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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已悄然离去，我们许多人回顾过去一年
的历程，有取得的成就，遇到的挑战，还有富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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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意义的事件等等。更有甚者或许已经确定了2020

亚洲/中东/澳大拉西亚
中国/东欧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年的目标，如何实现目标，以及可能的细节。
从行业角度来看，2019年无疑是多事之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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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有利的事情，也有消极不利的事情。比如前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局长斯科特•戈
特利布（Scott

Gottlieb）博士突然辞任；FDA最

终确定了通过电子烟和雾化烟等电子尼古丁传输系
统（ENDS）的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提交新
型烟草申请的制造商指南；中国烟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股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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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业绩最好的IPO；美国许多州将吸烟年龄提高到21岁；越来越多的州和
国家批准大麻合法化；美国政府在调味电子烟禁令上犹豫不决；美国爆发多
起吸食大麻导致的疾病案例；菲莫国际获FDA批准在美销售iQOS，可以说是
不胜枚举。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特朗普提名的FDA局长斯蒂芬•哈恩博士（Dr.
Stephen Hahn）已提交参议院全体投票确认任命；低尼古丁烟草产品的P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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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通过审查程序，并获准在美国上市；美国联邦新法将最低吸烟年龄提
高到21岁；预计将随时公布除薄荷醇和烟草之外的所有口味的电子烟禁令
（尽管有人说该禁令可能不会持续太久）；CBD产品成为最新、最热门的商
品，打开了一个具有极大增长潜力的市场细分领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CDC）已经确定，维生素E醋酸盐涉嫌导致雾化烟相关疾病，维生素E醋
酸盐主要用于含有THC的电子烟或雾化烟产品，并建议人们不要使用含有THC
的电子烟或雾化烟产品，特别是那些来源不太可靠的产品，而这也正是大型
行业参与者一直以来的主张；加热不燃烧正在全球各地迅速发展。
展望2020，这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令人兴奋的一年，尤其是
美国总统大选。这绝对是一则爆炸性的消息，2019年烟草行业一直在关注其
进展。2020，我们已迫不及待迎接你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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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亚洲烟草》：中美贸易战已有两年之久。
对出口中国的美国烟草供应商的初期影响何
时显现？
奥斯卡•豪斯：2018年3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
品征收关税之后，USTC收到CTINA通知，CTI（中
烟国际）已暂停从美国采购烟叶。
《亚洲烟草》： 哪种类型的美国烟叶最受
影响？
奥斯卡•豪斯：中国暂停采购主要影响的是
美国烤烟。
《亚洲烟草》： 那么，哪种加工烟叶最受
影响？
奥斯卡•豪斯：美国一直是中国烤烟的主要
供应商。

QA

《亚洲烟草》：中国暂停进口对美国供应商
有何影响？

奥斯卡•豪斯

美国烟草合作公司高级
副总裁采访实录
文/托马斯•施密德

奥斯卡•豪斯（Oscar House）在北卡罗来纳州父母经营的
烟草农场长大，从小便接触烟草业务。2018年1月，他加入
美国烟草合作公司（USTC）担任制造部高级副总裁。仅在
一年之后，他就晋升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对于这位北
卡罗来纳州人来说，这是他几十年烟草职业生涯的又一个
新阶段。豪斯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获得商业学士学位，并
在杜克大学获得MBA学位。他曾在Liggett Group（前身为
Liggett＆Myers烟草公司）担任过多个管理职务。最终，亚
洲市场向其招手致意。豪斯移居印度尼西亚后，加入了当时
规模最大、增长势头也最为强劲的三宝麟烟草公司（PTHM
Sampoerna），并担任运营总监。三宝麟被菲莫国际收购
后，这一职位仍由豪斯担任。四年后，菲莫国际将豪斯派往
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继续担任运营总监，负责监督制造业
务。出国多年后，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的豪斯终于返回家
乡，加入了USTC。但此时，中国暂停了美国的烟草进口业
务，USTC也被卷入其中。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该公司的出
口业务下滑严重。关于此次独家采访，《亚洲烟草》摘录了
部分奥斯卡•豪斯对当前形势的谈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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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豪斯：中国暂停采购烟叶，完全切
断了美国对中国的烟叶供应链。十余年来，
对于美国供应商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可靠
稳定的市场。
《亚洲烟草》：美国对进口中国烟草有何反
应？以牙还牙吗？
奥斯卡•豪斯：1995年9月，美国基于历史进
口数据，开始实行烟草关税配额（TRQ）。
中国没有向美国出口烟叶的历史，因此并没
有关税配额。中国只向美国出口了少量烟
叶，这包含在剩余配额之内。剩余配额是为
那些未获得关税配额的国家所预留的。剩余
配额的实施原则为“先到先得”。中国对美
国的出口取决于剩余配额数量。
《亚洲烟草》：在这次贸易战中，哪方受到
的影响最大，中国出口商还是美国出口商？
奥斯卡•豪斯：USTC等美国出口商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中国市场，由于中国的采购暂
停，这些出口商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财务
损失。

TH
E
TA

《亚洲烟草》： 贸易战对USTC有何

战结束后，USTC将致力于为中国提

影响，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年出口

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Q&A

量？中国是USTC的主要市场吗？
《亚洲烟草》： 关于持续中的贸易
奥斯卡•豪斯：多年来，中国一直是

战，您还有什么要谈的吗？

USTC的最大客户。USTC因失去进入
中国市场的机会，正在承受着巨大

奥斯卡•豪斯：如果与中国的贸易战

损失。

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烟农的可持续
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亚洲烟草》： 您能弥补失去中国

市场的损失吗？您是否找到了新的
市场，来缓解这种情况？
奥斯卡•豪斯：USTC正试图进入其它
市场，为烟农提供继续种植烟叶的
机会。目前，USTC仍然从烟农那里
购买烟叶。这些烟叶产于2018年，
是为出口中国而储备的。由于2018
年的库存还未售出，因此2019年烟
农的种植合同减少了80％。
《亚洲烟草》： 中国哪些主要烟草

产品使用了USTC提供的烟叶？
奥斯卡•豪斯：USTC销往中国的烟叶
主要是高质量、风味醇厚的烤烟，
用于制作优质卷烟。
《亚洲烟草》：贸易战暂停后，您是

否担心USTC可能难以像过去那样重新
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烟草公司可
能同时也向其它地区采购原料。换句
话说：您担心会有后遗症吗？
奥斯卡•豪斯：贸易战之前，USTC
已成功向中国输送了高质量、风味
醇厚的烟叶。我们保持着互利的贸
易关系。如果中美贸易谈判解决了
这些问题，USTC将恢复我们最擅长
的事情——向中国提供最优质的烟
叶，供其生产高质量产品。中美谈
判可能会影响烟叶贸易恢复的速
度。虽然全球有许多供应商都可以
提供烤烟，但是，美国烤烟一贯以
其可靠和高质量的品质著称。贸易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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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新闻

德国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0增值项目
2020年9月18日至20日，我们将在
多特蒙德举行InterTabac和InterSupply
展会，为此已宣布一项全新增值项目。

非加香蒸汽烟中的尼古丁含量，专
卖店除外。
Baker说：“新法律还将确保电
子烟在税收和销售点限制方面的处
理方式与传统烟草产品相同。”
蒸汽烟技术协会（简称VTA），

InterTabac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制
品和烟具展览会，与涵盖烟草制品生产

作为一个由蒸汽烟制造商和零售商组

的国际展会InterSupply同期举行。2019年，全球47个国家的520家展商参加了

成的行业组织，已就禁止加香蒸汽

InterTabac，35个国家的120家展商参加了InterSupply，两大展会占据了多特

烟设备的行政命令向马萨诸塞州和

蒙德展览中心40,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共迎来了13,800名参观者。

其他州提起诉讼，称这种禁令是“错

2020年，组织者计划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演讲和研讨会，涉及政治和法
律框架条件、促销、防止入店行窃以及雪茄品鉴和配饮等一系列主题。
此外，InterTabac将首次举行全新的“雪茄主题”活动，为雪茄制
造商和进口商提供一个特殊的平台，供其开展各种零售活动，完美展示雪
茄。InterTabac举行的“2020年雪茄主题”活动将涉及配饮、新品展示、周边
产品、企业介绍，建立社交网络与合作机会，致力于促进与业界的密切交流。
欲了解有关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误的政策”。VTA执行董事Tony

Ab-

boud在给CNN的一份声明中说：“禁
令没有任何作用。禁令将导致人们重
新吸食可燃性卷烟或增加黑市非法销
售。”VTA支持将全国蒸汽烟的最低
使用年龄提高到21岁。去年，马萨诸

www.intertabac.de或www.intersupply.de。欲预定展位并了解详情，请发送

塞州将全州蒸汽烟最低使用年龄提高

邮件至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与Glenn Anthony John联系。

到了21岁。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

全球

英美烟草预计全年收入强劲增长
英美烟草公司（简称BAT）预计
在2019财年将会迎来强劲增长，雷
诺美国公司最近公布的下半年收入
分析指南再次肯定了这一预期。
同时，BAT也意识到“当下美国
蒸汽烟市场增长放缓”，这意味着
该公司新类别产品的收入增幅将处
在30%-50%预测区间的较低水平。
新类别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
不燃烧产品、鼻烟和其他口嚼烟类产
品。这些产品的销售额抵消了上半年
传统卷烟销售量持续下降的影响。
BAT预计调整后的全年收入增幅
为3%-5%区间的较高水平，调整后营业
利润增幅为5%-7%区间的较高水平。
该公司还预计调整后摊薄收益
的增幅将实现单位数的较高增长。
“上半年业绩发展良好，我们
预期2019年将取得强劲增长，”BAT
首席执行官Jack Bowles表示。
BAT更新了其对传统卷烟销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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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估计2019财年将下降5.5%，
2020财年将会进一步下降4%到6%。BAT
和奥驰亚集团之前曾估计2019财年的
销量降幅将会在4%-5%之间，帝国品
牌公司则表示其降幅将介于4.5%-5%
之间。富国证券的分析师Bonnie Herzog曾表示，今年的卷烟销量将下降
6%。伦敦的咨询机构Spotlight Ideas
公司的高管Stephen Pope说，BAT的增
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专注于新产
品，销售区域广泛。”

美国

计，美国目前有超过500万名中学生
使用电子烟，其中68％的高中学生
吸用蒸汽烟。
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以禁止薄
荷烟而闻名，是第一例相关的州立
法。伊利诺伊州议会今年早些时候
通过了一项类似法案，取消了可燃
薄荷烟的禁售规定。鼻烟、嚼烟、
雪茄、斗烟和薄荷烟等，将在马萨
诸塞州合法销售到2020年6月1日。

吸烟率达历史新低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

马萨诸塞州限售加香烟草和蒸
汽烟产品

CDC）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2018年

马萨诸塞州最近加大了加香烟
草和尼古丁蒸汽产品的销售限制，
共和党官员Charlie Baker签署了一
系列全面的控烟法规。
该法规禁止销售薄荷烟和加香
尼古丁电子烟等加香烟草产品，但
在专门的吸烟酒吧中现场消费的加
香烟草产品除外。该州对非加香电
子烟征收75％的消费税，并限制了

到历史新低。

美国成年吸烟者人数跌落至13.7%，达
这表明从1965年CDC开始收集数
据以来，该数据已经下降了2/3。
“吸烟率显著下降是公共健康
团体和我们许多合作伙伴在疾病防
控上取得的共同成果，”CDC主任
Robert R. Redfield博士在一次声
明中表示，“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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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预计，2018年美国成年
人中有4910万人吸烟，将近5人中有
1人吸食某种烟草产品。卷烟吸烟率
13.7%，雪茄、小雪茄、滤嘴小雪茄
的吸用率为3.9%。
尽管前几年电子烟使用率一直
在下降，但从2017年开始，其吸烟
率已经从2.8%增至3.2%。部分原因
是越来越多的18-24岁年轻人选择电
子烟，人数比例由2017年的5.2%增
长至2018年的7.6%。
最有可能吸烟的人群是25到
44岁的成年人，男女同性恋、双性
恋，残疾或严重心理困扰等少数群
体，中西部或南部的成年人，以及
年收入低于3.5万美元的群体。
该报告还发现吸烟者在过去12
个月里更倾向于尝试戒烟，他们也
更容易成功戒烟。

的评论表明，薄荷醇甚至是限定年
龄的蒸汽烟商店都可以豁免。
雷诺烟草公司总裁Joe Fragnito、奥驰亚首席执行官Howard Willard和电子烟公司NJOY的首席执行官
Ryan Nivakoff针对香味限制进行反
击，称没必要算作公共健康事项，各
公司可以负责任地推销加香产品。
所有人之间唯一的共识是将购
买烟草的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在国
会上，将烟草购买年龄提高到21岁已
经获得了推行的动力，今年夏天参议
院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两党支持。
“这些人都不愿意妥协。他们
希望将所有产品、无一例外都从市
场上撤出，”美国税制改革协会的
Paul Blair如此评论。他说，特朗
普有关非法贸易的言论以及蒸汽产
品黑市的评论，对这个行业来说是
个好兆头。

美国总统欲对加香电子烟禁令
出尔反尔

烟草股票上涨

11月22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白宫与烟草行业高管、蒸汽烟说客
和反烟活动家会面时，现场充满了愤
怒的辩论，因为总统似乎准备对他颁
布的加香电子烟禁令出尔反尔。
人们交谈的气氛十分热烈。犹
他州的Sen. Mitt Romney直批加香
电子烟，他告诉总统大多数成年人
都不抽加香烟，这使得蒸汽烟行业
领导者大声反驳道：“他们抽！”
并拿出了基于汇总报告的销售统计
数据。总统说，政府将把购买烟草
的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许多烟草
和蒸汽烟行业代表以及反烟草团体
都表示支持。但他似乎想撤销在9月
份广泛承诺的禁令，该禁令涵盖了
包括薄荷和薄荷醇产品在内的加香
电子烟。
据报道，特朗普在被告知这项
禁令会缩减数千个小型企业工作岗
位，并激怒他的选民后，在最近几
周对禁令有所动摇。白宫助手最近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简称
FDA）推迟了将卷烟中尼古丁含量降
低至最低或非上瘾水平的计划后，
烟草股价出现上涨。
奥驰亚集团的股价上涨了3％，
英美烟草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菲
莫国际公司的股价上涨1％。FDA曾
将以上计划列入其春季优先事项清
单。彭博社首先报道了将其从最近
更新的秋季清单中删除的消息。
FDA发言人Michael Felberbaum
表示，从所谓的总体议程中删除，
并不意味着FDA将停止这项工作。他
说该机构正在审查收到的关于限制
卷烟中尼古丁含量的回应的评论。
该机构半年总体议程中也缺少
与禁止薄荷卷烟有关的内容，FDA前
局长Scott Gottlieb表示，FDA原本
计划在去年秋天推行这一措施。一
年后，该计划似乎停滞了。
Gottlieb于2017年7月宣布了
限制卷烟尼古丁含量的计划，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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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草政策进行全面改革计划的一
部分。该机构接受了尼古丁产品存
在连续风险的观念，其中通过卷烟
消费尼古丁的危害性最大，其他产
品，如电子烟，可能为人们提供危
害较小的替代品。
公共卫生倡导者们赞同Gottlieb禁止薄荷烟计划。2009年，国
会禁止卷烟加香，尽管不包括薄荷
烟。反烟草组织一直在敦促FDA改变
政策路线，禁止薄荷烟。
Gottlieb在许多由他制定的政
策付诸实施之前于4月辞职。他宣布
的整个框架现都受到威胁。十几岁
青少年吸蒸汽烟现象的激增迫使FDA
试图控制电子烟行业。

泰国

菲莫国际被罚4000万美元
菲莫国际泰国公司被泰国一
家法院判处12亿泰铢（合4000万美
元）罚款，理由是其卷烟进口违反
了海关规定，同时取消对其7名员工
的刑事指控。
2016年，泰国检察官针对菲莫
国际泰国公司和7名泰国员工提起诉
讼，指控其少报了2003年到2006年间
的超过270条从菲律宾进口卷烟的价
值，导致该公司损失超过3.06亿泰
铢。“我非常高兴那些雇员能在这种
情况下完全无罪释放，”菲莫国际泰
国分公司经理Gerald Margolis表示。
“然而，我们强烈反对这个决
定，且会及时表达出来”，他补充
说，该公司遵守当地法律和世贸组
织（WTO）条例。菲律宾2008年进入
WTO，抱怨泰国非法歧视进口，以此
来保护国家控制的泰国烟草专卖。
2010年WTO表示，泰国没有拒绝
来自菲律宾进口卷烟价格的理由。
菲律宾方说，泰国自2006年开
始一系列的国内税和海关估价，削
弱了由国家控制的泰国烟草专卖所
产卷烟的竞争力。

中国国内电子烟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电子烟标准或将
发布 行业拐点到来？
文/烟草在线

2019年9月，可谓是电子烟的黑色九月，
关于电子烟的负面消息接踵而至。由于出现了
较多与电子烟有关的肺病病例，美国多个州陆
续宣布对电子烟施行更严格的管控。美国总统
特朗普以“多起死亡和许多其他问题”为由，
把电子烟视为国家面临的“新问题”。随后泰
国、印度也开始对电子烟进行“围剿”。10月
9日，中国两大电商平台——阿里、京东宣布
暂停向美国买家销售电子烟，以配合美国当地
严控电子烟的政策。
值此电子烟“多事之秋”，之前已经流
传很久的中国电子烟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
也已“箭在弦上”。
目前中国电子烟市场处于“三无”状
态：无明确监管部门、无专门法律法规、无质
量标准和准入门槛。多年来，控烟领域专家、
行业协会等均在呼吁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而另一方面，因为潜力巨大，中国市场
已经成为中外各路电子烟商的目标。截至8
月，2019年国内电子烟市场融资已超过10亿
元人民币。如此庞大的市场，更需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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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尽快出台，加强对整个产业的监管，这也
意味着中国电子烟行业将面临新的拐点。

中国电子烟国标进入批准阶段
中国国内对电子烟监管最明确的信号
出现在2019年7月底，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电子烟监管的研
究，计划通过立法监管电子烟。
在中国“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上，可以看到中国电子烟国标目前有两个标
准正在制定，现在均进入到批准阶段。
第一个是《电子烟》国标，国家标准
计划《电子烟》由TC144（全国烟草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
国家烟草专卖局。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上海
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
烟草研究院、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中国烟
草标准化研究中心、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烟
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该国标已进入到
“正在批准”阶段，2017年10月11日下达，

项目周期是24个月，2019年10月11日为最后期限。第二个国标是《电子烟液
烟碱、丙二醇和丙三醇的测定气相色谱法》，也是由TC144（全国烟草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及执行，主管部门为国家烟草专卖局。主要起草单位
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目前该国标已进入到“正在批准”阶段，2017年12月15日下达，项目
周期是12个月。从目前时间看，该国标应该在2018年12月15日结束，目前疑
似已经超过周期。
上述两个电子烟相关国标，作为行业从业者，可能更要重点关注强制
性国标《电子烟》，第二个推荐性国标为自愿采用。
从目前网络流传的《电子烟》
国标草案中，其中最核心的对于烟
碱纯度和浓度的限制为：烟碱浓度
不高于20mg/ml，相当于尼古丁含
量被限定在2%以下，目前市场上多
数电子烟尼古丁含量为5%，部分为
3.5%，也有部分品牌推出了零尼古
丁的电子烟。
所以，中国电子烟国标的出台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其中对于涉
及人身健康和安全的烟油尼古丁含
量最低浓度规定十分重要。
不过，目前网络流传的国标版
本未经官方证实，同时并未生效，
相关内容不排除后期正式标准出来
后有更新和修改。
虽然国标尚未落地，但就在11
月1日，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公布《关
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
害的通告》，要求各类市场主体不得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敦促电子烟
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及时关闭电子
烟互联网销售网站或客户端，电商平
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烟
产品及时下架，电子烟生产、销售企
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
烟广告。三天后，国家烟草专卖局专
项部署电子烟监管，并约谈主要电商
平台。11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
门再发通知，明确地方控烟立法积极
推动公共场所禁止吸电子烟。由此猜
测，“电子烟”大概率会和传统卷烟
一样，由中国烟草专卖部门监管。

国标出台中国电子烟行业面临
洗牌？
电子烟行业的“三无”乱象也
衍生出一种畸形的行业模式，即“五
百万入行”。自从2018年电子烟需求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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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们有了必须坚守的“底线，
无疑将带动电子烟行业逐步规范化，
让消费者的权益更有保障。目前，一
些中国电子烟企业已经制定了自身的
企业标准，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电子烟
产品的品质。

从国标到电子烟税

“电子烟”国标待出台

爆发，不断有寄望于赚快钱的投机者入行，仅需投入500万元就可以建立一个
新的电子烟品牌，拥有一定渠道优势即可获利颇丰，目前市面上这样的品牌
不下千个。
电子烟国标出台将设立一定的入行门槛，“五百万入行”的历史将再
难上演。行业有望加速洗牌，未来品牌化、规模化和具备研发能力的行业龙
头优势将越发明显。
国标出台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对产业端而言，电子烟需求端的爆发，
也让整个产业端不断扩张产能，但缺乏统一产品标准和有效监管评估的电子
烟产业良莠不齐，大量中小企业从事着低附加值的代工出口业务。国标出台
无疑将大幅提高产品制造标准和生产成本，低附加值的纯代工型小厂将退出
市场舞台，产业势能将向一部分拥有更安全更标准产品的大品牌集聚。很多
中国电子烟品牌均表示，他们欢迎电子烟国标的出台，新国标让电子烟行业
中国电子烟前景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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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电子烟行业对于国标
的热议，有人因此担心，国家对电
子烟行业的监管，未来会不会对电
子烟像传统卷烟一样高额征税？
目前电子烟产品交税还是按13%
增值税计。有控烟人士呼吁，既要将
电子烟纳入控烟范畴，也要对其高额
征税。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廖文科向
记者反复强调和呼吁，对电子烟加强
监管，这是一个趋势，至于采取什么
办法，相关部门正在研究.
根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众
议院筹款委员会批准了尼古丁征税
措施，该法案将对尼古丁雾化液按
照1810mg征收50.33美元的税。作
为参考，Juul烟弹的平均尼古丁含
量为5%，烟油液体为0.7mL，应课税
为1.15美元。尼古丁含量为3%并有
0.7毫升液体的税额为0.68美元。虽
然此消息在美国还没有相对官方的
公告出现，但如果电子烟税真的来
了，就是政府对电子烟具有实际约
束力的根本性方案。
7月22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
群安表示，要多措并举，减少新增
烟民与减少接触电子烟。毛群安透
露，已经跟国际组织以及专家共同
研讨我国目前烟草税的情况以及税
价调整的可能性，但尚不能判断毛
群安这一税价调整的说法是否包含
了电子烟。
其实，对于中国电子烟国标什
么时候出现，有业内人士表示“还
早呢”，也有传言称国标的发布已
经被推迟到2020年。电子烟未来的
管理归属很大可能就是中国国家烟
草专卖局，而电子烟税也很有可能
是接下来的管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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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局势动乱
烟草业波澜不惊
文/托马斯•施密德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近来饱受社会动荡

这里有非常高效的物流和金融服务，优惠的

和暴力抗议的困扰。过去几个月，抗议愈演

税收制度，卓越的政府服务，友好的商业政

愈烈。香港作为英国前殖民地，早已不复往

策，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免费港

昔重要海港的光彩，但其拥有超现代化的机

口。”为了减少在香港的最终组装时间，该

场，货物吞吐量依然很大，这也为深圳市的

公司已开始从单个组件采购转向半组装套件

众多电子烟制造商提供了便利。此外，许多

采购，但还是希望从单个组件完成整个组

本地烟草公司和国际烟草公司，包括烟叶经

装，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同步问题。

销商和卷烟供应商，均在香港设有办事处。

深圳作为紧邻香港的中国大陆城市，

有些烟机公司的总部也设在香港。那

其雾化产品和加热不燃烧（HNB）烟草设备

么，香港内乱是否对这些行业参与者产生了

制造商几乎未受到香港动乱的影响。深圳市

影响？“是的，至少我们受到了影响，”

余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性的HNB

香港德宏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销售主管Man-

制造商，其创始人郭洪礼解释说，该公司

dip S. Sandhu说。该公司在香港市内经营

未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目前“几乎没有”在

着一家烟机装配厂，全部的业务经由香港开

香港开展任何业务。他说：“我们几乎感觉

展。Sandhu指出：“香港对我们非常重要。

不到任何影响，因为香港对我们来说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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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小的市场。”他还代表其他深圳公司表

香港本地一家领先的烟草制品制造商

示：“香港的情况也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

在要求严格匿名的情况下向《亚洲烟草》透

也许运输会受到一点影响。”与其他消费品

露：“我们有部分业务确实涵盖了香港市

不同，“大多数雾化产品都是从香港空运而

场，但它也只是我们众多市场之一，因此对

不是通过海运。我们不能在深圳机场使用深

我们整体业务的影响非常有限。”我们的情

圳航空公司的货运航班，因为它不允许携带

况是这样，但并不代表普遍情况也是如此。

含电池或烟油的产品。”郭洪礼拒绝对政治

香港德宏公司的Mandip

Sandhu指出，

发表评论，但坚持认为香港持续的政治动

自局势变得复杂以来，来访客户有所减

荡“不会影响到中国大陆。”一些在香港有

少。“对我们公司来说，客户必须来拜访才

业务的烟草贸易公司似乎也对动荡表现的波

能与我们当面沟通，尤其是在可能采购我们

澜不惊。“我们在香港设有一个办公室，也

推出的新模型时。毕竟，他们打算采购的机

有一些员工，但只负责审计和行政工作，”

器代表可观的投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

国际活跃的独立烟叶供应商Prestige

Leaf

下，Sandhu指出，潜在客户已经“非常担心

Atici说：“我们

到访香港。”更糟糕的是，街头混乱升级为

大部分烟叶都不是通过香港运输，甚至我

暴动时，该公司装配厂的员工有时无法去上

们在中国购买的烟叶都是从大陆港口运送

班。“但是暴力并非香港的生活常态，人们

的。”

通常寻求和平解决问题，这种核心思想迟早

公司的董事总经理Zafer

因此，如果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受影

会再次盛行。”反对派在最近的区议会选举

响的主要是当地的烟草制品零售商，但即使

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可能是回归常态的第

这种影响也显然可以忽略不计。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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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科学研发制造的高品质雾化产品

英美烟草

美国EVALI事件水落石出
电子烟制造商呼吁监管

Staff Report

2019年，电子烟行业遇到了一些挑战，
从4月份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与雾化烟相关的
疾病报道。相关政府机构进行了数月调查，
调查结果与行业制造商一直以来的主张相契
合，即质量和安全是关键，建议从可靠来源
而非可疑来源处购买产品。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
称，截至2019年11月20日，美国49个州（阿
拉斯加州除外）、哥伦比亚特区和两大美属
领土（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共向CDC
报告了2290例电子烟或雾化烟产品使用相关
肺损伤（EVALI）。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
确认有47人死亡。

四氢大麻酚（THC）与维生素E乙酸酯
EVALI症状包括严重的呼吸急促、疲
劳和胸痛。大多数患者报告曾使用含四氢
大麻酚（THC）的电子烟或雾化产品。T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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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了10个州向CDC提交的29名EVALI患者
的支气管肺泡灌洗（BAL）液体样品（从肺
部收集的液体样品），结果所有样品都发
现含有维生素E乙酸酯，被视为EVALI“关
注化学品”。该物质可以用作添加剂，含
THC的电子烟或雾化产品主要将其用作增稠
剂。在82％的样品中发现了THC，在62％
的样品中发现了尼古丁。CDC表示，在测试
样品中未发现在电子烟或雾化产品中可能
发现的其他化学物质，例如植物油、矿物
油、MCT油和萜烯等石油馏出物（THC产品
中发现或添加的化合物）。

CDC建议
根据发现结果，CDC建议人们不要使用
含THC的电子烟或雾化产品，尤其是朋友或
家人赠送，或者本人在实体店和从网上购买
的非正式来源的产品。该机构还建议人们不

英美烟草

要在电子烟或雾化产品中添加任何制造商未
使用的物质，包括通过零售店购买的产品。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9月份就发布
了类似的建议，称消费者应“避免在街头购
买任何形式的雾化产品，并避免使用THC油
或向从商店购买的产品中添加任何物质或改
变其成分。”

行业立场
FDA和CDC的建议与领先的电子烟或雾化
产品制造商的做法不谋而合。
英美烟草科学研究总监David O’Reilly
博士说：“作为全球最大的蒸汽公司之一，
我们为900多万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非常重

英美烟草的毒理学家严格审查其雾化产品Glo的雾化适合性

视消费者的安全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和
制造产品的过程中均采用质量和安全测试的

产生的蒸汽在制造和销售之前都经过了全面的科学评估。我们选择

行业领先标准。”

的电子烟液成分符合毒理学原理，所有电子烟液成分均经过严格的

“我们的产品毒理学家仔细检查产品中

评估。blu旗下的雾化产品均不含THC、维生素E醋酸盐、矿物油或动

的每种单一成分和组分，以了解它们是否适

物油脂。”他接着补充说：“blu在美国已成为一大知名品牌，已有

合雾化烟。与此相符的是，我们从未将含有

10多年的历史，我们希望雾化产品使用者从知名品牌和零售商处购

THC和维生素E醋酸酯的烟液添加到我们的雾

买雾化产品，并确保产品密封完好，包装得当，标签无误。”

化烟产品中。”
“从FDA的声明可以看出，这些悲剧性

监管乃重中之重

事件似乎是一种新现象，烟液不是从知名制

电子烟或雾化产品制造商一直在呼吁制定法规，为该行业建立

造商那里采购的，并且含有我们不使用的成

明确的准则和标准，从而为成年吸烟者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替代

分（包括THC和维生素E醋酸酯）。”

品，这一点可能与批评人士的观点相反。

帝国品牌子公司Fontem Ventures拥有雾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雾化产品可以大大减少烟草危害，还可

化品牌blu，该公司科学和法规事务总监Joe

以鼓励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逐渐对其进行监

Thompson博士重申了相同的观点。他说：

管。帝国品牌子公司Fontem Ventures呼吁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识

“我们blu系列的所有雾化产品，其成分和

到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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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烟草

从信誉良好的制造商处购买其设备和烟液，
应避免改变其购买的产品成分或添加任何物
质，并且仅应按制造商预期用途来使用这些
设备。”
“我们时刻关注美国的情况，并将与
FDA、CDC以及英国公共卫生部等全球所有相
关公共卫生机构密切合作。”

禁令遇“难产”
EVALI疾病和死亡案列报道层出不穷，
被怀疑与青少年增加使用雾化产品有关，
为此，特朗普政府9月份宣布在美国禁止
加香电子烟和尼古丁烟弹。然而，两个月
后，在参加健康界以及烟草和雾化产品行
业高管人员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特朗普总

知名制造商坚持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统警告说，禁令将催生假冒的雾化产品。

“我们很欣慰看到，中国最近决定创建基于产品标准的雾化产品

他说：“如果你不给他们，他们就会从非

监管框架，这将使成千上万的吸烟者能够使用可燃烟草的替代品，”

法处购买。”他认为“禁令”只会增加

帝国品牌公司科学与监管事务高级经理Nveed Chaudhary博士说。

黑市产品的使用。“有味道的反而是安全

英美烟草公司的O’Reilly博士也指出有效监管和执法对确保
产品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完全支持FDA的观点，即使用者应坚持终

的，而黑市产品则是有毒的。”看来美国
政府和行业现在已达成共识。

INSECT MONITORING

PROTECT YOUR INVESTMENT, YOUR PROFIT, YOUR REPUTATION!
The MoBe® Combo Mk.2 tobacco monitoring trap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your
tobacco product. Early assessment of any potential infestation
of the two key insect pests of stored tobacco is v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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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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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n’t just grow innovations,
we grow value.

At SWM, we have a tradition of develop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hat’s why
we’ve introduced Nexﬁll , a natural tobacco ﬁller substitute. It’s available in a
variety of grades with consistent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that mix perfectly
within existing blends, while delivering a neutral taste proﬁle. And it can help
you more effectively manage your overall supply chain costs.
™

Find out more about Nexﬁll Tobacco Filler at swmintl.com.
™

Or contact us at:
+33 (0)2 43 47 42 00
nexﬁllinfo@swmintl.com

© 2018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Inc. Nexﬁll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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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闻

美国

FDA首次认可鼻烟品牌风险低
于卷烟

雷诺公司正在向美国FDA申请，
期望后者批准雷诺公司的电子烟
Vuse比传统卷烟更加安全。
Vuse是美国第二大畅销电子烟
品牌，雷诺公司10月向FDA提交了上
市前批准申请。批准程序要求FDA必
须综合考虑电子烟产品的风险和优
势，特别是与传统卷烟的差异。
雷诺公司力求FDA同意其将Vuse
作为成年消费者的电子烟尼古丁传
输装置进行销售。
雷诺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
德•伯伦德尔（Ricardo Oberlander）表示：“这是Vuse产品的首次
上市前申请，距离获得FDA的批准又
迈进了一步。现在，FDA将对我们的
科学依据进行审查，并根据公共卫
生标准确定Vuse电子烟产品的适用
性。”

美国FDA首次认可鼻烟危害低于
卷烟，这标志着政府首次支持低风
险烟草产品。
瑞典火柴公司的鼻烟产品包装
仍需印制政府规定的强制性警语，
即显示该产品可能导致口腔癌、牙
龈疾病和牙齿脱落。但该公司可以
宣传该产品在导致肺癌、支气管
炎、心脏病以及其他相关疾病的风
险低于卷烟。
瑞典火柴旗下的将军牌（General）鼻烟包括薄荷味、冬青味和
其他口味。
FDA代理局长Ned Sharpless表
示，该机构的决定取决于用户的长期
使用数据。该数据显示，鼻烟可降低
肺癌、肺气肿和其他与吸烟有关的患
病风险。他还说，该机构将密切监督
瑞典火柴的市场营销工作，以确保其
销售对象为成年吸烟者。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
不使用烟草制品的人，尤其是年轻
人，都应避免使用鼻烟。”

雷诺公司向FDA提交上市前
申请

奥驰亚在美国发布iQOS产品
自美国FDA准许iQOS在美国销售
五个月后，奥驰亚集团向市场推出
了加热不燃烧产品iQOS。
10月初，加热不燃烧烟草产
品在亚特兰大莱诺克斯广场新开的
iQOS商店首次亮相。奥驰亚只在其
商店和售货亭出售iQOS设备，在线
订购iQOS的客户必须在商店取货。
奥驰亚集团与菲莫国际曾在
2013年底签订了一项许可协议。根
据该协议，奥驰亚集团获得在美国
销售某些卷烟替代产品的独家许
可，并将向菲莫国际支付iQOS的销
售特许权使用费。
奥驰亚的iQOS是美国市场上唯
一获得美国FDA上市前烟草申请的
加热不燃烧设备，这对奥驰亚来说
具有竞争优势。分析人士称，如果
iQOS在美国本土流行，将有望获得
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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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通过加香电子烟销售禁令
纽约市议会以42票对2票的投票
结果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除烟草
外的所有加香电子烟和加香电子烟
液，这使纽约市成为美国禁止加香
电子烟最大的的城市。
纽约市已经有禁止加香烟草制
品的法律，但薄荷味电子烟除外。
新法规将适用于其它口味的电子
烟。
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Mark
Levine表示：“纽约市终于解决
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公共卫生危机，
而全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几乎没有采
取任何行动。我们终于开始采取行
动，防止青少年因使用电子烟复吸
尼古丁。通过此次投票，市议会将
禁止那些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水果
味、薄荷味以及类似糖果味的电子
烟。”

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今年11月
通过了一项加香烟草制品销售禁令；
旧金山选民通过全民投票，于2018年
6月禁止销售加香电子烟产品。

中国

监管机构被敦促暂时关闭电子
烟在线销售渠道
11月1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其网站
上发布公告，称监管机构“敦促电
子烟生产商、零售商或个体经销商
暂时关闭在线销售网站或渠道，并
敦促电子商务平台暂时关闭电子烟
商店，以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保护。”
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技术监督
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拥
有740万名电子烟消费者，并且是最
大的电子烟市场。
这份公告措辞有些含糊不清，
人们对其有效性以及是否能够得以
实施持有怀疑。
“中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禁止
在线销售电子烟，”中国电子烟产业
委员会负责人欧俊彪（音译）说。他
认为监管者担心失去卷烟税收。

中国出台电子烟在线销售禁令
电子烟制造商面临挑战
中国的电子烟和电子烟液制造
商正面临挑战，这不仅与美国电子
烟引起的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有关，
也与中国最近禁止在线销售或促销
电子烟指令生效有关。
根据中国电子烟商会的统计，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商和
出口商，年销售额达337亿元，出口
额287亿元，创造了超过200万个就
业机会。全球约有90％的电子烟和
电子烟设备是在深圳的1000多家工
厂设计和制造的。
制造商对中国禁止在线销售电
子烟并不惊讶。他们已经等待了数
月，并已做好了快速适应法规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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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型制造商相比，深圳大型
制造商受近期事件影响较小，且业
务运转正常。但他们都在等着美国
接下来的做法——是否会禁止销售
加香电子烟，以及美国FDA将会批准
哪些烟草产品。

菲律宾

将禁止使用和进口电子烟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该
国很快将禁止使用和进口电子烟，
并下令当局逮捕电子烟使用者。
他表示，“使用电子烟如同使
用卷烟和烟草产品。电子烟中含有
尼古丁，以及其他化学物质，这些
都尚未通过FDA的检测……吸烟有害
健康，使用电子烟也有害健康。”
总统杜特尔特也曾是一位烟民，他
表示，烟民“应该被消灭”。

明年上半年将发布iQOS
菲莫富川烟草公司（PMFTC）总
裁Denis

Gorkun宣布，该公司2020

年上半年将在菲律宾推出无烟产品
iQOS。Gorkan说，iQOS将为菲律宾
吸烟者提供“比卷烟更好的替代
品”，他们对此很有信心。
初期销售目标将是买盒装卷烟
的烟民，他们占该国吸烟者总数的
14％。
Gorkan表示，将来该公司将找
到一种方法，使那些购买单支卷烟
的人使用iQOS。美国食品和药品管
理局（FDA）和英国卫生部的研究宣
称，iQOS更安全，对电子烟或iQOS
等无烟产品征税必须与风险成比
例。他补充说，应该鼓励菲律宾烟
民改用更好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征
税必须与风险成比例，以免使卷烟
替代品更加昂贵。他说：“（这些
产品的）税收一定要低于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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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下架所有电子烟相关
应用程序(APP)
苹果公司宣布，出于公众健康
考虑，截至11月15日，它已从应用
商店中删除了所有与电子烟相关的
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共有181个，其中
包括用于控制电子烟设备温度和照
明的应用程序，以及相关的新闻和
游戏应用程序。已经下载的客户可
以继续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并将其
转移到他们购买的任何新设备上。

日本

日本烟草公司Ploom S Starter
套装价格减半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自2019年
12月1日起，Ploom S Starter套装
的全国建议零售价从7,980日元降至
3,480日元。
该套装包括加热不烧设备、微型
USB电源线和AC适配器，已于今年1月
推出，并于8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日本烟草公司还将从2020年1月
20日开始，为Ploom S推出新的Camel
烟弹——常规Camel和薄荷Camel。烟
弹价格为460日元，共提供六种Ploom
S烟弹。

烟草学会规范加热不燃烧装置
的收集工作
日本烟草学会（TIOJ）将收集
锂电池加热烟草装置。据报道，这
些装置被归为不可燃垃圾，引起了
多起火灾。加热不燃烧产品在日本
已经销售了大约五年，销售量超过
1000万套。
根据《促进小型废弃电气电
子设备回收法》，地方政府必须收
集锂电池供电产品，包括智能手机
和便携式视频游戏机，而《促进有
效利用资源法》则要求电子产品制
造商收集这些产品。但是，加热不
燃烧烟草产品不受这两项法律的约

束。这些产品的收集缺乏明确的规
则，导致许多地方机构拒绝将其视
为垃圾。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用户
一直在向烟草公司投诉，使用过的
加热产品无处可丢。
日本烟草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了
一项试点计划，即在东京的商店收
集使用过的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
新规则将基于日本烟草系统，并有
望最快于明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印度

Assam禁止多种烟草制品
阿萨姆邦政府已全面禁止销
售、制造、储存、分销、运输和展
示gutka、pan masala以及含烟草和
尼古丁的咀嚼型烟草制品，该禁令
已实施了一年，使阿萨姆邦成为了
无烟邦。
阿萨姆邦政府此前曾于2013年
禁止制造和分销含有烟草和尼古丁
的gutka和pan masala，实施期限为
一年。

两邦政府通过电子烟禁令
印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
止在该国生产、交易、运输、储存
和宣传电子烟。
2019年的《禁止电子烟法案》
在拉贾亚•萨卜哈（Rajya
Sabha）
和乐•萨拜（Lok Sabha）获得一致通
过，将取代先前禁止电子烟的法令。
新法案将电子烟定义为可加
热的电子设备，可能包含尼古丁和
其他化学物质，并产生可吸入蒸
汽。根据该法案，初次违反者可能
会被判处最高一年的监禁，或最高
100,000印度卢比的罚款，或两者并
罚。随后的违反行为将受到最高三
年的监禁和最高500,000印度卢比的
罚款。
新法案还禁止储存任何电子
烟，违反者将被处以最长六个月的
监禁，或处以最高五万卢比的罚
款，或两者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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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烟国际

日烟国际

寿百年“黑色俄罗斯”

寿百年“鸡尾酒”

欧洲“皇族”级卷烟品牌概览
欧洲不仅皇家王室众多，非凡的“皇族”级卷烟品牌阵容亦很强大，这些品牌
历史悠久、兼具传统和奢华气质。

文/托马斯•施密德

欧洲现有的王室有瑞典伯纳多特王室
（Bernadotte）、法国波旁王室（Bourbon）、格里马尔迪王室（Grimaldi）、奥
伦治•拿索王室（Orange-Nassau）、薩克
森•科堡•哥達王室（Saxe-Coburg和Gotha）
以及温莎王室（Windsor）等。同时还有一
些可与王室相提并论的卷烟品牌，包括大
卫杜夫、Ducal、登喜路、百乐门、寿百年
和Tradition。这两大阵容有一个共同的称
谓——没错！它们都被冠以欧洲“皇族”名
号。
前者列举了一些欧洲的皇家王室，后者
介绍了欧洲大陆最负盛名和最奢侈的卷烟品
牌——卷烟中的“皇族”品牌。那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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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究竟为何能够脱颖而出？是什么让它们
如此奢华，甚至令人垂涎？它们又为何能在
挑剔的消费者尤其是亚洲消费者中享有“皇
族”盛誉呢？

奢侈品牌的特性
“奢侈品牌除了具有奢华的包装外，还
必须向客户阐述其独特的销售理念，”德国
Joh. Wilh. von Eicken公司全球营销和销
售负责人皮尔•劳伦森（Peer Lorenzen）表
示。该公司的Tradition就是全球最年轻的
奢侈卷烟品牌之一。他说：“很显然，消费
者希望通过奢侈品牌彰显自己与众不同。因
此，奢侈品牌必须呈现出令消费者散发自信

[Joh. Wilh. von Eicken GmbH]

的积极形象。”劳伦森也指出，精心策划品牌形象，可能是卷烟品
牌升级为奢侈品的最重要的属性。帝国烟草有限公司大卫杜夫卷烟
品牌战略规划负责人苏珊娜•白金汉姆（Zuzana Buckingham）则认
为，卷烟品牌升级为奢侈品必须融合四大因素，即卓越的品质、消
费者满意度、传承性和与消费者关联性。
“品牌的本质和特征确实是奢侈品牌最重要的属性。奢侈品牌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价格、烟叶和其它配
料的品质、有效的推广形式以及投放渠道等。面对烟草业的变化和
限制性条件，奢侈品牌还应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日烟
国际旗舰品牌副总裁安德鲁•艾亨（Andrew Ahern）就公司的奢侈品
牌寿百年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我们谈论‘奢侈’品牌时，仅仅指
的是品牌定位本身。‘奢侈’品牌在卷烟领域的普及，也需要拥有
独特的内涵。如果该品牌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新的讨论话题，就无法
维持其作为奢侈品牌的定位。寿百年自1879年首次推出以来，一直
在不断制造新的讨论热点。用一个真实的品牌故事，就能增加消费
者对优质产品的需求。”

消费者拥有最终话语权
Tradition（金装）

[Joh. Wilh. von Eicken GmbH]

当然，这么多年来无论我们如何精心塑造和定位品牌，它始终
与消费者的感知紧密相连。如果一个品牌不被消费者所接受，那么
它将几乎毫无价值。消费者经常说品质是区别奢侈卷烟品牌和普通
卷烟品牌的重要因素，并且会用更精致的吸烟体验和高端包装来证
明他们的观点。
大卫杜夫的苏珊娜•白金汉姆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内
的质量标准已经大大提高。今天，即便是普通卷烟品牌的质量，通
常在盲测中也表现十分出色。因此，这取决于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
期望和他们的感知体验。”不过，日烟国际的安德鲁•艾亨对此有不
同见解。“当今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最佳的选择，而非那些广告力
度最大或最流行的品牌。他们认为专业品质无法通过购买获得，而
只能通过了解周围的世界获得，因而是无价的。他们知道价值不仅
仅体现在价格上，还体现在精湛的工艺上。”然而，von Eicken的
皮尔•劳伦森也暗示了消费者的虚荣心。他表示：“购买奢侈品牌的
人通常想向他人证明自己的消费能力；情况也可能截然相反，有些
消费者尽管囊中羞涩，但为了向他人展示自己属于某个圈子，从而
通过购买奢侈品牌炫耀自己。”

日烟国际——寿百年
寿百年这个品牌由俄罗斯人艾伯特•温伯格（Albert

Weinberg）

于1879年在伦敦创立，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卷烟品牌之一。温伯
格在伦敦时尚街区James注册了“House of Sobranie”。寿百年是斯拉
夫语，用来描述正式的聚会场所。该品牌名称既用来指当今烟草工匠和
商人的聚会，也用来指温伯格的客户——他们都是上流社会人士。温伯
格希望当时刚刚起步的年轻品牌寿百年成为奢侈烟草品牌的愿景，已完
美地延续到了现在，而寿百年仍被视为最经典的卷烟品牌之一。艾亨表
示，自2007年被日烟国际收购后，寿百年已成为该公司投资组合中增长
最快的品牌之一。自2012年以来，该品牌在各大市场的销售均取得了强
劲增长。截至2019年8月，寿百年已在15个市场和23个旅游零售店上市。

Tradition铂金超细支烟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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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混合品种

长支
超细支
中长细支
Laube
超长超细支

黑–蓝–金–白
黑–混合物–白
黑–铬黄–蓝–白
黑–混合物–白
黑–蓝–混合物–白

帝国烟草

Sobranie：现有规格与混合品种

来源：日烟国际南非有限公司

Von Eicken“传统”——全球销量细分
地区

100%

欧洲
北美
南美（包括加勒比地区）
亚洲（包括中东）
澳大利亚/大洋洲
非洲

5%
8%
30%
54%
0%
3%

来源：Joh. Wilh. von Eicken GmbH

奢侈卷烟品牌的“特殊时刻”

大卫杜夫高端经典系列，在100多个市
场有售的最具标志性的旅行款产品

确实如此,消费者使用奢侈卷烟品牌，可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或者
至少让其他人感受到这一点。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想要却很少承认的想
法吗？这也许可以解释“欧洲皇族”卷烟品牌在许多亚洲地区颇受欢迎的
原因了。苏珊娜表示，“在某些国家，个人身份和社会等级更为重要，而
奢侈品牌有助于显示地位。”但是，对社会地位渴望的消费者群体还无法确
定。“不同人口特性的消费者往往使用不同的奢侈品牌，而且人们通常倾向
于拥有自己的‘品牌库’，周一到周五使用较便宜的品牌，周末则使用昂贵
的品牌，这就是他们的‘特殊时刻’”。有观点认为，大多数亚洲人对奢侈
品牌具有从众心理，但苏珊娜并不认同。“我们看不透这种趋势。欧洲卷烟
品牌在许多方面都很卓越，但通常都不适合日常消费。”

但他承认，“寿百年Laube在
旅游零售业中享有赞誉，尤其是受
到亚洲消费者的青睐。”甚至帝国
烟草公司的苏珊娜也认为，“欧洲
制造”这个标签在亚洲无疑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她说：“欧洲奢侈品
牌通常仍在德国、瑞士或其它代表
质量、可靠性和高标准的国家/地区
生产，而大卫杜夫最强大的市场之

亚洲消费者青睐欧洲品质
尽管如此，von Eicken的劳伦森仍强调了奢侈卷烟品牌与原产国或原
产地的联系。他说：“我相信‘德国制造’就是我们品牌的质量标签。与一
家已有250年历史仍由家族经营和管理的德国公司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在亚
洲大获成功。”毕竟，目前该公司传统品牌全球销量的50％以上来自亚洲。
日烟国际的安德鲁表示，该公司并未通过传统的人口统计学来区分消费者，
并拒绝证实亚洲消费者极其喜欢悠久、传统、声誉卓著的欧洲卷烟品牌。

帝国烟草——大卫杜夫品牌
大卫杜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初的瑞士。齐诺•大卫杜夫
（Zino

Davidoff）在那里实现了

他打造“完美雪茄”的愿望。随后
在20世纪80年代，该公司推出了第
一批大卫杜夫品牌卷烟。帝国烟草
公司在2006年获得了大卫杜夫卷烟

Von Eicken——Tradition品牌
本文介绍的三个奢侈品牌中，von

的销售权，截至2019年9月，已在
Eicken的Tradition于2000年才推出，

100多个国家/地区销售。该品牌共

是最年轻的品牌。这一事实证明，新的高端品牌也能占领市场。到目前为

分为三个不同的产品规格：高端系

止，Tradition已经在全球20个市场上市。该品牌包括金装、铂金装、薄荷味和

列、细支系列和长支系列。“大卫

薄荷爆珠等系列，均采用弗吉尼亚烤烟制成，尼古丁含量略有不同。劳伦森表

杜夫的产品组合在全球范围内有所

示：“Tradition专为拒绝向口味妥协的挑剔烟民创造。Tradition由高级烟叶

不同，这主要是受到当地消费者的

制成，是von

Eicken八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的结晶。”该公司明年将迎来

偏好和立法的限制。”高端系列和

250周年纪念。作为“德国制造”的国际奢侈卷烟品牌，Tradition在质量、创

细支系列仍是大卫杜夫的核心业

新和设计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引人注目的金色包装和公认价值的

务，“最近公司在不同国家推出了

Tradition‘Gold’系列，是面向全球的主要品牌。”

适合更多烟民的新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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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烟草大卫杜夫战略规划负责人苏珊娜•白金汉姆

一就是中国台湾。吸烟体验和烟草质量是台
湾消费者追求的重要特性。”尽管存在意见
分歧，市场统计数据上下波动且消费者更青
睐自己的选择，但毫无疑问，欧洲生产了奢
侈品牌中最具标志性和知名度最高的卷烟产
品。目前欧洲大陆仍是一系列高端卷烟品牌
的故乡，这些高端卷烟品牌散发出精致的贵
族气息。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或
者说是“皇族”成就。

大卫杜夫（Reach Purple）长支烟，已在一些亚洲国家上市

Woodland品牌生态环保工艺卷烟

[Smokey Treats (Pty) Ltd.]

南非一团糟的烟草税
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最大的卷烟市场之一，南非使劲“浑身解数”，让自
己成为了“逃税天堂”，这在全球实属罕见。

文/托马斯•施密德

亚洲烟草走私泛滥，非法烟草产品大

量全凭制造商们自己说了算，真实情况就依

量涌入各个市场，导致政府税收收入损失数

靠它们自身正直诚实的品质了。消费税以制

十亿美元，令亚洲多个国家政府感到十分忧

造商自己公布的产量为基础。但是，没了南

心。但跟南非目前每况愈下的境况相比，这

非税务局的监察，有些不道德的烟草公司就

些似乎都算不了什么。雅各布•祖马（Jacob

只公布一小部分实际产量，致使纳税额大幅

Zuma）总统在任期间，南非税务局（SARS）

减少。

等国家机关和部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糟糕境
地。2018年6月，南非税务局的前任执行长

逃税额令人震惊

官向调查该局税务征收与管理的政府委员会

南非的逃税额令人震惊。南非烟草研

透露，他曾于2014年“奉南非税务局最高层

究所（TISA）主席范德麦威（Francois van

之命”，停止了对卷烟工厂的监察。

der

Merwe）表示：“2018年，南非烟草研

这为烟草制造商的非法利用行为提供了

究所的成员卷烟消费总量约155亿支，其他

可乘之机。典型的滥用行为是消费税系统本

本地制造商的合法卷烟产品为二三十亿支。

身，即所谓的“按产量纳税”系统，卷烟产

但2018年市场总体销售量在300亿支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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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就有120亿支卷烟是非法
产品或没有纳税。”南非烟草研究
所是一家私人资助机构，代表着该
地区知名度最高的烟草公司（详见
侧边栏）。
与此同时，南非2019年的烟
草预期生产总量将达到310亿到350
亿支，约比2018年增长4%，但肆无
忌惮的偷税行为目前为止却无甚减

2018年大约销售了120亿支非法卷烟

轻的趋势。一项针对分布在南非全
国各地的日常小商店的抽样调查显
示出了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一
包品牌卷烟零售价平均只卖10兰
特（0.66美元），甚至更少。但
是，2018年每包卷烟的消费税应为
17.85兰特（1.18美元），这样一来
就很清楚了，那些便宜销售的烟应
该是非法产品。

非法品牌成为南非顶级畅销品
2018年，南非烟草研究所委任
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进行
了一项调查，以确定问题的真实情
况。调查结果后来得到了当地媒体
的广泛报道，情况就算不说难以置
信，也足够让人瞠目结舌。该调查
研究记录了南非的所有卷烟品牌，
结果显示，从2018年6月到10月这仅
仅4个月的时间里，非法卷烟总销量
从33.4%涨到了42%。调查发现，非
法烟草产品的零售价“比合法市场
上财政部以此为基础收取消费税的
建议价格便宜73%，比每包合法产品
应交的最低税额便宜44%。”此外，
调查还点名了3家本地制造商，它们
产出的未交税卷烟充斥市场。调查
结果显示，其中一家目前“占了全
国非法卷烟市场的73%”。事实上，
该公司的旗舰品牌可能已经超过英
美烟草集团的彼得•史蒂文森牌卷
烟（Peter

Stuyvesant），成了南

非最畅销的品牌。令人难以置信的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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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名

品牌——品牌所有者

1

RG Gold Leaf Tobacco公司

2

Peter Stuyvesant 英美烟草

3

登喜路 英美烟草

4

Savannah 太平洋卷烟公司

5

长红 英美烟草

[TISA]

南非五大畅销卷烟品牌（2018年11月）

来源：TISA委任益普索开展的第二轮调查结果，2018年11月27日

是，这使南非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顶级畅销
品牌卖得比税费还低的国家。

对多层面的深远影响

南非销售卷烟的非正式零售店（注：展示的所有品牌并非都是
非法的）

南非非法贸易泛滥，对其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

个人应交却逃掉的相关税款都没算进去。”范德麦威还

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范德麦威主席向《亚洲烟草》透

表示，这些损失的税款本该用于资助建设南非急需的基

露：“财务方面，非法卷烟贸易在2010年到2018年造成

础设施项目及服务。政府的卫生健康计划也大打折扣，

的税收损失估计超过400亿兰特（26.5亿美元）。这还

其主因正是蜂拥入市场的廉价、非法、不规范及免费卷

只是在消费税和附加税基础上计算的保守数字，公司和

烟。但某些情况也是因为烟草产品不满足规定需求，特
别是包装上缺少安全警示、焦油和尼古丁含量超标、不

全球首款“具生态环保意识的”手工卷烟
在南非全力打击非法卷烟贸易的同时，南非
的一家小公司近几个月来也屡屡登上头条。不久
前，Smokey Treats公司推出了一款号称全球首款“具
生态环保意识的”的卷烟品牌——Woodland。该公司
2015年才成立，旨在减少醋酸纤维丝束卷烟滤嘴——
陆地和海洋垃圾的源头之一。但随着手工烟草品牌成
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亚当•范•怀加登表示：“Woodland牌卷烟不仅以木
纸浆为原料制作可降解滤嘴，还采用无人工添加剂的
100%非洲天然烟叶和不含氯的卷烟纸。”生态环保主
题也延伸到了Woodland牌卷烟的包装上。
与其他类包装不同，该品牌的内衬采用由可降
解、无金属且无毒的纸张。外包装盒采用的硬纸板来
源可持续、可回收、未经漂白且不分层。包装盒印
刷只使用食品级大豆油墨。范•怀加登表示，Smokey
Treats公司是“南半球唯一的手工卷烟独立制造商”
。目前，Woodland牌卷烟在南非逾1000家商店销售，
也开始向国外市场出口，寻求与感兴趣的进口商和分
销商发展进一步战略合作伙伴，以“帮助品牌进行国
际化发展”。据范•怀加登称，Woodland牌卷烟自推
出后“成功地以可降解滤嘴取代了近250万枚塑料滤
嘴。”该公司还有一个针对环境的额外承诺，即捐出
该品牌卷烟销售净利润总额的1%，在南非全境植树和
建造美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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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低燃点标准。范德麦威进一步阐释称，非法贸易对
合法制造商的市场份额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本地烟叶
的需求量下降，同时也造成烟田和工厂的岗位流失。范
德麦威表示：“过去3年里，南非烟草研究所制造商成员
的生产量降幅超过22%，与此同时烟草消耗总量却在上
升。这是愈演愈烈的非法烟草贸易带来的直接结果。它
给烟农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导致南非
基础烟草行业的崩溃。因为对合法卷烟的需求量减少，
过去2年内，烤烟烟农不得不将产量降低15%。”

需要持续、坚决、协同一致的行动
那么有没有弥补和纠正的方法呢？范德麦威指
出：“南非税务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功能，其
审计和执法部门正在重建和加强。税务局新任局长爱德
华•基埃斯韦特（Edward

Kieswetter）正带领大家走上

恢复之路，但他手头的任务也繁多而艰巨。”范德麦威
称，为确保记录正确的产量，加装在卷烟生产机器上的
产量计数器等现代新技术是急需迈出的第一步，这样才
能查验税收额，而不是单纯依靠制造商自己上报的产量
数字。南非税务局需要重构其能力，南非国家检察总局
（NPA）等其他执法部门也在缓慢恢复中。政府各机关
部门的有效协作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
时，范德麦威还说：“参与非法贸易的公司一直紧抓时

[TISA]

机，只有采取持续、坚决、协同一致的行为才能让它们收手。考虑到所有烟
草制造监督工作在2014年到2017年间都处于停滞状态，各司法案例应该进行
重新评估和恢复。根据税务管理部门，卷烟方面的非法烟草贸易是关键领
域，重点在于进行必需的审计调查、最终采取适当的合法行动。”

追踪查询系统的推行再次被推迟
除法律诉讼之外，南非最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追踪系统以监督卷烟产
量，这可以作为打击逃税的有效对策。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19年
4月，南非税务局宣布着手进行几项战略措施，约束该国的非法烟草贸易，
包括推行“追踪查询标记技术”系统。南非烟草研究所警示道，追踪查询系
统无法解决非法贸易的核心问题，即烟草制造点的产量验证。但南非税务局
仍于2019年4月26日发布了招标书。6月20日为投标截止日期，递交投标者按
规定将被任命为服务独家提供方。截止日悄悄过去了，并没有进一步的新
闻。据非洲通讯社（ANA）在南非烟草研究所招标公告不久后发布的报道，
范德麦威批评税务局“欧盟和加纳花了4年多时间进行协商和实验的系统，
TISA主席François van der Merwe

南非试图在12个月里就推行成功”。
他还指出，南非税务局想任命

一家颇具影响力的社团
南非烟草研究所（TISA）是一所自愿加入的同业商会，代表该地区
活跃的烟农、烟叶商、烟叶加工者、制造商及烟草产品的进出口商。该
研究所由成员联合资助，目前成员包括：
联一国际公司
英美烟草集团南非有限公司
南非Clippa销售公司
帝国烟草南非公司
日烟国际南非有限公司
林波波烟草加工有限公司（Limpopo Tobacco Processors）
其他卷烟产品分销有限公司（OTP Distributors (Pty) Ltd）
菲莫国际南非有限公司
烟草贸易公司
南非环球烟叶有限公司

一个服务独家提供方，让它在8年时
间里推行一个将影响到批发商、零
售商、分销商和制造商的系统，成
本巨大且完全没征求过价值链各利
益相关者的意见。非洲通讯社的一
篇报道引用范德麦威的话称：“推
行这样一个复杂精细的信息技术密
集型系统需要足够时间来准备、磋
商和实验。
南非烟草研究所担心南非税务
局的流程过于匆忙，很可能跳过了
这些关键步骤。真正的问题在逃税
的本土制造商身上，这将给小型零
售商带来过度且不切实际的监管负

南非烟草研究所的主要关注领域是确保南非合法烟草业和南部非洲
关税同盟（SACU）的可持续发展，其成员包括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
索托、纳米比亚和南非。为实现这一目标，南非烟草研究所涉及如下工
作内容：
• 参与立法进程，以帮助烟草业进行平衡、循证的监管和税收。
• 对抗和减少非法卷烟贸易,例如委托国外独立调查机构对南非卷
烟非法贸易的规模和影响进行调查，与政府和执法机构进行公或私合作
以打击非法贸易。
• 与专业研究委员会磋商，建立烟叶研究目标，帮助烟农提升烟
叶产量和质量，从而保证烟草业的可持续性。
• 支持降低危害原则，与南非烟草研究协同努力，推动降低危害
产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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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而且只会鼓励零售商们去销售
非法产品，因为他们无法负担合法
烟草产品的进货成本。”追踪查询
招标流程后来被推迟了两次，最新
的投标截止日期定于2020年3月31
日，因为南非税务局长官想要对全
部流程进行完整的审查。范德麦威
强调：“南非烟草研究所对这一举
措深表欢迎，也将信守承诺，协助
南非税务局寻找南非特殊非法贸易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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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ITSA警告烟草业对追踪与跟踪系统的影响
近日，巴基斯坦税务局决定由国家无线电通信公司
（NRTC）负责烟草追踪与跟踪系统（T＆T）的招标,而该
公司与烟草业有着紧密的联系。此事引起国际税务协会
（ITSA）关注。
ITSA指出，NRTC的T＆T解决方案是由Inexto提
供。Inexto公司的收入几乎都依赖于烟草业，并将其Codentify技术应用于T＆T。ITSA表示，这一做法显然违反
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

FCTC）。

该公约为全面实施独立于烟草业的T＆T系统制定了明确
策略。
ITSA主席Juan CarlosYañez Arenas也批评了联邦
税务局（FBR）的招标程序。“比NRTC和Inexto资质更好
的公司可能都被淘汰了。FBR似乎将成本作为首要考虑因

BMJ等公司荣获AEO认证

素。因此，提交最低竞标价的NRTC赢得合同绝非偶然,”

印度尼西亚

他说。

BMJ获得AEO认证
领先的特种纸和包装制造商BMJ（PT. Bukit Muria

FTO表示FBR未向卷烟制造商收取足够税收

Jaya）已获印尼海关授予经认证的经济经营者（AEO）。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监察专员（FTO）发现，联邦税

AEO是指国际公认的质量标志，代表运营商拥有

收委员会（FBR）未采取适当审计措施，未确保烟草公司

高质量的内部流程，可防止国际运输中的商品受到篡

的生产情况，导致未从大多数卷烟制造商那里收取足够

改。AEO认证被海关当局确认为低风险，从而使边境流程
对于经预先批准的业务更加有效。
BMJ首席执行官Omar

Rahmanadi表示：“这对我们

来说确实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因为印度尼西亚只有
130家公司获得了该等认证。为符合该认证的详细要求和
资格，我们经过了漫长而全面的审核过程。只有符合某
些标准且遵循AEO程序的知名公司才能获得该认证。”

赞比亚

英美烟草在卢萨卡开办卷烟厂
英美烟草公司花费2500万美元，在卢萨卡南部的多
项目经济区（MFEZ）开办了一家卷烟制造厂。
财政部长Bwalya Ng’andu主持开幕式,呼吁社会各
界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他表示，该厂的开办，代表赞
比亚政府决心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Ng’andu还表示，目前市场发展良好，烟草业预计
将支持50万烟农的生计。

的联邦消费税（FED）和一般销售税（GST）。
根据FTO报告，尽管对较小的烟草公司进行了快速
生产监控，但2016-17年度卷烟部门的收入却大幅下降。
报告称，根据《销售税法》第40B条以及FED第45B条规
定，这种消极趋势是由FBR工作人员监察力度不足造成
的。他们只是在小型卷烟制造厂走了个过场，没有检查
生产记录、商品销量和库存状况，也没有检查其诚信与
合规性。
FTO建议FBR在电子监控和追踪系统投入运行之前，
检查卷烟制造商的电子记录保存和实时数据交换。FTO还
建议FBR组成一个专门的执法IT团队，重点关注烟草/卷
烟逃税和其他容易发生偷税行为的部门；并在整个管辖
范围内进行适当干预。此外，FBR应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
增加监控绿叶脱粒（GLT）程序。

全球

壳滑式包装机复合年增长率将呈指数级增长
Transparency

Market最新研究报告称，到2025

年，壳滑式包装机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呈指数增长。
40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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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报告，雪茄市场比卷烟

烟草公司代表和菲莫财富烟草公司

卷烟制造厂的生产，这实际上减少

市场更加稳定。卷烟市场的主要制

（PMFTC）代表组成了克拉克港工作

了110个工作岗位。Smith说，重组

约因素之一在于包装尺寸。与雪茄

人员小组。该小组监督拆除了上述

将取消一些区域销售职位，新设其

市场不同，大多数卷烟制造商使用

机器。

它职位。

的包装尺寸相同，因此缺乏个性化

克拉克港随后还销毁了2套卷烟

由于烟草市场开始倾向于带有

切碎设施、145箱烟、包装材料和税

斯堪的纳维亚集团关闭乔治亚
州工厂

电子零件的半自动和自动壳滑式包

票。2018年3月查封了这些产品，因

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STG）

装机，因此该市场的制造商也逐渐

其违反CMTA第118条和1113（f）和

已决定关闭该公司旗下位于美国乔

将机械零件替换为电子零件。壳滑

（l）条款、知识产权（IPR）法、

治亚州塔克的Lane工厂，并将生产

式包装机制造商关注的另一关键领

国家烟草管理局（NTA）[2014] 3号

转移至丹麦的阿森斯和霍尔斯特布

域是维护，旨在减少维护时间，同

通知、BOC备忘录通函第[2015]

15

罗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圣地亚哥

时提高生产效率。壳滑式包装机市

号和[2006] 20号通知，以及国内税

等地的工厂。该集团的生产设施将

场可能成为雪茄和卷烟市场增长率

收局税收条例第1-97条，于同一年8

从12个减至11个。预计关闭工作将

下降的受害者。

月6日被没收。

于2020年底完成。

策略。

机组、1台半自动捆扎机、1个塑料

欧洲烟草法有些许变化，最近
的一项是欧盟委员会的《烟草产品
指令》（TPD），对烟草市场造成了
不确定性和限制性，最终影响了壳

位于塔克的工厂生产烟斗烟、

美国

细切烟丝和小雪茄品牌。随着这些

ITG Brands进行第三轮裁员

产品的市场逐渐萎缩，STG各个工厂

Brands公司已确认进行

已经开始产能过剩。塔克工厂关闭

滑式包装机市场。但是，制造商正

2019年第三轮裁员，但强调最新一

后，将调整产能，以适应当前和预

不断努力优化壳滑式包装机，以确

轮的裁员幅度为有史以来最低。

计销量。2020年底全面实施后，集

ITG

保最少的人为干预，同时努力减少

ITG发言人Matt Smith表示，最

团的整体年度成本有望降低2000余

维护需求，这将有助于降低成本并

新的裁员计划是组织结构调整的一

万丹麦克朗。预计将投资约3000万

为用户节省时间，预计将对全球壳

部分，裁减生产和销售部门至少100

丹麦克朗进行生产转移。

滑式包装机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人。他补充说：“受到失业影响的

关闭塔克工厂，将终止该集

人员低至两位数，对于我们这样规

团旗下Lane的生产，这令人感到遗

模的组织而言，失业人数基本上接

憾。受影响的员工将获得离职补

近于新招员工的数量。”

贴。

菲律宾

销毁走私器械
菲律宾海关部门于11月18日销

Brands

STG表示，这一决定不会对集

毁了走私的卷烟制造机，此举意在

国家帐户团队，重新确定了贸易客

团2019年的财务指南造成影响，但

警示走私者停止减少政府应有收入

户营销小组。我们还创建了一个新

特殊项目除外。2019年支出与工厂

的非法商业行为。

的区域销售结构。为了加强现场销

关闭相关的特殊成本预计约为1.2亿

售团队，我们将Fontem（blu电子烟

丹麦克朗。目前，集团2019年的特

机、1台塑料回收机、1部手动升降

制造商）销售人员与ITG

殊成本（不包括与收购Royal

器、1组发电机和1个发电机冷却系

售人员进行了整合。这将最大程度

相关的成本）预计约为2.05亿丹麦

统。根据《海关现代化和关税法》

地提高投资组合的现场销售能力。

克朗（此前为8500万丹麦克朗）。

（CMTA）第1113(f)和(l)条规定，

我们正在重新设计销售区域和部

2020年将产生2000万丹麦克朗的特

于7月26日予以没收。

门。”

殊成本现金流，而工厂的关闭将导

2018年2月19日查封了7台卷烟

“我们已经建立了ITG

Brands销

Agio

Alameda、

在裁员之前，ITG于今年10月对

致约1亿丹麦克朗的非现金减值成

港口运营服务公司代表、国家烟草

北卡罗莱纳州商务部表示，已正式

本。上述数字未包括出售土地和建

公司代表、审计委员会代表、日本

计划在12月31日之前停止里兹维尔

筑物的可能收益。

地区税收官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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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for ﬂexibility
SMK SASIB
cigarette maker

Machine speed up to  cpm.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quick 3D size changes. Single-rod technology and wide tobacco infeed hopper.
Full selection of options, including Slim and Super Slim formats.
SASIB SMK is able to fulﬁll product quality and machine ﬂexibility according to your demand.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CK-BTB-300S是Cankey公司的畅销产品之一

缠绕机供应商概览
缠绕包装是烟草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经常由于其他包装形式而被忽视。
《亚洲烟草》采访了两家主要的缠绕机供应商。
不管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缠绕包装在烟草业中无处不在。这种包装方法能在运输中提
供全方位保护，防潮、防尘、预防虫害和氧化，还能控制产品湿度，锁住香气和味道。尽管
如此，缠绕包装仍然不太受行业重视，因为人们更倾向于更花哨的包装方式，比如印花的盒
子（硬包或软包），充满创意的封口标签，用金属箔或多层镀膜纸制作的内衬，甚至雪茄烟
管和雪茄盒。尽管默默无闻，缠绕机仍是任何一种产品线和整个供应链中所必不可缺少的。

Cankey Technology：保证产品安全抵达目的地
缠绕机制造商多如繁星（详见表格），遍布全球，大部分位于亚洲，尤其是远东地区
和中国。于2010年在郑州自由贸易区成立的Cankey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对于烟草
公司和成品制造商来说，商品绕半个地球也并不罕见。缠绕包装能帮助商品在不受污染的情
况下安全抵达目的地，”Cankey公司运营专家Sherry Liu如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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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型号满足全部需求
这家公司的缠绕机共有三个
型号，都是烟草业客户常用的保护
单包卷烟盒和纸箱的型号（详见表
格）。Sherry称：“我们公司的
CK-BTB-300A型号是当下最畅销的一
款，我认为这和它占地面积较小有
关，可以节省地面空间，但包装速
度和本公司其他设备相差无几。”
与其他设备一样，缠绕机的良好运
行依靠精确的校准、操作和维护。
电压不足、空气压缩机不兼容是常
见的问题。Sherry说：“每个国家
的电网电压可能都不同，所以我们
建议客户向我们进一步确认设备要
在多大的电压下使用。这样我们就
可以根据需求做出调整。”在设备运行前，每种缠绕机型号需要装备适合的
空气压缩机。“如果客户倾向于在当地购置压缩机，那么必需提前和我们确

Cankey公司的CK-BTB-300A每分钟包
装80个卷烟箱

认相关参数，否则设备的功能或许会受到影响。”

调试和试运行以保证最佳运行状态
Sherry表示，任何一种新设备从公司运出前，都会经过Cankey公司
的内部工程师调试和试运行，来保证其完整的功能，公司还会提供安装视
频。“尽管如此，如果客户在安装或使用设备时遇到困难，我们也愿意派遣
公司的工程师进行有偿协助。”所有的Cankey设备都有一年的保修期，并提
供终身服务，后者会收取一定费用。如果需要故障排除指南，可以选择线上
全天免费帮助服务。公司拥有全部的备用零部件，以保证遇到故障或部件损
耗情况可以及时更换。作为一家出口公司，Cankey年销售额只有20%来自中
国，此外的80%均来自世界各国的客户。

香港德宏机械公司：一家新合
资企业

HK Daehon’s packet wrapping
machine

2018年，香港烟用丝束和滤棒
合约制造商D.M.企业有限公司与烟
草业资深人士刘海（音译）和HLP包
装专家高嘉瑞（音译）成立了一家
新合资企业——香港德宏机械有限
公司（Daehon）。刘海和高嘉瑞任
董事兼创新技术顾问，目标是将母
公司的产品系列拓宽至过滤材料之
外的烟草设备，包括缠绕机。“我
们的缠绕机重要组件由中国和印度
工厂制造，在香港进行装配，”香
港德宏技术创新销售经理Mandip S.
Sandhu如此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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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德宏机械有限公司]

缠绕包装对于最终消费体验来说极其关键
缠绕包装是烟草加工不同阶段和整个加工链的一项关键任务，能为消
费者带来很多好处。“缠绕包装能保留产品原味，并延长保存期，是消费体
验的重要部分，”Sandhu解释道。该公司的两种畅销设备型号可以包装能想
到的几乎所有的烟草产品：鼻烟、嚼烟、水烟、烟叶、烟丝（包括初加工前
的烟丝和初加工之后的烟丝）、卷烟大包装。高嘉瑞表示，香港德宏公司的
烟包专用包装设备DB59和纸盒缠绕机DB250（详见表格）“实际上都是生产
线的组成部分，经常一起购置。”

全力支持初次购买者
高嘉瑞表示，“初次购买者经常针对设备安装提出技术辅助要求，而
我们会派遣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根据客户需求调整新购的设备，以达到最佳
结果。”除安装和运行之外，BOPP或BOPLA薄膜，以及每种材料的温度设置
都可能出现问题。“客户一定会有一份说明，专门写了不同材料需要输入设
定的合适温度，来达到最佳效果。过热会导致褶皱，温度不够又会导致密封
香港德宏公司的技术创新销售经理
Mandip S. Sandhu

失败。”但如果出了问题，该公司总能提供解决方案。“幸好有互联网，我
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议和演示视频解决大部分题。如果客户需要，我们也会提
供一份故障排除指南和一些备用零件。”香港德宏公司所有的设备型号均有
一年的保修期。刘海表示，为保证产品符合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TPD2
）的要求，该公司提供特别设计的附加模块，配合主设备的运行。”

出口是主业务
与Cankey Technology公司一样，香港德宏公司也主要做出口业务。Sandhu
指出：“超过80%的设备销往国外，只有大约18%是内销。”不过，53%的出口产
品仍然到了亚洲客户手中，包括中东。Sandhu说：“超过1/4的产品销售到了欧
洲，12%出口到美洲。”非洲将成为一
个重要的市场，因为该公司

全球供应商概览
在Google上输入“缠绕机”，会出现很多供应商。第一条结果
很可能是英国的Marden Edwards有限公司。可以发现这家全球供货商
不仅有高超的市场经营技巧，也有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荷兰Sollas

“看到了很大的潜力”。“但
至少从目前来看，监管政策、手续繁
琐、缺乏透明度，是在非洲开展贸易
的主要障碍”。提到未来的客户，他
热情高涨：“我们是创新者。只需告

BV和日本的东京自动机械厂也位列搜索热榜。接下来的Google搜索结

诉我们你对细节的要求，我们就能保

果，会显示出保加利亚公司Union Kehlibar和广为人知的香港零配件

证提供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除了

设备供应商——香港Upper Bond Industria有限公司。台湾Chi Mei有

专用的缠绕机外，德宏公司还提供其

限公司尤其受亚洲客户的欢迎。当然，还有大量的中国内地供应商，

它包装设备。Sandhu说：“比如，我们

比如浙江的DAFA自动包装和iStar包装，香港的August包装；还有一

还有一条针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

家有点鲜为人知的印度企业——Budhan工程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听起

包装线，双塞式包装机DH-02，这项产

来比较有趣，因为它明显是专门做定制包装方案的。

品已经取得专利，从某种程度上垄断
了中小型规模卷烟制造商。”该公司
正在推广DH-350透明薄膜3D包装机，可
用来满足更专门的包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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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薄膜公司的生产
车间

可循环包装在烟草
业日益流行
旨在促进“循环经济”的环保、可循环利用的包装正在慢慢进入烟草领域，但
依然前途漫漫。

文/托马斯•施密德

“生态”和“低碳足迹”已成为许多

但这并不代表烟草行业未采取任何举

国家的热门用语，食品、饮料、电子产品和

措，也不代表未研究替代方案。事实远非如

消费品等行业都已开始使用可回收、可生物

此。英诺薄膜公司（Innovia

降解、工业可堆肥甚至家庭可堆肥的包装材

是烟草行业的主要包装薄膜供应商之一，

料。不过，联合国强调，贴上“可生物降

其业务发展总监菲利普•马格努斯（Filip

解”标签的物品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垃圾数

Magnus）指出：“烟草行业正致力于减少其

量，因为人们更容易认为把这些物品扔到地

业务对环境的影响。许多公司签署了科学基

上是可行的。烟草行业意识到全球对这类材

础目标倡议组织（SBTi）。该组织明确规定

料的关注，并且认为未来会颁布相关立法。

各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度和速度，从

因此，该行业在采取深思熟虑的全球行动之

而为其指明了道路，确保未来增长，助力各

前，正密切关注各国动态。总而言之，各行

企业为气候变化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做出

业都已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乱扔垃圾的紧

贡献。”马格努斯还强调说，烟草行业已充

迫性。然而，卷烟滤嘴仍然主要由对环境有

分意识到，未得到科学充分支持的论断或行

害的醋酸丝束制成；卷烟纸大多经过漂白；

为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将受到“神通广大”

卷烟包装使用金属箔层压纸。当然，所有这

的消费者的审查。他认为：“业界公认的最

些都为反烟草游说团体提供了“充分的口

佳包装实践是通过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包装

实”，使烟草制造商受到无休止的指责。

材料，转向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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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s）公司

关键是包装既要保持较好的功能性，也可回收，以实现低碳足
迹。尽管生物降解材料和可堆肥“在烟草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并
不是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的最佳选择，”马格努斯说，并重申“循环经
济才是未来的方向。”例如，BOPP薄膜（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中使
用的原材料聚丙烯（PP），在用作包装材料时，可制成一种功能强大
的低碳足迹材料，拥有独特性能，从而保护所包装的产品。“而且这
种材料是可回收的。回收BOPP薄膜后，可以将其分类，并混合到现有
的PP再循环液流中，”Magnus解释说。他坚持认为有必要采用更高阻
隔包装，以使烟草制品保持全新状态。
“这是因为生产更集中，运输路线更长，并且新产品设计具有
不同的包装要求。”尽管烟草行业在采用或实施较复杂的解决方案时
可能会有些保守，但勇于接受简单的变化。“对于常规实践来说，可
回收材料只是很小的变化，业界容易接受。此外，换用生物降解材料
或可堆肥材料将需要更强力的财务支持，”马格努斯指出。为了实现
所需的高度可回收性，该行业必须转换为单一材料，而不是继续使用
复合材料。马格努斯援引了食品行业的例子，后者已开始专注于使用
聚烯烃包装薄膜，能够极好地隔绝氧气，保留原有味道。

“英诺薄膜”公司的“气泡”

“但是，烟草行业首先考虑的是良好的防潮性，但我们预
计该行业最终会考虑氧气和香气阻隔性。”英诺薄膜（Innovia
Films）公司的新型高阻隔BOPP

Propafilm™Strata薄膜则恰如

其分。德国独立回收和咨询公司Interseroh对其评估后，给予该
产品“非常好”的评级，以及令人梦寐以求的“可回收利用”
认证。Interseroh根据许多材料相关标准，以及收集、分类、回
收和再加工等后续流程，对该包装薄膜进行了分析。马格努斯
说：“该认证证明了我们新的Strata

BOPP薄膜的可回收性。该

薄膜是一种单一结构材料，再循环性能比复合薄膜好得多，可以
添加到PP闭环中进行重复使用。”但是，他也承认Strata已“在
食品工业进行了很好的测试和试用，且表现出色。如果烟草业决
定开始试用，则很可能用于下一代产品……或需要保留良好香气
或隔绝氧气的产品。”
当然，收集、回收和再利用任何类型材料的责任不应仅由
采用英诺薄膜公司的可持续的Propafilm Encore包
装的卷烟盒

制造商承担。马格努斯表示：“这是每个人的责任，包括终端用
户。每个人如何处理废物取决于个人问责制，以及尽力提高回收
率的意愿。但是，如果终端用户在打开烟草产

可生物讲解包装并非首选
我们在正文中探讨过，可回收材料似乎正助力烟草制

品包装后，将包装放到回收袋中而不是废物箱
中，那就不会造成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

品制造商努力实现“循环经济”。但是，可生物降解或可堆

各国政府的回收政策及其回收设施不尽相同。

肥的包装并非首要议题。除其他几个因素外，还可能与以下

例如，世界上并非每个国家都像欧洲那样大力

事实有关：包装供应商并没有竭尽所能地致力于烟草发展，

回收。马格努斯认为:“各国政府正努力应对变

至少暂时还没有。一家全球领先包装公司的项目经理匿名向

化，并审查其回收策略。”他说，英诺公司的

《亚洲烟草》透露：“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可持续性主题，但

包装既提供产品所需的高水平功能性，又可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实际上尝试引入此类材料

收，从而达到减少全球变暖的目标。

的包装公司开始意识到其并未达到要求。意大利公司GIMA TT
的包装设计师和市场营销专家文森特•安东内利尼（Vincent
Antonellini）对《亚洲烟草》表示：“几年前，我们将特
殊新型空白纸张制成的环保产品在客户中进行试用。遗憾的
是，即使最终结果达到了预期质量，但机器速度和稳定性方
面不是很好。”但是，他也呼吁烟草行业继续大力解决该问

Strata当然并非公司唯一的业务。英诺公
司计划“扩展可循环利用薄膜系列产品，将其
很好地集成至循环经济中。”该公司刚刚推出
了Strata的平行产品Propafilm™Encore，这是
一种由可再生原料制成的完全可循环利用的、
碳中和BOPP薄膜，计划于2021年第二阶段推出

题。
“其他行业的生态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因此烟草

的Encore甚至包含回收材料。“多年来，我们

行业也亟需解决该问题，”安东内利尼说。此外，英国著名

一直与客户积极合作，在CDP等平台上公开环境

包装供应商Futamura坚称已开展研发工作。“烟草行业肯定

信息，并与领先的国际非营利组织EcoVadis一

进行了很多可堆肥材料的测试活动。试验进展顺利，但我们

起评估公司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也很高兴

认为今年还不能公开信息，”该公司市场开发经理克莱尔•麦

讨论任何新倡议，”马格努斯宣称，“英诺公

基恩（Clare McKeown）透露。同时，奥地利公司Tannpapier

司拥有EcoVadis的黄金评级，这意味着我们在

计划“用可生物降解的箔材代替传统箔材”，但没有给出具
体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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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接受评估的所有供应商中排名前3％。该
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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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拉维

美国限制进口马拉维烟叶
马拉维被指控剥削工人，包
括童工，因而被限制向美国出口烟
叶。目前，这个贫穷的非洲国家不
得不面对童工和强迫劳动的问题。
美国的这项决定令深陷全球反烟运
动的烟草业雪上加霜。
对美出口仅占马拉维烟叶出口
总额的一小部分，但美国的这一举动
可能使马拉维在其他地方的烟叶销售
更加困难，并引发了烟农焦虑，他们
担心将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
美国当局表示，希望将马拉
维烟叶进口到该国的公司需要证明
这些烟叶不是强迫劳动生产的。但
是，目前尚不清楚说服美国当局需
要哪些证明，企业会如何证明。
烟叶在当地被称为“绿色黄
金”，因为从就业、外汇收入（占
60％）和税收（占25％）方面来
说，它都是马拉维最主要的农作
物，因此该行业遭遇的任何麻烦都
可能迅速影响国家的经济。
农业部长Kondwani

Nankhumwa

承认马拉维存在大量童工和强迫劳
动的现象，但对美国的行动轻描淡
写，称“这不是禁令，美国只是在
力推合规性”。
Nankhumwa保证马拉维将进行必
要的政策审查，以保护烟草业并使该
国遵守全球标准，并表示马拉维80％
的烟叶是在无童工或强迫劳动的特别
计划下种植的。农民正开始为下一播
种季整备田地，但烟叶价格不断下
跌，种烟前景堪忧，令其不安。

韩国

烟草商业法漏洞造成税收损失
年初，针对以“烟叶”制造的
卷烟征收特别消费税之后，烟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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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应税进口量减少了，而根茎类

和包装材料制造商串通一气，抬高

提取物等免税进口量则激增了。

投入成本和包装材料的价格，榨取

分析人士表示，政府需要考虑
将烟叶的“茎”或“根”等原料纳

他们的利益，这些人为挑战同样令
他们担心。
据悉，从当季收益中扣除这些

入征税范围，以防止虚假报告和逃
税行为。
韩国战略与财务委员会的报告
显示，从茎和根中提取的尼古丁溶

合计费用后，农民的利润就微不足
道了，因此部分农民正考虑用其他
经济作物代替种烟。

液的进口量不断增加，2016年进口

在合同商的支持下，大部分烟

了5吨，2017年90吨，2018年增至175

民能够种烟，而烟叶是该国的主要

吨。同时，从烟叶中提取的尼古丁

创汇来源之一，其中80％的烟叶是

溶液的进口量也从2016年的17吨降至

在合同制下生产的。但是，由于大

2017年的7吨，2018年降至6吨。

多数合同商为生产提供外币资金，

2016年，战略与财务委员会裁

要求以相同的货币还款，许多农民

定，根据烟草商业法，不再将从根

不满意，认为给他们提供的资金存

茎中提取的尼古丁归类为卷烟。该

在泡沫。
目前，有22家合同商和34名商

裁定导致了上述变化。
该委员会在相关报告中说，进

人在监管机构进行了注册。津巴布

口商经常将从烟叶中提取的尼古丁

韦烟草协会已成立91年之久，代表

溶液上报为取自根茎，以避免特殊

着该国30%的烤烟烟农的利益。该组

消费税的负担。

织表示正在调查上述问题。

从根茎中提取尼古丁是无利可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持续的焦

图的。因此，从烟叶中提取尼古丁

虑将迫使一些农民放弃种烟。最新

是优选的制造方法。

统计数据显示，已注册种烟的新烟

如果自2016年以来进口和上报

农人数下降了80％，至7,274名，

的从根茎中提取的尼古丁溶液实际

而去年为34,845名。在去年种烟的

上是取自烟叶，海关总署估计，特

162,028名烟农中，有超过25,000人

殊消费税和烟草消费税的税收漏税

计划今年不再种植。
价格已失去吸引力，令农民

总额将达到1000亿韩元（8290万美
元）。

津巴布韦
烟农忧心忡忡
在2019-2020年度烟季，津巴布
韦全国广受干旱困扰，但烟农交付
了2.595亿公斤烟叶，高于去年创纪

望而却步。合同农场烟叶的均价从
去年的2.95美元降至今年的2.07美
元，而同期拍卖场烟叶的均价则从
2.73美元降至1.76美元。

印度

烟草委员会推进机械化种烟

录的2.52亿公斤，再创辉煌佳绩。
但这却让人高兴不起来，因为

烟草委员会主席Raghunadha
Babu

Yadlapati最近表示，为了在

收入大幅下降。烟叶价格下跌，导

农场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下保持

致总收入从一年前的7.37亿美元降

生产力，有必要实施机械化种植。

至5.30亿美元，净收入降至2.07亿
美元。但农民认为，商人、采购者

Raghunadha

Babu于7月接任烟

草委员会主席，他鼓励人们采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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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的种烟方法，以使烟农能够

公司甚至承担了其清单上农民的医

为农民的公民教育贡献一份自己的

从中获利，并补充说，为提高土地生

疗费用。

力量。

产率，已在西戈达瓦里地区约50英亩

农民说，他们已经为今年的烟

“烟叶采购商每年都设定他们

的土地上试用了一种移栽机，使农场

草种植整备了苗床。烟草公司代表

购买的所需量，而TAMA的职责是提

工人的需求减少了50％。

经常拜访当地农场，为苗床维护和

高农民对生产所需烟叶的重要性的

养护提供技术支持。

认识，预计烟农将最多生产1.61亿

“与其他作物相比，种烟需要
3倍的努力。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仅

Saptibari村的一名高中教师

公斤烟叶。”

很难掌握农业劳动力，而且成本越

兼烟农Sekandar

来越高，所以没有其他选择，只能

吸引力。他说在0.4英亩的土地上可

进行农场机械化。自接任以来，我

产出大约6至7莫恩德（约261公斤）

Banda最近当选ITGA主席，任

一直在努力创造环境，使烟农获得

烟叶，而农民通过出售烟叶可赚取2

期两年，他希望藉此争取国际烟草

更多利益，包括减少劳动力和减少

至2.4万塔克塔卡（约合235-282美

市场对马拉维烟农的关注。全球有

资金投入，”他说。

元）。由于Sekandar农场附近的所

4000多万名烟农以及许多其他依靠

“相较于人工移栽，使用挂

有土地都在种烟，因此他也不得不

烟草生活的间接受益群体。

接拖拉机的移栽机的优势在于，移

选择这种作物，而不是在自己6英亩

栽的烟苗更均匀、更深，使土壤能

的土地上种植香料和蔬菜。

够吸收更多的肥料，并增加通风
量，”Raghunadha Babu解释说。
他还说，他们鼓励微灌，并

Ali解释了种烟的

拉尔莫尼哈德地区的其他烟草
公司表示，今年约2万名烟农种了3
万英亩的烟叶，去年该地区约1.5万

他补充说，TAMA计划开展各种
宣传运动，以帮助农民满足需求。

2019年11月3-5日，多米尼加
共和国圣地亚哥举行了本年度全球
ITGA大会。

日本

营养素。“这将不仅提高土壤生产

该地区农业推广部（DAE）的

烟叶审议委员会（LTDC）发
布咨询报告

率，而且可以改善土壤质量，每英

数据表明，2014年该地区辖下5个行

日本烟草公司于10月25日宣

亩的产量可能会大大增加。”

政区的种烟面积为1.3万英亩，2015

布，Yoshitsugu Minagawa领导的烟

自采用这些新种植方法之日起

年为1.8万英亩，2016年为2.3万英

叶审议委员会（LTDC）应日本烟草

3个月后将收割烟叶。该委员会计

亩，2017年为1.5万英亩，2018年为

提交的提案发布了国内烟叶种植面

划，将根据收成结果，鼓励大规模

2.5万英亩。

积和2020年收购价格咨询报告。

通过滴灌法向土壤补充所需的微量

名烟农种了2.5万英亩烟叶。

农场机械化，国家和该中心将为购

卫生部官员表示，卫生和家庭

该委员会基本同意日本烟草

买移栽机的烟农提供50%的补贴激励

福利部于2017年起草的旨在遏制烟草

的提议，并表示，将2020年国内烟

措施。

生产并最大程度降低其对公共卫生和

叶种植面积定为6422公顷，比上一

经济影响的政策处于最后阶段。

年的种植面积减少了5.1％。烟叶

最近的报告表明，今年气候更
适宜，烟叶产量有望超过2018年。

孟加拉国

种烟面积日益增加

马拉维

马拉维烟草协会担忧烟叶生产
过度

收购价格将与去年持平，所有类型
的烟叶均价为每公斤1,912.32日元
（17.47美元）。
日本烟草将根据委员会的报

拉尔莫尼哈德（Lalmonirhat）

马拉维烟草协会（TAMA）表

的农民已从烟草公司那里获得了良

示，预计烟农在2019/20烟季将生产

烟叶审议委员会是根据日本

好价格的保证，因此今年将增加种

1.61亿公斤烟叶，但警告烟农不要

烟草代表的询问，就有关种植和采

烟的土地，以弥补上一季稻谷所造

过度生产。

购国产烟叶的重要事项授予的委员

成的损失。

告，开展2020年烟叶业务。

TAMA主席兼国际烟农协会

会。该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1名，来

包括两家跨国公司在内的6家烟

（ITGA）主席Abel Masache Banda

自由日本烟草公司任命并由财政部

草公司为农民提供免费种子、肥料

最近在利隆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长批准的国内烟叶种植者和学术界

和技术支持，鼓励他们种烟。跨国

指出，TAMA作为主管机关，有责任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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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实大学药学院楼顶上种植的有机大麻

托马斯•施密德

泰国大麻并不是“免费提
供的富矿”
今年2月，泰国大麻合法化，加入了当前欧洲和北美洲的“大麻合法化”热潮，
不过仅可用于医疗用途。

文/托马斯•施密德

泰国在2月份成为东盟（ASEAN）乃至

麻，必须与持有许可证的公共部门机构合

整个亚洲第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这一消

作。”但是，研究人员说，如果当局“认为

息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随着“合

情况已经足够稳定”，那么政府“可以允许

法化”细节的浮现，娱乐性大麻用户的希望

私营企业在三年后自行介入”，但这种情况

很快破灭。尽管泰国从麻醉品清单中删除了

不太可能发生。

大麻和大麻提取物——包括CBD（大麻素）
油和THC（四氢大麻酚）含量低于0.2％的产

过早的宣告，空洞的承诺

品，但大麻的种植权，以及大麻制品的生产

合法化法案通过后不久，泰国烟草专

和贸易权完全归政府所有。曼谷兰实大学一

卖局（现已更名为泰国烟草管理局，TAOT）

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员说道：“由于担

宣布了一项不成熟的计划，有可能推出“世

心公众出于娱乐目的滥用大麻，政府将在五

界上第一支商业化大麻卷烟”。仅在短短

年内保持这一现状。”只有学术机构和公立

数周后，TAOT的许可申请被拒绝，热情洋

医院等公共部门才能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可

溢的宣告悄然消退。此后，生产“世界上

证，甚至大麻的使用仅限于研究，或者临床

第一支大麻卷烟”的荣誉交给了瑞士一家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私人不可以申请许可

公司：Koch＆Gsell。在政治方面，地方政

证。研究人员指出：“私营企业要使用大

党Bhumi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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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在大选前承诺通过一项法

[Thomas Schmid]

规，将允许“泰国民众在自家花园中种植6
种大麻植物，供私人医疗使用”，但这只不
过是一个选票诱饵。
在3月23日大选中，Bhumjai Thai仅获得
少数议会席位，因此承诺无法兑现。Bhumijai
Thai必须以少数党身份加入总理Prayuth
Chan-o-cha的联合政府，在制定政府未来政
策时几乎没有发言权。实际上，麻醉品管制
局办公室（ONCB）已警告公众，未经官方许
可，不得在家中种植大麻。泰国国家新闻局
（NNT）引用ONCB秘书长Niyomtermrisuk的
话称，“政府将大麻合法化，并不意味着公
众可以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种植大麻，
私藏大麻依旧违法。个人或组织如要拥有、
种植、分发或出售大麻，必须征求政府的许

大麻研究的学术机构。此后，部分其它机构

可。”

也相继获得了许可证，例如Prachinburi政
府经营的Chaophraya

成立医用大麻研究所

Abhaibhubejr医院。

截至记者发稿时，泰国FDA只批准了11个机

同时，兰实大学附属药学院成立医用

构种植大麻，共颁发了230多个许可证，包

大麻研究所，成为泰国第一家获批进行医用

括用于进行研究、开发或销售含有CBD和/或

兰实大学研发的粘膜
大麻喷雾

教授Aluck Thipayarat博士

推出了THC/CBD口腔粘膜喷雾剂、THC/CBD威
化片，以及其它临床药物。这些药物被归类
为“管制药物”，由泰国FDA实施并执行严
格的追溯制度。

提取精油
“超临界CO2提取”（SCCE）和“亚临
界溶剂提取”（SSE）这两种公认的科学方
法，可以从花卉、草药和其它植物中提取精
油，用作香料（香水）、药物、食品和饮料
成分，以及烟草行业中电子烟液和烟草风味
剂。随着大麻合法化，这两种方法也可能在
CBD和THC提取中派上用场。然而问题在于，
目前可用的分离器非常昂贵，并且不适合大
规模工业批量生产。“例如，SCCE技术成本
昂贵，因为所有抽取泵和配件都必须承受高
达300

bar的压力。反过来，这限制了制造

设备的尺寸和容量，使得该技术仅适用于在
实验室中对昂贵植物进行提取。”曼谷蒙库
特国王理工大学食品工程系助理教授Aluck
Thipayarat博士解释说。
Aluck Thipayarat教授
与Vatin公司共同研发的
HerbPresso提取器

THC医疗制剂的许可证。寻求使用大麻治疗
的患者，只能向全国26家获准提供此类治疗

HerbX Tractor

的医院进行咨询。目前，兰实大学在研究园

但是这位优秀的博士针对价格和产出

和曼谷附近一个未公开的僻静地点种植大

效率给出了解决方案。Vatin Co. Ltd.（由

麻，以便开发适合生产CBD和THC提取物以及

Aluck的一名博士生父母资助创办的公司）

一系列药物成分的新菌株，以及包含一定浓

开发了一款价格适中的半连续SCCE机器，名

度的CBD和/或THC药物。例如，该学术机构

为HerbX

HerbX Tractor与HerbPresso主要规格
HerbX Tractor/模型SC-800
• 使用液态二氧化碳进行SCCE提取的过程
• 高工作压力（150-300 bar）
• 低工作压力（30-50℃）

Tractor，专为工业规模使用而设

计。“产品设计的优点在于可扩展性。我
们知道，实验室机器通常很难适应工业化生
产规模。HerbX

Tractor采用模块化设计开

发，可以将几个基本单元链接在一起，从而
扩大工业生产需求的设置范围。”Aluck博

• 模块化，可扩展的设计，易扩展的工业用途

士补充说，主要提取剂为易于获取且廉价的

• 优质食品和医疗级提取

液态二氧化碳（CO2）。“我们还认真思考

HerbPresso/原型
• 以氢氟烃、氢氯氟烃以及丁烷作为溶剂进行SSE提取
• 低压（5-30 bar）下快速冷溶剂提取
• 完全可回收溶剂
• 可编程提取控制
• 高浓缩提取物
来源：Vati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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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境对（设备）的影响，不仅确保了操作
员的安全，而且确保不会意外发生二氧化碳
和提取物气溶胶泄漏。”

HerbPresso
在SSE方面，Aluck博士和Vatin公司共
同努力，开发了名为HerbPresso的提取器。

The Flavors of Future.
InterTabac 2020
World’s largest Trade Fair for Tobacco Products
and Smoking Accessories

18–20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ww.intertabac.com

Solutions for Success.
InterSupply 2020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Goods, E-Cigarettes, Pipes and Shishas

18–20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ww.intersupply.com

[NNT]

教授Aluck Thipayarat博士

2020年世界大麻节组委会在曼谷发布会合影

微生物、抗氧化和抗炎测试，以确定多种
热带植物的药用和理化特性。”Aluck博士
解释说。“HerbPresso不仅保留了在HerbX
Tractor中成功使用的精细工程设计，而且
测试结果还促使该机器得到进一步优化。”
Aluck博士认为，尽管当前可用的HerbPresso模型仍被视作“原型”，但它完全有
能力进行工业化规模生产。“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我们能够将SSE原型及其与SCCE技术
HerbX Tractor利用
SCCE提取方法

这款提取器操作简单，可从花草和其它植

的混合体集成在一起，以对制冷剂在各步骤

物中获得高浓缩提取物。“HerbPresso的制

中提取的活性成分光谱进行了解。这将使我

造原理，是采用制冷剂的不同溶剂特性，从

们与全球其他SCCE和SSE技术供应商区分开

相同的植物基质中提取多种溶质光谱。我们

来。”

为这一技术建立了多项测试协议，例如抗

更加优越的选择——SSE
尽管HerbX

泰国将于2020年举办世界大麻节
泰国医用大麻合法化后，泰国研究员协会与泰国民族主义基金

Tractor易于操作，并具有

灵活的可扩展性，但该技术要求100至250bar

Nakhon和

（甚至最高300bar）的操作压力。同样，主

Mukdahan省级行政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同举办世界大麻节——尽管

要溶剂的选择仅限于CO2，并且只有极少数

在该国使用大麻（又名ganja）仍受到法律控制。泰国官方国家新闻局

助溶剂可供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

（NNT）报道，该活动将于2020年1月29日至2020年2月2日，在Nakhon

是这些完全相同的局限性，促使我们在Herb-

会、泰国新闻记者和媒体协会以及Nakhon

Phanom府占地40英亩的Nong
名誉顾问Charan

Phanom、Sakhon

Yat水库附近举行。NNT引用了世界大麻节

Kullawanit将军的话说，该活动将作为“一个平台，

Presso项目中开发了SSE概念，HerbPresso只

供人们交流医学大麻知识。”这次活动将有助于促进泰国成为优质大麻

需5至30 bar的低工作压力，以及更广泛的亚

的开发者，反过来又可以为泰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泰国是主办

临界溶剂选择，”Aluck博士说。SCCE其它常

国，我们正在商量邀请嘉宾的名单。协会主席表示将有中国、日本和美

见缺陷还包括设备笨重、高压下可能泄漏以

国客人，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学术思想、演讲和陈述，并看到该活动将
如何使全球受益。”NNT引用Charan的话称。2020年世界大麻节将分为
三个板块，包括学术研讨会、技术创新和商务谈判。该活动还将举办产

及零件和消耗品过于昂贵。“我认为，SCCE
仅适用于制作贵重的终端产品，”Aluck博士

品设计比赛和音乐节。活动组织者在2019年10月10日曼谷举行的启动活

表示。但是，如果需要提高高浓缩的提取物

动中表示，世界大麻节将创造新的机会，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大麻及其相

（例如电子烟液风味剂或CBD油）的效益，

关法律。

“肯定推荐SSE技术，因为它拥有完全闭环的

[来源：NNT]
(http://thainews.prd.go.th/en/news/detail/TCATG19101015240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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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程，较高的提取物产量，而不会损失
溶剂。”

国际烟农协会（ITGA）
文/国际烟农协会（ITGA）

庆祝世界烟农日 关注烟农对社区和经
济的贡献
2019年即将结束，许多烟农开始展望

产品，包括烟叶。总之，烟草产品是中国

新的一年。当前烟季困难重重，影响着全球

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2018年中国

各国的烟农。今年灾害天气频发，政治局势

烟草总公司利税总额达1700亿美元，约占

紧张，烟农难以生产优质烟叶。虽然2019年

政府总收入的5%。

是不忍回顾的一年，但是烟农对今年最后一

如果两国贸易战停火，不破坏休战协

个季度仍抱有很高期望，他们希望尽早了解

议，在其他主要烟叶种植国减产的情况下，

2020年可能发生的情况。

美国烟农仍可从中受益。但是，烟叶作为一

中美贸易战大大减少了美国烟叶的出

种农产品，仍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今年

口。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烟叶出口额减少

9月，飓风“多里安”造访北卡罗来纳州，

了35.6％，这意味着美国烟农的收入损失

烟农损失惨重，当时有20-25%的烟叶仍未收

近3亿美元。然而，中美有望达成休战协

割，暴风雨使土壤盐分含量增多，飓风过后

议，中国承诺采购高达500亿美元的美国农

留在田地的烟叶质量因此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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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巴西是烟叶种植大国，有

域带来较大压力。如果使用IQOS及英美烟草

望再次领衔世界最大烟叶出口国。尽管烟叶

和日烟国际推出的同类产品，能够成功说服

需求量下降，国内烟叶产量呈下滑趋势，但

吸烟者换用此类加热烟草产品，烟叶需求下

巴西仍在按照计划逐步减少烟叶种植。烟叶

降趋势可能会停止，至少会减缓下降速度，

产量与需求的下降幅度保持一致（每年下降

从而确保烟农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给他

1-2%），同时鼓励烟农作物种植多样化，保

们更多时间进行多样化种植。

证烟农收入。巴西政府着力解决非法烟草贸

自2012年以来，国际烟农协会（ITGA）

易问题，确保合法业务不断增长，从而让国

各成员国每年都会在10月28日这一天庆祝世

内的烟农受益。

界烟农日（WTGD）。近些年来，对烟草业的

2019年，阿根廷烟叶产量将保持稳定，

反对声音愈演愈烈，外界对烟草业的现实情

预计总产量为10.4万吨。对阿根廷烟农而

况和面临的挑战缺乏了解，烟草种植者越来

言，最糟糕的问题在于整体经济形势严峻，

越需要向外界传递信息，庆祝活动也就越来

通货膨胀加剧，增加了生产成本和投资难

越有意义。

度，而投资能确保烟农提高产量，从而为其
带来更高的利润和回报。
毫无疑问，美洲前景最黯淡的烟叶种植
国当属哥伦比亚。这是因为菲莫国际子公司

今年庆祝活动的主题是“让我们一起种
烟”（togetherwegrow），希望以更多实际
行动，证明烟农遵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Coltabaco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终止烟叶加

烟草业瞬息万变，而烟农是此供应链中

工业务和卷烟制造业务，导致烟叶种植戛然

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环节。全球70%以上的粮

而止。

食由这些面积不到10公顷的小型农场和家庭

非洲2020年烟叶前景与2019年不可同

农场生产。在经济高度依赖农业的国家，它

日而语。以津巴布韦为例，该国今年烟叶歉

们的作用更为重要。只有考虑到这些农民的

收，可能会严重影响来年的烟叶前景。烟种

声音，才能在全球掀起一场新的可持续发展

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很显然收成会

的农业革命。

下降。此外，如果气候不利，则津巴布韦

他们辛苦劳作，努力赚钱，供养孩子上

2020年的收成可能会令人非常失望，尤其是

学，希望孩子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的劳

今年烟叶产量创下新低。

动成果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柱。东南

津巴布韦可能将迎来一场“完美风暴”：

非共同市场（COMESA）最近的一份报告明确

烟叶作为主要创汇来源，其产量的下降、经

了一个事实：小型烟农是烟草种植行业的基

济困难、政治动荡，整个国家将面临重大

础力量。

风险。马拉维情况与此类似，该国今年的烟

出口烟叶等农产品的创汇收入，可用来

叶收成未创任何纪录。另外，马拉维烟叶收

进口本国不生产的其他必需品，例如机械、

购价格下降，烟农没有足够的资金种烟。飓

其他原材料，并且可以投资基础设施，进一

风“伊代”摧毁了大部分烟叶，烟叶质量严

步发展本国经济。

重受损。拍卖场内被拒收的烟包数量从2018
年的17%攀升至今年的28%。
菲莫国际开发的加热烟草产品IQOS在美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依赖农业，向农民提
供必要的帮助，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重中之重。

国上市，这将给西方世界的加热烟草细分领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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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烟草任命新高管
日本烟草公司（JT）宣布新任
高管和高管变动的消息。
该公司任命Hiroyuki Fukuda为
传播高级副总裁，Yuki Maeda为烟草
业务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Kei
Nakano为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

2019年11月，首届国际雪茄博览会（深圳）在中国深圳举行

中国

首届国际雪茄博览会（ICE）成功举办
2019年11月21至22日，中国烟草在深圳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雪茄
博览会（ICE）。本次博览会是由中国卷烟销售公司、中国烟草总公
司深圳市公司联合主办，深圳烟草进出口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安徽、
山东、湖北、四川四家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雪茄行业综合性
博览会。首届ICE吸引了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参展商，涉及
雪茄、配件、雪茄烟叶、文化传播、配饮、零售以及其他产品细分品
类。两天时间里，5,000多人走进雪茄博览会观展。中国国家烟草专卖
局徐副局长、多米尼加共和国驻中国大使Briunny Garabito Segura先
生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业和商务部副部长Marcelo Puello出席了开幕
式仪式。
在ICE期间,举行了一次国际雪茄产业发展论坛，并组织了有关雪
茄原料、雪茄周边、终端建设和雪茄品鉴的专题研讨会。与会代表和
来访者就雪茄行业的发展展开讨论和交流，并提出建议。这为中式雪
茄品牌的发展开辟了思路，为中外雪茄行业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创造
了条件。
展会期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在“雪茄和茶”品鉴会上，雪茄和中国茶的搭配成为二者文化融合
的典范。在“中国-多米尼加友谊之夜”雪茄品鉴会上，中国消费者可
以品尝到各种口味的多米尼加雪茄，而多米尼加的音乐和舞蹈则增添
了更多乐趣。主办方设置的雪茄与茶、雪茄与摩托车、雪茄与高尔夫、
雪茄与优质生活等场景，使与会人员可以充分体验与雪茄有关的生活方
式。雪茄卷制趣味游戏使与会人员可以亲身体验雪茄制作过程。
本次展会期间，5家中国雪茄公司与13家海外公司现场签署了12个
项目，涉及雪茄原料、技术、品牌合作、终端建设和雪茄分销。签约
公司表示，这些项目的签署将有效促进中外雪茄行业的合作以及共同
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雪茄消费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已
初具规模。中国烟草致力于打造一个权威、专业、开放，并且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雪茄交流与合作平台，有效促进国内雪茄烟叶种植、原料
加工、制造、销售渠道、文化传播及周边设施等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中国烟草计划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雪茄博览会，下一届将于2021
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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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泰国计划降低烟草税
从2020年1月1日起，泰国税务
署将烟草税从目前每克0.10泰铢降至
0.025泰铢，给烟农预留了调整时间。
从2019年5月7日开始实施的
0.10泰铢税率遭到了烟农的抗议。
烟农表示，提高烟草税导致其收入
减少，并且与税务署先前决定在
2020年10月1日之前推迟增税40％的
行为相矛盾。
上届政府已批准加税，以期缩
小许多吸烟者转向手卷烟后机制烟
和手卷烟之间的零售价格差距。
但是，税务规划局局长Nutthakorn Utensute指出，只有生产细切
烟或年产量不超过1.2万公斤的小型
烟农才可享受临时消费税减免。泰
国有10,450名烟农，只有15名烟农
的年产量超过1.2万公斤。
消费署还规定，向制造商出售
烟叶的烟农可以免税，从农民那里
购买烟叶并卖给制造商的中间商也
可免税。
由于从2019年开始将本地种植
的烟叶计算在内，因此烟叶产量预
计将从去年的1400万公斤增至今年
的2600万公斤，几近翻番。

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美国

开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减少尼古丁规

每天抽5支烟竟然与抽1包烟的
危害相当

尼古丁含量卷烟的改良风险烟草产

《柳叶刀呼吸医学》杂志上发
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吸烟少
于5支造成的肺损伤与每天吸烟超过
1包造成的肺损伤程度差不多。
该研究调查了2.5万多名17至93
岁美国人的吸烟习惯和健康状况。
参与者向研究人员报告他们的吸烟
情况、健康情况、人口统计特征和
生活习惯，并接受肺活量检查，通
过测量每秒可以呼出多少空气，以
及深呼吸后肺总共可以排出多少空
气，来评估肺功能。然后对参与者
进行长达20年的追踪，在此期间，
他们至少还要进行一次肺活量测定
测试，以评估肺部健康的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戒烟者和吸烟
者的肺功能都比非吸烟者要差，轻
度吸烟者和重度吸烟者的肺部没有
太大区别。每天吸烟少于5支与每天
吸30支或更多卷烟都可能造成2/3的
肺损伤。

22世纪集团回应FDA推迟低尼
古丁浓度规则制定一事
美国FDA最近从特朗普政府的“统
一议程”中删除了《某些烟草产品烟
碱水平的烟草产品标准》，22世纪集
团对此予以回应。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liff Fleet
说：“我们感到失望的是，FDA似
乎推迟了制定产品标准规则，以将
在美国销售的所有卷烟中的尼古丁
含量降至非成瘾水平的努力。我们
相信，这样的规则一旦制定，将大
大减少吸烟引起的死亡和疾病。”
“但是，令我们欣慰的是，FDA公
66 tobaccoasia

则的制定。此外，我们仍然对极低
品（MRTP）的申请保持乐观。我们
相信，该机构会进行快速的科学审
查，我们计划在收到该申请的MRTP
销售订单后在美国推出该产品。”

雾化烟有助于改善血管功能
研究人员发现，从卷烟换用
电子烟可以在一个月内改善血管功
能，因此支持使用电子烟作为戒烟
工具。
该研究发表在了《美国心脏病
学会杂志》上，其首席作者是邓迪大
学的雅各布•乔治教授。他说：“从
卷烟换用电子烟后，可以在一个月内
显著改善血管功能。”
乔治及其小组研究了来自114位
成年人的数据，他们至少两年内每
天至少抽15支卷烟，但没有罹患心
血管疾病的迹象。将研究参与者分
为三组。第一组是40名不想戒烟的
烟民，而另两组则分别是37名希望
戒烟的烟民，其中一组使用含尼古
丁的雾化装置，另一组使用不含尼
古丁的电子烟。
研究人员发现，对于继续吸烟
的一组，血管功能在一个月内几乎
没有任何改变，而雾化组的血管功
能则相对吸烟组改善了20％以上，
相对非吸烟者改善了50%。对于使用
电子烟（含或者不含尼古丁）的一
组，发现了与雾化组相似的结果。
如果这种改善长期持续下去，
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健康益处：先前
的研究表明，血管功能改善1％，可
使心血管风险降低13％。

英国

2020年迈凯伦加大与英美烟
草的合作
迈凯轮宣布明年将与英美烟草公
司（BAT）的合作交易增至2000万美元
以上，增加该公司在迈凯轮F1赛车上
的品牌涂装，并在其印地赛车（IndyCar）团队中使用该公司的logo。
英美烟草公司将有望在明年的
MCL34上“显著增加品牌地位”，包
括“清晰的新型侧翼位置，halo内
圈位置以及前翼位置。”
F1车队在其赛车上推广了英美
烟草的“明天更美好”的品牌涂装
以及电子烟Vuse，有人批评这种行
为是在规避阻止烟草品牌进行广告
宣传的规则。
迈凯伦赛车公司首席执行官Zak
Brown表示，两家公司在2019年“一
起成功取得了第一个赛季。英美烟
草的转型议程仍然是二者合作伙伴
关系的重中之重，两家公司也将共
同关注技术和创新，我们期待2020
年以及未来继续合作。”
英美烟草公司首席营销官Kingsley Wheaton说：“很高兴，在中
断40年合作关系后，英美烟草明年
重返迈凯伦印地赛车系列，17场赛
事恰好与我们的业务范围和业务重
点相吻合。”

德国

NewCo公司投资开发环保棉
布袋
NewCo公司决定在其日常业务中
开始使用新的环保资源。
为了减少过度使用塑料包装将
样品分发给客户的情况，NewCo正投
资开发可生物降解的、无农药的生
物棉布袋。
为了使供应商加入进来并购买
相同的包装材料，NewCo将应要求提
供样品袋，然后分发给与NewCo有业
务往来的任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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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GATEWAY FOR THE SALE OF VAPING
PRODUCT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ALE OF VAPING PRODUCTS IS NOW LEGAL IN THE UAE
The World Vape Show will be the ﬁrst international vape expo in the UAE, opening up a new
market in a region where the e-cigarette industry is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Build brand
recognition and meet thousands of buyers in Dubai.

MEET NEW CUSTOMERS
Day 1 and 2 are dedicated to B2B buyers and day 3 will welcome thousands of consumers. Use
that opportunity to meet retailers, ﬁnd distributors and test products with end-users.

YOUR GATEWAY TO THE MIDDLE EAST
Dubai’s liberal trade regime makes it the commercial capital for the MENA region and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re-export. The World Bank has ranked it 1st in the region for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equest a sales brochure today at

ORGANISED BY

www.worldvapeshow.com/info

www.WorldVapeShow.com

jakenixon@WorldVapeShow.com

+ 44 (0) 1737 855047

智慧物流为烟草行业
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文/烟草在线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依赖人力的物

经营的顺利开展。本文将以浙江中烟加快构

流行业正努力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

建智慧物流；北京烟草现代物流建设等为

变，从传统模式向智能物流升级。尤其是近

例，展开介绍。

几年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
的兴起，智慧化、数字化、可视化的供应链
正在成为物流业发展的主赛道。

浙江中烟以信息化推动智慧物流构建
物流，是烟草行业的重要业务。如果

物流作为烟草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把烟草行业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贯穿农

分，近年来，中国烟草瞄准供应链中的短

工商零的物流体系就好比遍布全身的经络血

板、弱项，创新工作机制，采取多种措施为

脉。只有这些经脉通畅，整个有机体才能充

打造更加稳定、高效、绿色的烟草物流供应

满生机与活力。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

链不懈努力。坚持自主管控发展道路成为行

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各种创新

业共识、绿色循环发展方式树立良好形象、

元素、智慧因子正源源注入有机体中，智慧

精益高效发展体系稳步推进、协调共享发展

物流已悄然成为行业物流发展新的关键词、

模式正在形成……有力支撑起烟草行业生产

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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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RFID技术创造了更高效的仓储系统

地处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浙江中烟，作为卷烟制造企业，其成品物流响
应市场、跟进需求、服务客户的效率在行业内首屈一指，快速响应客户、优
质服务客户需求一直是物流工作的首要目标。面对全国350余家地市级商业企
业，如何让服务质量更高一点、市场响应速度更快一点？从供应链的角度，
无疑对浙江中烟的物流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物流信息化成
为浙江中烟物流工作的重要抓手，逐步驱动烟草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转变。
先人一步，快人一拍。早在8年前，浙江中烟便从信息中心与物流中心
抽调技术骨干组建青年突击队，团队依托公司科技创新平台，开始探索智慧
物流的内涵、技术本质和技术特性，并按照“高度信息化、适度自动化”的
设计思路，在浙江中烟成品中心东洲仓库开展了基于RFID技术的数字化仓储
系统建设。
系统上线后，东洲仓库改变了传统的作业模式，应用物联网技术和信
息手段定位卷烟货位、识别作业节点、查询业务信息、实现全作业流程监
控，不仅实现了出库效率的翻倍，同时确保了控员增效。
然而，随着浙江中烟发展壮大、品牌销量逐年提升，园区吞吐量、仓
库容量都成为制约作业效率的瓶颈。因此，2017年下半年，浙江中烟启动一
体化数字化仓储系统建设。在原有系统建设的基础上，这个项目把物资仓储
中包括原料、辅料、备品备件和成品仓储的信息化需求统一规划，建设公司
级统一的数字化仓储管理系统。
不仅在业务链的广度上进行整合，以确保信息链的完整，而且在系统
的深度上进行整合，把原来分散在各个孤立系统上的操作和数据统一到新的
一体化数字化仓储系统中。概而论之，在系统建设过程中，通过优化关键环
节，协同整合各类物流与信息资源，构建两大中心和一个体系，即调度中
心、作业中心和运行效率评价体系。
浙江中烟的业务人员对此最有感触，他们现在日常工作只需要在这一个
系统中完成，仓储物流的各项任务基本可实现“一键完成”，最直观的感受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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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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系统提高
了仓库的每小
时处理能力

是操作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上。这对于年吞吐量在
840万箱以上，平均日吞吐量在2.5万～3万箱的东
洲仓库而言，新系统的上线，无疑大大减轻了业
务人员的作业强度、提高了装卸效率。
数据最有说服力。与过去相比，东洲仓库
单位小时出库能力提升88.57%，由1750箱/时
提升至3300箱/时；库存周转率提升72.7%，由
12.8次/年提升至22.1次/年；作业车辆从入园
至完成作业时间平均缩短49.68%，由平均2.45
小时缩短至1.43小时。

北京烟草物流中心的升级改造
北京烟草的现代物流建设则是另一种情
形。北京烟草的物流中心成立于2004年，2006
年建成投产，曾是行业分拣配送单体规模最大
的物流中心，也是最早使用全自动分拣线的物
流企业。然而，随着分拣、仓储能力严重不
足，加上设备老化，北京烟草物流中心生产效
率低、成本费用高、安全隐患多等问题日益凸
显，迫切需要转型。
因此，北京烟草物流中心再次站到了行
业物流升级改造的潮头——就地不停产技改。
就地技改，其意义不仅是实现技术上的创新突
破、设备上的更新换代、流程上的优化升级和
产能上的全面提升，更是要打造一个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现代烟草商业物流体系，为行业物流
就地改造升级树立可供借鉴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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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北京烟草物流中心就地技术升
级改造后，分拣后的卷烟包装形式由“周转箱
+托盘”变为“裹膜+笼车”，也就是说，分拣
完成的条烟采用裹膜包装，使用一体化笼车装
载，空笼车使用前、实笼车装车前均存放于周
转区。在采用信息化手段支撑前，周转区是信
息感知和管理的盲区，作业人员无法对笼车库
存、状态、调度进行有效的信息化管理，笼车
查找难、装车效率低等问题始终存在。
为改善这一状况，去年8月以来，北京烟草
物流中心探索将RFID技术运用到笼车管理上，
信息实时写入每个笼车的RFID标签，实现笼车
的全程感知，解决了智能化工作面覆盖不足的
问题。他们为每辆笼车发放了“身份证”——
RFID芯片，同时将周转区划分为A、B、C、D四
个区域352个储位。按照分拣下线后运输路线最
短的原则，每条分拣线对应一个区域。
北京烟草物流中心分拣线速度达到3万条/
小时，下线口RFID标签如何实现高速准确读写？
项目试运行期间，技术人员反复试验，成功实现
下线口分拣线路与RFID笼车的自动绑定，准确率
达到99%以上，并可在系统上随时调整。
烟包下线时，通过下线口读写器，自动完
成与笼车的信息绑定，将线路、客户、卷烟品
规和数量等信息写入RFID芯片。随后，系统自
动分配储位，工作人员只需将笼车存放至预定
的储位上。理货员在下线口屏幕上可看到储位
指引信息，管理人员可在出库口大屏幕上观察
周转区储位占用情况和出入库信息，送货员可
通过智能手机查询笼车储位。
配送装车环节，送货员通过智能手机查
询笼车所在位置，到达储位，将笼车拉出周转
区。出库时，出库口RFID读写器自动记录笼车
出库信息。送货员完成送货，将空笼车送回库
内时，回库口RFID读写器自动记录笼车回库情
况。应用RFID技术，北京烟草物流中心为笼车
管理搭建了数字化、可视化作业平台，周转区
周转效率提升60%以上。

总结：从“汗水物流”到“科技物流”，
科技创新正在为物流这一传统行业不断注入未来
感，增加新的想象空间。技术革命大潮涌来，越
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拥抱技术创新。烟草物流人主
动打开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紧跟物流和
信息技术发展前沿，努力驾驭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驱动烟草物流向智
慧物流转变，在绿色循环、精益高效、协调共享
高质量供应链建设之路上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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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设备IUOC 4.0

Vaporesso PodSticks

中国烟草创新
首屈一指
不可否认，烟草行业的许多创新源自中国。中国制造商在满足行业和消费者需求而研
STaff Report

发新产品方面的独创性是首屈一指的。以下是为该行业的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几家中国制
造商。

深圳市余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开发了新产品IUOC（“I Use Ordinary Cigarettes”几个英
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译为“我适用常规卷烟”），适配任何常规烟支，将加热不燃烧
（HNB）设备推向新的高度。
为响应国内烟草政策，更重要的是，使用自己的加热技术，以低危害方式提取烟草中
的有效成分，该公司基于烟草加热和卷烟阴燃的原理，通过参考英美烟草、菲莫国际和中国
烟草总公司的气溶胶数据，建立了数学模型，从而开发了第一代IUOC设备。
IUOC设备在市场上广受欢迎，因此，该公司已推出了IUOC

4.0，该版本体积较小，外

观精美，气溶胶加热效果更好。该公司还为其ZEBRA加热技术申请了专利，成为其未来HNB产
品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拥有24项授权专利和27项待授权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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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娒恩集团总部位于上海，成立于2010
年，是中国卷烟纸顶级制造商和贸易集团之
一，专门生产MOON品牌和OEM卷烟纸、手卷
烟（RYO）过滤嘴、烟草配件等。
娒恩品牌的主要市场是南美、非洲和南
亚。OEM客户主要来自南美、非洲、南亚和
荷兰等市场。
MOON绿色环保系列厚度为13gsm，100％
纯麻浆纸，是MOON手卷纸的旗舰产品。MOON
未漂白系列属新品，厚度为13gsm，在注重
健康的手卷烟烟民中非常受欢迎。厚度为
12.5 gsm的Moon棕色系列未漂白纸是优质、
超薄、慢燃，并且含阿拉伯胶的透明纸。
MOON的所有低厚度纸燃烧都非常缓
慢。MOON的一些最新创新产品包括加香纸，
其厚度为14gsm，具有食品级印刷颜色以及
苹果、草莓、巧克力等多种口味。
MOON集团也在研发一种11gsm的大米纸
和更多新产品，其中包括2020年，预计2020
年将推出预制滤嘴、空管和切角。

Moon品牌绿色环保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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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bring new dimensions to your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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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不管市场和吸烟观念如何变化，上
海民胜成立之初就开始使用平纸扁平纸尖，二十年来一直
专注于环保纸制品。
当前环境可持续性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该公司本
着既落实环保又致力于用户友好的理念，成功超越其他公
司的产品。该公司产品绝不会影响吸烟体验，尤其是对雪
茄或大麻消费者而言。
S、W或ROSETTE等形状各异的磁芯也使上海民胜的
产品相较于市场上的产品更别具新意。不同的形状对应
于不同的滤波效果、不同的组合，以及不同的吸收系
数。上海民胜在2019年德国国际烟具贸易博览会（In牡丹江恒丰纸业有限公司总部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江恒丰纸业有限公司是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纸张生产商。
该公司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年生产机制纸16万吨、亚
麻纸浆3000吨。
它不仅是最重要的卷烟配套用纸制造商，而且还是
国内造纸行业中首家于2001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高科技公司。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包括
卷烟纸、滤嘴棒纸、铝箔衬纸、接装纸原纸、字典纸和
其它100多种特种工业用纸。该公司现在也用竹浆生产
手卷烟纸，并且最近成立了专门生产大麻和大麻纸的分
支机构——Hengyuan Hemp。

terSupply

2019）上展出了其最新创新技术——圆花饰

纸棒，引起了众多客户的关注。该技术非常适合工厂生
产的细长雪茄管或大麻管，外观优美，与传统滤嘴迥然
不同，并且是100％可降解的绞纸。

VAPORESSO
麦克韦尔公司（SMOORE）成立于2006年，是雾化烟
领域成立最早的公司之一。该公司于2015年开发自有产
品品牌Vaporesso，该品牌拥有创新突破和1000多项专
利，一路成长为该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VAPORESSO PodStick是该公司的最新突破之一，迅
速在市场流行起来，消费者反馈良好。
PodStick是纤细的烟支式烟弹，金属制外壳，有银
色、黑色、蓝色、金色、墨绿和亮色等六种颜色。按下

上海民胜

金色电源按钮，观察产品上LED灯5种颜色变化，用户可

该公司起初是一家印刷和包装制造商，现已将其产

了解电池的剩余电量，还可以看到激光雕刻的PodStick和

品线扩展至手卷烟纸和一系列新的滤嘴产品，包括打孔

VAPORESSO徽标的相应变化。整个产品的所有细节反映了

滤嘴、涂胶滤嘴和预制滤嘴，以及相关包装材料。该公

VAPORESSO的高工艺水平。

司主要市场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其欧

在为烟弹注油时，用户先滑动盖子，然后按下填充
按钮。第一步滑动时需要一点点推力，是儿童级安全设
计产品，因为它采用了VAPORESSO在其老式烟弹系统设备
Zero上使用的相同的PTF截止阀系统。换弹很容易，因为
磁铁是固定的，但不需要用钳子将烟弹取出。PodStick
有两个兼容线圈，一个是1.3Ω的CCELL陶瓷线圈，另一
个是0.6Ω的网状线圈。网状线圈非常适合细腻的口吸
（DTL）或粗犷的肺吸（MTL），适合抽吸过程中更喜欢
风味而非尼古丁满意度的使用者。CCELL烟弹具有更紧密
的吸引力，更适合中高浓度的尼克盐或高浓度液态尼古
丁烟液。
这款看似简单的设备可保留风味，用户还可以轻松
调节其输出功率，三下开关按钮代表不同的功率：绿色
代表最大功率，蓝色代表中等温和的气雾，红色表示可

上海民胜圆花饰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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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其收起来稍作休息。

Events

2020年1月

2020年4月

展会

烟草制品博览会

IECIE深圳电子烟博览会

2020年1月29-31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

2020年4月24-26日
中国深圳
en.iecie.com/shenzhen.php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
不燃烧展会

2020年2月
2020年Procigar雪茄节
2020年2月18-21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
www.procigar.org
主题：雪茄大会/活动
哈瓦那雪茄节
2020年2月24-28日
古巴哈瓦那
www.habanos.com/en
主题：雪茄大会/活动

2020年3月
迪拜国际蒸汽烟博览会
2020年3月20-22日
阿联酋迪拜
www.dbvape.com
cecilia.wu@way-joy.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

2020年5月
国际包装博览会（Interpack）
2020年5月7-13日
德国科隆
www.interpack.com
主题：常规包装与相关设备
2020年尼古丁传输系统
（ENDS）大会
2020年5月13-14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www.ends-conference.com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大会

2020年6月

茄、卷烟、水烟等烟草制品，配
件，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
不燃烧，烟具，机械，供应品，
服务，原料以及OEM/ODM产品/服务

世界蒸汽烟大会
2020年6月3-5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vapeshow.com
主题：蒸汽烟与电子烟

2020年10月

全球尼古丁论坛
2020年6月11-13日
波兰华沙
www.gfn.net.co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大会

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
（CORESTA）大会
2020年10月11-15日
奥地利维也纳
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学会议

2020年7月

2020年12月

2020年高端雪茄协会（PCA）
2020年7月10-14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premiumcigars.org
主题：雪茄展会

2020年9月
欧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0年5月27-28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urope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具与机械博览会

2020年9月18-20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邮箱：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博览会，包括雪

中东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0年12月8-9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具与机械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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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
2019/0191759-Novel Filter Segment Including a Substrate
Loaded with a Smoke-Modifying Agent

A filter segment for use in a filter of a smoking article includes a
substrate loaded with at least one smoke-modi-fying agent. The
substrate is located within the body of the filter segment and is
formed from filter plug wrap having an air permeability ranging from
about 6,000 Coresta units to about 24,000 Coresta units.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USA In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91759
Inventors: Clement BESSO, Neuchatel (CH); Charles KUERSTEINER,
Jouxtens-Mezery (CH)

2019/0191758-A Cleaning Unit, A Tobacco Industry Machine for
Producing Multi-Segment Filter Rods and a Method for Cleaning a
Train of Rod-Like Elements
A cleaning unit for tobacco industry machines, wherein the tobacco
industry machine is configured to process a moving train (ST2) of
rod-like elements (Sl, S2) separated by compartments (105) and
partially wrapped with a wrapper (101), wherein the compartments
(105) are filled with a loose material (102) forming segments of the
loose material (SC). The cleaning unit (104) includes an outlet
partition (34) at an outlet from a cleaning zone (Z2) for limiting an
uncontrolled displacement of contaminations from the cleaning
zone (Z2) to a gamiture zone (Z3), located above the train (ST2) of
the rod-like elements and having a passage (35) through which the
covering elements (10) pass.

Browse recent: International Tobacco Machinery Poland Sp. z o.o.,
Radom (PL)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91758
Inventors: Leszek SIKORA, Radom (PL); Radoslaw FIGARSKI,
Odechowiec (PL); MUSIJOWSKI Jan, Warszawa (PL)

2019/0183167-Apparatus for Manufacturing of Multi-Element
Rods of Tobacco Industry

An apparatus for manufacturing of multi-element rods of the
tobacco industry comprising a feeding apparatus, a trans-ferring
apparatus, and a forming apparatus, comprising a first rotational
element provided with lugs immobile relative to the first rotational
element, a second rotational element provided with lugs immobile
relative to the second rota-tional element, a third rotational element
provided with lugs immobile relative to the third rotational element,
used to convey rod-like elements. The rotational elements having
notches between the lugs adapted to receive and convey the
rod-like elements, whereas the rotational elements are arranged
and adapted to guide the rod-like elements succes-sively through
the rotational elements. The apparatus com-prises the forming
apparatus designed to form a continuous multi-element rod, and a
cutting apparatus. The apparatus according to the invention is characterised in that the third lugs have a thickness smaller than the
thickness of the first lugs.
Browse recent: International Tobacco Machinery Poland Sp. z o. o.,
Radom (PL)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83167
Inventors: Robert ZADECKI, Radom (PL); Pawel KRZEMINSKI,
Radom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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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74818-Multi-Stage Filtration Device

A filter device including a Bernoulli element is provided. The filter
device includes a housing, a plurality of permeable membranes
position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housing to create a plurality of
chambers in the housing, and a Bernoulli element positioned within
one chamber, wherein the Ber-noulli element causes airflow and
pressure to vary within the one chamber when fluid comprising
smoke is drawn into the filter device.
Browse recent: Banana Bros, LLC, Culver City, C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74818
Inventors: David Richmond, Culver City, CA (US); Howard
Richmond, Los Angeles, CA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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