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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倡导者反对全球数百万烟民的健康选择
假如你是一个专门从事控烟的健康倡导者，

你的使命是让人们停止吸烟，因为你主要关注世界

上健康的改善。现在假设发明了一个医疗设备，用

来代替烟民吸烟的欲望。对于许多曾经吸烟的人来

说，这种疗法也只是暂时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戒掉

卷烟，并且以后可能也不再使用该设备。即使“患

者”需要继续使用这一替代产品，在你决定这一新

发明是否美好之前，应该知道这种设备被认为比普

通烟危害小95％。

当然，我们在谈论电子烟或蒸汽烟，作为一个正常的卫生管理部门和

控烟倡导者，你应该走上大街，大声告诉人们有这样一种惊人的新产品，它

将大大提高烟民的健康和福利。对吗？然而，为了你的使命，你选择破坏电

子烟业务，并试图阻止人们得到它。

作为一个关注烟草行业的健康支持者，你为什么这么反对很明显比卷

烟危害小得多的东西呢？也许因为你领导了让人蒙蔽的反烟狂热运动，因此

与烟草业相关的任何事物，不管是何种方式、形状，或外形，都必须制止。

也许你想控制他人，或介入他们的私生活，也许你认为别人都很傻，他们最

好在一个指导他们怎么生活的保姆国家生活——最好有一个独裁者——告诉

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崇拜什么，等等，这样他们才不会做错

事，并且受到伤害。也许你看到了未来——如果每个人都转成吸电子烟，那

么就没必要这么丑化他们，正因为如此，你才有工作。作为一个健康狂人、

好心人，也许还是控制怪人，你没有支持转向电子烟这种好事，相反，你盲

目地把这一新生儿（电子烟）扔出浴缸（普通卷烟）。

除非你有对英国卫生部的逻辑推理能力，2015年8月，英国卫生部（显

然不是烟草业的朋友）坚定地宣布，电子烟的害处“显著”小于烟草的害

处。现在它们加入了“2025年呼吸”计划（也不是烟草业的朋友），该计划

的使命是“让下一代儿童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没有烟草的地方”。他们鼓励反

烟倡导者 “对电子烟友好，支持那些想使用电子烟的人，因为它帮助人们

戒烟”。他们甚至向吸烟的孕妇推荐电子烟，以使她们不接触烟草烟雾。

他们还表示，“在政策方面（比如公共场所吸烟），用对待烟草同样

的方式来对待电子烟，会向公众发送错误信息，让人们误以为吸烟和使用电

子烟的风险是一样的，（可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电子烟的害处比烟草卷烟的

危害大大减少，对于周围的人没有已知的健康风险。”

今天，烟草领域的大部分健康倡导者争论不断，并且已经数十年。任

何烟草以及烟草相关的事物，都被踩在脚下。事实上，他们不再是健康倡导

者，而是反对烟草者，他们的目的是消灭烟草行业。这有很大的区别。一个

健康倡导者，比如英国公共卫生部可以看到蒸汽烟和电子烟潜在的健康利

益，该组织声明并制定了目标。而反烟极端分子对电子烟宣战，事实上是剥

夺了人们获得害处更小的产品的正确信息和渠道，从而妨碍了全球数以百万

计的人们的健康。

封面：图片由虹霓公司提供。
虹霓公司的技术改进方案。

详见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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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非法贸易翻番

印度烟草协会日前表示，卷烟

的高税收导致非法烟草增加，而且烟

草消费转向更便宜的非卷烟形式。

“由于自2012-13年以来对卷烟

征收惩罚性税收，印度合法卷烟业

已经从2011-12年的1100亿支下降到

2014-15年的950亿支，而且今年有

望进一步下降，”印度烟草协会发

布的一份声明称。

非法卷烟贸易包括国际走私卷

烟和当地生产的逃税卷烟，累计高

达印度卷烟业的五分之一。据印度

工商联合会（FICCI）最近的一份研

究——《非法市场对我们国家利益

的威胁》称，如今印度整个非法卷

烟市场估计占到卷烟业的22.8%，导

致国库超过900亿卢比（15亿美元）

的巨大税收损失。

援引世卫组织2015年做过的一

个分析，该协会表示印度的卷烟税

（消费税和国家增值税）是全球最

高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印度的卷烟税比美

国高14倍，比日本高9倍，比中国高

7倍，比澳大利亚高5倍，比马来西

亚和巴基斯坦高3倍，”该声明说。

不断增长的消费税率已经使

得合法烟草业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

非法过滤嘴卷烟。这已经将合法烟

草业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劣势，同

时给予非法运营者一个巨大的套利

机会。非法卷烟很容易在全国的

商场、小店和小贩摊位上买到。事

实上，卷烟销售者愿意销售这些品

牌，因为它们较低的价格确保了较

高的贸易利润。

其结果是，印度非法卷烟贸易

自2004年以来已经翻番。据全球知

名的研究机构欧睿国际的消息称，

印度如今是世界上第四大非法卷烟

市场。非法贸易增长的另一个不利

结果是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控烟政

策并影响了农民的收入。由于非法

产品不使用本土烟叶，因此非法贸

易的任何增长必然影响印度烟农的

生计，因为本土烟叶的需求将进一

步下滑。

印度
将实施面积达85%的健康警语

2015年11月，印度拉贾斯坦邦

高等法院裁定，卷烟包装上的健康

警示图形必须覆盖烟草产品双面至

少85%的面积。法院称，新的规定从

2016年4月1日起必须实施。

目前健康警示图形仅覆盖烟草

产品如卷烟单面的40%。

“我们不倾向于你的诉求，我

们只关心该法令的执行情况，”拉

贾斯坦邦高等法院在回应一群声称

是私人销售商的诉求时答复说。这

群人未能说服法院推迟实施更大的

健康警示图形，他们称需要时间发

展多元化业务。

中央区域更大的健康警示图形

面积理应在2015年4月份实施，但该

实施行动因国会小组要求更多时间

审查而推迟。该小组负责人——人

民党议员迪利普•甘地认为印度没有

烟草使用致癌相关的研究，他的言

论已经引发一场争议。

新西兰
平装决定获好评

新西兰控烟运动组织表示，他

们对政府决定实行烟草产品平装的

决定非常高兴。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日前称，在

官方新的建议认为法律诉讼可能性

减小后，他希望推行毛利党制定的

平装计划“宜早不宜迟”。

他说，各种研究表明平装对于

年轻人的吸引力“明显减少”。标

准色彩和字体的包装还减少了在他

人周围吸烟的次数、养成出行不带

烟的习惯以及增加戒烟决心等。

反 吸 烟 与 健 康 组 织 负 责 人

Stephanie Erick表示，虽然现有研

究对澳大利亚的平装法尚无定论，

但平装政策已经带来“巨大的利

益”，包括吸烟率下降和希望戒烟

的人士增加。

新西兰一直关注挑战澳大利亚

平装法的诉讼结果，一个来自菲莫

国际公司，另一个是几个烟叶生产

国通过世贸组织提起的诉讼。

2015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在

菲莫国际提起的诉讼中获胜，而世贸

组织的诉讼还在进行，但总理称去年

年底他得到建议，政府实施平装“站

稳了脚步”，因为其它几个国家——

包括英国和爱尔兰——推行平装法而

没有受到世贸组织的起诉。

2月4日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TPP）》也允许实施控烟措

施，因此新西兰可以推行反吸烟政

策而没有法律诉讼的风险。

美国
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可减少术
后并发症风险

据美国梅奥医院麻醉科的一个

研究小组称，使用电子尼古丁输送

系统（ENDS）可以帮助手术后的病

人减少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吸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因

素，而在手术前后通过使用电子烟

戒烟或减少吸烟似乎有助于减轻这

种风险，不管病人是否有试图长期

戒烟的意愿，一项致力于决定实现

这一目标可行性的研究显示。

在参加该研究的 7 5位病人

中，67位（87%）在研究过程中尝试

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在30天的跟

踪调查中，使用电子尼古丁输送系

统中的34位（51%）计划继续使用。

这导致研究期间的平均卷烟消费量

从每人每天的15.6支下降到7.6支。

在30天的调查中，67人中的11人

（17%）报告称戒掉卷烟。

“这些先期数据表明，电子

尼古丁输送系统的使用在外科手术

患者中是可行而且广泛接受的，而

且值得作为这些病人减少危害策略

的研究。该可行性研究的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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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印花税票协会为行业提供集体平台
由于全球对烟草消费税印花税票

重要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加，业内相关部

门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协会。

新 成 立 的 国 际 印 花 税 票 协 会

（ITSA）由一些业内领先的公司和利益相

关者组成，以确保更好地了解印花税票技

术的优势，推行业内最高的专业标准。

全球超过250个税务局（国家和州

政府）使用印花税票来征收增值税和消

费税，全球每年生产1400亿张印花税票。

除了提供纳税和税收证明外，印

花税票还用于产品认证和防篡改应用。

在此背景下，新的组织将推广印花税票在消费税征收上的优势，教育海关

和税务局如何能更好地确保消费税收入（主要来自烟草和酒类产品），并分享

涉及该行业中的最佳实践。

更具体而言，国际印花税票协会为那些参与设计、生产和使用印花税票的

部门提供一个集体平台，还将寻求参与和积极促进与拟议的ISO19998标准相关

的起草过程。

新标准当前正在以提升整体印花税票质量为目的而进行开发。包括如下因

素，建立所需的安全特性类型、明确印花税票的主要功能以及提升它们作为征

税和打击犯罪工具的有效性。

国际印花税票协会成员资格对于合法注册的公司和企业是开放的，包括提

供税票组件和功能，成品印花税票、税票设计、生产、应用和认证的设备，以

及编码和标记税票系统的公司和企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国际印花税票协会的十大创办公司是文件、产品认证和可追溯性的全球领导

者，包括：Advanced跟踪与追踪公司、阿什顿•波特防伪打印机公司、Chanwanich防伪印
刷公司、Holoflex公司、Holostik印度公司、马尼帕尔技术公司、OpSec安全公司、SICPA
公司、Surys（原全息实业）公司、哥伦比亚托马斯•格雷格父子公司。

是，当吸烟者被安排手术后，如果

在进行麻醉评估阶段提供免费的电

子尼古丁输送系统，那么在围术期

使用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的比例会

提高，卷烟消费也相应减少。”

这项研究给一些公共卫生专家

的观点增加了有力的证据，这些专家

认为电子烟即使不是100%的安全，但

电子烟可以作为减少与经常吸烟有关

伤害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公共卫生

英格兰》的报告结论认为，电子烟比

常规卷烟安全95%以上。

澳大利亚
提高最低吸烟年龄的提议被拒绝

反烟运动组织“无烟塔斯马

尼亚”拒绝了政府将最低合法吸烟

年龄从18岁提升到21岁的提议。相

反，该组织表示支持提交给澳大利

亚议会的《无烟下一代法案》中较

为简单而且惩罚性更低的选择。

“无烟塔斯马尼亚”发言人海

顿•沃尔特斯说，最低吸烟年龄提高

至21岁将使吸烟者违反法律。

提升吸烟年龄是卫生部长迈克

尔•弗格森《健康塔斯马尼亚五年规

划》中的一部分，该规划遭到塔斯

马尼亚旅游协会的指责。

“我们对塔斯马尼亚酒店协会

不想执行《最低合法吸烟年龄》的法

律表示同情，因为他们不是警察，而

且我们同意他们认为政府的建议是有

缺陷的观点，”沃尔特斯说。

无党派人士Windermere MLC 

Ivan Dean的《健康修正案（无烟下

一代）2014》是世界上首个私人法

案，法案规定从2018年开始，澳大

利亚将禁止向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

出售烟草。

俄罗斯
日本烟草经营利润遭受重创

由于日本烟草公司在俄罗斯及

其周边地区的业务十分兴旺，俄罗斯

卢布的急剧下跌使这家全球性烟草公

司的收益遭受重创。随着其海外经营

利润下降近10%，从日本烟草公司最

新的业绩看，公司在跌宕起伏的新兴

经济体中的脆弱性清晰可见。

“疲软的卢布和其它外汇相

关问题给其造成了大约1000亿日元

（8.41亿美元）的负面影响，”总

裁小泉光臣在盈利发布会上说。

日本烟草公司的报告称，截

止到2015年12月，全年经营利润为

5652亿日元。

直接与去年同期业绩对比是不

可能的，因为由于其财年节点的变

化，公司的上一财年只有9个月。

日本烟草公司在日本的业务实

现了37%的利润增长，但卢布的大幅

贬值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俄罗斯

货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去年下降了

近40%，至61卢布兑1美元。

在一系列大规模收购的帮助

下，日本烟草如今稳坐俄罗斯卷烟

销量第一的位置，控制了超过30%的

市场份额。凭借其主要品牌，如颇

受欢迎的云斯顿和LD，公司在“独

联体”地区的销量占其全球烟草销

量的大约30%。“独联体”地区包括

俄罗斯、前苏联国家和东欧。

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日本烟

草公司去年在俄罗斯4次提高价格。

虽然导致销量下降，但在“独联

体”地区的营业利润上升了14%（假

设卢布汇率保持不变）。

“俄罗斯将继续成为增长引

擎，因此我们依然有很大的提价空

间，”小泉说。但日本烟草公司预计

俄罗斯货币依然保持疲软，预计今年

的汇率为80卢布兑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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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元、土耳其里拉以及其它关键

市场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预计下降，日本

烟草公司海外烟草业务的经营利润将在本

年度下降20%，至2780亿日元。

欧洲
欧洲反欺诈办公室查获7500万支私烟

欧洲反欺诈办公室（OLAF）在希腊、

俄罗斯、德国和西班牙开展了几次行动，

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总共查获

了超过7500万支走私卷烟。这些行动中所

有被查获的卷烟都是通常被称作“廉价

白包”的卷烟。大多品牌是奇曼（Rich-

man）、皇家（Royal）、红金龙（RGD）

和吉姆（Jim），新品牌也经常出现，如

越南品牌Aroma。走私卷烟横跨边境，有

时候横跨各大洲，走私卷烟经常经过不同

的港口才能进入欧洲市场。

这次行动紧接着一周前的另一个行动

开展，当时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获悉情报并

在马德里机场和伦敦机场查获超过15万包

的廉价白包卷烟。走私者来自乌克兰，在

抵达目的地时被截获。

2015年，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在整个欧

洲查获了6亿支卷烟。

“这些数字再一次显示了我们调查

人员出色的工作和毅力，以及欧洲在该领

域展开合作的不可否定的重要性，”欧洲

反欺诈办公室总干事Giovanni Kessler

说：“欧洲反欺诈办公室通过向其行动伙

伴提供有关这些物品走向的关键信息，带

来了真正的附加值，这些努力取得了明显

成果，”他补充说。

卷烟走私在逃避关税和税收上，每年

给各成员国和欧盟带来巨大的损失。走私烟

草违反规则，而且给消费者和经营者造成巨

大的风险。走私烟草破坏了反吸烟和公共健

康运动，并违反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卷烟生

产、分销和销售上的严格规定。欧洲反欺诈

办公室对海关欺诈案进行仔细调查，因为这

些案件会给欧盟纳税人带来经济损失。欧洲

反欺诈办公室的一个明确任务是，将打击走

私卷烟作为欧盟努力遏制该现象的一部分工

作。欧盟反欺诈办公室提供分析、技术支撑

和来自成员国和第三国执法机构及其它部门

帮助下获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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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叶，泰国政府首次提出要将TTM从曼谷市中心的最黄金

地段迁出。TTM总裁Daonoi Suttiniphapunt博士说：“24年前，我们将这

块土地赠予Sirikit王后。TTM当时共拥有600 rai（约合96公顷）土地，其

中的420 rai（约合67.2公顷）被赠予王后。我们在Sirikit王后国家会议

中心附近修建了一座带有人工湖泊的公园（如今的Benjakiti公园），占地

120rai，剩余的300rai（约合48公顷）将用来扩展Benjakiti公园。”

TTM原定于新设施配备齐全后，于2020年开始迁往洛察纳工业区。不

过，搬迁计划将提前至2019年完成。腾出来的土地将分阶段移交财政部，第

一阶段的61rai（约合9.76公顷）已经移交完毕。

TTM曾计划将新址选在曼谷东部的北柳府，距离曼谷同样约1个小时车

程。不过，为了更易于获取原材料，新址改为曼谷北部的清迈省。但由于

TTM的主要市场和配送中心均在曼谷，2009年，TTM不得不再次将新址改为洛

察纳工业区。

TTM生产部门将迁往洛察纳工业区，管理部门和办公部门仍留在曼谷目

前的地址。位于曼谷的3200名员工中，将有1800名迁往洛察纳工业区。新厂

已经落成，静候员工的到来。

泰国烟草专卖公
司将搬迁新址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TTM）将从曼谷中心商业区迁至位于大城
府的洛察纳工业区，新址占地220 rai（约合35.2公顷；rai为泰
国面积单位，1 rai=1600平方米），大城府距离曼谷约1个小
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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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漂亮的新工厂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总经理Daonoi 
Suttiniphapunt博士

Suttiniphapunt博士说：“TTM已经获得内阁批准，将建造一座价值约

150亿泰铢的新工厂，同时为新厂配备卷烟生产和印刷包装设备，以及物流

系统、信息系统、仓库和员工宿舍。”

TTM新厂的设备购置包括6份合同。第1份关于烟草初级加工机械设备，

第2-5份关于二级加工机械设备，第6份关于自动存储和检索系统（ASRS）。

Suttiniphapunt博士解释道：“内阁最初通过的预算中，用于机械设

备购置的资金为70亿泰铢。不过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将总数减少了9.44亿

泰铢，但这并不包括电子招标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成本降低。在起草招

标要求前，我们选派了董事会的生产机械专家和团队成员前往亚洲和欧洲

的各个卷烟生产厂访问，了解他们目前使用的机械设备类型。掌握相关信

息后，我们聘请专家起草、复审招标要求，同时邀请检察官复审，之后便

开始电子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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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草初级加工机械设备的第1份合同，共有4家竞标公

司，而最初感兴趣的公司多达11家。在这4家公司中，3家的文件中

有部分商业错误，因此董事会决定撤销第一轮电子招标，计划重新

再做一次。因为只有1家没有错误的投标公司不存在价格竞争，这并

不符合TTM的最大利益。我们针对4家竞标公司重新启动电子招标，

并将很快开始考虑招标。招标工作虽然耽误了2个月的时间，但目前

仍然比较乐观。”

“关于干冰膨胀烟丝设备的第2份合同，只有Airco DIET和特

罗蒙德能源系统公司生产该设备。全世界大约80%的卷烟生产厂使用

Airco DIET的设备，该公司也进行了投标。我们联系了特罗蒙德能

源系统公司，得知他们对投标并不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重新

进行招标。Airco DIET的投标价格低于我们的预估成本，所以我们

双方已经签署了合同。”

“至于自动存储和检索系统（ASRS）的合同，我们面临竞标公

司的情况与初级加工机械设备的4家竞标公司类似，竞标公司的文件

中同样存在商业错误。针对此情况，我们目前正在商议采取何种行

动。剩余的3份合同我们正在处理中，将于近期发出招标邀请。预计

到2016年9月，我们将完成所有6份合同的签署，2017年开始在新厂

逐步安装设备，2018年所有的新设备安装完毕。”

当然，洛察纳工业区所有的设备并非都是全新的。据Sut-

tiniphapunt博士估计，新厂中约60%的设备都是TTM在曼谷的办公部

门目前正在使用的。这些设备将于2016年搬至洛察纳工业区，常规

的卷烟生产计划也将同步进行，以确保产量不出现下滑。

Suttiniphapunt博士说：“我们将从曼谷搬运约30套设备到洛

察纳工业区，每套设备的搬运和安装时间大约为3个月，同时需要进

行检修。我们要在2019年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并于2020年开始投

入生产。”“即使我们在搬运设备，卷烟生产仍将会继续。搬运某

一套设备的同时，另一套设备将用来生产。我们也会进行加班，以

确保卷烟产量保持不变。”

在一次解决与泰国烟农纠纷以及试

图增进烟农与烟草行业之间理解的积极

行动中，Suttiniphapunt博士透露，TTM

前几年与泰国约17000名烟农签署合同，

不得不购买超过产量配额的烟叶。不

过，TTM今后将不再这么做。

她表示：“由于泰国的烟草种植需

要得到消费税部门的许可，因此TTM必须

与烟农签署合同。过去，烟农的实际种

植量往往多于其被允许的配额，TTM被迫

购买超额的烟叶，即使这已经超出它们

生产卷烟的实际需求量。”

“我们并非试图利用烟农，只是想

找到解决方法，共同前进、互相受益。

从2015年开始，由于没有得到妥善保

存，烟叶的质量有所下降，我们无法继

续购买超过实际生产需求的烟叶。”

TTM此前宣布，从2015-2016种植季

开始，将不再购买烟农超过产量配额的

烟叶。这引起烟农的强烈不满，他们威

胁将举行抗议活动。

烟农目前的烟叶销售总收入为27亿泰

铢，其中弗吉尼亚烟叶占13亿泰铢，白肋

烟占10亿泰铢，土耳其烟叶占4亿泰铢。

除了提供技术知识，教会烟农如何

更好地种植烟叶，确保采购价格，TTM还

通过投资帮助烟农修建筒仓、仓库、堰

坝，甚至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奖学金。

“TTM每年用于帮助烟农的资金高

达亿万泰铢，但同时需要通过提高购买

价格来进一步提升帮扶工作水平。2015

年，烟叶购买价格增长26泰铢，2016年

烟农希望继续增加28泰铢。如果烟农将

烟叶卖给私营公司，价格为90泰铢，不

过他们希望TTM能够以116泰铢的价格购

买。这对我们显然不公平。”

“TTM是一家国有企业，不会鼓励

人们违反法律。我们只是想让烟农明

白，TTM有充足的理由不去购买多余的烟

叶，我们无法容忍人们一直做错误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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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赞成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观
点，即年轻人不应该使用电子烟。但是
伪造证据支持你们的观点是不对的。说
疾控中心夸张......是轻描淡写。夸张的含
义是夸大其辞。但在这可能恰恰相反。

所以这不是夸大，而是捏造。”
 

——Siegel博士，波士顿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社区卫生

科学系的教授

瑞士
奥廷格•大卫杜夫收购蓝铃雪茄

奥廷格•大卫杜夫公司（Oet-

tinger Davidoff AG）最近收购了

蓝铃雪茄（亚洲）公司亚洲分销商

的多数股权，于2016年1月1日开始

生效。

作为收购的一部分，蓝铃雪

茄（亚洲）有限公司将更名为日内

瓦大卫杜夫亚洲公司，将继续由

Laurent de Rougemont担任董事总

经理。他的新身份为亚洲高级副总

裁，直接向奥廷格•大卫杜夫公司的

CEO Hans-KristianHoejsgaard汇报

工作，他也将是奥廷格•大卫杜夫全

球管理团队的成员。

另外，奥廷格•大卫杜夫公司

目前亚洲区负责人Gerhard Ander-

lohr，将就任业务拓展部副总裁的

新职位，该公司表示，他将重点负

责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

自1954年以来，蓝铃雪茄（亚

洲）公司一直是奢华品和生活方式品

牌的亚洲分销商。目前，它在10多个

国家经销50多个奢华生活品牌，产品

组合包括香水和美容产品、时尚服饰

及配饰、珠宝和手表、家居用品、数

码概念、美食和雪茄。此外，它运作

500家零售店，拥有超过2500名敬业

的员工。

澳大利亚
酒吧烟标涉嫌违法

在澳大利亚卫生部门进行一

次例行检查后，位于西澳大利亚

西特威尔的一家爱尔兰酒吧J.B. 

O’Reilly的老板保罗•诺斯面临着

被起诉或巨额罚款的风险。

卫生部门的检查人员发现了展

示的烟草广告，而这在澳大利亚是

被禁止的。诺斯位于剑桥街的酒吧

几乎每个角落都散落着古色古香的

标志和纪念品，包括一批有收藏价

值的烟标，有的距今超过120年，

但是“大多数品牌已在市场上见不

到，J.B. O’Reilly’s 酒吧也不出

售任何烟草产品。”

诺斯表示，卫生部门是荒谬

的，因为酒吧烟标上出现的大部分

烟草产品已经不再出售，舆论哗然

后，西澳大利亚州政府总理科林•巴

奈特（Colin Barnett）宣布，他将

否决卫生部要求爱尔兰酒吧撤掉其

纪念性烟标的指令。

根据《控烟立法法案》，烟草

广告和促销是非法的。对于一个企

业的最高罚款为40,000澳元，屡犯

者罚款可能高达80,000澳元。

英国
帝国烟草重塑企业名称

帝国烟草集团最近证实，在其

年度股东大会上获得股东批准后，

它已将其公司名称改为帝国品牌公

司，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其主要产品

不再使用公司的名称。

早在2015年12月，大卫杜夫和

兰伯特&巴特勒卷烟的制造商——帝

国公司就宣布了它更名的计划，它

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名称“更好地

反映了我们现在是充满活力、注重

品牌的企业。”

“重新母公司的名称标志着一

个明显的转变，”据彭博社引用品

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的EMEA和拉

丁美洲主管丽贝卡•罗宾斯的话说。

这个名字是“充分面向未来的任何

收购，”她补充说。

帝国公司说，它将保留其五个

企业的品牌，包括帝国烟草公司和美

国子公司ITG品牌公司。变化将很大

程度上局限在英国布里斯托尔总公司

和企业网站，它说。该公司的烟草品

牌将继续分为大众市场“增长”产品

和小众市场“特有”品牌。

该公司还表示，其新网址为

www.imperialbrandsplc.com，于近

日启用。

日本
拟强化卷烟包装的警示力度

日本财务省将考虑要求烟草包

装上显示更加突出的关于吸烟引起

的对健康可能的负面影响的警告。

该部的顾问小组将开始讨论，

探讨对烟草公司实施更严格管理的

可能性，如扩大烟草包装上警示语

的面积。

在顾问小组经过调研、听取专

家和烟草行业意见后，将在5月或6

月编纂中期报告，此后，该部将在

今年尽快进行相关法律的修订。

此举是由于其他国家采取了更

严格的烟草警语法规，如澳大利亚

要求烟草包装展示吸烟对身体影响

的直观图片，同时有文字警语，不

显示品牌。日本政府目前要求烟草

包装用正面30％以上的面积来展示

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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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ric Piras

2016年限量版雪茄新品纷纷亮相
Alex Bradley黑市系列雪茄

澳门雪茄墙

今年，西方历法的新年几乎碰巧与中国的新年重叠。不知何故，猴子

（中国新年的生肖）给雪茄制造商带来的灵感，似乎要比其他的中国生肖动

物更多……

大卫杜夫2016中国猴年限量版便是开启新年的吉祥选择。这款雪茄为

特制Toro雪茄，每盒10支装，使用的外包烟叶为厄瓜多尔Habano Rojiza，

盒子为手工打造的竹木盒。这款特别版本雪茄的烟灰与大卫杜夫2016猴年限

量版的烟灰缸更匹配，这款烟灰缸采用利摩日瓷器制成，外观呈金红色图

案，让人联想到中国新年里人们互赠红包的情景。

具有同样节庆精神的还有Siglo猴子保湿盒。它那迷人的书法设计，好

像一个拿着梨的猴子。这款保湿盒可容纳75支雪茄，而且是限量版，仅生产

了200个，每个保湿盒都有一个序号，并由几个工人在每个保湿盒上镶嵌上

珍珠母，随后再画上像猴子一样的书法，涂上15层钢琴漆。

与猴子保湿盒对应的配套产品，还有一个用骨瓷制作的彩色Siglo猴子

烟灰缸。对于喜欢所有闪光耀眼的漂亮东西的人而言，最完美的事莫过于

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昂贵的雪茄之一——Daniel Marshall 

Golden Torpedo。由阿诺德•施瓦辛格、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西尔维斯特•史

泰龙等名流签名的这款雪茄用多达25片单独的24K金烟叶包裹。这些雪茄

可以单支购买，也可以一套5支购买。一套5支的Golden Torpedo雪茄，通

常装在漂亮的Daniel Marshall旅行保湿盒里的木盒中。Daniel Marshall 

Golden Torpedo雪茄可以在香港和澳门的太平洋雪茄零售店购买，每支250

美元，它们是开启新年的一个引人注目而充满活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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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lo猴年保湿盒

大卫杜夫2016中国猴年限量版雪茄
和烟灰缸

Padrón Dámaso雪茄Maya Selva——图片来源Luc Monnet

大卫杜夫推出的大卫杜夫45周年限量版斗烟，并非是对猴子表示敬

意，而是为了周年纪念。这款斗烟由DAN烟草公司的大师级烟草混合师An-

dreas Mund混合产自巴西、塞浦路斯、马拉维和土耳其最上乘的异国烟草手

工卷制而成。45年前，大卫杜夫创造了自己的第一支斗烟，而作为周年纪念

版的斗烟，在全球仅供应6000听。还有什么比享用45周年限量版斗烟更享受

生活的呢？斗烟爱好者们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款斗烟将只发售45件。

大卫杜夫在限量版产品上一直特别有创造力，我们预计，新的大卫杜

夫2016限量版高尔夫积分卡雪茄很快会成为高尔夫球手的宠儿。每盒5支雪

茄：4支供高尔夫球场上的球手分享，一支奖给获胜的球手。这四支雪茄的

特色是有一个独有的“高尔夫”第二环，而最后一支则有一个独有的金质的

第二环，这是获胜球手的战利品。这个版本的雪茄将全年都可以买到，而且

每年将会推出新的高尔夫雪茄。

大卫杜夫对于温斯顿•丘吉尔的灵感简直毫无止境，推出的最新款大

卫杜夫温斯顿•丘吉尔2016限量版雪茄肯定会成为雪茄爱好者的谈资，因为

这个限量版的Grand Toros雪茄颂扬着丘吉尔这个伟人的一些脍炙人口的

名言：每支雪茄在其第二环上都有一句著名的丘吉尔名言……该雪茄10支

装，仅有6000盒，还需尽快抢购。根据一年前引进的理念，哈伯纳斯公司

很快将推出Añejados雪茄系列的两个新类别：Partagás Coronas Gordas 

Añejados（环规46，长143毫米）和Hoyo de Monterrey Hermosos Añejados 

4号（环规48，长127毫米）。

这两款雪茄的介绍信息都没有出现在标准的产品组合中，而是以有限

数量，作为特别版本推出。哈伯纳斯的Añejados雪茄以原装盒装出售，这些

盒装产品在5至8年的醇化过程中没有标签，但在推出时，给每个品牌附上相

应商标。在每个盒子的底部，印有最初卷制的时间。这些雪茄需要完美的切

割：真正一流的Siglo公司推出的 Dragon Swivel Cutter有三种尺寸，可

对环规42至56的雪茄进行干净快速的切割。这款雪茄剪有三种颜色，设计精

美，也可作为赠人之礼。

为了继续供应时尚的Siglo雪茄附件，Siglo公司通过推出Siglo Tat-

too雪茄盒，迈入了纹身这一尖端领域。这款雪茄盒由来自香港的为求得其

纹身需等待5年的Tattoo Temple工作室的Joey Pang设计，用软皮经手工完

美制作而成，共有5款设计：龙、烟龙、虎、骷髅和传统绘画。

Lotus Vertigo打火机一直坚持来自中国的灵感，提供一些奇异的广东

设计风格。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打火机更传统一些，就到澳门的雪茄墙去，这

里你可以找到Lotus Vertigo打火机和Lotus黑标飓风台式打火机，以及能装

多达150支雪茄的最新款Adorini保湿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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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 Robusto Flor de Selva & Cumpay雪茄

香港及澳门地区的雪茄
零售点

太平洋雪茄公司：
红色大厅雪茄馆
地址：香港中环毕打街12号毕打大

厦405-406 A店铺

电话：(852) 2537 0977

P&L 俱乐部 - 科伊巴魅力俱乐部
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36号兴玮大

厦21层

电话：(852) 2523-6338

雪茄广场，永利澳门 
地址：澳门外港填海区仙德丽街永

利澳门酒店29号店铺

电话：(853) 2875 7368

网址：www.pacificcigar.com

如需了解太平洋雪茄公司的其他门

店，请访问www.pacificcigar.com

如需了解Siglo的全部配件产品，请

访问www.sigloaccessory.com

大卫杜夫
Acanta Park Lane
地址：香港铜锣湾柏宁酒店D4店铺

电话： (852) 2576 7665

大卫杜夫休闲屋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8号洲际酒店R44店铺

电话：(852) 2721 5520

如需了解大卫杜夫其他零售点，请

访问www.bluebellgroup.com

雪茄墙
地址：Rua De Bruxelas, No.76 

Praca Kin Heng Long-Heng Hoi 

Kuok-Kin Fu Kuok RC-X, 澳门

电话：(853) 2875 0264

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

wallofcigar

大卫杜夫45周年限量版烟斗和烟草
来自尼加拉瓜的Roberto Duran限量版所罗门雪茄，是最近推出的一

个杰作。限量3000支，每盒5支装，每支都由最受推崇的古巴雪茄卷制大师

Santos Cárdenas亲手卷制。自1960年开始，Santos Cárdenas就开始卷制雪

茄，他曾经在古巴的Por Larrañaga、H. Upmann和Partagas等烟厂工作。这

款限量版雪茄每盒都有Santos Cárdenas签名，简直是雪茄中的瑰宝。

同样出自Azan雪茄公司的Azan Maduro Natural Supremo雪茄，是该公

司的Maduro限量版雪茄系列的新产品。Azan Maduro 是Azan雪茄烟劲最强的

混合烟，其外包烟叶为天然深色，而且很油，带有Corojo烟叶的甜味。规格

为5 x 58的Supremo雪茄现在很适合吸食，但是也具有很强的醇化潜力。

Flor de Selva雪茄和Cumpay雪茄在欧洲市场十分有名，在美国也具有

很强的发展潜力。如今，在香港和澳门的雪茄迷们也能如愿以偿买到这些雪

茄了。Duo Robusto Flor de Selva & Cumpay雪茄如今在香港的11家太平

洋雪茄店有售了。毫无疑问，这两款雪茄与女性雪茄品牌的关联最大，分别

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手工制成，它们是Maya Selva雪茄系列的组成部分。

这些上乘的雪茄取得的成功，就是对Maya Selva雪茄标志性的价值观的最后

褒奖，即：最严格的质量要求，尊重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去年6月，Maya 

Selva公司创造并推出了Flor de Selva 20年特别版Lanceros雪茄，以庆祝

该品牌创立20周年。这款雪茄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Maya Selva决定将其

添加到永久的产品组合之中，并将20周年混合烟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其它的

vitolas产品中。vitolas将在今年推出，并将在香港的太平洋雪茄销售点销

售，稍晚在亚洲其余地方都能买到。

在雪茄墙这个在亚洲其他地方买不到或数量十分有限的著名雪茄品

牌的唯一零售商处，可以发现来自洪都拉斯的新推出限量版雪茄产品Alec 

Bradley Fine & Rare 2015。这是一个由10种不同烟叶混合制成的雪茄，仅

生产了2000盒，每盒10支，并且是由其最佳的雪茄卷制大师卷制而成。

同样由Alec Bradley雪茄公司推出的新品Alec Bradley Post Embargo雪

茄，也将很快上市。这是一款为庆祝古巴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而推出的令人

赞叹的Perfecto产品，是继续获得“90”分以上评分的著名Black Market系

列产品的新品。今年晚些时候，雪茄墙还会收到帕德隆•达马索雪茄（Padrón 

Dámaso）：一款以何塞•帕德隆的祖父命名的雪茄。他的祖父是19世纪末的

某个时候从加那利群岛到达古巴的首个帕德隆家族的人。对于那些寻求帕德

隆雪茄的品质、复杂性和始终如一的味道特点的人而言，达马索雪茄系列具

有柔和的味道。雪茄墙拥有亚洲可买到的最全的帕德隆系列，拥有40多种味

道。帕德隆雪茄广为推崇，由于产量有限，因此，在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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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容易买到。再说一说帕德隆：如果你有幸

拥有帕德隆的50周年纪念保湿盒，现在就可以

联系零售商，购买每年填充雪茄盒的雪茄。

雪茄墙举行的活动将会使雪茄迷们蜂拥到

在澳门的活动现场，这里，你会发现无穷无尽

的新鲜事物，雪茄迷们将有机会参与每月举行

一次的“慢吸烟比赛”或“盲品大会”。雪茄

墙的会员每个月还会收到电子邮件，提供高达

40%的诱人折扣，不过，每个优惠的有效期只有

几天。

由于越来越多的雪茄公司进入亚洲，并且把

目光尤其瞄准了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中国市场，

我们必定要提到最近成立的中国雪茄及斗烟协

会。这个协会的目标在于规范中国雪茄与斗烟市

场，有效利用国家雪茄业的资源，引导个人与组

织努力帮助政府部门发展中国雪茄，建立系统的

零售网络，代表会员与政府部门合作，扩大他们

的合作空间，促进中国雪茄零售的整体发展，提

高中国雪茄零售的整体形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但肯定会改变当前的状况。金融和房地产市

场起伏不定，我们对生活及世界发展的方向也有

自己的焦虑，但至少我们确切了解一点：雪茄制

造商们永远不会停止给我们提供暂时忘记这一切

烦恼、只是享用美味雪茄的简单快乐所作出的努

力！

大卫杜夫温斯顿•丘
吉尔2016限量版雪
茄

Alec Bradley2015
优质珍选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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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及现代卷烟，几乎没有消费者能

够想到可以称作是高科技的组成部分：过滤

嘴。虽然无过滤嘴卷烟品牌依然存在，但过

滤嘴卷烟占主导地位，而且占当前世界范围

内所售卷烟中的绝对多数。虽然消费者认为

过滤嘴平淡无奇，但它们在提升吸烟体验同

时去除较大的烟雾颗粒和水溶性化合物如醛

类和酚类的设计方面，实际上是技术上的一

个小奇迹。

烟草公司可以从无数个生产过滤嘴的

供应商公司中选择过滤棒成品，或者选用

原材料自主生产过滤棒，原材料除了一系

列的接装纸和水松纸外，还有如醋酸纤维

素（CA）、聚丙烯（PP）或最新的聚乳酸

（PLA）纤维束。两种选择各有优缺点。专

业过滤嘴生产商在以成本效益开发客户定制

的过滤嘴解决方案上通常拥有宝贵的经验，

因此它们能帮助烟草公司提升已有卷烟品牌

过滤嘴生产商与卷烟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卷烟销
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过滤嘴供应商，因此它们必须想出巧妙的解决方案以保
持竞争力。

过滤嘴——一个常被忽视
的高科技卷烟组件

形象、推出一款新品牌，也能帮助烟草公司

对市场或消费者的偏好变化做出快速响应。

从另一方面来说，自主生产过滤嘴在

实际生产上可能节省部分成本，但除了购买

和安装所必须的昂贵的机械设备和培训操作

人员以外，还可能产生运输和存储成本，以

及缴纳关税和进口原材料税。但更多的情况

是，较大的烟草公司可能决定综合这两个选

择的优点，例如自主生产简单的过滤嘴而外

包更复杂、专业的过滤嘴。

历史悠久的单醋酸纤维过滤嘴
由醋酸纤维素（CA）或偶尔使用聚丙

烯（PP）纤维束生产的单一过滤嘴，依然

主导全球市场。Essentra公司是当今最具创

新、具有前瞻性而且多元化的过滤嘴公司之

一。Essentra公司除了在匈牙利、美国和印

尼拥有3个研究中心，在英国有一家研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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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并在英国生产电子烟外，公司在

美国、巴拉圭、匈牙利、阿联酋、泰

国、印度和印尼还拥有生产工厂。据

估计，目前全球所有生产的卷烟品牌

中大约80%的品牌使用单醋酸纤维过

滤嘴。这种过滤嘴被认为是标准过滤

嘴，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存

在，易于生产，这可能解释了它们依

然受欢迎的原因。

双重过滤嘴——复合过滤嘴的

一种形式——由两段过滤嘴组成，每

一段有着不同的设计指标，如压降、

孔隙度等。这种设计能够调整满足特

定的需求。与两个纤维束段不同的

是，其中一段还可以包含活性炭或

木炭，这种组合在过滤掉杂质方面

更有效，并为吸烟者提供一种更加平

滑、“爽口”、醇厚的口味。

新兴产品：特种过滤嘴
随着烟草消费在许多地区萎

缩，烟草公司之间的竞争在迅速加

剧。为了捍卫它们的市场份额、甚

至占领新的市场，创新并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的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

虽然不久前，单一过滤嘴和复合过

滤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过滤嘴

生产商——与它们的烟草公司客户

一道——现在提供全新一代的特种

过滤嘴，这种过滤嘴不仅增强了功

能，通常还能真正做到富有想象力

和创新的设计。

造型各异的特种胶囊过滤嘴
例如，立陶宛Nemuno Banga公

司生产各种有创意的空心管段的特

种过滤嘴，这种空心管段有着不同

的外形，从心形到星形，以及客户

要求的其它任何形状。该公司还生

产有着嵌入式口味胶囊的特种过滤

嘴，这种过滤嘴被吸烟者挤压破碎

后，释放出多种香气，给予同一支

卷烟完全不同的味道。

“我们认为特种过滤嘴将在

卷烟发展的产品差异化、独特的外

观、满足监管需求方面发挥日益

突出的作用，同时确保平衡的口

单一滤嘴，单个内嵌式香味胶囊 双重滤嘴，两个内嵌式香味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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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先锋的生物降解性
下面谈一下生物降解性。醋酸纤维素纤维束，是目前最常

用的卷烟过滤嘴原材料，实际上是可生物降解的，因为它是采用

植物纤维制作的。然而应用到生产过程中的化学过程（酯化）显

著地“改变了”最终产品性质，研究已经表明，醋酸纤维素过滤

嘴在环境条件下可能需要10年时间完全分解。据考证，聚丙烯纤

维束需要更长的时间分解，甚至需要惊人的一万年！（是的，你

没有看错！）

提到“聚乳酸（PLA）”，1930年发现的一种天然聚合物，

从食用植物如玉米或糖甜菜中提取的聚合物，所有这些都是供应

充足的可再生资源。在大量应用后，聚乳酸最近才进入到卷烟过

滤嘴行业。虽然聚乳酸相对于醋酸纤维素和聚丙烯来说，具有几

乎相同的物理特性和功效，但聚乳酸纤维束可以在不到3年内完

全生物降解，仅留下二氧化碳和水。这使得聚乳酸成为过滤嘴生

产最有趣的“绿色”替代品，世界范围的政府机构和烟草公司认

真找寻扩大其使用的可能性。

1966年成立于江苏的无锡市天晟达新合成纤维有限公司是

中国第一批合成纤维公司之一，公司向卷烟生产商供应过滤嘴纤

维束。一段时间以来，公司积极努力，率先在国内外推广聚乳酸

的应用。“虽然我们的聚乳酸研究可以追溯到10年前，但我们在

2010年才开始为中国卷烟厂首次商业化生产聚乳酸纤维束，以评

估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消费者的反馈，特别是在卷烟风味保留和过

滤嘴的生物降解性方面。结果是积极而令人鼓舞的，自2015年

开始，我们还开始更积极地向出口市场推广聚乳酸纤维束，”

海外市场部经理Mandip Sandhu说。公司拥有超过10000吨的年

生产能力，如今已经分配超过一半的产能用于聚乳酸纤维束的生

产。“随着我们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年产能还将逐年稳

步提高。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分配100%的产能用于聚乳酸纤维束生

产，”Sandhu阐述说，并强调聚乳酸是最有前途的过滤材料，能

有效地帮助减少丢弃的卷烟过滤嘴导致的全球环境污染。“全球

每年销售大约56亿支卷烟，至少三分之一丢弃到自然环境中，耗

费政府和市政当局数百万美元用于清除。不应当只是中国当局关

注这一持续的形势，而实际上全世界都要关注。”

味，”公司的执行董事Gintautas Tučinskas
说，Nemuno Banga公司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

生产任何类型或设计的过滤嘴。

纳米过滤嘴日益流行
与此同时，位于阿联酋的ARD过滤嘴公

司从消费者对细支烟、超细支烟和纳米式卷

烟日益增长的偏好中获利，据公司的董事或

运营官Amirali Dharamsey称，这些规格的

卷烟在公司的关键市场——中东和北非地区

特别受欢迎。

“纳米过滤嘴在我们的市场特别流行，

可以说阿联酋是全世界范围内生产无与伦比

的纳米过滤嘴的生产中心，”他断言。当然

公司还提供标准过滤嘴以及有凹槽的特种过

滤嘴，公司认为自身是一家胶囊过滤嘴棒的

领先供应商。“ARD公司能够提供大多数标

准过滤嘴和特种过滤嘴……我们还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并确保我们在满

足客户需求和期望上拥有最新的趋势和技

术。”

不断创新
然而，在“超常规思维”的创新上，可

能几乎没有其它的过滤嘴公司能够与Essen-

tra公司匹敌。这家位于新加坡的公司如今在

世界各地的烟草公司中，都可以说是名副其

实的家喻户晓。Essentra公司目前在全球的

销售超过70个国家，并宣称成为“全球唯一

的独立卷烟过滤嘴供应商”。在过去的4到5

年中，公司已经经历了明显的销量增长，尤

其是在胶囊嵌入式特种过滤嘴，以及含有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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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空心管段的过滤嘴方面。销售和营销总监Hywel Thom-

as解释说，但细支烟和超细支烟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这

是Nemuno Banga公司和ARD过滤嘴公司同样观察到的。

Essentra公司进行广泛的研发工作以服务于烟草公

司的“过滤嘴需求”和同一时间地点出现的新的消费趋

势。公司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就在几个月前，

公司推出了科林斯（Corinthian）作为其图标（Icon）

系列过滤嘴最新的规格。科林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

段产品，在其醋酸纤维素（CA）核心长度中具有隐藏凹

槽。想想古老的雅典巴特农神庙的大理石柱，你就知道

它的样子了。它很好的融合了图标系列中其它的专属类

型，包括但不限于某种单独类型，如Autograph（中心部

分具有厚的凸出的醋酸纤维素螺纹）、Insight（由两

个围绕一个含有着色活性炭颗粒空腔的过滤段组成）和

Twin Tec（ 使用两个不同材料按同轴构造，并与一个成

型段形成中心芯的过滤嘴）。

“Essentra公司就协同发展与客户共同努力，同

时也积极主动地发展我们自己的专利产品，并销售到市

场，”Thomas说。“由于我们拥有自己的研究团队，能

够把握行业的脉搏并开发最合适的过滤嘴以满足我们客

户的口味和需要。（如今）过滤嘴市场一直强劲，我们

必须继续作为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能够生产、

测试并开发产品，以符合客户的需求——无论需求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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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偏好、法律、成本，还是其它因素的

驱动。”

挑战重重
虽然本文中所有接受《亚洲烟草》采访

的生产厂商都完全有能力按照客户的具体要

求生产过滤嘴，并能经常想出新型过滤嘴设

计的精彩创意，但过滤嘴行业的危机总会潜

伏在某个地方。全国反烟立法就是其中一个

针对它们的雷区。例如，它们很多主要的挑

战之一就是使用了一些市场严格管制甚至禁

止的原材料，因为这些材料被视为不利环保

或者有害。

“一些材料在某些特定市场不被接

受，”Essentra公司的Hywel Thomas解释

称，“例如在德国，使用数量必须遵守《德

国烟草规定》（TVO）的严格限制。”

另一个困难是原材料短缺或采购困

难。“一些我们经常预想的困难来自原材

料供应，原材料物料的可用性和成本方

面，”ARD过滤嘴公司的Amirali Dharamsey

证实说。托马斯解释称，“这经常是要求支

持生产的产品数量庞大，并确保适当的供应

链完全就位，”这是一种能够造成真正障碍

的情况。但他补充说Essentra公司在推出新

产品上非常有经验，这有助于减少这种潜在

的瓶颈。“我们按照结构化流程运行，努力

确保新产品通过所有的挑战……而且出现的

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保证推出新产品时有一

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同时，Nemuno Banga指出了另一个完全

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卷烟市场是非常

保守而且严格规管的，因此推出任何真正创

新的产品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Tučinskas
坚称。此外，越来越多国家的烟草产品广告

限制（和国家反吸烟运动）间接地给过滤嘴

生产商施加了压力。随着卷烟销售的直线下

降，过滤嘴的销量不可避免地同时受连累。

这一现象得到Dharamsey的回应，他说“严

格的广告限制活动将对（我们的）销售产生

不利影响。”

展望未来
只要有卷烟消费者存在，而不是一味地

停留在当前的过滤嘴发展之上，那么就不一

定会导致生产商“走向渡渡鸟式的灭亡”，

但是警惕的预测市场走势、监测消费趋势、

调整产品范围，同时开发新的设计对于保持

业务和竞争力来说，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

的。Tučinskas不太确定地表示：“给予消

费者一种选择并满足生物降解性要求将是强

劲的趋势。”Essentra公司在做出明确预测

时同样相当犹豫，但尽管如此，托马斯仍透

露，虽然很难准确预测未来将发生什么，

但“我们完全相信将来会有更多我们当前已

经看到的相似趋势——更大范围的不同视觉

和互动性产品，（Essentra公司）在应对不

断变化的环境中占据天时地利。”

烟草立法的进一步收紧以及平装的问世

在未来几年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英国

和爱尔兰都计划在2016年年初推行平装，更

多的国家有望追随。“（行业的）变化也将

进一步受到例如欧盟《烟草产品指令》、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等政府机构，

以及平装推出的驱动，”托马斯说：“相关

产品如电子烟、加热不燃烧产品的影响也将

非常有趣，并将引起更多的变化。”

对于一个注定要与烟草产品生产领域

打交道的行业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试水阶

段，但是毫无疑问，过滤嘴业界的大公司

一定会找到出路。例如，非洲是本文所有

采访公司提及的一个依然尚未开发而充满

希望的地方，是过滤嘴生产商最终想快速

涉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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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ra推出业内领先的电子烟解决方案
电子烟重要部件的全球供应商——Essentra公司推出了两套业内领先的电

子烟解决方案。这是Essentra公司对该类产品推出的首个“全方位服务”白标

签产品。

这种新的电子烟可充电，并且为一次性使用型，其开发正是对Essentra公

司进行的广泛客户研究与其对行业洞察所做出的回应。这两款电子烟都具有很

高的性能和始终如一的“提取率”， 能够提供最佳的味道和尼古丁释放率。

Essentra公司的可充电产品组合范围很广泛，从传统卷烟尺寸的产品到烟

劲最强的雪茄尺寸，其产品一应俱全。Essentra公司供应全套的电子烟，包括

电池部件、可填注烟油的烟弹和一个USB充电装置。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次性电子烟更为方便。这种产品可以单个购买，也可

以多个购买。整个装置包装在一个印有商标的外箱或吸塑纸盒子里。

这些产品的开发是利用Essentra公司的专业知识、创新和业内专业知识所

开发的——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该公司尚在申请专利的储液技术。制造这种储

液装置无需使用抗静电、润滑、粘合剂或表面活性剂等加工辅助手段，这意味

着其制造不会影响到储液装置所储存的电子液体的化学性质，从而确保更纯净

的体验。

Essentra公司继续通过公司的世界级研究中心，对新材料与新工艺进行研

究。Essentra公司的所有产品都针对业内领军者与客户的标准进行了严格的测

试，既保证了质量，也保证了安全性。

在胶带、纸箱、散页印刷品、标签和产品安全特征方面，Essentra公司在

包装业内的专业技术有目共睹。为了突出产品，也为了加强和保护商标形象，

使用了非常醒目的设计。

Essentra公司采用各种材料印刷，从而创造出非常精致的包装。此外，它

们还提供高性能的清漆、安全性、防拆封性能及凸版压印等。

美国
纽约州法院裁定吸电子烟不违法

在一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中，纽约州的一名法官最近裁定，

使用电子烟不是吸烟，这两个词不

能混淆。纽约州目前禁止在大多数

公共场所吸烟，因此，根据这项裁

决，这并不意味着使用电子烟也被

自动禁止。

一名使用电子烟的人因在地铁站

台上使用电子烟而被传讯，于是他就

此事的合法性向法院提出质疑。在这

起“个人起诉纽约州”的诉讼案中，

这名法官表示，纽约州法律将吸烟定

义为“点燃的雪茄、卷烟、斗烟或任

何其他含有烟草的物质的燃烧”。但

是，法院说，这个定义将电子烟的蒸

汽装置排除在外了。

法院指出：“电子烟既不燃

烧，也不含烟草，相反，使用这种通

常被称为‘蒸汽烟’（vaping）的装

置，只是吸入由水、尼古丁、丙二醇

基，或植物甘油，偶尔还有香料构成

的蒸汽化了的电子烟液体。”

在这宗诉讼中，纽约州认为，

公众应该了解对电子烟的禁令，没

有必要再特别禁止电子烟装置，因

为“纽约州的法院尚未对是否根据这

些法令将电子烟与其他卷烟加以区别

对待做出决定”。不过，这名法官裁

定，这个观点是无效的。毕竟，电子

烟装置与纽约州目前对“吸烟”的定

义还不相符，如果它们不含烟草，就

不能被当作烟草产品对待。

纽约市的领导们专门将电子烟

的禁令列入了《无烟空气法案》。

不过，纽约州的法律尚未效仿纽约

市的做法。去年夏天，纽约州提出

一项法案，计划对公共场所使用电

子烟装置增加限制，但这项法案在

参议院没能获得通过。

马来西亚
吸电子烟大行其道

在亚太地区最大的电子烟市

场——马来西亚 ，电子烟的受欢迎

程度日益飙升，不过，马来西亚当

局威胁称，基于健康的原因，将禁

止使用电子烟——这项举措激起了

越来越多的电子烟迷的怒火。

在马来西亚这个穆斯林占绝大

多数人口的有节制的国家，饮酒和吸

毒等其他恶习尤其不受赞成，而使用

电子烟这一消遣却已经被证明取得了

特别的成功。马来西亚宗教领袖对

禁止电子烟表示支持，他们在宣布

对这种“非穆斯林”的习惯实施“禁

令”。但这项法令是否能浇灭公众对

电子烟的热情，则仍需拭目以待。据

Vape帝国公司的联合创立人Muhammad 

Sharifuddin Esa说，自公司两年前

开业以来，经营点已经扩增到了57

个。他说：“我们的公司发展得非常

快，因为有很多人试图要从吸卷烟转

向使用电子烟。”

预计电子烟业从现在到2025

年，每年将以同比超过13%的速度

增长，但目前电子烟业尚未受到

法律的规范，很多人说，禁止电子

烟——泰国和新加坡以“健康为由”

禁止使用电子烟——是一个巨大的错

误。Sharifuddin说：“政府必须对

电子烟进行规范，而非禁止，因为电

子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据马来西亚电子-蒸汽产品与烟

草替代品协会（MEVTA）活动分子小

组说，在马来西亚全国，越来越多

的业余商人已经涌现了出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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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新法规对电子烟的影响

正如《独立报》报道，由于开始

使用电子烟的英国人数创下了记录，电

子烟于2015年在英国步入了主流烟草行

列。据悉，目前英国有260万成年人使

用电子烟，而这个数字仍在增长。

然而，随着电子烟的受欢迎程度

不断上升，对加大电子烟规范力度的

呼声也日益高涨。

将从2016年5月20日开始生效的

欧盟新法规肯定会对英国居民如何使

用电子烟带来一些大的变化。从这一

天起，《2001年烟草产品指令》将会

更新，电子烟就会被归类为“烟草相

关产品。”

新法规将包括以下内容：

填充液容器缩小
目前对电子烟填充液容器的大小

没有限制，但新规限制的最大尺寸是

10毫升。这意味着电子烟使用者不能
再为省钱而买大包装的，从而导致整
体价格可能上升。
烟劲减弱

目前准许的最大烟劲为24毫克，
但将下降至20毫克。
烟弹容量变小

烟弹的容量减少至2毫升。
儿童保护装置

由于电子烟突然流行起来，有人
担心它们在学龄儿童中变得流行，因
为吸烟似乎开始变得“很酷”。根据
新的欧盟法规，所有电子烟和相关包
装必须“采取儿童保护装置”。
加大政府监管

业内制造商将被要求向政府提交
公开、详细、透明的信息，介绍它们
出售的产品以及所含成分。
开启彻底禁止电子烟的可能性

如果至少有三个欧盟成员国表示
希望禁止电子烟，有可能启动禁止电
子烟的程序。

吸电子烟的人口大约有100万，自去

年以来增长了5倍。

关于健康风险的研究结果仍然

有分歧，像马来西亚一样，很少有

国家推行全国性立法来规范电子烟

行业。

英国
电子烟使戒烟率大幅提高

英格兰戒烟发展趋势定期研

究——吸烟工具包研究（Smoking 

Toolkit Study）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过去一年里尝试戒烟的吸烟者的

戒烟成功率大幅提升，从2011年的

14%提高 到了2016年的23%。

从2007年至2011年，戒烟率

保持稳定，之后在2011年至2015年

间，戒烟率稳步上升，到去年，则

大幅提高。戒烟率出现惊人提高的

一个可能原因是，戒烟方法的转变

可能促进了戒烟率的变化。从2011

年开始，戒烟者大规模地从使用尼

古丁替代疗法转向使用电子烟来尝

试戒烟，而这碰巧正好与戒烟率提

高的时间相一致。

2011年之前，实际上英国没有

吸烟者使用电子烟尝试戒烟，而大

约有30%的吸烟者在使用尼古丁替代

疗法。到了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只

有大约10%的吸烟者在用尼古丁替代

疗法尝试戒烟，相比之下，大约有

40%的吸烟者使用电子烟。

此外，在过去几年里，戒烟的

吸烟者百分比从2011年时的4.6%，

大幅提高到了2014年的7.2%，而到

2016年为止，更是提高到了7.5%。

由于尝试戒烟的吸烟者的整体

百分比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并没

有大的变化，因此，在过去5年里，

似乎正是由于电子烟使用的大幅增

长，刺激了英国戒烟率的提高。

美国
调查显示公众对电子烟认识不足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项新调查显

示，反电子烟组织通过不懈地开展

关于电子烟信息的欺骗行动，彻底

破坏了公众对吸烟危险性的评估。

这项对大约800名俄亥俄州成年

居民进行的调查，由俄亥俄州健康

问题调查机构开展。给该机构提供

资金的，则是健康互动组织。调查

结果显示，只有34%接受调查的人做

出正确报告，认为卷烟比电子烟更

加危险。大多数成年人，即66%的成

年人要么不知道卷烟比电子烟更加

危险，而认为卷烟并非更为危险，

要么实际上认为卷烟比电子烟更加

安全。仅有34%的人相信，电子烟比

烟草卷烟更加安全。表示电子烟比

卷烟更加安全的男性（45%）是女性

（23%）的大约2倍。18至29岁的成

年人中，超过一半（55%）的人称，

电子烟比卷烟更加安全。相比之

下，30及3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认

为电子烟比卷烟更安全的仅占十分

之三（30%）。

至少可以说，这一结果让人感

到不安。在女性当中，错误的看法

尤其惊人，因为在女性当中，77%的

人不相信吸烟比电子烟更加危险。

在非洲裔女性当中，81%的人不相信

吸烟比电子烟更危险。这些数据应

该给反电子烟组织敲响警钟，包括

政府的卫生机构，如FDA、疾病预

防与控制中心，以及各州卫生部门

等，暴露了他们通过破坏公众对吸

烟独特危险性的认知，从而使吸烟

重新正常化的阴谋。

阿曼
彻底禁止电子烟和电子水烟

阿曼公众消费者保护局最近禁

止了所有的电子烟和电子水烟产品。

任何人被发现出售卷烟，将被处以

500阿曼里亚尔（合1300美元）的罚

款。再犯者的罚款将增加一倍。

阿曼公众消费者保护局说，将

加强在全国开展检查，确保公众的

安全。贸易商要将自己在阿曼经营

店里的所有电子烟和电子水烟的存

货全部下架。这一举措一点也不让

人感到惊讶，因为其他的国家已经

禁止销售电子烟。

阿曼卫生部非传染性疾病控制

局局长Jawad Ahmed Al Lawati博士

说：“由于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电

子烟有助于治愈烟瘾，或者是比真

正的传统卷烟更好的选择，因此，

禁令开始生效。”电子烟是吸烟者

试图赖以解除烟瘾所使用的众多产

品之一，电子烟使用者如今在尽其

所能寻获这种装置。。一名电子烟

使用者说：“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

吸真正的卷烟了，我感觉好很多。

我更有精力，呼吸也更容易了。我

的嗅觉和味觉也恢复了，而且不想

吸真正的卷烟了。我只希望电子烟

在阿曼随时都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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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商估计，2015年中国电商平台上

的电子烟总交易额（GMV）已达到20亿元之

巨，预计2016年交易额将翻番。虽然电子烟

在淘宝上还附着在男士配饰一个类目上，但

是中国电子烟市场已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5%, 销售额从几乎为零到20多亿元（不包括

线下销售），也仅用了一年时间。中国烟民

的总数约占全球1/3，电子烟市场的潜力相

当看好。

事实上，电子烟进入中国市场是类似出

口转内销的意外结果，只是原因并不像其它

行业那样源于汇率变动或者国际需求的自然

下降。由于欧美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国际

电子烟市场在那段时间的低谷让原来在出口

市场红红火火、根本无暇顾及国内市场的电

子烟厂家开始照顾家门口的生意。所以，新

由于2013年底到2014年初欧洲电子烟规管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直接影响
了中国广大电子烟制造厂家的海外生意，因此，抓住中国市场成为关系企业
存亡的必然选择。根据淘宝搜索指数，会发现2012～2013年间针对电子烟
的搜索量几乎没有任何起伏，而2014年二、三季度则是一个突兀波峰。 

蓄势待发的中国电子烟
制造业

电子烟使用者常常
配合高功率BOX烟
具追求大烟雾量，

其实际应用中“耍酷”
的功能往往要多于

用来“止烟瘾”。

烟
草

在
线

专
稿

型烟草产品（主要是电子烟）开始大规模地

出现在中国消费者面前。从全球来看，纯粹

的控烟力度对戒烟意识的影响有限，反而各

类烟草替代品或者新的烟草使用方式会引起

消费者的注意。

对消费者的认识误区
中国大概存在着30～50万的常规电子

烟使用人群，或者说“发烧友”，他们使用

的烟油通常尼古丁含量较低，使用者常常配

合高功率BOX烟具追求大烟雾量，其实际应

用中“耍酷”的功能往往要多于用来“止烟

瘾”。这是国际电子烟市场中消费者层面的

重大误区，如今也蔓延到中国，而中国的电

子烟制造企业也一直被“错误选择的消费者

群体”所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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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友不等同于一般消费者，遗憾的

是，许多厂家却没有完全认准消费者，有点

西瓜不捡捡芝麻的意思。美国和欧洲的大部

分电子烟展会如今已经完全变味，混合纹

身、嘻哈乃至情色的展台把电子烟市场带到

一个畸形的文化圈，这是厂家和消费者错误

聚合的共同结果。真正的烟草替代品不应该

捆绑非主流文化，抽烟的群体是普罗大众，

其主流市场的需求是存在的。美国PAX  LAB

公司在大烟流行的巅峰时期2015年中推出了

JUUL小型电子烟，轰动业界，取得了8位数

的业绩。JUUL的消费者群体在美国凸显了主

流文化的倾向，使用者多为传统消费人群，

如白领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其群体和

大烟的消费者截然不同。美国大型烟草公司

推出的电子烟也秉承这个概念：只做小烟，

不面向窄面的消费者，不做安全系数偏低、

面向小众发烧友的超大功率BOX烟产品。

中国的“发烧友”电子烟文化也已经

渐渐凸现，捆绑非主流文化的最终结果是消

费者量级上不去，消费水平停滞不前，甚至

可能把全盘的电子烟产品拖入长期发展隐忧

中。电子烟消费群体的增速自2015年初以来

已经没有明显的增长，富国银行在其周报中

对电子烟的提及渐少。电子烟制造业在发烧

友小圈子里发展的潜力已经逐渐出现压力。

富国银行在2015年12月的分析指出，美国已

经有不少消费者面对混乱的电子烟产品线，

开始“复吸”真烟。

真正的烟草替代品不应

该捆绑非主流文化，抽

烟的群体是普罗大众，

其主流市场的需求是存

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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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适当激发中国主流消费

群体的烟草替代需求，市场潜力才能激发出

来，发烧友为主体的电子烟市场将没有前

途，这一观念是否转换得过来，将是电子烟

行业能否突破发展瓶颈的最大阀门。

多样化产品
纵观整个行业，国际大烟草公司的电

子烟战略是坚持面向大众消费者的小烟，谨

慎按照各国最新监管政策的波动出牌，其推

出产品的规律性明显，表面上不符合当下主

要消费者的需求，但实际上配合立法机构布

局，瞄准更长远的电子烟消费者，主要是传

统的烟民。

电子烟消费者。他们精准地把握了主流消费

市场，并且推出更加符合大众需求的新型烟

草产品。对于中国的电子烟行业来说，是否

也应该在新型烟草方面多做些尝试呢？事实

上，不仅电子烟制造企业，甚至中国国有的

烟草企业也开始研发新型烟草产品，这在战

略上是符合其长远利益的。

但是，目前这一行业还不成熟也不稳

定，甚至不排除有颠覆性的科技和产品将

加速电子烟的迭代。新型烟草将出现多种

玩法，美国雷诺公司甚至复活了上世纪80年

代生不逢时的加热炭棒产品，日本烟草更是

即将在2016年推出从PAX收购过来的PLOOM产

品。2016年低温非燃烧产品的注意力将不亚

于电子烟。面对这些兄弟产品，电子烟的市

场地位必然会被弱化。

前景展望
中国的电子烟制造企业中有数家在国际

市场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在三年前开

始注重品牌建立，通过其原来的国际经销渠

道打造自我品牌，如今颇具实力的5、6家电

子烟制造商都尝到了甜头，每年营业额超过

10亿元的并不鲜见。

在电子烟油制造方面，由于明显感受到

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策压力，中国的烟油企业

纷纷到国外设厂。中国烟油质优价廉，在欧

美依然有一定市场，但是份额仅为两年前的

10～20%左右，国外烟油制造在本国已经渐

渐站稳，技术和成本瓶颈早已突破。而且，

早先中国电子烟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技术，由

于产品的更新迭代都将弱化对自身的保护。

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不确定

性，电子烟制造业的发展前景似乎也模糊不

定。但是，对于中国的电子烟制造业来说，

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电子烟所代表的新

型烟草的市场潜力是惊人的。因此，理性认

识消费者群体，着手开发符合大众需求的安

全有效的产品，才能真正释放中国新型烟草

市场的巨大潜力，造福广大消费者。 

大烟草公司甚至不一定全部依赖电子

烟作为新型烟草的棋子，英美烟草推出电子

烟VYPE作为其电子烟板块的主打，然后推出

无烟尼古丁吸入器VOKE，并拿到医药牌照。

电子烟行业红火时，可进攻市场，行业低迷

时，可以用VOKE作为尼古丁吸入医疗器械推

向市场。

菲莫国际也显示了国际烟草龙头老大的

深思熟虑。在2014年6月的投资者大会上，

该公司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新型烟草产品发布

时间表：从加热非燃烧的IQOS到炭棒产品，

从普通小电子烟到符合欧盟要求的EGO类电

子烟VIVID，菲莫做了完整的部署。时间上

更为巧妙，选择在2016年第三季度全面上

市，和2016年5月20日欧盟电子烟归管的生

效日期配合默契。

这两大烟草巨头都计划将原来的普通

烟草消费者，在其个人需要的时候，转换成

理性认识消费者群体，着手开

发符合大众需求的安全有效的

产品，才能真正释放中国新型

烟草市场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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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虹霓公司的技术改进方案 不同的TIP解决方案

虹霓TIP程序：小变化，大影响
整体设备有效性（OEE）被越来越多的客户用作评估他们生产

有效性基准的一个指标。整体设备有效性的关键价值是可用性、

性能和质量。这些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下降，新老机器之间

的性能差异将扩大，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差异将进一步扩大。

“客户往往对他们现有的设备感到满意，并希望解决方案是

专门为升级这些使用过并值得信赖的系统而设计的。为了这个目

的，我们正应用我们的TIP程序不断扩大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范

围，”技术升级项目的产品顾问Sven Starsetzki说：“我们已经

有了大约300套旨在实现现代化、升级和优化所有虹霓机械的优质

方案。这些方案涵盖了从单个部件到完整组件、甚至一体化解决

方案的所有情况。智能监控体系（SMS）是整体解决方案中的一个

好例子。它的传感器对风扇、齿轮箱和其它卷烟生产模块提供了

不间断的监控，并向操作者及时发送报告，允许操作者在调度维

护工作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更多的客户正利用该工作室的优势，在工作室中，TIP专家提

供有关客户自己工厂使用的不同TIPs的针对性、个别建议。“我们

的专家考虑现场机器的使用状况并开发出一套维护、现代化和培训

的定制方案，这是专门为客户的目标和维

护策略所定制的，例如提升有效性或改善

产品质量，”Starsetzki继续说：“在复

杂的领域，如零碎的地方，我们非常高兴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精确分析和咨询服务，

以决定措施的最佳结合。

在简单情况下，客户将从虹霓网店

中很快订购TIPs。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和

服务以保证每一位客户获得他所需要的最

佳解决方案。”

保加利亚
捣毁非法烟草制品工厂

保加利亚内政部新闻中心称，

由于在卢科维特镇捣毁了一家非法

生产烟草产品的工厂，因此为保加

利亚国库挽回了250万列弗（142万

美元）的损失。

该工厂在检察官办公室监督下

的一次特别行动中被关闭。

有关部门查获了13吨烟叶，以

及仓库、生产设施、包装好准备出售

的卷烟、机械设备、过滤嘴以及其它

设备。该生产工厂由有组织的犯罪团

伙运营，但掌控非法营运的犯罪分子

目前藏身国外。这些非法制品在保加

利亚以及其它国家出售。

保加利亚副总检察长Borislav 

Sarafov称，被查获的烟叶能够生产

价值30亿列弗卷烟，国家财政可能

会遭受近250万列弗的漏税损失。



小变化，大影响： 
虹霓公司的技术改进方案 (TIP) 

设备综合效率 (OEE) 的关键评估值为可用性、性能和质量。这些数值可能

会逐年下降，新旧机器之间的性能差异甚至会随着技术进步而扩大。虹霓公

司的技术改进方案 (TIP)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持续升级当前在市场上运

行的所有虹霓设备。而且是全方位的，从单个组件，到整个组件总成，甚至

是集成整体解决方案。每次的升级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量身定制，可以提高您

的机器的 OEE。请联系我们，获取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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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烟草中东展会期间拍摄的照片
（从左至右：Max Schlatterer 公司执行销售经理延斯•费贝尔，施伟策-摩迪国际公

司 NTM & RTL 地区客户经理 Jean Lorber 先生，Max Schlatterer 公司总经理 Thomas 

Beckh，Hitkari 集团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经理 Arun Hitkari，Boegli-Gravures 公司总经理 

Charles Boegli，C.B. Kaymich 公司业务发展经理蒂姆•威廉姆斯）。

发现未开发的潜力：全球流程优化
咨询部负责人Kobus de Koker对
烟草市场及其面临的挑战有深刻的
认识。

全球流程优化的商业模式

虹霓GPO：独特的咨询服务
凭借其全球流程优化（GPO）咨询服务，虹霓公司寻求卷烟生产过程中潜在

的节约和优化潜力。全球流程优化提供了涵盖从绿色烟叶收割到主次加工整个过

程的独特的基础知识，还拥有在烟草加工机械、设备和仪器方面超过65年的专业

技术。

激烈的竞争带来惨痛的教训。在烟草行业，一个观点正被广泛接受——任

何进程都能被提升，这听起来很有商业意识。烟草价格的提升迫使生产商对它们

的成本保持密切关注。如果它们想复制以往的商业成功，那么流程优化和烟草使

用率必须是重中之重。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需要的技术远超过单个机器

或生产过程的操作。2013年，虹霓公司推出全球流程优化作为其烟草业国际客户

的针对性优化服务。这种服务建立在虹霓公司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专业技术和技

术服务供应商已发展数十年的经验之

上。“优化单个进程的秘密是，找到

正确的组件加以调整并实现可持续、

可测量的成功。要做到这一点，你必

须了解烟草业的过程，从烟叶收割到

辅助加工，并知道它们之间如何相互

作用，”全球流程优化咨询部负责人

Kobus de Koker说：“在过去两年中

我们做过的很多审计和项目已经证明

了我们客户值得信赖的伙伴关系的价

值，并证明他们能够依赖我们服务的

完整性和独立性。”

在每一个全球流程优化项目中，

客户专注于一个特定目标。目的是能

够提高产品质量或削减客户工厂的生

产成本。此外，他们还从全球流程优

化顾问的经验上获益，全球流程优化

顾问提升了工厂的效率和性能，并向

工人们提供了有关烟叶、主要和辅助

加工过程的渊博知识，从而帮助他们

获得较高的运作水平。

对于de Koker来说，“不断增长

的需求”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虹霓公司

的新概念完全符合时代的音符。他对取

得成功丝毫不感到惊讶。“发展数十

年的多学科知识和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资

源，全球流程优化使我们能够将此作为

一种服务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澳大利亚
菲莫国际公司出售卷烟工厂

在今年晚些时候将澳大利亚公

司总部迁往墨尔本南码头之前，烟

草巨头菲莫国际公司最近出售了其

原有的生产基地。

公司2014年停止了其位于穆拉

宾6.27公顷厂址上的卷烟生产，将

全部生产转到韩国的工厂。

过去60多年来一直是该公司澳

大利亚总部的工厂及行政大楼以未

知的金额出售。市场消息称，菲莫

国际公司对该资产寻求超过2000万

澳元（1450万美元）的售价，最终

售价超过预期。按地产开发计划将

翻新一些旧的建筑，并将该地方转

变成一个具有新建筑的商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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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NPAPIER公司：领先的水松纸供应商
位于奥地利的TANNPAPIER公司是特伦伯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它是一家

世界领先的公司，为卷烟行业开发、生产、转发和分销水松纸50年有余。

与9个分支机构、约1200名员工的全球网络化的紧密合作，确保了全

球服务及现场支持。全球化的TANNPAPIER公司提供优质的服务标准以及独

特的灵活性、可靠性和供应安全性。

为满足客户的需求，TANNPAPIER公司将使用2台最先进的、有8块印刷

板的彩色印刷机扩大其位于奥地利的工厂产能。这些投资是公司持续改进

理念的一部分，并兑现了TANNPAPIER公司对可靠性以及按时交货的承诺。

对于卷烟生产商来说，创造性的产品设计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随

着监管的加强减少了包装表面的传播空间，品牌传播逐步转移到包装内部

或卷烟自身。对于营销人员来说，拥有一个灵活的、非常懂得诀窍的、像

TANNPAPIER公司一样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TANNPAPIER公司了解动态

的环境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水松纸的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TANNPAPIER公司不仅在耐受性、色

差和运行性能上提供最高的质量，还在有关触觉和感官消费体验上提供很

多创新。撕条、新的印刷内衬和简洁的封印标签都是支持品牌传播的互补

性创新产品解决方案。

Infoliner
Infoliner反映了营销人员需要将品牌传播移动到包装内部的需

求。TANNPAPIER延伸到这个产品目录，如今提供复杂的设计、质感、热箔

等特效。Infoliner提供了丰富的优势，例如为品牌提供更多的空间、增

加了促销和限量版包装的影响、在品牌迁移中支持品牌传播、提供无限的

新设计、研发新型好用的卷烟纸、保持卷烟新鲜度和标准的燃烧速度。

此外，采用纯纸减少了包装

的CO2排放量，纯纸可生物降解，

并减少了铝材料的进口税。

简洁的封口标签
封口标签主要用于软包卷

烟。它们通常由印刷纸或金属纸

构成，在烟盒被裹入塑料薄膜之

前，它们通常用于简单的封闭或

密封软包内衬层的顶部盖面。一

些国家使用特别印制的密封标签

用于识别烟草产品所缴纳的税

款。法规的变动迫使卷烟制造商

扩大卷烟包装上的警告面积，并

经常将警告扩大到包装的顶部。

简洁的封口标签确保遵从禁止覆

盖包装的规定，同时满足技术性

包装需求。

TANNPAPIER已有两个版本的

标签带：自粘版本，一个半固体

的粘合剂在凹版印制过程中应用

到双轴定向聚丙烯（BOPP）基础

物质上，卷烟制造商在在线粘附

过程中应用这种粘合剂，就像生

产商应用纸质商标的过程一样。

第二种版本是基于透明的纤维素

薄膜，并代表塑料税票的一种环

保替代品，而且第二种版本不容

易出错，因为过时的粘合线经常

导致出错。





48 tobaccoasia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创新者努力工作创新中心

ITM超越创新
烟草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活力。烟草生产商必须面对的格局正在迅速发生

变化。新的技术、不同的消费需求、竞争力提升和新的规定催生了产品和生产的

新标准。所有这些方面推动烟草生产商寻求新的改进方法，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

和寻求新的产品特性。正因为如此，ITM集团在印尼泗水（苏腊巴亚）举办了一个

研讨会。在第一届创新市场论坛上讨论了有关满足未来烟草业需求的开发和创新

解决方案的不同观点。

于2015年12月举行的研讨会历时2天，来自印尼的主要烟草生产商以及印尼

卷烟生产商协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见证了ITM集团的创新动力。本次活动还包括

一个Cangkrukan晚会，配有印尼美食和咖啡，还穿插有一家当地甘美兰乐队伴奏

的歌舞。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晚会，晚会是一个真正的家庭聚会，为本次开幕活动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背景。

ITC集团区域销售经理Jerrie Yeap说：“印尼是烟草业相对自由的最后堡垒

之一，是中国以外的最大单一市场。这个市场由丁香烟——一种含有丁香的传统

卷烟所统治，由于这一传统和消费者稳定的高需求，该行业的发展和创新相对保

持稳定。”最近的产品趋势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从手工卷制转变到机制卷烟，由于

技术已经调整到接受了这个相对困难的产品生产。对机制丁香烟的接受已经有一

段时间，但现在我们看到手卷烟整体质量的提升，以及消费额和消费量的增长。

这是未来主要的一步，未来进一步的变化将毫无疑问地受到立法推动，就像欧洲

和美国所经历的一样。事实上，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已经在其他地方提出，

例如在广告禁令和2014年推出的健康警示包装下如何推广产品？

这是本次研讨会的基础，“通过创新以保持或扩大市场份额来适应变革，接

受不同的限制和立法”，我们希望通过解决方案来提供答案。

行业的创新不是新鲜事，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更大的步骤，完全新的产品引

入到不同的全球市场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电子烟、下一代产品、特殊过滤嘴、

原生态无添加剂的产品都出现了，这些产品的出现作为一种暗示，什么有可能是

传统卷烟的替代品。创新来自生产商而不是消费者（W. Edwards Deming），就

像机器提供商对于烟草行业一样；ITM集团与其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创造新产

品，而消费者此时还完全不知情。这对于所有新的创新都是真的，创造和提供某

些消费者没有意识到的新产品，但当新产品进入市场后又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研讨会由Michiel van der Sluis先生（ITM集团董事会成员）揭幕，Michiel

先生基于历史、传统、价值以及重点在于家族所有权，提出了不断进取的概念。从

1892年成立的一家家族所有的雪茄公司到今天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ITM集团已

经证明具有创新能力，通过改变，今天我们非常自豪的成为动态烟草业的一部分。

ITM集团举办的这种类型的研讨会是首次，研讨会将我们的客户聚集到一

起，我们一起有机会了解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才能开发新的进程和

产品。创新恰好满足需要，而这种

需要不仅被消费者，还被生产者认

同。ITM集团是一家满足客户需求的机

械和服务供应商。

控烟不仅会存在还将进一步加

强。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产生不

仅满足那些正在或将要实施的监管，

而且还满足消费者高需求的创新，这

取决于我们所有人。

ITM集团已经成为一家领先的

创新者和全球烟草业的技术和服务供

应商。与ITM集团的过滤嘴组合器公

司——Solaris公司、ITM集团的模块

化电子烟设备概念公司——Genesis公

司一道，公司如今为下一代产品提供

完整的产品组合。

ITM集团在荷兰、波兰、英国、

德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卢森堡拥有

生产基地，并在全世界拥有销售和服

务中心。公司能够向烟草行业中不同

的细分市场提供技术服务。ITM公司服

务卷烟业，而SCM和GTS-SCM服务雪茄

业，TDC专注于自制烟/自卷烟、水烟

原料及包装和电子烟行业。IMAtec，

凭借其最新创新的自卷烟Multi-for-

mat Booklet解决方案，在其它烟草产

品包装和非烟草制品上提供了创新的

增值解决方案。

“创新领导者”和“热情服务”

的核心价值观贯穿ITM集团在市场中脱

颖而出的整个过程，而获得Gemba解决

方案是这一点进一步的证明。

ITM亚洲团队将在4月份雅加达的

世界烟草亚洲展会上展示其最新的创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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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KARDIE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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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IEN-KSS：
筛分仪

韩国KT＆G公司的子公司——KARDIEN公司是一家相对年轻的
公司，但是它在提供易用且质量可靠的烟草产品检测设备上，
已经获得了有前途的发展。

检测设备出现故障是所有烟草生产商的一个噩梦，尤其是如果在这些

问题不能被马上解决的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质量控制中断，同时也

意味着严重影响成本。过去，韩国KT＆G公司（即韩国烟草人参公社）经常

面临这样的问题。KT＆G公司是韩国领先的烟草公司，在收入上是全球第五

大公司。反复出现的问题最终促使该公司于2013年成立了自己的检测设备子

公司——KARDIEN公司。

开创检测设备业务
拥有KARDIEN公司这样一家姊妹公司有助于 KT＆G公司生产产品而没有

后顾之忧；但是该烟草巨头当然很快就意识到了打入国际烟草机械业务的

潜在机会。如今，无论是在线生产还是离线实验室环境中，KARDIEN品牌都

代表着创新的技术，以及在检测和质量控制设备领域质量可靠和无间隙的

客户服务。“作为KT＆G公司的一家子公司，KARDIEN公司从一开始就秉持

提供高品质和无与伦比的客户服务的长期原则，这与母公司的做法如出一

辙，”KARDIEN公司的销售总监李槿永（音译，Keun-Young Lee）宣称。

快速构建产品组合
虽然KARDIEN公司的成立时间仅有3年，但它已经构建了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产品组合，既有专利设备又有改造的检测设备（见侧边栏）。“我们

KARDIEN公司销售总监李槿永

公司档案：KARDIEN公司的质
量检测体系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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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IEN公司位于韩国首尔的总部

最早推出的仪器是KARDIEN检测站（Kardien-TS），沿用

了现有的检测卷烟或者过滤嘴物理特性的技术，如重量、

直径、压降、通风、长度、硬度以及相关参数，” 李槿

永回忆说。很快就研发了更专业的仪器。不仅有完全由

KARDIEN公司独自开发的仪器，还包括性能、可靠性、易

用性和维护性、以及更重要的专用软件的改进或进一步提

升的仪器。“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产品——包括改造的

设备——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我们自己设计和开发的软件

系统。这实际上意味着相比于来自其它生产商的设备，我

们的设备通常使用更少的硬件。这就最终让我们的设备不

容易失灵或发生故障，让我们的设备运行起来无需更多的

维护，”李槿永解释说。

业务扩张动力
由于KT＆G公司偶尔出现的设备故障已经能够很好

地得到处理，KT＆G公司很快决定是时候让KARDIEN公司

在其它国家也开始推销其精密的检测和测量产品组合

了。KARDIEN公司已经在一些国际贸易展览会上展示了其

产品，包括最近在迪拜、阿联酋举办的世界烟草中东展

会，KARDIEN公司的产品阵容受到很多客户的欢迎。李槿

永坚称，公司的营销活动并不局限于少数几个有限的市

场，而是最终希望其设备在全球得到推广。他说：“虽然

距我们宣称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还为时尚早，但我

们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同时他还明确中国是公司当前

的主要市场之一。“尤其是中国的烟草市场正快速变革，

中国国内的生产商转向超细卷烟和胶囊过滤嘴卷烟，消费

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正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这反映了

已经在KARDIEN公司的大本营韩国所发生的变革，超细烟

和胶囊过滤嘴卷烟在韩国吸烟者中颇受欢迎。据李槿永

说，印尼的卷烟市场同样在增长并快速扩张，尤其是白色

卷烟正逐步超过传统的丁香烟。为了适应这些重要的市场

变化，中国和印尼的生产商需要精密的检测和质量控制设

机械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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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IEN专利产品VS改造设备型号
KARDIEN公司同时提供一系列的专

利设备以及改造设备，所有设备具有优

越的硬件性能升级以及最重要的独家和

性能极大升级的软件系统。

现有完全自主开发，随机选择的产

品型号有：

KARD IEN -FDOT：火星掉落测试

仪——李槿永说这是市场上首个能够从

一支燃烧的卷烟中测量火星掉落现象的

商业化设备。

KARDIEN-CAMT：烟灰检测测试

仪——检测卷烟烟灰的形状和可燃性。

KARDIEN-FLT：过滤嘴松动测试仪——

判定过滤嘴中的粘合力和拉伸强度。

KARDIEN-CCST：胶囊抗压强度测试

仪——测试香味胶囊的压缩强度。

KARDIEN-FCDU：过滤胶囊检测装置。

KARDIEN-SST：干细胞分离测试

仪——测量烟丝样本中总的干细胞含

量，通常部署在实验室环境中。

李槿永说：“我们所有的专利测试

仪均通过了KARDIEN公司独家开发并升

级的有附加功能的新软件系统检测的认

证。”

改造型产品阵容包括：

KARDIEN-TS：测试站；这是在KAR-

DIEN公司2013年成立后不久首次推出的

第一个型号，已经发展成为畅销品牌。

它的各种功能已经在正文中提及。

KARDIEN-ALT：漏气测试仪——测量

所有双向拉伸聚丙烯（OPP）薄膜的漏气

性能。

KARDIEN-KSS：筛分仪。

KARDIEN-APT：透气性测试仪——测试

渗透过纸张的空气量。

KARDIEN-BIT：燃烧强度测试仪——确

定低燃点倾向（LIP）卷烟的点火点和灭

火点。

李槿永说：“所有这些型号不仅使用

了KARDIEN公司软件，还在硬件上做了各

种改进。”

备，他非常希望他们将选择KARDIEN公司的产品。与此同时，该公司

较为关注的另一个市场是欧洲，整个欧洲大陆市场也在发生着类似

的变化。

最多元化的产品目录
实际上从一开始，KARDIEN检测站（KARDIEN-TS）——2013年

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已经成为公司的畅销产品，并一直保持到现

在。随着客户对品牌满意度的认可和忠诚度的增加，李槿永认为这

款设备是推动其它KARDIEN设备销售的一种“催化剂”。“一旦客户

购买并使用KARDIEN检测站，他们往往会坚持使用我们的品牌。对于

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满意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以合理的

价格提供了优异的分析数据准确性。”此外，他强调说客户喜欢这

款产品的简单操作特性，这是所有KARDIEN设备的一大优点，而且

认为没有发生设备故障的问题，“无论是否有问题，我们每半年都

定期提供全面的设备维护和升级服务。”公司完全自主开发的KAR-

DIEN-火星掉落测试仪（KARDIEN-FDOT）也被证明是一个畅销产品，

而且有非常好的理由：“KARDIEN-FDOT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检测火

星掉落现象的设备。这是一个真正创新、高性能技术奇迹。”但除

了KARDIEN-TS和KARDIEN-FDOT，公司扩展的产品目录当然还包括过

滤嘴和滤棒、卷烟纸和薄膜、燃烧检测、香味胶囊检测和其它检测

设备，包括吸烟机和湿度计。

专注于增值服务
但是单靠开发突破性设备是无法取得成功并在竞争极其激烈

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这是KARDIEN公司正在仔细考虑的一个

方面。公司对提供“质量检测体系整体解决方案”极其重视；换言

之，就是先进的检测设备和大量增值服务的一种无缝集成。除了已

KARDIEN-FDOT：
火星掉落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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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到的半年一次的日常系统维护和升级服务外，这家

KT＆G公司的子公司在需要维修的极少数情况下，还提供

便捷的互联网远程控制服务。而且公司为各位客户的工

厂新采购的设备免费安装关键性的软件系统，软件提供

客户喜欢的语言。此外，客户可以向KARDIEN公司大田市

的服务培训中心派遣工程师或操作小组。最近，公司还

在中国北京开设了一家直接服务中心，李槿永表示，公

司已经计划在东南亚和土耳其周边建立更多的类似服务

中心，而且 “取决于我们的销售状况”，必要时在其它

国家也建立此类服务中心。

展望未来
虽然KARDIEN公司目前聘用不足30人（李槿永：“他

们在烟草机械领域都有非常娴熟的技术。”），但由于

KT＆G公司集团内人才济济的关联企业，公司已经获得更

多其他的专业人员。虽然公司在韩国拥有几家生产基地，

而且除了测量和检测设备，理论上公司还可以组装和销售

其它烟草加工机械，但这种扩张对于李槿永来说，至少暂

时还不是当务之急。“KARDIEN公司当前最大的挑战是在

提供简单易用而且可靠性极高的检测设备上满足我们客户

的需求，以跟上如此快速多变的市场状况和发展趋势。这

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所在。尽管我

们有能力扩张到其它机械领域，但这是我们将来需要考虑

的事情，而且取决于我们得到来自世界范围烟草制造业的

支持。”

KARDIEN检测
站，KARDIEN
首推的改造设
备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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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中，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促进“两化融合”，
推动智能制造，将是解决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路径。

云南烟草：“两化融合”
引领下的中国“智造”

玉溪卷烟厂生产车间

“两化融合”
“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

结合， 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

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

合的核心就是信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发展

模式。

中国智造为什么要提“两化融合”？这

是由中国经济的现实决定的。

在硬件配置、生产技术方面，大部分中

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同行还存在几十年的差

距。但在互联网领域，情况则不同。放眼全

球，中国互联网是唯一可以与国外同行抗衡

的力量。欧洲一些国家的互联网生态，甚至

远远落后于中国。而这，就是中国制造业弯

道超车的最大本钱。

“两化融合”，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制

造业摆脱单一的“产品生产制造”的中间环

节，真正取回处于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

销售、售后服务环节，将生产型制造转变为

服务型制造，这是制造业崛起的标志，也是

产业融合的关键点。

烟
草

在
线

专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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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生产线上工作的玉溪卷烟厂职工

玉溪卷烟厂——“两化融合”的典范
在此方面，中国云南中烟红塔集团旗下

的玉溪卷烟厂，可以称得上是“两化融合”

的典范。

走进红塔集团玉溪卷烟厂制丝车间，巨

大的橘黄色机器手臂正在解包烟叶，这是机

器人自动解包系统运行场景；在卷包车间，

操作工只需在MES 终端界面上点击机台要

料，高架库物流系统中的 AGV 模块（机器

穿梭车）就会自动把生产所需物料从仓库及

时准确地送到机台……在这些快速有序的工

作背后，是“一网到底” 等信息化手段的

强大支撑，呈现出的是清晰可见的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先进制造。

作为红塔集团的核心生产厂，打造全

球一流的卷烟制造基地，已经成为玉烟人的

共识。为了推动“两化融合”的落实，玉溪

卷烟厂由厂长挂帅，成立两化融合管理委员

会，确保从组织上的高度重视。

两化融合的核心就是信

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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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卷烟厂生产车间-2

在战略上，玉溪卷烟厂认为，要想成

为世界先进的典范工厂，就要时刻保持制造

业的初心，将高质量的生产和订单的持续获

取作为“两化融合”的动力与指南。为了确

保战略目标的落地，玉烟人还确定了“三步

走”的实施步骤，即由数字卷烟工厂，到智

慧卷烟工厂，再到精益智慧工厂的发展模

式。分阶段、分步骤、分层次重点突破，逐

步实现业务信息数字化、信息系统集成化、

生产调度智能化、业务流程畅行化、管理决

策智慧化、生产经营精益化。

2009年，红塔集团建立信息管理科，

将散落于各个车间部门自行运营的网络和信

息系统逐步纳入信息管理科统一管理、统一

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维。同

时，依托工厂标准操作流程体系（SOPS，即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ystem），

明确相关业务流程。

玉溪卷烟厂实现信息化统一生产调度，

流程大幅精简，柔性排产能力全面提升。目

前，信息化网络项目覆盖玉溪卷烟厂11 个

车间、24 个科室，实现工厂全业务接入，

共计接入各类终端设备近6000 点。在后台

共搭建生产、财务、质量、企业云盘等18 

个模块，集成MES、ERP、中烟安全、视频监

控等11 个系统，全面开发450 个视图，且

大部分视图有数据下载功能，实现数据大集

成、同分享、共决策，进一步提高工厂系统

运作能力，推进两化融合向“协同创新”阶

段迈进。

能耗更低，效率更高，这就是“两化融

合”带来的红利。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为

烟草行业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带来巨大机

遇。

信息智慧化，工业智能化。“两化”

深度融合不仅仅改变着企业的管理和运

作，更多地改变的是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

式。“智造”给工业领域带来的将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面对未来，烟草行业顺势而为，

趁势而上，创新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止。

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会带来人们沟通

方式与协作方式的重大转变。在玉烟内部，

推广了“跨职能小组”等创新工作机制，消

除部门壁垒，强化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打

通工作流程，不断提升业务流程精度与效

率，实现企业内业务协同精益化，使目标主

线更加畅通有效。另一方面，在市场动态性

不断加强，地域优势、行业边界不断淡化，

烟草产品融合日益深化的情况下，玉烟加强

供应商、相关方、客户全业务链协作，营造

开放共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气氛。

从组织上打破藩篱，还要从信息化实

施上消除生产和经营中的“信息孤岛”。为

此，红塔集团实施了“一网到底”的工程。

以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应用，正在为

烟草行业推动“两化”深

度融合带来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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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烟草合作社加入烟叶生产社会责任体系
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是一家行业领先的集烤烟种植、加工和生产于一体

的公司，现在作为供应商参与到烟叶生产社会责任体系（SRTP）中。SRTP计划

确保整个产品周期从播种到最后的运输阶段全程贯彻行业标准。SRTP 计划致力

于寻找烟叶生产与积极的环境管理、水土保持以及适度使用农药之间的平衡。

此外，环保、健康和安全标准同样是此计划的要素。

美国烟草合作社是2015年12月作为供应商参与到烟叶生产社会责任体系中

的。美国烟草合作社首席执行官斯图亚特•汤普森（Stuart Thompson）说，“我

们审视了我们业务模式的方方面面，从我们的烟农如何管理从播种到收获这一

过程，到烟叶抽梗车间的加工处理，以及生产高质量的烟草制品。只要是这一

商业周期的一部分，我们都进行了分析。”美国烟草合作社的烟叶种植者会员

必须遵守SRTP计划的规定。这些涉及到但不限于烟农培训和教育、综合害虫管

理、水土保持、农场安全、选种，以及在农场消除非烟物质。SRTP同样强调了

烟草生产过程中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通过保护生活水准，工资和其它劳力方

面，旨在消除那些违反州或联邦法律的任何非法雇佣童工的现象。

同时，对于加工和生产的深度审查也在进行中，通过考虑到环境对社区的影

响以及通过制定提高意识和培训项目计划来纠正潜在的问题，以此来创造一个

安全的工作环境。美国烟草合作社首席执行官汤普森说：“美国烟草合作社为

所有雇员提供适当的支持，确保安全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SRTP机制是基于日常自我评估结合AB Sustain第三方审计。现在已经变成烟

草生产的行业标准，提供指导、支持和验证，以及一种促进持续改善的方法步

骤。SRTP在全球范围内被烟草公司广泛应用于形成行业内清晰连贯的标准。

美国烟草合作社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市，是一家由种植者所有的市场营销

合作社。该合作社生产美国烤烟，在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南卡罗莱纳州、

北卡罗莱纳州和维吉尼亚州共有850户烟草种植户。他们种植的烟草加工后作为

原材料出售给世界各地的卷烟制造商。

津巴布韦
中国稳居烟叶进口国首位

自2016年1月份以来，津巴布韦

已经向世界各地出口了2730万公斤

烟叶，获利1.905亿美元。共有50个

国家进口津巴布韦的烟叶。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的最新数据

表明，目前有25个国家购买津巴布

韦的“黄金叶”。烟草出口均价为

每公斤6.99美元，去年同期数据为

7.21美元。

中国是津巴布韦烤烟的最大消

费国，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口了

2000万公斤烟叶，价值1.629亿美

元。进口烟叶位居前5的国家还有

比利时、印度尼西亚、南非和俄罗

斯。比利时位居第2位，进口140万

公斤烟叶，价值660万美元；紧接着

是印度尼西亚进口120万公斤烟叶，

价值630万美元。自1月份以来南非

共进口100万公斤烟叶，价值240万

美元，俄罗斯进口100万公斤烟叶，

价值300万美元。

津巴布韦烟叶的其它进口国

和地区还有阿联酋、保加利亚、越

南、香港、法国、荷兰、德国、苏

丹和坦桑尼亚。

津巴布韦烟农联盟在2月初发布

的《每周指导》中称，对价格缺乏

信心以及受干旱影响，本季的烟叶

产量减少。

《每周指导》称，“目前的情

况是，这两年的种植总面积下降4%，

即减少3860公顷。种植面积减少的

原因包括对市场价格缺乏信心以及

干旱少雨。这在2015-16种植季烟农

注册量的下降上也能看出来。”

津巴布韦
反烟活动可能破坏经济

津巴布韦烟草行业官员警告，

采取严厉的反烟政策将会削弱国家

的经济并且破坏烟农的生计，有超

过7万名烟农以种植烟草为生。

津巴布韦去年出口的黄金叶价

值8.55亿美元，2014年境外直接投

资资金流入为5.55亿美元，2015年

此数据为6亿美元，证明此作物对经

济的重要性。然而，来自于反烟集

团要求反烟法律的压力有所增加。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总经理Andrew 

Matibiri在讨论条约含义的会议上

说，津巴布韦在保护公众健康的同

时也从烟草这一合法商品中得利，

因为任何烟草限制和禁令都会对烟

农的生计造成影响，同时也会严重

影响到经济。

国际烟农协会的Francois Van 

de Merwe出席了这个名为“科学咨

询式理性监管”的会议。

他说目前的抗议活动倾向于破

坏从英国工厂到纳米比亚、津巴布

韦、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南非以

及赞比亚的烟草运输，并且对公众

健康无益。津巴布韦占世界烤烟产

出的20%，在国际烟草市场上占有重

要的一席，且在近几年贡献了近30%

的国家外汇收入。

    

肯尼亚
英美烟草坚持原有烟叶购买模式

尽管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叶购买

体系招致肯尼亚西部烟农的诟病，

但它仍然坚持实施这项战略。英美

烟草公司的烟叶购买模式是：先从

合同烟农手中收购烟草，在烟叶交

付三天后再给这些烟农支付货款。

英美烟草公司说，它没有迁出

肯尼亚的计划，并表示会根据需求

情况，继续与肯尼亚烟农签订种植

烟草的合同，以避免违背行业条例

直接从市场购买烟草。

英美烟草公司的法律事务负责

人Connie Anyika说，英美烟草公司

没有从肯尼亚撤走的计划，但公司不

会改变其烟叶购买体系，接受未跟公

司签订种植合同的烟农的烟草。

她补充说：“尽管我们十分同

情那些要求英美烟草肯尼亚公司收

购自己所种烟草的独立烟农，但现

实的情况是，《1994年法规》禁止

任何公司向当前与自己没有签署赞

助协议的烟农购买烟草。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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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能购买与我们签署了种植合同

的烟草。”

英美烟草公司最近处于与肯尼

亚邦果马（Bungoma）郡的烟农矛

盾激化的边沿，因为烟农们指责英

美烟草拒绝购买该地区的烟草。据

报道，这些争议使得当地烟农威胁

将鼓动烟农攻击英美烟草公司位于

Malakisi的烟叶购买中心。

与肯尼亚全国5537名烟农签

署了烟草种植合同的英美烟草公司

说，它继续鼓励采用良好的种植方

法，包括去除烟株顶部处于较低位

置的烟叶等。

Connie Anyika女士说：“这样

做的影响是，烟叶变得更浓密，在

加工烟叶时能获得理想的橙色，而

且尼古丁和糖分能实现更好的化学

反应。所有这些好处综合起来，会

提高烟草产量，使烟农获得更好的

价格。”

据英美烟草公司说，这种模式

刺激了英美烟草肯尼亚公司的合同

烟农提高烟草产量。

南非
科学家用烟草合成假性病毒测
试疫苗

开普敦大学的科学家们在植物

中创造出了合成病毒，这些合成病

毒被用于检测疫苗的有效性。

在向利用植物生产对抗宫颈

癌和其他病毒的疫苗迈出的开创性

步伐中，开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烟株中制造出了被称为假性病毒

（pseudovirions）的源自人体乳头

瘤病毒的合成病毒微粒。

开普敦大学生物制药研究部

的Inga Hitzeroth博士说：“我们

成功地在一棵植物中制造出了完

全的哺乳动物病毒微粒——蛋白

质、DNA，什么都有。这真是太让人

兴奋了。”

在发表于《自然科学报告》杂

志上且可开放使用的研究报告中，

开普敦大学生物制药研究部的研

究人员报告称，他们利用烟株制造

出了被称为假性病毒的合成病毒微

粒。假性病毒看起来就像病毒，但

它没有具有感染性的病毒DNA。假性

病毒带有研究人员希望在构成病毒

外壳的蛋白质外壳中所具有的一切

DNA。

直到现在，这些微粒也只是在

酵母菌或哺乳动物的细胞培养中培

养出来——这是研究人员首次成功

地在植物中培育出假性病毒。

开普敦大学生物制药研究部是

被称为生物制药的新发展运动的组

成部分，所谓生物制药，即意味着

利用植物作为生物工厂。生物制药

被用于制造流感疫苗、潜在的治疗

埃博拉的药物，以及用于治疗人类

高雪氏病的酶。这一技术利用了烟

株或其他植物细胞内的细胞机械制

造作为疫苗的酶、抗体，甚至制造

出作为疫苗的病毒壳体蛋白质（这

种蛋白质构成了病毒的外壳）。

美国/中美洲
种植极低尼古丁含量的烟草

22世纪公司是一家植物生物

技术公司。该公司表示，它正在生

产一种尼古丁含量非常低的烟草，

并称自己在通过转基因技术和植物

培育降低烟草的危害方面走在了前

列。如果22世纪公司在中美洲的种

植计划被证明取得成功的话，该公

司将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这种经过特殊方法繁衍的中美

洲烟草预计将能够产出足够数量的

低尼古丁含量烟草的种子，足以支

持22世纪公司“极低尼古丁含量”

（VLN）卷烟在欧洲日益增长的销

量，这种卷烟预计今后还将在美国

和亚洲销售。

美国农业部给22世纪公司签发

了植物检疫证书，推动了该公司专

有的Nicotiana tabacum烟种向中美

洲的选定烟农出口。由于22世纪公

司的田间试验取得了成功，正在培

育的专有VLN 烟种将使22世纪公司

能够大幅扩大其在美国和中美洲的

烟叶种植计划。中美洲的烟草作物

预计将能够产出足以种上成千上万

英亩VLN

22世纪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Henry Sicignano解释说：“我们

在中美洲开展的烟种生产计划取得了

积极成果，这来得太是时候了。22世

纪公司如今将有足够的VLN种子存货

来支持我们公司的MAGIC “O”卷烟

不断增长的销售，支持我们在世界各

地推出其他具有专利的低尼古丁含量

产品。”

印度
烟农喜忧参半的未来

去年的烟草种植季对印度的烟

农而言十分糟糕，今年的情况似乎

也是喜忧参半。

烟草加工开局顺利。据印度烟

草协会说，浅色等级的烟草品种占

送往加工处的烟草的绝大多数。

印度烟草协会证实：“在2万多

个烤房中，其中的5000个烤房已经

开始加工运来的大约400至500万公

斤烟草。几乎全部烟草都是浅色等

级的烟草，这样的烟草在市场中能

够获得高价。”

不过，在印度烟草委员会将

烟草种植规模减少5200万公斤的时

候，侵蚀了大约60%烟田的寄生杂草

Orabanche Cernua，可能今年会给

烟草产量造成冲击。

与此同时，印度国会议员 Y.V. 

Subba Reddy敦促印度联邦商业部长

Nirmala Sitharam和农业部长Radha 

Mohan Singh引导中央烟草研究院的

科学家参观烟田，对控制寄生杂草

的方法提出建议。

烟农们在水利设施可用的地区

开始使用“轻度漫灌”，减轻了寄

生杂草的影响，但烟草的质量却又

受到影响。

一些在Ongole II烟草拍卖场

出售烟草的烟农抱怨说，一些私人

公司绕开烟草委员会，开始提供每

公斤130卢比的高价购买烟草。他们

还警告，如果当局不能迅速采取行

动，他们将煽动烟农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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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人数最少的民

族之一（图1）。据官方2014年人口普查的数

据，阿昌族只有39555人。目前大多数阿昌族

人居住在德宏州，德宏州位于中国和缅甸的

交界地区。地理和政治条件导致该地区的阿

昌人极度贫困。德宏州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

1000米，群山环绕的地形限制了运输。由于

其它行业匮乏，阿昌人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

计。德宏州不仅是一个边境城市，还靠近金

三角。毒品和传染性疾病是困扰当地政府和

人民的经常性社会问题。缅甸的国内冲突也

威胁着当地人民。2015年，缅甸军机炸弹落

入中方境内，造成当地几名中国人死亡。

云南烟草启动“幸福阿昌”
计划 助阿昌族脱贫致富

图2.塑料薄膜覆盖下的种苗移植技术：（A）埋入烟苗（B）薄膜覆盖的烟苗（C）鸟瞰烟田（D）从塑料薄膜中长
出来的烟苗

这些情况导致了阿昌族人民的极端贫

困。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为3600元人民币

（大约58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国家贫困

标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大力

推动一项消除该少数民族贫困的计划。作为

一家国有企业，云南烟草公司甘愿承担启

动“幸福阿昌”计划的社会责任。该项目将

引入烟草生产并推动非烟草作物种植，以增

加德宏州阿昌族人民的收入。

油菜和水稻一直是德宏州户撒乡的传统

主导作物。它们每年可以带来每亩（667平

方米）100至125美元的利润，这不到阿昌人

种植烟草可获得利润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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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德宏州户撒乡传统的阿昌族妇女

显的雨季和旱季两个气候条件的限制，该地区没有传统

烟草种植区。如果烟草在4月份被移植，那么对于云南省

大多数典型的气候来说，就不可能收割烟叶进行烘烤，

因为雨季从5月份延续到9月份。因此，烟草种植的窗口

时间局限于1至6月份。但不巧的是，1月初通常有几天非

常寒冷的日子，霜冻有可能冻死移植的烟苗。

为了解决1月份的寒冷问题，一个关键性的创新技术

是塑料薄膜覆盖移植的烟苗。移植的烟苗种植在一个浅

坑中，然后覆盖塑料薄膜（图2）。霜冻天气过后，农民

们可以弄破塑料薄膜，让烟苗长出来。这种技术由云南

省烟草农业科学研究院提出，它是云南烟草公司的重要

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中国南方一家领先的烟草研究中心。

成功应对气候限制后，云南烟草从2008年开始在德

宏州推广烟草种植。阿昌人开始不愿意种植烟草。但在

获得烟草种植的丰厚收入后，户撒乡大约80%的家庭已经

开始种植烟草。2016年，该地区烟草种植面积达到前所

未有的2万亩。由于当地农民相对缺乏烟草种植经验，他

们尚未完全掌握种植和烘烤技术，云南省烟草农业科学

研究院经常在关键节点为烟农提供培训，如移植、收割

和烘烤，以帮助该地区的阿昌族人确保成功种植并增加

收入（图3）。

云南烟草推动的“幸福阿昌”计划蓝图由4大子项

目组成：烟草计划、非烟草计划、住宅计划和综合计

划，确保阿昌族人民改善生活并实现自我发展。这项造

福户撒乡3万阿昌人的计划总投资大约1.6亿美元，为期3

年，从2015年到2017年。

按照烟草计划，云南烟草正在建设烟草使用的基础

灌溉系统和运输机械装备的乡村公路。这项投资有助于

提高烟草作物产量，但对于其它作物如油菜和水稻来说

同样有好处。在非烟草计划中，云南烟草邀请全国一流

的农业专家来调查当地的自然资源，并推广其它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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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传统阿昌住宅（A）和新式阿昌住宅（B）

图5.当前的小学（A）和新式小学（B）

图3.来自云南省烟草
农业科学研究院的
烟草专家培训当地
烟农

品业务，如养牛和种植猕猴桃。这项计划旨

在减少提升收入对仅依靠烟草的依赖程度。

作为住宅计划的一部分，云南烟草捐赠一半

的利润用于无息贷款，帮助建立新式住宅。

大多数阿昌人居住在一楼有着各种家畜的传

统房屋中。这些房屋大多数老旧失修，经常

导致致命的事故。（图4显示了老式和新式

住宅的对比）。对于综合计划来说，其核心

旨在通过提升阿昌人的技能来消除贫困。邀

请专家提供专业的训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教育下一代也是一个关键的方面。云南烟草

公司将提供资金用于改造当地的中小学校

（图5）。其它的建设项目如娱乐中心和教

堂，也包括在综合计划中。

理想情况下，云南烟草试图3年内让阿

昌人的年收入增加2倍，从年收入580美元增

长到1580美元。像其它的国际烟草公司一

样，身为国有企业的云南烟草公司也发挥着

重要的社会作用。

虽然“幸福阿昌”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增

加当地阿昌人民的收入，但它在为中国卷烟

生产提供优质的烤烟烟叶方面也有着重要影

响。该地区从没有被认为是烤烟烟草主产区

之一。但是，由于该地区丰富的生态环境，

当地烟草品种（称为草烟）已经流行很多

年。（大多数传统阿昌人因咀嚼草烟牙齿发

红。）

云南烟草公司希望利用这个极佳的自然

环境用于生产绿色、生态无害的优质烟叶，

以满足中国顶级品牌卷烟的市场需求。

目前，德宏州所有的阿昌烟农直接与

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签约，烘烤后的烟

叶首先出售给这家公司。之后该地区烤烟的

最大买家——江苏中烟工业公司进行采购。

该公司拥有两个著名的卷烟品牌，包括“苏

烟”和“南京”。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李光西表示，业内报告称当前烤

烟烟叶的质量属于中上等。然而，极佳的烟

草种植环境将带给该地区烤烟烟叶额外的附

加值。因此，“自然、绿色、原生态”将是

德宏州和阿昌人生产的烤烟烟叶的三个关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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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印度
建议提高所有烟草制品税率

由工业发展研究所（ISID）和

印度公共卫生基金会（PHFI）联合

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的消费

税率和增值税率不足以提高烟草制

品的价格，因而导致烟草制品价格

很低。世界卫生组织驻印度的代表

Henk Bekedam强调称，把征收烟草税

作为一项财政政策，对公共卫生和税

收增长都很有利，但他同时表示，印

度烟草制品的税赋尚未达到世界卫生

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

的标准，该公约建议消费税至少要占

烟草制品零售价格的70%。

印度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的签约国之一，根据公约第6条规

定，必须根据通货膨胀率定期提高烟

草制品的价格，而且必须对所有烟草

制品实行统一的税率调涨措施。

该调查建议提高所有类型烟草

制品的税率，并把无组织结构的制

造公司纳入到税网的烟草税制下。

调查还建议取消对生产量低于

200万支比迪烟免税的做法，并分阶段

取消基于卷烟烟支长度征税的规定。

这些调查结果公布前，卫生部

还发布了另一份报告，预计2011年印

度因烟草使用导致患病造成的经济

损失高达1.045万亿卢比（合224亿美

元），相当于印度GDP的1.04%。

澳大利亚
烟草植物自带基因开启太空食
品生产大门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团队在一

种“神奇的”烟草植物中发现了一

种基因，将开启太空食品生产的大

门，尤其是在人类肩负着更艰巨的登

陆太空包括登陆火星的任务期间。

来自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植物遗传学

家彼得•沃特豪斯教授在澳大利亚本

土的古老烟草植物本氏烟（Nicoti-

ana benthamiana）中发现了这种基

因，澳大利亚土著部落将其称之为

Pitjuri。

“这种烟草是分子植物领域

的‘小白鼠’。我们将其看作是一

种神奇的植物，拥有令人惊讶的属

性，”他在一次大学声明中表示。

主要研究员Julia Bally 说，“我

们发现这种烟草植物与医疗研究中使

用的裸鼠功能十分相似。我们的发现

可能对未来的植物生物技术研究产生

较大影响。”

科学家团队发现，这种特殊的

烟草植物以其当前的形式已经在野

外生存了大约75万年了。它已经失

去了“免疫系统”，因而即使只有

少量雨水的沐浴，就能够聚集能量

快速发芽和生长，迅速开花结籽。

它已经能够冲破头号公敌——

干旱——的桎梏，才得以在历史的

长河中代代相传存活至今。科学家

可以利用这个发现对其他的利基或

无菌生长环境（保护植物免受疾病

冲击）进行调查研究——太空就是

一个令人极为向往的方向。

这些发现对地球上的未来基因

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科威特
商场禁烟令正式实施

在公共环境管理局（EPA）的

敦促下，科威特商场禁烟令正式实

施。EPA警告，在室内吸烟将被处以

50-100科威特第纳尔（即167-334美

元）的罚款。

EPA称，罚款同样适用于在餐馆

或咖啡店吸电子烟的任何人。一位

代表表示，餐馆或咖啡店老板如果

允许客人在其经营场所内吸烟，也

将被处以高达5000科威特第纳尔的

罚款。科威特全国范围内的商场都

已成立了环境保护警察办公室，监

督和确保反烟法贯彻实施，如果消

费者拒绝合作的话，执法者将立即

采取措施予以干预。不过，商场管

理单位可以为吸烟者设置吸烟室。

土耳其
明星烟草公司任命CRT业务主管

从2016年1月1日起，Akin Ak-

dogan被晋升为CRT业务主管，同时

继续担任政府烟草垄断&集团物流的

管理职位。

他将负责监督CRT 采购、管理

混合产品的业务，与销售预测和生

产规划的区域管理人员进行密切合

作。Akin在提升明星烟草公司与烟

草垄断企业的合作业务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他将继续进一步深入开展

此项工作。Akin的工作地点位于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办公室。他

同时是公司高管委员会的成员，负

责制定公司的长期战略。

Akin于2012年8月加入明星烟草

公司。他是土耳其人，毕业于纽约

州立大学，拥有国际运输管理的理

学硕士学位。

印度尼西亚
明星烟草公司任命财务兼行政
管理经理

自2016年1月1日起，Atik Su-

giati被晋升为明星烟草公司印度尼

西亚地区的财务兼行政管理经理，向

该地区的总经理Henri Kusuma汇报工

作。她将负责监督与集团财务经理密

切相关的财务运营情况，同时负责登

巴萨总部的物流和行政管理。

Atik于2014年9月进入明星烟

草公司，并在登巴萨设立公司总部

（印度尼西亚远东烟叶公司）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她在印度尼西亚Mo-

nang Sianipar Abadi公司工作的时

间超过19年，积累了客户服务和营

销方面的丰富经验。Atik是印度尼

西亚人，能说流利的印度尼西亚语

和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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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2015年非法烟
草贸易下降30％
2015年对于越南国家烟草公司（Vinataba）来说是不错的一年，——越南
的非法卷烟贸易下降了30％，国内市场消费的增长又促使越南国家烟草公司
增加其国内的生产，以及市场份额。

越南烟草消费人数居世界前15位，拥有

超过1500万烟民，越南是对烟民比较友好的

国家之一。越南卫生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一

项调查发现，越南人每年用于烟草的花费大

约22万亿越南盾。根据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

调查（GATS），越南47.4％的男性和1.4％

的女性（15岁以上）是烟民。这意味着，超

过1500万成年人吸烟。

越南烟草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非法

卷烟贸易，据越南国家烟草公司说，非法贸

易占整个市场的25％以上，即超过10亿支卷

烟。这相当于国家财政每年损失超过8万亿

越南盾。越南打击非法烟草贸易的斗争史始

于1990年越南规定进口卷烟违法。2014年9

月，越南政府颁布关于加强打击卷烟走私的

《指令30》，并在同年12月决定销毁所有收

缴的走私卷烟。然而，这也是《烟草危害预

防法》完全实施的第一年，这对制造商的的

生产和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导致走私的卷烟

数量比2013年增加30-40％。

然而，打击非法卷烟的斗争继续，越

南政府及有关机构，包括越南国家烟草公

司，越来越的地热衷于打击这一共同的敌

人。2015年2月，财政部将支持走私卷烟的

基金从每包20支装卷烟1100越南盾提高到

3500越南盾，无论售价多少。

2015年3月，越南工业和贸易部发布

《指令04》，宣布继续执行对假冒卷烟的测

试、控制和防止非法交易、运输、储存。同

年11月，越南政府发布《法令124》，规范

对违反商业运营、制造和买卖假冒产品及违

禁品的行政处罚，并保护消费者权益。根据

这一法令，贩运和/或运输500包以上的进口

非法卷烟，而不是以前的1500包，这一行为

将被进行刑事起诉。如果检察机关决定进行

犯罪起诉，违反者将被罚款7000万越南盾至

1亿越南盾（合 3,112美元至4,446美元）。

《法令124》还宣布，被发现进行非法

卷烟贸易涉及非法卷烟不足10包时，将面临

50万越南盾至100万越南盾的罚款（合 22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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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44美元）。涉及非法卷烟10至20包，罚

款将为100万至200万越南盾（合44美元至89

美元），涉及非法卷烟400至500包，罚款将

为5000万至7000万越南盾（合2,223美元至

3,112美元）。

2015年，卷烟走私比上一年下降了30％。

据越南新闻报道，没收了超过1000万盒烟，

为2015年财政预算增加了210亿越南盾（合

932,000美元）。将近9700起走私案件，涉及

6000人被查，其中179起案件中的263人被起

诉。被查获的卷烟数量增加了19％，2015年

共查获100多亿包卷烟。

越南卷烟协会说，走私的Jet牌和英雄

牌卷烟占越南卷烟总消费量的80％，并提议

印尼苏门答腊烟草贸易公司的Jet和英雄卷

烟的品牌注册应停止使用。

据越南国家烟草公司之前进行的测

试，Jet和英雄品牌卷烟含有的有毒化学物

质含量超标。这些测试发现，Jet和英雄卷

烟产品的尼古丁含量超出越南允许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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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发现，Jet和英雄卷烟中重金属镉的

含量分别为2.11毫克/千克和2.69毫克/千

克。相比之下，另外54个卷烟品牌中镉的平

均含量仅为1.48毫克/千克。

这意味着，吸烟者每天吸一包Jet或英

雄卷烟将摄入大约50毫克镉，而成人每天

的最大摄入量仅为20-40毫克。超过这一水

平，将导致肝病、局部缺血和高血压的风险

增加。

据估计，每年至少有8.5亿包Jet和英雄

卷烟走私进入越南，大部分来自柬埔寨。

2015年越南非法贸易的显著下降，是自

2014年非法卷烟贸易成倍增长之后的回弹。

除了非法贸易的积极下降，2015年越南国家

烟草公司因国内产量增加16％，其卷烟市场

份额也增长了56％。尽管所处的环境更加严

格，2013年5月1日《预防和控制烟草危害

法》生效，还有某些公共场所禁烟的法令，

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禁止烟草产品的任何

广告，以及要求所有烟盒表面一半的面积带

有图片健康警语，但越南国家烟草公司仍取

得了这样的成绩。

越南国家烟草公司2015年的总收入、利

润和预算贡献指标也比2014年提高了13%。国

际出口大约占公司12亿包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展望未来，越南国家烟草公司2016年的

计划包括，继续在越南政府的指导下进行重

组，改善其管理体系，以扩大增长和提高市

场竞争力。



  tobaccoasia  71 

Cigarette Make-
Pack Machinery

Filters, Acetate, Tow

 

 

卷烟包装机械供应商指南
从詹姆斯•艾伯特•邦萨克（James Albert Bonsack）1881

年获得专利的卷烟机，到虹霓公司每分钟生产1.4万支

卷烟的Protos-M4，卷烟生产机械一直是全球烟草生产

商购置的最大最昂贵的的设备之一。而生产这种设备所

需要的复杂程度意味着只有业内顶级的、最知名的公司

才能胜任。下面介绍的就是其中的部分公司。

德国虹霓机械制造公司
虹霓公司是全球闻名的烟草加工、过滤嘴和卷烟生产技术和

解决方案的顶级供应商。虹霓公司是其客户的卓越合作伙

伴，不管客户在哪里，虹霓公司都能提供一流的服务和全面

的专业技术。

虹霓机械制造公司

地址：Kurt-A.-Körber-Chaussee 8-32, 21033 汉堡，德国

电话：+49 40 72 50-01；传真：+49 40 72 50-21 09

网址：www.hauni.com

法国Decouflé公司
Decouflé公司150多年来在创新方面一直遥遥领先，其凭借卓

越的设计和优异的卷烟机质量而蜚声国际。公司还提供卷烟

管、小雪茄和雪茄生产机械方面的高科技技术，并为特殊产品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法国Decouflé公司

地址：2, Avenue du Président François Mitterrand

91385 Chilly-Mazarin Cedex, 法国

电话：+33 169 10 70 00；传真：+33 1 69 09 61 00

网址：www.decoufle.hauni.com

过滤嘴、醋酸纤维、丝束供应商指南
卷烟过滤嘴是当今卷烟的一个主要组件，过滤嘴在低
焦油/超低焦油、木炭、压降、调味、细支/超细支等
方面提供一系列选择。

印度Hitkari Multifilters有限责任公司
Hitkari Multifilters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优质卷烟过滤棒生产

商，过滤棒涵盖单醋酸纤维、细支、超细支、加香和自卷烟的

过滤嘴等类别。

 

印度Hitkari Multifilters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Hitkari House，6th & 7th floor，

284 Shahid Bhagat Singh Road，Fort

Mumbai - 400 001, 印度

电话：+91-22-22694051/ 2/3

传真：+91-22-22694455

电子邮件：hitkari@vsnl.com

联系人：Arun K. Hitkari先生，董事主席兼总经理；Arjun 

A. Hitkari，主管；Ashok Bhandari，总经理（商务）助

理；Ajay Kandoth，总经理（工程及项目）；R.K. Handoo，

总经理（工厂）。

巴基斯坦过滤嘴（私人）有限公司（FILPAK）
巴基斯坦过滤嘴（私人）有限公司（FILPAK）是一家领先的、
有超过33年经验的过滤嘴棒全球供应商。由于严格要求质
量，FILPAK公司具有ISO 9001：2000认证，并运营一家最先进
的生产工厂，工厂拥有在线质量控制以及离线实验室。公司内
部的化学家能够分解任何过滤嘴，因此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所
有的过滤嘴。在创新和激情的驱动下，FILPAK公司能够提供包
括单醋酸纤维、细支、超细支、纳米、木炭、双重过滤嘴、三
重过滤嘴和未包装的醋酸纤维过滤嘴在内的一系列过滤嘴。

公司距离国际海港仅有17公里，距离主要的亚洲/CIS高速
公路只有32公里。FILPAK公司能够为多个目的地客户提供有效
的服务。
巴基斯坦过滤嘴（私人）有限公司（FILPAK）
地址：6th Floor, Jason Trade Center,
39-A/1 Block-VI,P.E.C.H.S., 
Shahrah-e-Faisal
Karachi-75400, 巴基斯坦
电话：（92.21）3452.9141和42，
（92.21）3453.6202
传真：（92.21）34549407和34536237
电子邮件：filpak2@gmail.com
网址：www.filterspakist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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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公司没有收录在《供应商指南》中，我们非

常乐意把您的公司纳入其中。请将您的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tobaccoasia.com，我们将确保把您公司的信息录入

到未来的《供应商指南：过滤嘴、醋酸纤维和丝束》中。

德国Solvay Acetow公司
Solvay Acetow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卷烟过滤嘴醋酸纤维束

生产商，公司在全球有5个生产工厂。Rhodia®过滤嘴纤

维束可用于多种过滤嘴规格，涵盖卷烟过滤嘴的所有设

计：标准、超细和微细过滤嘴，还有自卷烟、自制烟、

小雪茄以及含有胶囊和添加剂的过滤嘴。Solvay Acetow

公司推出了多种解决方案，能很好地满足市场对更快降

解、更先进、多彩过滤嘴的需求。

德国Solvay Acetow公司

地址：Engesserstrasse 8

D-79108弗莱堡，德国

电话：49 761511 3894

电子邮件：maren.welle@solvay.com

网址：www.solvay.com

Essentra过滤嘴公司
Essentra过滤产品是为烟草行业提供特殊滤嘴和科学服

务的世界领先的独立解决方案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该公

司总部设在新加坡，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服务，包括提供

创新滤嘴解决方案，定制开发和先进的科学检测。 

Essentra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资源和广阔的视野使它

能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Essentra过滤嘴公司

地址：36 Robinson Road #17-01,City House, 

D.M. Enterprises Pvt Ltd
地址：香港新界粉岭彩发路9号雷利中心7单元4层
网址：www.dmepl.com/cig

Essentra过滤嘴公司
地址：Avebury House 
201-249 Avebury Boulevard
Milton Keynes MK9 1AU, 英国
网址：www.essentrafilters.com

新加坡塞拉尼斯醋酸纤维公司
地址：10 Hoe Chiang Road
#07-05/06, Keppel Towers, Singapore 089315
网址：www.celanese.com

阿联酋ARD过滤嘴公司
地址：POB 4856 Phase 2, Warehouse #28-D
Fujairah Free Zone, 富查伊拉, 阿联酋
网址：www.ardfilters.com

SAF 南美过滤嘴公司
地址：Av. Presidente Altino 1925
bloco G 05424-002 Jaguare
Sao Paolo, 圣保罗，巴西
网址：www.saffilters.com

印尼BMS过滤嘴棒工业公司
地址：JALAN PR SUKUN NO 3
KUDUS, 59354, 印度尼西亚
网址：www.bmsfilterrods.com

美国伊士曼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5200 SOUTH WILCOX
PO BOX 431, Kingsport, TN 37662，美国
网址：www.eastman.com

中国江苏瑞佳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分水
邮编：214262
电话：+86 510 8755 6956

德国Riedel Filtertechnik公司

地址：Westring 83

D-33818 Leopoldshoehe,德国

网址：www.riedel-filtertechnik.com

意大利BTS公司

地址：Via Caduti di Sabbiuno, No. 1

I-40011 Anzola Emilia, (BO), 意大利

网址：www.businesstob.com

新加坡 068877, 新加坡

电话：+65 6258 0918

传真：+65 6542 9996

Email：PatrickMeredith@essentra.com

网址：www.essentra.com

联系人： Patrick Meredith

立陶宛JSC Nemuno Banga公司

地址：Kestucio Str 1 Trakai District, LT-25124伦

特瓦里斯, 立陶宛

电话：+370 5 2496 509

电子邮件：info@nemunobanga.lt

网址：www.nemunobanga.lt

韩国Taeyoung工业公司

地址：329-21, Miyul-Ro, Samrangjin-Eup

Miryang City, Gyeongsangnam-Do, 韩国

网址：www.tytf.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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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 PG#
Airco Diet 19
Alliance One 55
BAT Science C-2
BMJ 16-17
BOBST C-4
Boegli Gravures 69
Bulgartabac 3
Cerulean 31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47
Decouflé	 C-3
Eastern Company 65
Essentra Filter Products 39
Filters Pakistan 74
Hauni  43
Hertz & Selck 15
Hitkari	Multifilters	 27
InterTabac/InterSupply 49, 53
ITM 11
Kardien 4-5
Malawi Leaf Company 35

Events  事
件

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DVERTISER PG#
Max Schlatterer 51
Messe Westfalenhallen Dortmund GmbH 0
Nemuno Banga 29
Sasib 13
Socotab 21
Solvay Acetow 37, 41
Spikker Specials 23
Star Tobacco 59
SWM 7
The Rolling Paper Company 63
Tobacco Board of India 61
Tobacco Technology 45
Trierenberg Holding 33
TSAL 67
US Tobacco Cooperative 9
World Tobacco Exhibitions 57

尽管《亚洲烟草》出版商努力提供广告商索引的最精确的信息，但是我
们不能保证这里提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页码、拼写、遗漏
等的有效性。

《亚洲烟草》的总部联系地址变了，请记住我们的新地址：
TOBACCO ASIA, c/o October Inter Co. Ltd.

Interchange 21 Bldg., Room 3225, 32nd Fl., 399 Sukhumvit Road, 
North Klong Toey,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Tel +66 2 660 3789.email info@octobermultimedia.com

2016年3月16-17日
烟草便利店展会/
烟草机械展会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reuterexpo.com

聚焦：烟草产品、配件、

设备

2016年4月3-6日
美国免税商品展会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www.iaadfs.org

聚焦：免税商品

2016年4月9-11日
CECMOL中国国际电子
烟展会
中国深圳

www.expoen.cecmol.com

聚焦：电子烟/烟油/会议/

展会

2016年4月14-16日
中国深圳电子烟展会
中国深圳

www.en.iecie.com

2016年4月15-17日
什沙烟/蒸汽烟展会
德国法兰克福

www.shisamesse.de

聚焦：电子烟/烟油/会议/

展览

2016年4月19-21日
NATO展会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natoshow.com

聚焦：烟草产品、配件

2016年4月27-28日
世界烟草亚洲展会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asia

聚焦：烟草设备/机械/烟草

产品

2016年6月10-12日
世界电子烟展会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www.worldvaporexpo.com

聚焦：电子烟、烟油

2016年6月15-16日
国际电子烟展会
美国伊利诺伊州罗斯蒙特

www.vaporexpointernational.com

聚焦：电子烟、烟油

2016年6月17-18日
全球尼古丁论坛
波兰华沙

www.gfn.net.co

聚焦：电子烟会议

2016年7月1-3日
电子烟中国展会
中国北京

Vapechinaexpo.com

聚焦：电子烟、烟油

2016年7月24-28日
ICPCR第84届年度大会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icpcr.org

2016年9月16-18日
InterTabac烟草制品展会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聚焦：烟草制品及配件博览

会，包括电子烟/烟油

InterSupply烟机辅料
展会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supply.com

edl@octobermultimedia.com

聚焦：烟草设备、机械、烟

叶博览会

2016年9月18-21日
TSRC烟草科学会议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花园

酒店

www.tsrcinfo.com

聚焦：烟草科学会议

2016年9月27-29日
布鲁塞尔GTNF
比利时布鲁塞尔

2016年10月9-13日
CORESTA会议
德国柏林

www.coresta.corg

2016年11月8-10日
世界烟草欧洲展会
德国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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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8

高达 8,200 c

pm

www.decou� e.com

Nano 家族又添新成员: Nano-8
完美匹配您的 400 ppm 包装机

精明。
可靠。
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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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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MANIC® DELTA

OUR INTEGRATED
SOLUTIONS ARE
INCOMPAR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