of the open end. The elastic element...
Shenzhen First Union Technology Co., Ltd.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006915
Inventors: Yonghai Li, Zhongli Xu, Changzheng Dai, Xingbing Zou

Disclosed is a biomass stove for burning biomass fuel using a
combustion furnace. The stove includes a gravity feed fuel holding
tank for feeding biomass fuel to the furnace. The combustion
furnace includes a primary combustion furnace and a secondary
combustion furnace surrounding the primary combustion furnace,
as well as a water jacket surrounding the secondary combustion
furnace and an air jacket further surrounding the water jacket. A
fuel holding device may be...
Universal Leaf Tobacco Company, Inc.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60377297
Inventors: Hyo S. 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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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ject of the application is a transfer disc (2) for the transferring of tobacco industry’s rod-like articles (5) provided with lugs (3),
where the disc is characterized in that a front surface (3A) of the
lug (3) is inclined in a direc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direction (T1)
of rotation of the transfer disc (2), and the lug (3) is configured so
that it hits a rod-like article (5) above the longitudinal axis (X) of the
rod-like article (5).
International Tobacco Machinery Poland Sp. Z O. O.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013874
Inventors: Marcin Mamer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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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2017年5月

Interpack展会

展会

2017年5月4-10日
地点：德国杜塞尔多夫
网址：www.interpack.com
主题：设备、机械、技术
亚太地区免税及旅游零售展会
2017年5月7-11日
地点：新加坡
网址：www.tfwa.com
主题：展会/免税 & 旅游零售

2017年7月

2017年9月

IPCPR

InterTabac

中国电子烟展会
（Vape Expo China）

时间：2017年7月10-14日

时间：2017年9月22-24日

时间：2017年10月21-23日

地点：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地点：德国多特蒙德

地点：中国北京

网址：www.ipcpr.org

网址：www.intertabac.com

网址：www.bj.cecmol.com/en

主题：展会/烟草制品及配件

主题：展会/烟草制品、配件、电
子烟/烟油

上海国际电子烟展
（VapeExpo Shanghai）

InterSupply

世界烟草亚洲地区加工及
机械展会

时间：2017年7月14-16日

地点：德国多特蒙德

地点：中国上海

电子邮件：edl@octobermultimedia.com

2017年5月17-18日
地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asia
主题：展会/设备及机械

网址：www.sh.cecmol.com/en

主题：展会/烟草设备、机械、烟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叶等

中国国际电子烟展会
（Vape China Exp）

2017年10月

2017年6月

全球尼古丁论坛
时间：2017年6月15-17日
地点：波兰华沙
网址：www.gfn.net.co
主题：会议

时间：2017年9月22-24日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2017年12月

世界烟草中东地区加工及
机械展会
时间：2017年12月5-6日
地点：阿联酋迪拜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展会/设备及机械

2018年1月

时间：2017年7月29-31日

深圳国际电子烟展会
（Shenzhen Int’l Vape Expo）

地点：中国北京

时间：2017年10月20-23日

时间：2018年1月31日-2月1日

地点：中国深圳

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

网址：www.vapexpoen.reedhuabo.com

网址：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主题：展会/烟草制品及配件

网址：www.en.vapechinaexpo.com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TPE烟草展会
（TPE Tobacco Plus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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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round expertise for a better world.

Beyond packaging and in addition to our vast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the most versatile, attractive,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we now have
the greatest expertise in assembling you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to keep you at the forefront of your industry.
Supported by the IMA Group, GimaTT is ready
to be your Next Generation Partner.

GIMA TT S.p.A. • sales@gimatt.it • www.im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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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