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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idi.it - sales    gidi.it@

Tailored to your needs - precision and quality.
SLIM / SUPERS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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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HOW TO 
SAIL TO YOUR DESTINATION 
MUCH SAFER

Along the journey to reach your impeccable standard, we understand that you 
need more than just the best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Sometimes, technology 
cannot solve problems; it can also create a new one along the way.

Let us present you our passion. The passion that is always there to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quicker and also meet your time and needs. Most importantly, it helps 
to navigate your company to reach your target destination.

Now you know about us. Eureka!

www.bmjpaperpack.com

Specialty Paper and Packag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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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世界烟草亚洲博览会（现名为WT加工及

机械博览会）回来，展会圆满结束……就当前的烟

草展会而言，堪称一个重磅好消息。过去几年中，

有四五个“烟草”展会在亚洲被取消（其中三个展

会由印度尼西亚取消），因此，人们不禁质疑烟草

展会是否还会继续？

世界烟草也曾取消或更换过三个展会的举办

地（2013年巴厘岛展会；2014年雅加达展会；2014

年新加坡展会）。令人遗憾的是，《亚洲烟草》

的发行单位与威斯特法伦博览会也曾被迫临时取

消2014年在巴厘岛合作举办的InterTabac亚洲博览

会，原因是展会举办前几个月已经获批的许证在展会开幕前的最后时刻被撤

回。懦弱的巴厘岛州长和警察向牢骚满腹的反烟草激进分子妥协，他们在消

息仍然闭塞的时候，成功地在地方媒体上发布了夸夸其谈的言论。

相比之下，雅加达市长Basuki在世界烟草博览会举办前几天则斩钉截

铁地表示，展会将会如期举行。当被一家外国新闻机构逼问回答有关反烟主

题的提问时，他斥责称，“你们外国人不能用你们愚蠢的想法威胁我们的主

权”，显然这句话的矛头直指那些企图鼓动取消展会的外国反烟团体（他们

在网上发布的取消展会请愿书在全球仅收到1.2万个签名）。Basuki接着向

质疑者指出，“吸烟和生产卷烟都是合法行为”，“即使没有烟草展会，卷

烟厂依然会采购机械设备，人们也会继续购买卷烟”。

再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同身受了。

世界烟草将雅加达展会重新命名为WT加工及机械博览会，发布的所有

宣传材料都抹去了“烟草”的字眼。世界烟草官网甚至把《亚洲烟草》改

为“T.A	十月多媒体”，避免引起反烟草激进分子不必要的关注。

而且“加工及机械”真实反映了参展商的本质；展会上一家烟草制品

参展商也没有。参展公司全部是烟叶、设备、机械、配件以及服务的供应

商——对制造商而言是一个真正的行业展会。

展会规模很小，只有大约50家参展商，这也在预料之中，毕竟业内公

司都了解在印度尼西亚举办展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由于担心展会被临

时取消，至少两家参展商表示，他们直到展会现场才把参展费用支付给世

界烟草。

尽管参展商不是很多，但参观者数量还是很不错的，许多参展商表示

签订了新合同，总体而言，参展商的情绪是十分乐观的，尤其是BMJ赞助的

大型展会晚宴，吸引了众多参展商出席，并安排了很多有特色的节目，以及

大型烟火表演。

首届WT加工及机械博览会取得圆满成功后，展会组织方明确表

示，2017年3月还将在雅加达举办展会，具体日期将会日后发布。

世界烟草在成功举办展会上所付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让我们深表敬

佩。因为我们深知展会开幕前的整个过程是多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封面图片：一位美国烟农。
美国烟草合作社（前身为烤烟合作社稳定公司），
不再是美国未出售烟叶的“最后买家”。如今合作社

拥有最好的种植者和品质最佳的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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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四周内总共有八间厂房已被拆除（左图）计划是将泰国烟草专卖
公司的一半土地改建成公园，将在8月12日诗丽吉王后陛下生日时进献
给她。

泰国烟草：封面故事后续
在多次无效的承诺后，泰国烟草专卖公司（TTM）终于开始将卷烟

和烟草工厂从曼谷转移出去，我们已经答应在没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

之前，不会再用另外一个“我们正在做”的报导故事打扰大家了。

续写我们在三月/四月的封面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报导：TTM正在从

泰国曼谷中心坐拥640莱（102公顷或者154英亩）的房地产开发黄金地

块迁出。截至发稿为止，厂房已被拆除（见图片）。

TTM占用的土地至少有一半将被改建为公园，并将于8月12日泰国诗

丽吉王后陛下84岁生日之际，正式进献给她。虽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

计划，八间厂房也已经在几个星期内拆除以跟上这样的步伐，他们也许

能建成公园并届时为王后种植出来像样的植物。（编辑）

印尼/澳大利亚
关于平装的争执 

印尼贸易部长托马斯•莱姆邦日

前表示，澳大利亚实施的平装对卷

烟行业是完全不合理的。一旦该提

案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批准，印

尼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烟草制品出口

国必将受到影响。他说，烟草产品

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利益。

“有几百万工人在烟草和丁

香种植园，以及烟草制品等行业工

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反

对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政策，”他

最近指出。

这种平装也受到了一些澳大

利亚国内组织的排斥。公共事务研

究所（IPA）主任，西蒙•布莱本尼

说，此措施未能达到减少烟民数量

的预期效果。

“根据我们所收集到的数据，

我们认为烟民数量没有因为这个规

定而有所减少。在我们看来，去除

包装颜色和标志不在政府的权力范

围之内。如果政府更加重视治理公

共场所吸烟会比关注公众的吸烟习

惯更好，”他说。

另一种反对来自澳大利亚便利

店协会（AACS）理事长，杰夫•罗戈

特。他说，这条规定造成了店内服

务时间的延长，因为所有的包装在

外观上都非常相似。

“且不说店主会卖出错误的产

品，光是顾客就会因为类似的样式

和颜色从而难以区分不同的货品。

这已经制造了新的问题。这一规定

也导致了更多的非法卷烟进入流

通，”他说。	

根据来自贸易部的数据，卷烟业

通过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创汇达

7亿美元，贡献了印尼GDP总量的1.66%

。这个行业也直接或间接地雇佣大约

610万工人和180万从事丁香和烟草种

植的农民。

印尼联合洪都拉斯、多米尼加

共和国和古巴三个国家，此前向世

界贸易组织状告澳大利亚的平装政

策。这起诉讼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

界贸易组织处理的最大案件。

韩国
KT＆G在海外新市场取得重大成功  

韩国烟草巨头公司韩国烟草人

参公司（KT＆G）在海外新市场的成

功已经超越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等

传统市场。

据KT＆G的官员说，在2015年该

公司共有465亿支卷烟销往海外。其

中的18.4亿支卷烟，或者说39.6％，

是销往新的海外市场，包括美国和非

洲。这个数字在过去的五年中已经翻

了两番。	

KT＆G在2010年在这些市场出

售了62亿支卷烟，仅占该公司海外

销售总额的15.4％。作为其进入新

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努力，KT＆G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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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推出了一个新的子公司，在2010

年开始销售其时代牌卷烟的改良版

本。2015年，公司在美国共售出28

亿支卷烟，超过2010年11亿销售量1

倍多。在非洲，KT&G	 2010年只卖出

4000万支卷烟，但销量在过去五年

中暴涨，去年达到28亿支。一位官

员说，在非洲推出细支卷烟成就了

该公司的销售佳绩。销售额在拉丁

美洲增长了7倍，并在亚太地区增加

了1倍。

“时代牌卷烟在美国的销售居

前，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消费者喜

欢松树牌。爱喜卷烟是该公司在亚

太地区的畅销品牌，其中宝恒雪茄

（Bohem	 Cigar）受到台湾消费者

的青睐，”一位官员说。“KT&G公

司在新海外市场的销售取得重大成

功，因为这标志着该公司成功进入

已被跨国烟草公司控制的市场。”

印度
亚洲第二大卷烟制造商股价下滑  

据彭博社报道，ITC有限公司，

按市值计算为亚洲第二大卷烟制造

商，由于抗议印度政府要求其包装

标有更大的健康警告的规定而关停

工厂之后，从四个月的高点下跌。

由英美烟草公司持有部分股权

的ITC公司股价下跌1.6%。根据贸易

机构——印度烟草协会消息显示，

印度其他卷烟制造商也是如此，正

在关闭工厂。戈弗雷•菲利普斯（印

度）公司股价下跌3.8%，且VST工业

公司股价下跌1.7%。

ITC公司说，他们是因为4月1日

新规则生效而被迫关闭工厂的，直

到澄清健康警示准则为止。这家总

部设在加尔各答的公司所警示的不

确定性是由一个议会委员会提出的

法律挑战和潜在的法律修改所产生

的。烟草研究所估计工厂的关闭每

天会给全行业造成35亿卢比（5300

万美元）的亏损。

印度烟草业和政府在法规上的

角力在于，法规要求图片警语覆盖卷

烟包装表面的85%，而此前仅仅要求

覆盖包装正面的40%。同时，更长时

间的产业关停可能对政府收入造成一

定影响，因为税收在印度卷烟的销售

价格中占比高达60%。

戈弗雷•菲利普斯公司在一起交

易所备案中说，它已经暂时停止卷烟

生产，因为本地市场尚未执行拟议的

图形健康警示规定。新孟买马哈拉施

特拉邦的一个工厂正在继续生产用于

出口的卷烟，该公司表示。

印度尼西亚
专家呼吁加税  

印尼公共健康专家哈斯布拉•塔

布拉尼最近下战书给政府，要求政

府修改现行的烟草消费规定，从而

降低全国吸烟率，同时增加政府从

该行业获得的收入。

烟草消费规定受2007年的消费

税法管辖，是基于1995年原始法案

的修正案。现行规定的烟草产品消

费税可以高达其出厂价格的275%或

者其零售价格的57％。哈斯布拉批

评该规定“在劝阻印尼人吸烟的日

常工作上做得不够”。

“政府必须将烟草产品的最低

消费税提高到零售价格的200％，”

哈斯布拉补充说，他的要求是根据

纳瓦西塔，即由总统左科“乔科

韦”维多多和副总统优素福•卡拉提

出的梵文术语“九项计划”。

“更高的消费税将使一包卷

烟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出售。这将让

卷烟消费者出于经济考虑从而减少

吸烟量，”哈斯布拉解释说。在另

一方面，他说，烟草消费税的推行

不太可能遏制重度吸烟者的习惯，

因为“重度吸烟者永远会点上一根

烟，无论价格高低”。

卫 生 经 济 和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CHEPS）提出，从调高消费税中增

加的政府专项拨款资金将被用于几

个方案，包括烟农技能培训、全民

健康保险计划、体育艺术活动和医

学研究等，但财政部的关税和消费

税政策负责人斯鲁汀佐科•苏丽约诺

说，政府自2007年以来，已经将来

自烟草消费税的资金拨入税收共享

基金（DBH）。

荷兰
律师提起烟草诉讼  

一名荷兰律师和肺癌患者打算

以生产旨在尽快把人变成瘾君子的

卷烟的罪名起诉烟草公司。律师本

尼迪克特•菲克和癌症患者安妮•玛

丽•范•维恩正在对卷烟制造商发起

一件刑事诉讼，认为庭外和解远远

不够。

“我希望看到烟草公司被以故

意损害民众健康的罪名起诉，”菲

克最近在电视节目RTL深夜访谈中

说。烟草公司不能以吸烟者有选择

自由这个借口为挡箭牌，因为是他

们故意去引诱人们吸烟的，菲克和

范•维恩争辩说。	

“正是为了限制这种自由，

卷烟中才加入了令人上瘾的化学物

质，比如尼古丁和其他添加剂，”

他们说。“而[公司]通过添加如薄

荷之类的物质来消除我们对有毒物

质的天然抗拒感”。

政府不禁止吸烟的说法也不

成立，菲克说。“如果我每天喂我

的孩子一点毒鼠强，他们最终死

了，我就会被以杀人罪起诉，”她

说。“烟草业就是故意避开这个问

题。”菲克和范•维恩表示正在呼吁

其他人签名支持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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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尼古丁正名：
不是有害物

一些常见的对尼古丁的误解如下：

误解1：尼古丁致癌
事实：尼古丁不会致癌，而烟草中的

其它成分致癌。没有任何证据能无可辩驳地

证明尼古丁致癌。很多人相信尼古丁致癌仅

仅因为尼古丁是烟草中最广为人知的化学成

分。事实上，尼古丁仅仅是卷烟烟雾中大约

7000种化学物质中的一种，在这些化学物质

中至少250种是已知有害的，包括氰化氢、

一氧化碳和氨。在烟草烟雾中已知的250种

有害物质中，已知至少有29种致癌。这些致

癌化学物质包括：乙醛、芳族胺、砷、苯、

苯并[α]芘、铍（一种有毒金属）、1,3-丁

二烯（有害气体）、镉（一种有毒金属）、

铬（金属元素）、枯烯、环氧乙烷、甲醛、

镍（金属元素）、钋-210（放射性化学元

素、多环芳香烃（PAHs）、钋-210（放射性

化学元素）、多环芳香烃（PAHs）、烟草专

用亚硝铵和氯乙烯。请注意：尼古丁不在清

单之列！

脱离卷烟烟雾的背景，尼古丁真的是

无需太担心。尼古丁在烟草中被发现，但在

其它同科植物中发现也有较低的含量，如土

豆、西红柿、花椰菜、辣椒、茶或茄子。这

里所说的底线是，尼古丁不致癌，这就是为

什么尼古丁贴片、尼古丁口香糖以及其它医

药产品被广泛应用，甚至被医生推荐。

批评家、公共健康倡导者，还有政府和国际组织长期以来积极向公众宣传的
是，从雪茄、卷烟、散烟和水烟的烟叶中提取的尼古丁，以及电子烟中所含
的尼古丁是一种致瘾物，对我们的健康有害。但所有这些都真的完全正确
吗？尼古丁真如被夸大的那样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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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2：尼古丁上瘾
事实：尼古丁不是导致人们吸烟上瘾

的物质。相反，在卷烟中发现的其它化学物

质比天然尼古丁具有更强的致瘾性。单胺氧

化酶抑制剂、其他烟草生物碱、乙醛和一氧

化氮都会增加卷烟中尼古丁的致瘾潜力。尼

古丁替代品如尼古丁贴片、尼古丁口香糖和

其它医药产品都是尼古丁本身不具有成瘾性

的证据。2013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决

定，尼古丁替代产品标签上一些有关尼古丁

安全有效使用指导的警告和限制不再有必

要，因为它们“看来不具有明显的滥用或依

赖可能性。”

最近由	Hillel	R.	Alpert、Israel	T.	

Agaku	和	Gregory	N.	Connolly	进行的一项

哈佛研究也发现尼古丁本身不致瘾。导致成

瘾的物质是在卷烟、甚至电子烟中发现的添

加剂，尤其是吡嗪。

误解3：尼古丁有毒
事 实 ： 尼 古 丁 中 毒 致 命 是 罕 见

的。Bernd	 Mayer	 2013	 年的研究“多少剂

量尼古丁会致命？”回顾了普遍接受的致命

剂量到19世纪令人怀疑的自我实验，他质疑

先前的标准称成人致命剂量为60毫克或更少

（30-60毫克），因为已有几个人在更高剂

量下存活的记录。这些致命剂量导致了安全

警告：摄入5支卷烟或10毫升稀释的尼古丁

溶液将杀死一位成人。Mayer发现60毫克的

剂量实际上对应于口服LD50（需要杀死接触

人群中50%的有害物质剂量），大约0.8毫

克/公斤，或者远低于对于实验室动物来说

的确定值，即从3.3只（老鼠）到超过50毫

克/公斤（老鼠）。Mayer认为导致致命后果

的最低下限实际上是尼古丁摄入量500-1000

毫克，对应的是口服6.3-13毫克/公斤。在

他的发现总结中，他说：“尼古丁是一种应

当被小心处理的毒性化合物，但考虑到压倒

性的数据显示成人致命量需要口服超过0.5

克的尼古丁，因此摄入少量烟草产品或稀释

的尼古丁含量溶液导致潜在致命危险的频繁

警告是不合理的并需要修订。”

尼古丁的好处
尽管尼古丁具有类似兴奋剂的特性，但

尼古丁具有与苯乙胺不同的化学结构，如安

非他明和麻黄素。与这些物质不同的是，尼

古丁是由连接到吡咯烷环的吡啶环组成。由

于尼古丁具有弱碱性，因此它需要一个碱性

环境穿过细胞膜。尼古丁化学结构特别奇特

的地方是其与乙酰胆碱分子的相似性，乙酰

胆碱是遍布整个神经系统的化合物，它在神

经系统中起到神经递质的作用。这种相似性

赋予了尼古丁更加明显的特性。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
由	Stephen	J.	Heishman、Bethea	A.	

Kleykamp	和	Edward	G.	Singleton	进行的

近期研究分析发现，尼古丁可以帮助预防阿

耳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一些研究表明吸烟

者较那些不吸烟者来说，不大可能患有老年

痴呆症。这是因为尼古丁在人类大脑中所作

用的感受器，在一系列任务中包括记性，对

于保持功能来说至关重要。老年痴呆症患者

的这种感受器比较少。一些研究显示向病人

提供尼古丁有助于最小化该疾病对他们心理

机能的影响。尼古丁还帮助改善短期记忆的

有效性和提升工作记忆的召回速度。其它研

究已经发现，通过贴片或静脉使用尼古丁能

够对老年痴呆症患者有积极作用，包括提高

注意力、学习能力、准确性和反应时间。

预防帕金森病
流行病学研究已经显示吸烟对患帕金森

病的保护，吸烟者对非吸烟者的比值为0.5。

原因是尼古丁对多巴胺神经元的影响，多巴

胺神经元不断流失导致了帕金森病。尼古丁

刺激运动功能并保护垂死的神经元。

尼古丁分子：尼古
丁是在茄科植物
（烟草、茄子、西
红柿、甜椒、土
豆）中发现的一种
有效的拟副交感神
经药生物碱，而且
是一种兴奋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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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益处
许多研究表明，尼古丁像咖啡因一样，

在提高感官信息处理速度、缓解紧张和突出

灵感上确实有着积极影响。尼古丁还是一种

认知增强剂，有助于提高专注力和注意力，

以及缩短反应时间。尼古丁通过在大脑的胆

碱能神经通路中提高活性达到这些效果。

情绪提升
感觉无精打采？尝试咀嚼尼古丁口香糖

吧！尼古丁对于提高情绪有着明显效果。它

提升了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并使其产生更多

的内啡肽。尼古丁还刺激乙酰胆碱的释放，

产生能量增加的感觉。

帮助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尼古丁的特性也意味着它可以帮助神经

系统疾病的治疗，如轻度认知障碍（MCI）、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抽动秽语综合

征和精神分裂症。尼古丁还被证明刺激情绪

振奋神经递质的释放，如多巴胺和去甲肾上

腺素。

运动前机能增进辅助
快速获取尼古丁最意想不到的领域之一

是由专业运动员、健美选手、举重运动员和

高强度间歇性训练者（HIIT）组成的高度关

注健康的人群。震惊！震惊！

很多健身爱好者一直使用尼古丁（以

尼古丁口香糖甚至是尼古丁贴片的形式）是

为了让他们获得急需的锻炼前提升。就像咖

啡因一样，咖啡因是很多锻炼前和训练前的

主食，尼古丁允许在锻炼中更加集中精神，

更好地控制和增加耐力。（当然，这不是任

何一种长期做法的建议：除了可能的健康问

题，主要原因很像咖啡，一段时间后停止给

你足够的咖啡，会强迫你调整咖啡因剂量。

你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后适应尼古丁。）

增强耐力
如果你想提升骑行表现，尼古丁可能不

是你首先会想到的物质，但据伯明翰大学的

研究人员称，在运动前或运动中贴上一片尼

古丁贴片可以明显增强耐力。

人们早已知道尼古丁改善协调和认知能

力，但之前并没有研究对耐力的影响。伯明

翰大学研究人员曾对12个适度训练、不吸烟

的个体，在运动前或运动中贴一片普通的7毫

克尼古丁透皮贴片或者药效8小时的安慰剂，

测试体力耗尽周期。让科学家们惊讶的是，

他们发现有着尼古丁贴片的12名受试者中10

位的周期时间更长，结果平均耐力提升17%。

减缓饥饿感和消除脂肪
在专业健身爱好者中另一种相当非传统

的使用归功于尼古丁的急性热效应。显然，

尼古丁增强了葡萄糖和脂肪的氧化速度，从

而提高新陈代谢和促进脂肪分解，或者用外

行话说，帮助消除脂肪。一项研究表明，1

毫克尼古丁有着明显的热效应，增加100毫

克咖啡因这种效果可以增强约一倍。

尼古丁帮助控制体重和促进减少脂肪的

另一个方式是减少使用者的食欲，因为它减

缓饥饿的感觉。事实上，尝试减少体重的人

一直使用尼古丁来控制他们食欲，这种方法

不算新，但尼古丁在体重训练师之间的应用

确实是相对较新的时尚。

我们将告诉你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

通常让大多数人感到惊讶：尼古丁用于能量

饮料在日本已经使用多年！事实上，阿诺•

施瓦辛格在健美时期经常为它们做广告。因

此，下次你听到有人宣教尼古丁的危害或抛

出老掉牙的格言“一滴尼古丁能够杀死一匹

马”时，可以一笑而过并记住——这纯粹是

一堆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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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NEWS 产品新闻

“无烟儿童组织污蔑称大型烟草公司向

青少年营销橡皮熊电子烟。但事实是

烟草公司根本不生产橡皮熊电子烟。”
 

-	迈克尔•西格尔博士，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

区卫生科学系教授，

碧丝梦

梅维斯

日本
碧丝梦9款产品全面升级

日本烟草公司公布了9款碧丝

梦产品的新设计，并改变了吸烟体

验。这些产品从2016年5月中旬开始

在日本全国陆续发售。

碧丝梦是众多消费者喜爱的

品牌，他们欣赏它独特的吸味、芳

香，以及品牌设计。现在，为了提

高碧丝梦品牌的忠诚度，进一步响

应消费者的需求，日本烟草公司对

该品牌的9款产品进行了全面升级，

包括包装设计、烟支装饰设计，香

味、吸味，每款产品各具特色。

碧丝梦	Aria	Menthol	的卷烟纸

将采用更显档次、更精致的设计。

两款碧丝梦Precia系列产品将采用

更华丽的包装。三款碧丝梦Icene系

列产品的吸味将会更加浓烈，包装

设计将采用大胆的红黑两种颜色。

三款碧丝梦Aromatic系列产品的吸

味将更加顺滑、柔和，烟盒设计更

加精致优雅。

日本
梅维斯产品推出新设计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2016年6

月将在全国范围内升级16款标准梅

维斯（Mevius）产品的设计，以此

庆祝该品牌更名3周年。5月末公司

计划在全国推出三款新品：梅维斯	

Option	Rich	Plus	10、梅维斯	Op-

tion	Rich	Plus	6和梅维斯	Option	

Rich	Plus	One	100’s。

2013年，致力于打造世界第

一大优质品牌的日本烟草公司，将

其最畅销品牌柔和七星更名为梅维

斯。从那时起，公司采取了大量举

措来改进产品和对应的服务。为了

庆祝品牌更名3周年纪念日，梅维斯

将加速品牌演化，进一步提升产品

质量和服务，向消费者提供“持续

演化，惊喜不断”的感觉。

作为日本最大的胶囊卷烟产

品，梅维斯将推出三款	Option	Rich	

Plus	 系列新品，给消费者提供享受

非薄荷胶囊卷烟的机会。当你捏爆

滤嘴中的胶囊时，可以尽享烘焙的

香味和顺滑的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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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ric Piras

亚洲雪茄制造商
在过去10年里，最大的雪茄市场增长（就价值而言）出现在亚洲，而中国则
是雪茄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如今，尽管反吸烟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使

得雪茄迷们的热情减弱，对雪茄消费造成了

影响，但是，不断扩大的亚洲中产阶级仍然

将目光瞄准了奢侈品牌和西方产品，自然而

然地他们开始对雪茄和小雪茄有了兴趣。

在亚洲地区，哈伯纳斯和大卫杜夫拥有

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零售网络，如今它们仍

然在亚洲市场占据着支配地位，而来自于其

他雪茄生产地区，如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

新的从业公司，也在稳步开拓着自己的发展

空间，尤其是在亚洲各国的发展空间，因为

在这些亚洲国家，从吸卷烟转而吸雪茄的烟

民每天需要吸几支雪茄，便宜的捆装手工卷

制雪茄很受市场欢迎。

因此，很容易忘记或忽略，在靠近我们

家园的地方，也存在着烟草种植与制造雪茄

或卷烟的深厚文化。尽管不如诞生于南美大

陆的品牌那么有名，但在亚洲，也有三个国

家生产雪茄：菲律宾、印尼和中国。

历史悠久的烟草种植文化和高额进口关

税，对菲律宾和印尼的一些烟草制造公司十

分有利，在这些国家，对于手工卷制的雪茄

和机制雪茄而言，雪茄消费基本上是当地品

牌的代名词。而在中国，雪茄征途---或者

可以说“雪茄革命”---已然开始。

菲律宾
时间追溯到1592年，那时，西班牙的大

型帆船San	 Clemente号带来了50公斤古巴烟

种，于是，西班牙征服者们将烟草引入了菲

律宾。早在17世纪，菲律宾生产的雪茄，也

称为马尼拉雪茄就已经在欧洲的吸烟沙龙颇

负盛名。大约在1780年左右，烟草成为一个

产业的组成部分，并在1780年到1881年间，

成为垄断行业。在废奴时期创立的公司之

一，是菲律宾烟草总公司，也被称为“塔巴

克莱拉公司”（La	Tabacalera）。

中国-长城雪茄厂

Tabaqueria 
- Independencia 
1898 cor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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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这家公司成立了“La	Flor	de	

Isabela”，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雪茄

烟厂。如今，这家烟厂名为Tabacalera	 In-

corporada，而且仍然是菲律宾最大的烟草

经营公司。来自最佳种植地区的一些烟草生

产商非常专业，并且向主要的机制雪茄制造

商供应优质烟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

可能就是由Jose	 Pua经营管理的伊莎贝拉烟

叶烟草公司。这家公司在菲律宾北部地区的

伊莎贝拉省生产一流的深色晾烟。

然而，产自菲律宾的烟草并不总是不

知其名的混合烟草的组成部分；菲律宾产的

烟草也能在世界各地的雪茄迷们享用的雪茄

中独领风骚。除了令人心旷神怡的芳香和色

淡味薄的“claro”外包烟叶之外，菲律宾

雪茄通常味道比较淡，享用起来令人愉快，

而且还不贵，在国际市场，它们正赢得越来

越多的认可。业务不断增长的公司之一是

小	Gabriel	G.	Ripoll于1993年创立的	Ta-

baqueria	de	Filipinas	公司。出于自己对

雪茄的热爱，以及在菲律宾雪茄业中40多年

的从业经验，小	 Gabriel	 G.	 Ripoll	创立

了这家公司。该公司是菲律宾当今最大的雪

茄制造公司。

起步时，Tabaqueria	 de	 Filipinas

仅有5名雪茄卷制工，租用了一个位于老马

尼拉的战前房子。如今，它也成长为一家

拥有200多名员工，在拉古纳省（Laguna）

的	 San	 Pedro	 拥有崭新工厂的公司，但

是，Tabaqueria	 仍然以传统的方法，用手

工制造菲律宾雪茄，而且所使用的烟草也是

种植在公司位于吕宋岛北部的Tubao山谷种

植园的烟草。这家公司每天生产15000支雪

茄，并且打造私人标签，制造自己的手工檀

香盒和雪茄盒。公司的产品大约有60%供出

口，最近数年来，国内需求也在增长。

对 于 公 司 的 主 要 品 牌 A n t o n i o	

Gimenez、Independencia	1898和Flor	de	Fili-

pinas，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是，除了外包烟叶

是从印尼购买之外，所有这些雪茄所使用的烟

草均产自菲律宾。Gabriel	Ripoll称，Flor	de	

Filipinas味道顺滑，芳香浓郁，是“令人安

心爽神的雪茄	 ”。与加香料雪茄的发展趋势

相一致，这家公司的一些最畅销品牌是加入了

巧克力、蜂蜜、樱桃、朗姆和香草等香味浓郁

的香料的Flor	de	Filipinas雪茄。

作为一家着眼于未来的公司，他们还生

产符合许多不同口味和场合的雪茄，而且更

加乐意生产客户们需要的任何产品，不管是

嘉润-Wood Tip天
然烟叶雪茄

Tabaqueria - Flor de 
Filipinas 樱花味雪茄

Tabaqueria - Flor de Filipinas 珍藏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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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芯叶烟的雪茄，还是短芯叶烟的雪茄，或

是带有客户自己标签的雪茄。

印尼
上天垂青于印尼，使它幸运地享有潮湿

的气候、温暖的阳光和火山土壤，其烟草种

植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它拥有种

植烟草所需的一切条件，而且其深色晾烟也

是世界各地雪茄生产中，主要是机制雪茄和

经济实惠的手工制造雪茄中使用最多的原材

料。有两类烟草占据着印尼烟草产量的大部

分，即用于卷烟的烟草和用于雪茄的烟草。

丁香烟是印尼人吸食最多的烟草。作为世界

最大的丁香生产国，印尼在丁香烟的制造中

消耗了丁香年产量的一半以上。

1951年，嘉润公司（Djarum）的创始人

建立了第一家生产嘉润丁香混合烟的工厂。

如今，嘉润公司拥有员工70000人，成为印尼

最大的创收大户之一，其现代化的工厂既生

产手工制造的丁香烟，也生产机制丁香烟。

嘉润是一家有良心、有远见的公司，它

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启动雪茄生产，如今，其

产能已经十分可观，手工制造雪茄每天产量为

1000支，机制雪茄每天产量达到75000支。

作为公司雪茄系列的一部分，其机制的

嘉润Wood	 Tip天然烟叶雪茄使用Besuki	 (爪

哇)外包叶烟、HTL绑叶烟，以及丁香和烟草

混合的芯叶烟，其味道有多种，包括樱桃、

朗姆和香草等。

机制的Spice	Island雪茄也具有独特的

丁香与烟草混合芯叶烟，其外包烟叶和绑叶

烟为Besuki	(爪哇)。

在更为传统的雪茄种类里，手工制造的

Dos	 Hermanos雪茄是一款优质雪茄，使用精

选印尼与巴西烟草的混合烟草制造而成，具

有独特味道。

这些雪茄在印尼国内市场相当受欢迎，

公司也成功地将这些雪茄出口到国际市场，

机制雪茄销量尤其显著。

嘉润 - Spice Island

中国-长城雪茄厂

嘉润 - Dos Hermanos丘吉尔雪茄



TRIERENBERG HOLDING. A leading supplier of Tipp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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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的雪茄业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

变。推动中国雪茄市场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有两个：国内市场对优质雪茄的需求不断增

长，以及在中国烟草专卖公司的领导下，中

国雪茄业迅速发展。

中国卷烟市场的规模估计是俄罗斯的6

倍左右，是美国的8倍，是日本的12倍。显

然，雪茄市场与卷烟市场量是不可相提并论

的，而弄清楚雪茄市场的确切规模实在是一

大挑战，因为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适当的分

类，这意味着手工制造的雪茄、机制雪茄和

小雪茄都属于同一个统计类别。

雪茄对于中国并非新生事物；我们都看

到过毛主席拿着雪茄的照片，据说（像故事

流传的那样），毛主席是为了帮助减少咳嗽

而在1965年的时候开始吸雪茄。根据史书记

载，早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晒烟就已被呈送

给当朝的皇帝。

目前，中国严重依赖主要产自印尼、巴

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进口烟叶，但专家们

认为，中国拥有利于种植雪茄烟草的土壤和

气候条件。海南岛和四川省什邡的纬度与古

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似，如今，这些地方

的烟草种植已经持续了数年。中国有四家雪

茄烟厂生产手工制造的雪茄和机制雪茄，它

们是：四川中烟公司、安徽中烟公司、湖北

中烟公司和山东中烟公司。2011年，四川中

烟公司在四川省什邡市为自己的新雪茄厂举

行了揭幕仪式，这家工厂的投资超过1亿美

元。为了保证始终如一的优质品质，它们还

发展了烟草种植、原材料、混合、工艺、卷

制、熟化和保存等领域的技术。

这些烟厂使用的烟草质量得到很大提

高。它们如今最需要的知识是与掌握名优

系列产品的烟草混合技术相关。尤其重要

的是，它们需要像你们大家在中美洲和拉丁

美洲的雪茄厂里看到的那样有经验的烟草混

合大师。在产品的包装和市场营销方面，中

国的这些雪茄厂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数年，会有一些有意思

的产品推上市场，尽管在此之前仍有很多工

作要做。这些产品中，还没有哪一个现在就

可以在我们现代城市的雪茄长廊中买到，但

是，如果你到这三个国家走一圈，这些国家

绝对会值得追踪下去。增加我们的体验从来

是不错的想法。因此，下一次当你抵达这些

雪茄各自的原产国时，何不点上一支嘉润

Wood	Tip、一支Flor	de	Filipinas	，或者

是一支长城2号雪茄呢？也许你还会把一两

盒这样的雪茄带回家呢......

中国-雪茄卷制车间

中国-长城雪茄厂

中国-长城8号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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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obacco China O
nline

中式卷烟品牌发展
的五大趋势 

总结近两年中式卷烟的发展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式卷烟产品的升级创新成效显著，

表现在品牌创新、技术创新、品类创新等方面，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五大趋势：品牌大众

化、细支主流化、爆珠普及化、香型多样化和设计个性化。中式卷烟品牌的创新，既是实

现整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式品牌在国际市场真正“走出去”的前提。

品牌大众化
以“大产品”的明朗和主流化为牵引，过去两三年市场上最大的变化，来自于更大范

围、更多人群、更多场合都在消费同样的一款产品。例如：硬中华、硬芙蓉王、软玉溪、新版

利群、紫云烟以其口味的普适性与过硬的内在品质，撷取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消费者青睐。

如今，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和直接。一方面是结构品牌的规模门槛越来越高，如果没有

50万箱以上的产销规模，根本难以获得主流的市场地位，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可以

接受和选择这些全国性大品牌。

四川中烟的骄子 
（宽窄）产品



  tobaccoasia  31 

另一方面，假大空、杜撰式

的品牌文化将会进一步被摒弃和淘

汰。过去，那种不知所云的广告，

或者说打擦边球的传播，往往都来

自于卷烟品牌，但这些惯有做法正

变得越来越充满风险。品牌在概念

的塑造上将更加的审慎和严谨，努

力去打动人心，而不是一味地强加

灌输于消费者。

未来，类似于浙江中烟的利群

品牌“让心灵去旅行”这样亲切自

然的品牌诉求，以及更贴近生活、

更与时俱进、更生动自然的品牌塑

造将会占据主流位置，特别是移动

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普及，让品牌

同消费者之间建立关联的方式、通

路和手段都变得更加多元，这也为

品牌价值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和可能。

细支主流化
细支烟是过去两年中式品牌最

大的热点和亮点。虽然基数小、规

模不大，但细支烟胜在状态不错、

势头很好、口碑极佳，在销量普遍

下滑的市场环境当中，其市场表现

令人鼓舞；另外，来自产业层面的

力捧与极大预期，让细支烟在政策

上大开绿灯、顺风顺水。

2015年，中国在销细支卷烟规

格67个，商业公司销量70.9万箱，

同比增长153.6%；商业销售额290.0

亿元，增长147.0%。可见，细支烟

是一个成长性好、前景可期的新兴

市场。

今年1月，细支烟继续高歌猛

进，在销规格增加10个至77个，商

业销量13.1万箱，同比增长94.3%

；商业销售额59亿元，同比增长

103.5%。

细支烟是过去
两年中式卷烟
品牌最大的热
点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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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草行业的“十三五规划”中，到

2020年细支烟的市场比重将超过8%，保守

估计在350万箱-400万箱左右，这就意味着

从今年开始的未来五年，细支烟要在2015

年70万箱的基础上每年增加60万箱-70万箱

左右。

销量规模可以看作是细支烟主流化的

一个关键指标，但要实现细支烟的可持续发

展，还需培育出几个具备品牌化特征的细支

烟，比如南京的十二钗系列能否以独立成篇

的姿态相对独立化的运行，成为完整的细支

烟产品体系，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创新能力。

爆珠普及化
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降低，让爆珠烟在

较短时间呈现出普及化、大众化的趋势。在

国际上爆珠的概念刚刚流行开来，中式品牌

就能够在一两年时间内迅速跟进并完成本土

化改良，这充分体现了中式卷烟品牌不断提

升的创新意识和市场响应能力，也极大地丰

富了中式卷烟品牌的品类。

在2016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烟草工作会

议上，爆珠烟的发展被重点提及和指出。会

上，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指示：

坚持以技术创新支撑产品创新，注重“爆珠

添加”的创新，促进卷烟产品升级换代。这

预示着“爆珠”从一开始的小规模、小范围

内的应用向大范围的繁荣演进成为可能。

目前，继传统的粗支爆珠之后，细支爆

珠、短支爆珠、双爆珠等新的爆珠形式已经

具备很高的可操作性，特别是香型品类的不

断丰富，将爆珠的概念更进一步生动化、多

样化、立体化，爆珠正在从一个概念、一个

动作逐渐演变为可闻、可玩儿的全方位感官

体验。

如今，很多品牌已经把爆珠视为产品

开发的切入点，以及产品培育的卖点。2015

年下半年，山东中烟开始了爆珠技术应用创

新的研究，立志打造成“全国爆珠研发应用

基地”，创建中式卷烟新品类、新技术应用

的新典范。在这样的背景下，泰山（儒风细

支）应运而生，这是国内首款自主研发的茶

香爆珠，将茶香与烟香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香型多样化
爆珠的出现，为香型的丰富和个性化打

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过去不敢想、做不到

的香型品类，现在都可以大胆尝试，各大卷

烟品牌对于香型构建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和

释放。

相比过去香型的概念化，现在的香型品

类更加感性和具象，消费者很容易获得直观

的感受和体验。原有的果香、花香仍然广受

欢迎，特别是应用在细支烟“毫无违和感”

之后，“花”和“果”都朝向更加稀有少见

山东中烟的泰山 
（儒风细支）产品

“如今，很多品牌
已经把爆珠视为产
品开发的切入点，
以及产品培育的卖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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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努力，茉莉、蓝莓等新鲜香型的产品

都将迅速投放市场。

不过，首先热起来的是酒香，尤其是

贵烟（国酒香）取得广泛的影响力之后，

很多品牌都从中看到了机会，再加上“烟

酒不分家”的心理暗示，让洋酒香、香槟

香等迅速地成为了某些品牌“弯道超车”

的市场预期。

另一个明显热起来的香型是茶香，相较

于酒香，茶香具有更普遍的群众基础，同烟

香的结合也更自然。早些年，有一些品牌在

配方上运用了茶香的概念和设计，但因为风

格塑造不够突出，同时缺乏坚持，也多是昙

花一现。现在有了新的技术和媒介，茶香应

该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香型的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

个品牌求新求变求异的决心和愿望。也从侧

面反映了原有市场格局的固化，传统市场、

传统风格已经不可能再有大的突破，用香型

这种最直接，也是最生动的方式来体现创

新，赢取消费者的青睐，无疑提供了另外一

种可能性。

设计个性化
2015年，四川中烟“宽窄”系列产品

的问世可谓石破天惊，这款产品在形态、样

式、话题性等方面都有很多大胆的尝试。“

宽窄”是一种集大成式的创新，盒型、香

型、嘴棒以及概念都与众不同。在一片随大

流当中，“宽窄”颜值高、气场足，确实很

吸引眼球，也容易制造话题。

在未来，以“宽窄”为代表的这种集成

式创新将会成为新的热点和方向，集成式创

新集中表现为设计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表

现在多个维度，盒型、香型、嘴棒、烟支、

样式以及概念都可以进行大量的创作，可以

呈现出立体化的创新和提升，形成很多新的

亮点。

一是异形包装的延伸与拓展。在传统常

规的软盒、硬盒之外，异形包装，包括手工

包装正在成为后发品牌的突破口。

二是嘴棒的形式更加多样。在继续推动

降焦减害之外，烟嘴的设计越来越具有“形

式大于功能”的趋向，爆珠、旋转、空心、

透明……各个品牌无不穷尽所能在嘴棒上做

文章，希望从消费者打开盒子“掀开面纱”

之时，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意外。

三是概念设计更加生动和立体。湖南中

烟推出的新品白沙（天天向上），从概念到

设计都做足了文章，在产品调性上的拿捏也

是很接地气，不再是高高在上。这种概念设

计的创新，也赋予了产品更多的独特个性。

贵州中烟公司的贵
烟（国酒香）产品

“现在有了新的技
术和媒介，茶香应
该有一个更光明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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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报告主张鼓励使用电子烟

据英国皇家医学院的一份报告称，烟草替代品电子烟对公众健康有

益，应当鼓励当前吸烟者使用。最近发布的报告反驳了近年来针对电子

烟安全性的几个论点。报告认为吸烟致命，所以长期使用电子烟导致的

任何小的潜在威胁相对于它们的救命效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该报告得出结论，电子烟不会导致当前非吸烟者沾染烟瘾，电子烟

有可能引导不放弃常规卷烟的吸烟者尝试戒烟。“这份报告几乎消除了

对这些产品的所有担忧，并认为，在合理的监管下，电子烟可能对预防

在英国因吸烟导致的过早死亡、疾病和卫生制度上的社会不公平方面做

出重大贡献，”英国诺丁汉大学烟酒研究中心主管John	 Britton（报告

研究小组负责人）说。

该报告的发布时间正值对电子烟来说至关重要的时期，近几个月来

电子烟销售出现大幅下滑。据富国银行援引尼尔森的数据称，截至2016

年3月26日，针对该设备的安全性和健康影响的困惑已经导致美国电子

烟销售下滑6.2%。电子烟倡导者希望皇家医学院的报告与卫生部门1962

年有关卷烟的报告具有同等影响力。卫生部门的报告是首批定义吸烟有

害健康的报告之一，比美国公共卫生局有关吸烟和健康的报告早2年。

“这将改变游戏规则，”渥太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控烟专家大

卫•斯韦诺（David	 Sweanor）说。他表示针对电子烟健康影响的困惑已

经“吓跑了大量投资和大批消费者。如今我们（对电子烟）的实际效果

拥有权威的概论，将影响政策的制定。”

大多数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认同电子烟比卷烟危害小，因为它们不

燃烧也不释放出像传统卷烟一样的致癌物。一份政府影响评估警告称，

除了提高电子烟价格，产生一个脱离新监管规定的产品黑市外，烟草产

品指令中设定的限制可能促使电子烟使用者再次吸烟。

电子烟将挽救数百万人生命
英国科学家称，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吸烟者从卷烟转换到电子烟，将

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电子烟使用者吸入雾化的液体尼古丁，不会吸入在烟草中发现的

有毒物质。伦敦大学健康心理学教授罗伯特•韦斯特告诉伦敦皇家学会

2013电子烟峰会的代表说，电子烟可以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最大的问题是该目标是否能实现以及怎样做最好……以及为什

么我们在这里，什么样的文化、监管环境可以落实到位以确保实现目

标。”“我认为该目标可以实现，但这只是一个希望、一个承诺，而不

是现实，”他说。这一观点得到了Jacques	 Le	 Houezec教授的认同，他

是一直从事尼古丁和烟草影响研究的私人顾问。

他说由于电子烟主要竞争者烟草的有害影响，电子烟使用不应当被

过度监管。“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场革命。青少年喜欢尝试新事物，其中很多人尝试吸烟。我宁愿他

们尝试电子烟而不是卷烟，”Le	Houezec教授补充说。

Farsalinos教授研究电子烟蒸汽的健康影响。尽管缺乏监管，他依

然对吸入电子烟蒸汽的健康风险保持乐观。最近，欧盟拟将电子烟视为

药物进行监管的建议被否决，但在英国，电子烟将从2016年开始被划为

药物。

美国
交通部因禁止在飞机上使用电
子烟被起诉

竞争性企业研究所（CEI）和无

烟替代品消费者倡导协会正就禁止

在飞机上使用电子烟的规定起诉美

国交通部。

众议院小组今年早些时候批准

了联邦航空管理局长期再授权的修

正案，禁止在飞机上吸电子烟。此

修正案遭到众议员邓肯•亨特	 （加

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抗议，他在

修正案通过时猛吸电子烟，向他的

同僚们展示电子烟不燃烧、不产生

烟雾。该修正案在3月份颁布并于近

期生效。

该小组争论的焦点是尽管交

通部有权禁止在飞机上吸烟，但无

权禁止电子烟，因为该装置实际上

不冒烟。竞争性企业研究所的Marc	

Scribner称：“国会从未赋予监管

者禁止在飞机上使用电子烟的权

力。交通部在编造它根本不具备的

权力。任何关注政府越权的人都应

当对此次滥用权力感到担忧。”

交通部表示，该规则是为了澄

清吸烟和吸电子烟的混淆之处，而

且一些航班已经开始禁止在飞行途

中使用电子烟。

当谈及在航班上禁止使用电子

烟的禁令时，禁令支持者表示电子

烟应当与烟草同样对待，支持者还

对该装置引爆乘客的行李及导致的

小火灾表示担忧。

捷克共和国
将对电子烟监管展开进一步讨论

据捷克《人民日报》称，电子

烟自10年前被引入拥有1050万人口的

捷克市场以来，其使用者数量已经达

到7万人，但相比于英国等国家，其

在吸烟者中所占的份额依然很低。捷

克传统吸烟者估计为230万。

电子烟市场已经有一个小幅的

环比增长。援引电子烟商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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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Hrdlicka的话说，大多数计

划快速致富的销售者已经从这个行

业消失，但他们的专业素质有所提

升。近300家公司在全国大约1000家

店铺中出售电子烟和装有烟油的烟

弹。该报纸称，过去5年中，捷克的

电子烟使用人数已经翻番，除了电

子烟固定用户外，预计有超过数以

万计的临时用户。

不同于英国，捷克既没有一份

描述其电子烟市场的深入研究，也

没有一份清楚描述电子烟对健康危

害的研究。

立法者将在5月份讨论反吸烟法

案，该法案在所有酒吧严格禁止所

有形式的吸烟，包括电子烟。但最

近卫生部表示电子烟可能豁免。

《人民日报》称，医生和反吸

烟人士对推广和监管电子烟应当到

达何种程度的看法存在分歧。

世界范围
研究显示卷烟价格比电子烟便宜

据美国癌症协会的一项新研

究表明，在全世界抽取的45个国家

中，有44个国家的可燃烟草卷烟

成本比等量的电子烟便宜。发表在	

《烟草控制》上的研究总结称，尽

管电子烟尚无承受像可燃卷烟一样

的消费税，但成本差距确实存在。

相对于重税的可燃卷烟，电子

烟是一种便宜、税收优惠的产品，这

种警告重复出现在科学文献和当下媒

体中。但基于经验价格数据，这些说

法就不会出现。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说

法的普及可能导致决策者缺乏准确信

息而考虑对电子烟征税。

为找出结果，美国癌症协会的

Alex	 Liber领导的研究人员和密歇

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比了可燃卷

烟与两款主流电子烟的成本，这两

种电子烟是一次性电子烟（不可重

装）和可充电电子烟（可重复装填

液体尼古丁）。

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而言，一

包可燃烟草卷烟的价格仅仅高于一

次性电子烟的一半，分别是5美元和

8.5美元。他们发现虽然用于重装

电子烟的液体尼古丁可能花费几美

元，较一包普通卷烟便宜，但购买

一支能使用液体尼古丁的可充电电

子烟的最低价格超过20美元。大多

数电子烟使用者首选的可充电电子

烟成本更高。

该研究的作者强调通过税收提

高卷烟价格的重要性，但认为如何对

电子烟征税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一些

地区，特别是英国，一包卷烟平均价

格接近14美元，已经达到卷烟和电子

烟之间的价格平等。政策是否会改变

以及如何改变英国和全世界这两种产

品的使用，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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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魁北克省因电子烟使用禁令被
起诉

加拿大电子烟协会已经对魁北克

省限制电子烟使用的法律提起诉讼。

《44号法案》禁止在专卖店

中尝试电子烟，禁止店内展示和

推广，并禁止在线销售任何电子烟

产品。魁北克省立法委员去年推出

涉及广泛的法律，部分目的是将流

行的电子烟等同于其它烟草产品予

以监管。但自称代表全国电子烟行

业倡导者、零售商、制造商和分销

商的加拿大电子烟协会，对该法律

的合宪性发起诉讼。协会主席Beju	

Lakhani称，协会成员包括那些宁愿

吸电子烟而不愿吸烟草卷烟的人，

以及销售电子烟产品的企业老板。

“通过推出这些措施，我们

相信魁北克政府已经僭越了立法权

限，”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协会认为

该立法可能促使地下销售，将很难实

施如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的规定。

欧盟
拟对电子烟按照普通卷烟税收
体系征税

欧盟国家正准备对电子烟按照

普通卷烟的税收体系征税，此举可

能会提高电子烟价格并导致布鲁塞

尔游说团体的抗争。

近日，成员国大使同意采取第

一步行动，要求欧盟于2017年起草

一份“适当的立法建议”。3月8日

欧元区财长会晤时，该项目没有进

一步讨论就获得批准。

部长们的草案总结称，电子

烟以及其它“新兴”产品如果继续

实施免除消费税，可能导致单一市

场“不一致和立法不确定性”。他

们还称针对新兴烟草产品的消费税

或一些“其它专门税收”，能有助

于达到“公共健康目标”。这些新

兴烟草产品使用蒸汽而不是烟雾将

尼古丁送入人们的肺部。他们补充

说，如果“此类产品的市场份额显

示出增加的趋势，”有关新税制的

工作将“逐步加强”。

根据现行规定，所有欧盟国家

必须对烟草产品征收至少57%的消费

税，但大部分国家对电子烟只征收

大约20%的增值税。一名欧盟官员表

示下一步行动将是“开展研究，进

行影响评估和公众咨询，”从而在

布鲁塞尔引发新一轮游说战争。

在评价消费税项目的“公共健

康”方面，布鲁塞尔支持提高透明

度的非政府组织——欧洲观察公司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

的Olivier	 Hoedeman说：“如果没

有科学证据的支持，将电子烟等同

于（普通卷烟）监管，将是非常尴

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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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乌布-2016年3月8日：在巴厘岛乌布镇附近的一个村庄内，四位准备参加恶魔神大赛Ogoh Ogoh的男性吸着
电子烟吞云吐雾。电子烟中的液体尼古丁有助于他们整夜跳舞狂欢。

亚洲电子烟法规充
满不确定性

中国被认为是电子烟的发源地，然而，

就立法而言，亚洲其余国家与这种电子烟装

置的关系似乎比较模糊——偶尔也会充满敌

意。《亚洲烟草》杂志对整个亚洲目前的电

子烟法规进行了更为密切的观察。

说到电子烟立法，使《亚洲烟草》这

个客观的观察者感到刺目的最明显事实是：

亚洲各国颁布的法规和政策是多么的令人困

惑、不完整，甚至模糊不清。有时候，关于

电子烟的法规甚至根本都不存在，因为相对

于可燃烟草产品，相关的国家政府显然不知

道如何处理电子烟，如何对电子烟进行分

类。但是，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认

为是电子烟诞生地的地区，却有一些国家对

电子烟持有在全球堪称最为敌意的态度，它

们不仅禁止电子烟装置的销售、进口和个人

持有电子烟，而且还禁止任何个人使用电子

烟。考虑到通常就是这些国家在研制和制造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出售的大部分电子烟装置

和电子烟油，这种情形变得相当滑稽可笑。

不可原谅的6国
ASEAN（东盟）——这个看起来像是毫

不起眼的B级电影片名的组织，实际指的是

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

和越南。这6个国家都实施了几乎包含一切

的电子烟禁令，使得东南亚成为世界上对电

子烟持敌意态度国家数量最多的地区。	

早在2010年，文莱就禁止进口和销售电

子烟，并将禁令纳入了《2005年烟草条例》，

使得禁令成为该条例的组成部分，其理由是

电子烟装置是“烟草产品的模仿品”。电子烟

进口商和零售商第一次违法将被处以约合5000

美元的罚款，再犯者将被处以高达1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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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罚款。不过，个人使用则似乎没有被特别规

定为违法行为。然而，任何被发现在非吸烟区

使用电子烟的人，第一次会被处以300美元罚

款，再犯者被处以500美元罚款——这跟吸食

普通卷烟的人所受的处罚一样。

文莱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则毫不含糊。其

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电子烟，包括

进口和销售。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仍然在该国

继续零售电子烟的企业家，有时候，他们公然

出售电子烟，尤其是在著名的旅游胜地。此

外，迄今为止，个人使用电子烟似乎尚未激起

当局的激烈反应。不过，一些国际游客在社交

媒体上报告，在通过机场入境印度尼西亚的时

候，他们的电子烟装置被海关没收。

长期以来，位于马来西亚半岛顶端的

城市之国新加坡就一直因自己对待普通烟草

消费的严苛立场而闻名。但是，新加坡根据

其卫生科学署颁行的《烟草法案》第16条第

一款，目前也禁止进口、分销、销售和使用

任何形式的电子烟。该法案将电子烟定义为	

“任何被设计成与烟草产品相似的糖果或其

他食品产品，或者任何玩具或其他物品，或

者其包装被设计成通常与烟草产品相关联的

包装相似的包装。”违法者将被处以5000新

加坡元的罚款——不过，其违法行为必须在

法庭上得到定罪。自2015年12月以来，电子

烟配件——尤其是电子烟油——也被列入禁

令适用范围。

2014年11月，泰国批准了将电子烟进

口到泰国的行为确定为非法行为的立法。此

后，该立法被扩大适用范围，将电子烟及其

设备的出口和销售都列为非法行为。据英文

日报《曼谷邮报》报道，违法者将被处以长

达10年的监禁，或还被处以等于被当局查没

的进口、出口或销售商品5倍金额的罚款。

个人持有电子烟似乎不是非法行为，流行的

互联网蒸汽烟论坛Ashtray	 Blog指出，旅客

携带电子烟装置通过海关没有问题。

柬埔寨在2014年禁止电子烟之前，据称

一项不出名的研究发现，电子烟装置含有“可

能对健康造成比卷烟更严重影响的高含量尼古

丁”，不过，《华尔街杂志》当时报道称，实际

上是柬埔寨首相洪森自己命令禁止电子烟的进口

和销售，“因为他担心电子烟会对青年人产生消

极影响。”与此同时，以上提及的互联网蒸汽烟

论坛Ashtray	 Blog写到，禁令导致“柬埔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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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蒸汽烟黑市”，并引用其网上评论者的话说，

他们个人使用的电子烟装置在通关时没有遇到问

题。《亚洲烟草》未能了解到对于违反禁令是否

会有任何处罚，以及处罚力度。

在越南，与电子烟、电子尼古丁交

付系统（ENDS）和非电子尼古丁交付系统

（ENNDS）有关的任何东西，如：销售、使

用和拥有电子烟设备和配件，都被明令禁

止为非法行为。不过，过于宽松的执法造

成了黑市的猖獗发展。要获得电子烟装置很

容易，可以堂而皇之地从街边商贩、商店，

甚至从批量供应小物件和配件的贸易商那里

就能买到。越南《青年报》在2015年11月发

表了一份相当轰动的“调查报告”。这份报

告有部分内容写到：“我们的记者最近渗透

到了胡志明市的一些圈子，这些圈子批量供

应电子烟装置。我们的记者伪装成买家，冒

险进入了由居住在第三区Cach	 Mang	 Thang	

Tam街的贸易商Phu经营的商店。这家商店堆

满电子烟装置和大约100瓶基础油（电子烟

油），而且还挤满了顾客……”

中国及其特别行政区
据悉，第一支电子烟是由中国的一名药

剂师在2003年发明的，这是相对简单的一个

小玩意儿，但后来发展成为更加成熟、科技

含量更高的装置。这一发明也触发了电子烟

在中国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爆发式发展，在

主要以深圳、珠海和广州为中心的城市，电

子烟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今天，这些城市的

电子烟业供应着全球90%的电子烟设备，以

及大部分电子烟配件和电子烟油。因此，在

中国，电子烟的进出口、销售和使用是合法

的，不过，在上海等某些地方实施的更为严

格的烟草立法，同样也禁止在非吸烟区使用

电子烟设备。

在位于深圳电子烟制造中心的正南方

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至少从2015年初

起，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积极地开展彻底

禁止在香港地区销售和使用电子烟的活动。

据报道，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甚至希望看

到销毁深圳和中国别的地区的整个电子烟制

造业。在香港，根据《药品与毒物条例》

，ENDS目前被归类为一类毒物。因此，销售

和持有基于尼古丁的电子烟是被禁止的，

违法者将被处以高达10万港币（约合1.29

万美元）的罚款，或（并）处2年的监禁。

另一方面，这项法规并不涵盖ENNDS，因

此，ENNDS完全是合法的产品。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西南大约64公里的

地方，就是北邻中国大陆另一个重要的电子

烟制造基地——珠海边界的澳门特别行政

区。2015年11月，澳门卫生局表示，它对一

项认为吸烟者希望能够选择转而使用比传统

烟草产品危害更小一些的替代产品，如电子

烟的调查结果并不认同。澳门卫生局为自己

提出的禁止销售电子烟的提案做出辩护，该

提案如果得到澳门政府的批准，则将被颁布

为《澳门烟草控制法》的修正案。但是，澳

门政府似乎还没有批准该提案，电子烟装置

在澳门暂时仍然是合法的产品。

中国台湾：法律漏洞
在海峡对岸，台湾也制定了至少尝试

遏制电子烟装置流入和销售的法律方法。所

有与电子烟相关的产品都要求获得许可证。

对于一些电子烟相关产品（如：那些配发的

尼古丁），甚至必须要有药品许可证。有什

么诡诈的地方吗？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许

可证被签发出去。这个情况本身就使得电子

烟在台湾成为非法产品——至少在理论上如

电子烟法规一览

国家 制造 出口 进口 销售 持有 使用
文莱	 	   	 	 r

柬埔寨     s s

中国      r

中国香港   r	 r	 r	 r

 
中国澳门      

印度尼西亚     s s

日本   r r r r

马来西亚      
(森美兰	州、

吉打州、柔

佛州和吉兰丹) 
马来西亚	   r	 r	  
(其余州)

菲律宾      
新加坡      
韩国      
中国台湾   r r r r

泰国     s s

越南      

符号图例：

允许;	 禁止;	 不详; r允许但有限制条件;	s	不确定



  tobaccoasia  41 

此。但是，由于法律模糊不清，台湾当局面临另一个谜

团：2014年2月，台湾的《中国邮报》引用台湾食药署署

长姜郁美的话报道说，还没有据以惩罚出售电子烟或因

使用电子烟而制造二手烟的人的法律基础。他解释说，

尽管人们公认，大多数电子烟会释放或含有尼古丁，但

台湾《烟害防制法》不能适用于电子烟，因为其中不含

真正的烟草。姜郁美说：“因此，如果有人在禁烟区吸

电子烟，还无法签发处罚单。”我们概括来说吧：在尚

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电子烟装置在台湾在技术层面

是非法的，但是，由于存在着法律漏洞，出售电子烟的

贸易商和使用电子烟的消费者不能受到惩罚。感到困惑

吧？台湾也有此感觉。

日本：电子烟不能含有尼古丁
再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了日本。这个国家允许

自由地进口、销售和使用电子烟设备和配件，只要这些

产品不释放或不含尼古丁。不过，电子烟产品仍需获得

许可证。因此，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是完全被禁止的，因

为它们被列为不可颁发许可证的医药产品——在日本医

药品控制法的管理下，要想很快拿到许可证似乎是极不

可能的。相反，日本可能正着手起草进一步强化现有法

规的法律。2015年5月，日本官方新闻社——共同社报道

了日本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说，目前可以在

日本合法出售的9个电子烟品牌中（因为这些品牌不释放

或不含尼古丁），有4个品牌产生的蒸汽含有高含量的众

所众知的致癌物——甲醛。共同社报道说：“接到这份

研究报告的日本卫生劳动福利部的一个小组说，不排除

使用电子烟对健康产生消极影响。日本卫生劳动福利部

预计将对加大法规力度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韩国：亚洲地区最自由的国度
回到亚洲大陆的韩国，这里的电子烟销售、制造、

进出口和使用完全都是合法的。这使得韩国成为亚洲地

区电子烟使用最自由的一个国度。但是，确切地讲，这

种自由是有代价的。电子吸烟装置及配件被归类为烟草

产品，不管它们是否释放或含有尼古丁，因此，电子烟

装置和配件要受韩国烟草控制法规的约束。烟税很高，

因而烟草的零售价格也奇高，这使得韩国成为世界上使

用烟草代价最昂贵的地区之一，不管使用的烟草是普通

烟草还是电子烟。

马来西亚：吸电子烟相对自由
直到最近，人们还可以发现在马来西亚吸电子烟是

相对自由的。尽管马来西亚认为电子烟是医疗器械，将

含尼古丁的电子液体盒或补充盒视为医药产品，但如果

这些相关产品获得适当批准的话，通过药店柜台及专门

商店，在马来西亚全国都能买到这些产品。直到去年，

马来西亚成功地抵制了效仿邻国新加坡、印尼和泰国颁

行实际禁令的做法。事实上，2015年8月，马来西亚《星

报》引用马来西亚国家呼吸药品研究院院长Abdul	Razak	

Muttalif博士的话报道说，尽管马来西亚当局“认识到

一些人滥用这种装置吸毒，但政府没有禁止蒸汽烟的计

划。有很多电子烟使用者说，这些装置有助于他们戒

烟。”在提到2013年卫生部开展的一项关于电子烟副作

用的研究时，这位院长表示：“卫生部希望规范电子

烟，但也有必要研究一下其他各种研究，看看全球社会

在做什么。我们不能鲁莽行事。”但是，这里有个糟糕

的消息：马来西亚是一个由13个半自治州组成的联邦，

这些半自治州有权颁行自己在某些领域的法律。尽管Ab-

dul	 Razak	 Muttalif博士认为不宜鲁莽行事，但森美兰

州、吉打州、柔佛州和吉兰丹等联邦州仍然从2016年1月

1日开始，对电子烟实施了彻底的禁令。

菲律宾：完全不受约束
在菲律宾，电子烟销售仍然完全不受约束，这使

得儿童和青少年可以自由地获得电子烟装置。不过，菲

律宾医药协会去年向菲律宾全国的市政府提交了一项

建议，希望将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吸烟禁令扩大到电子

烟。此外，菲律宾似乎也正在实施立法措施，对ENDS的使

用和销售进行规范。2016年4月10日，菲律宾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发布了一项公告，称电子烟并非已经获得证明的

尼古丁替代疗法，当局也重申，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

称，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电子烟的安全性和功效。就在世

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一周之后，马尼拉都市发展局就敦

促当地政府部门颁行规范各自管理范围内的电子烟使用

与销售的规定。接近4月末的时候，由商店业主、供应商

和电子烟及相关产品制造商组成的菲律宾电子烟业协会

成立，预计也将致力于对电子烟实施更加明确的规范。

*免责声明：《亚洲烟草》尽力编写从可用来源获

得的有关本文中所提国家的电子烟立法现状的信息，但

本杂志对可能存在的错误、遗漏、误解或不准确性不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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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

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
从烟叶复烤到烟叶的初级加工和二次加工，虹霓（Hauni）网络化解

决方案向国际烟草业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技术服务和该领域内无可匹敌的

咨询产品。该方案通过自己的领先品牌虹霓、Garbuio	 Dickinson、Decouf

lé、Borgwaldt、Borgwaldt	Flavor、Sodim和ASL	(分析服务实验室)，将众

多专业公司的知识与专业技能结合到一起。通过烟草加工、过滤嘴和卷烟

制造、物流、香料、计量学和分析等方面的解决方案，虹霓公司提供烟草

业所需的几乎所有系列的基本服务和高级服务。

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广泛的产品与服务组合对客户而言是一个重要的

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内给予支持是另一项重要服务，它解决了客户面临

的技术挑战，不管这些挑战多么专业化，也不管这些挑战在世界的什么地

方出现。虹霓公司市场营销负责人帕特里克•弗里克强调说：“我们的员

工训练有素，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工厂。我们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因此，我

们的客户可以信赖我们能成为他们真正的解决方案伙伴，能够支持他们持

续取得成功。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潜力创造最大效应。这是帮助客户

将他们的生产工厂改造成为一体化系统的基础，在这个改造后的一体化系

统里，各个生产阶段就像单个机器的内部机制一样被无缝连接。”

由7个相关品牌构成的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使客户能够接触到各种专

家、发展潜力、知识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仅通过一次联系来完成。这是

一大优势。甚至销售结构也反映了作为更大的整体组成部分的这种原则。

在购买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之后，客户也继续受益于该方案的规模

效益。弗里克说：“从开发针对具体客户的解决方案，到涵盖工厂整个生

命周期的支持与服务，甚至在重新选址或重建等领域，我们都可以提供扩

大产能所需的解决方案，满足我们客户在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专业知识、经

验与专门技能的需求。”全球流程优化咨询服务（GPO）专门从事识别潜

在的节约与优化工作。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的优秀服务技术人员也是全球

专家组织的组成部分，他们定期参加培训课程，对各种机械了如指掌。此

外，通过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热线电话咨询开展的远程服务，为客户提

供一个联系接受过高等培训与地区知识的有能力、有经验的服务人员的快

速通道。作为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所有品牌都会从较大的整

体中获益。为旗舰产品和名优解决方案花大价钱开发出来的创新知识，最

后都会扩散到网络推出的标准化产品和入门级产品系列。这个强大的专业

网络的知识转化使客户以较低的成本快速了解创新知识。最初由虹霓为优

化高端机器的运营和维护而引进的直接驱动装置就是一个速度的例子，通

过这种速度，可以在整个产品系列

中采用特定的创新。他们已经成为

Decouflé等其他品牌的标准特征。

在开发阶段，Körber集团内

部就出现了合力效应。这些合力

效应将强化转变成真正的创新，

甚至超越了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

例如，新型KT3烟草切割机是虹霓

与Körber的子公司、专业制造碾磨

机的Blohm合作开发的。这款为KT3

开发的新切割碾磨机大大改善了机

器的性能、灵活性、工厂的可用空

间，有效性和切割烟草的质量。

变化迅速的市场也使烟草业

与一个信誉卓越、基础广博的解决

方案合作伙伴合作成为一种优势。

弗里克说：“有了这种更为

先进的生产流程，我们致力于在各

个方面取得进步，以支持我们客户

取得成功。例如，一种新产品可能

需要新的或改进后的生产机器。但

这些反过来也要求相应的物流支

持，或有质量保证的解决方案。因

此，我们创造了批量生产的新方法

和产业解决方案。虹霓网络化解决

方案的一个关键强项在这里发挥了

作用：即我们各个子公司的联合创

新方法。”

网络原则取代了独立运行的解

决方案。这是设计高度灵活的过滤

嘴与卷烟机的关键，由于很多机器

共用同样的零部件，就运行、维护

和用于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不同品

牌的零部件而言，它也创造出了巨

大的优势。

液体香料敷料器（FFA）的开

发是虹霓网络化解决方案开发人员

的一次成功协作的典范。液体香料

敷料器可将液体香料应用于过滤棒

和卷烟生产中。这个过程就是虹霓

和Borgwaldt香料公司专家联合开

发的过程。它给客户提供了一个包

括机器和适当的香料配方的完全平

衡的解决方案。



网络化解决方案  
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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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ia FilterSorb

Rhodia FilterSorb新生产线上线运营
苏威集团（Solvay）在其位于德国弗莱堡（Freiburg）的

工厂引入了	 Rhodia	 FilterSorb	 的新生产线。最后一次功能

测试已经成功完成，新生产线现在每年可以生产400吨Rhodia	

FilterSorb。

Rhodia	 FilterSorb是一种高效的颗粒状添加剂。它能够使

卷烟具有先进的过滤性能，并保持真实的烟草味和更纯净的吸烟

体验。Rhodia	 FilterSorb用中性的合成剂和天然原材料制造而

成。它提供具有选择性的过滤性能，还能在吸烟过程中保持过

滤嘴的物理特性。在消费者不喜欢影响卷烟味道的碳过滤嘴市

场，Rhodia	FilterSorb	就是改进过滤性能，却又不会影响真实

烟草味道的解决方案。

至于消费者习惯了碳过滤嘴味道的市场，在过滤嘴中将

Rhodia	 FilterSorb合并使用也是一个绝对会加强过滤性能的做

法。Rhodia	 FilterSorb是一种白色、清洁的圆形颗粒添加剂。

由于它具有很高的抗机械性，粉尘率低，因此它很干净，易于用

标准的过滤嘴制造设备进行加工。

Rhodia	 FilterSorb还可用于常用的多滤段过滤嘴，比如所

谓的“Dalmatian”过滤嘴或腔体过滤嘴。

印度
呼吁烟草公司恢复生产

2016年4月初，代表印度卷烟业98%制造商利益的游说组织——

印度烟草协会（TII）威胁要停止卷烟生产，理由是政府关于烟盒上

印制健康警语的政策“模糊不清”。该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

涉及修订烟草产品包装上的图片健康警语的政策模糊不清，它所代

表的烟草制造商“一致决定，从4月1日起，关闭所有的卷烟厂。”

据印度烟草协会说，对于烟草业而言，停产意味着每天损失35

亿卢比，“要求图片健康警语占据烟盒表面85%的极端要求反而会推

动非法卷烟贸易，对4570万依赖烟草生活的

人，包括烟农、劳工和工人的生计会造成负

面影响。”卷烟制造商被要求必须在4月1日

确保烟盒表面85%的面积覆盖吸烟危害健康

的图片警语。

关闭烟厂之后，代表印度烟农利益的全

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FAIFA）表示，在泰

伦加纳和安得拉邦仍有价值120亿卢比的烟

草未出售，因此，持续停产会在社会上造成

恐慌。另外，烟农的70亿卢比贷款面临无法

偿还的风险。FAIFA说，在印度国内烟草制

造商的购买量不稳定，国际烟草购买商需求

不高的情况下，弗吉尼亚烤烟大量囤积，它

呼吁烟草业恢复生产，并请求印度政府撤销

扩大烟草产品图片健康警语的要求。

印度烟草业得到卫生部指定议会小组的

大力支持。该小组说，执行大尺寸图片健康

警语的做法太极端。

4月15日，印度最大的卷烟制造公司ITC

说，在印度高等法院通过一项有利的裁决

后，它将恢复本公司烟厂的卷烟生产。

美国
菲莫公司前工厂被收购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原先由菲莫公司拥

有的制造厂已经被Alevo制造公司收购，用

来生产容纳数千套锂离子电池的40英尺长的

集装箱。

这些被称为GridBanks的电池可以储存

额外的电力，并在其他能源不能满足需求时

释放出这些电力。例如，公用公司可以将电

池与风和太阳能结合起来——储存白天产生

的能源供晚上使用。

这些电池也使公用公司能够将可再生电

力与传统能源结合到一起，减少浪费能源，

使电力更可靠，更高效，从而减少能源的浪

费和污染。

美国
ITG品牌公司计划裁员375人

帝国烟草公司的美国分公司——ITG品

牌公司证实，6月份，它将在其位于格林斯



Wake up
your   fl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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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10

Nano-10：Nano家族的高速卷烟机
虹霓公司法国子公司——Decouflé的产品组合里新添了一款

卷烟机。Nano-10就是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共用同一个技术平台

的系列卷烟机新旗舰产品的名称。根据“智慧-快速-灵活”的口

号，Nano-10的设计旨在拥有卷烟生产的核心功能。每分钟能生

产10000支卷烟，使所有版式的卷烟生产都能够有效节约成本。

在这款机器的开发过程中，Decouflé公司将核心置于基本

要素：生产成本和卷烟质量。为取得最佳效果，开发人员将一

些智能技术结合到设计当中。例如，它始终配备独立的伺服电动

机。这就消除了对变速箱和润滑剂的需求。反过来，又减少了清

理与维护成本，将发出的噪音降低到最小程度。超宽的储料器设

计保证了顺畅、可靠而高速的生产过程中对所有各种烟草进行柔

和加工。此外，Nano-10用包括卷烟检查系统在内的微波重量控

制和可靠的过滤组件，对零碎烟草、掉落的过滤嘴和泄漏控制进

行检测，具有高精度的烟棒形成模式。Nano久经考验的技术，保

证生产出各种版式的优质卷烟，不管是生产超长款卷烟还是普通

款卷烟，细支卷烟、超细支卷烟，还是丁香烟。

可供选用的快速更换品牌和尺寸的功能，增加了生产的灵

活性和速度。例如，Nano-10可以在4个小时内从生产超细支卷烟

模式转换到生产加长型卷烟模式。Nano-10具有优秀的可靠性、

加固设计、易于使用的技术，而且运营和维护成本低，因此，非

常适于在任何生产工厂使用。

常务董事Nicholas	 Müllem解释说：“我们为希望扩大产

能，提升自己已用的Nano系列的高端产品的卷烟制造商开发了

Nano-10卷烟机。快速，灵活，配备了先进的智能部件，而且性

价比极高，这款卷烟机非常适用于优先考虑效率的高质量生产环

境下。”

博罗东部卷烟厂裁员375人（该厂共有1100名工人）。由于与雷诺美

国签订的互惠生产协议到期，卷烟厂产量减半，因而ITG品牌公司决

定裁员。

作为2015年三方交易（雷诺美国与罗瑞拉德合并，罗瑞拉德卷

烟厂出售给帝国烟草集团）的组成部分，ITG品牌公司继续生产罗瑞

拉德新港牌卷烟一年。

这份协议今年夏天将终止，届时，新港

牌卷烟的生产将彻底移交给雷诺美国的To-

baccoville烟厂。

不过，作为去年交易的组成部分，ITG

品牌公司从雷诺美国和罗瑞拉德公司接手了

几条生产线，包括云斯顿、库尔、塞勒姆和

Maverick，对于新取得的品牌能否取得增

长，ITG品牌公司持乐观态度。公司将把重

点放在云斯顿和库尔等名优品牌上。

巴基斯坦
菲莫国际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减少碳
排放

菲莫巴基斯坦有限公司（PMPKL）在位

于Kotri和Sahiwal的烟厂安装了太阳能电池

板，合并后的最大电容达458.6千瓦。这些

太阳能电池板每年可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362吨。

PMPKL的运营董事	Alejandro	Okroglic

说：“PMPKL的工厂采用生态友好的太阳能

板，兑现了我们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节能的

承诺。在巴基斯坦，我们意识到，通过利用

切实可行的节能技术，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工

作方法，能为公司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菲莫国际公司制定了一项全球能源管理

计划，该计划由20多个减少能源消耗的行动

计划组成。自2010年以来，这些行动计划完

成了100多项全球性的能源和二氧化碳管理

项目，减少了菲莫国际公司在全球制造厂的

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菲莫国际公司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减

排目标，到2016年年底，使工厂与化石燃料

有关的能源使用及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0%，

以及到2020年，使公司在全球的碳排放量减

少30%。

此外，菲莫国际公司积极支持巴基斯

坦在木材被用于烟草生产的地区的植树造

林工作。根据这项计划，2015年在Khyber	

Pakhtunkhwa的Attock地区栽种的树苗超过

100万株。



www.decouf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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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Na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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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家族的高速产品：Nano-10 
我们新旗舰卷烟机产量高达 10000 cpm，可实现所有规格的经

济有效生产。其可选的快速牌号与规格更换功能增加了生产灵

活性。Nano-10 可在四小时内完成从超细型烟支到特大号烟支

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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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行业遭遇
“寒冬”
中国烟草行业也许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寒冬”。

2016年初，每年如约而至的旺季红火

市场状态，并未如约到来，相反整个卷烟市

场乃至卷烟品牌都呈现出萧条、疲软的状

态。2016年1月至2月，中国卷烟销量同比显

著下降，库存居高不下，税利同比明显下

降，这些指标的反常为中国烟草行业亮起了

红灯。

在过去，中国烟草企业展望全年发展目

标，都乐观而自信，只要用力就能“超额完

成任务”，有的企业甚至会在年底主动“压

一压”“收一收”，为来年发展留下余地。

而2016年不少企业感到陷入“两难”：目标

低了，“拖了行业后腿难以交代”；目标高

了，“刀架在脖子上也完不成”。

如果说增速放缓是大势使然，属于正

常现象的话，那么支撑行业发展的基础——

市场和品牌，目前所呈现的状态则更加令人

忧心。

“以前是烟不愁卖，如今就是多卖一箱

烟都难”,“稍紧平衡被打破，供非所求、

供大于求造成销售不畅”,“现在对烟草行

业来说是冬天，这个冬天可能是一个漫长的

面对税利下降，利润下滑，生产成本上升的严峻形势，要进一步通过精益管理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增加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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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类似的声音，无不表明，中国卷

烟市场及其状态正面临严峻的考验。

销量下降
作为中国烟草行业发展重要支撑的一

些强势品牌，从2015年末到2016年初，也出

现了一定波动，这无疑对中国烟草品牌的发

展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2016年1-2

月，中国烟草行业一、二、三类卷烟销量同

比下降明显，四、五类卷烟同比略有增加，

这对提结构、增税利造成了巨大压力。

2016年1-2月份，中国烟草行业生产

内销卷烟883.7万箱，同比降低7.34％；实

现卷烟销量947.95万箱，同比降低9．43％

。其中，一、二、三类卷烟销量同比降低

12.88％、7.46％、11.92％。一类烟销量占

行业总销量比重为26.82％，同比降低1.06

个百分点。　　

对于整个烟草行业都十分关注的品牌，

其状态也不容乐观。2016年1-2月份，行业重

点品牌累计销售811.12万箱，同比降低11.87

％，占行业总销量比重达85.57％。实现商业

销售收入2987.13亿元，同比降低7.08％。其

中，一至三类烟销量前15名品牌累计销售624

．6万箱，同比降低12.04％，占行业总销量

比重的65.89％；销售收入前15名品牌累计

实现商业销售收入2609.58亿元，同比降低

6.79％，占销售收入总额的82.89％。

“现在对烟草行业
来说是冬天，而且
可能是一个漫长的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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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过高
伴随卷烟销量降低的情况，卷烟库存却居高不下。

截至2016年2月末，中国烟草行业卷烟工商库存为607.26

万箱，同比增加164.54万箱。其中，工业库存278.49万

箱，商业库存328.77万箱。截止2月末，中国卷烟工业企

业和商业企业库存分别增加50%和20%以上，这还没有包

括社会库存。

税利下降
在行业税利方面，也呈现了下降趋势。2016年1-2

月份，行业实现税利2598.41亿元，同比降低8.27％。其

中，工业税利1591.87亿元，同比降低14.51％，商业税

利1006.13亿元，同比增长3.67％。　　

调控措施
根据当前存在的问题，中国烟草行业提出了“控产

量、稳销量、压库存、调状态、守红线、增税利”的调

控要求，主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

稳定销量增长。要按照市场真实需求组织货源，努

力加大对畅销卷烟品牌(规格)的有效供给和稳定供应；

有效降低库存。结合卷烟市场实际情况，密切监控

各地区工商库存变化情况，加强存销比的精准调控，帮

助零售客户消化积压产品，确保社会库存逐步回落到合

理水平。

密切关注重点品牌价格。针对目前部分重点品牌价

格波动的情况，要认真落实明码实价，确保零售价格稳

定，提高客户盈利水平，提振客户经营信心。

积极开展降本增效。面对税利下降，利润下滑，生

产成本上升的严峻形势，要进一步通过精益管理提高管

理水平，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2016年3月1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生产

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实际增长5.4%，增速较2015年12月份回落0.5个百

分点。主要原因：一是外需低迷，出口降幅扩大。二是

部分高耗能行业和传统行业生产增速回落。其中，烟草

行业生产也大幅下降，1-2月份烟草行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5.6%（2015年12月份增长16.9%），影响中国工业增速

回落0.7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国家财政部数据，2016年1-2月，国有企

业营业总收入62415.5亿元，同比下降5.8%，利润总额

2226.1亿元，同比下降14.2%，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

因为烟草等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较大。

这些中国国家经济的宏观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了，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烟草行业发展的严峻

形势。

面对多重困难和挑战，中国烟草行业压力重重。造

成目前的状况固然有外部整体经济形势的原因，但关键

还在于自身。烟草行业是否真正洞察了消费者的需求？

是否在用心培育品牌？是否真正尊重零售户的选择？这

些都是未来中国烟草在改革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落

实的问题。

这些中国国家经济的宏观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了，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烟草行业发展的严峻形势。

中国烟草行业提出“
控产量、稳销量、压
库存、调状态、守红
线、增税利”的调控要
求，主动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确保经济运

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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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烟农注册人数同比减少20%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的

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天气干旱，加

上上季度烟草拍卖场提供的价格又

不高，本季大约有18000名烟农放弃

种植烟草。根据统计数据，本季注

册烟农为71510人，比去年同期的

89581人减少20%。

马斯温戈省退出烟草种植的烟

农比例最高，登记注册种植烟草的烟

农从去年同期的	378人减少到135人，

同比减少64%。马塔贝莱兰省的注册

烟农从去年的13人减少到5人。马尼

卡兰省的注册烟农减少43%，从去年

的15664人减少到9161人，中马绍纳

兰省的注册烟农减少5%，从26434人

减少到25098人，而西马绍纳兰省从

31313人减少到27857人。中部省的注

册烟农减少34%，从450人减少到297

人，东马绍纳兰省的注册烟农减少

40%，从15326人减少到9161人。今年

注册的公社烟农有34330人，A1农民

为25768人。注册种植烟草的A2农民

和小规模农民分别有5978人和5434

人。2015/2016年度的显著特点是干

旱，这对旱地作物造成了影响。烟草

种植季节开始晚，大多数农民推迟了

烟草种植。一些作物也受到了干旱天

气状况的影响，收成预计会很低。

由于烟草产量下滑，烟草业的

利益相关方对于本季的烟草价格会

比较坚挺持乐观态度。烟草业营销

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马替比里

博士说，鉴于有些竞争国家今年的

烟草种植规模不大，市场对烟草的

需求可能会增长。

马替比里博士说，世界主要烟

草生产国之一——巴西的烟草因洪

水受到影响，造成烟草种植规模缩

小。他说：“坦桑尼亚的烟草种植

量比较小，而赞比亚和马拉维的烟

草产量没有变化。津巴布韦仍然是

这个地区的主要烟草生产国。”

为减少场外营销和非法销售的

问题，烟草业营销委员会本季将从

传统的拍卖体系转而采用新的自动

化出售体系。

首相烟草拍卖场开展烟草分级培训
一名官员表示，津巴布韦首相

烟草拍卖场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向

烟农开展烟草分级、展示和分类更

佳技巧的培训，以便在拍卖场获得

好价钱。2016年烟草销售季延迟了

三周，以便给烟草收割留出时间，

这次推迟，主要原因是降雨来得

晚，大多数烟农还在对烟草进行分

级，为烟草销售做准备工作。在位

于靠近西马绍纳兰省Banket的Tre-

lawney地区的Ziroto农场举行的烟

农培训会会场外，首相烟草拍卖场

官员Nyika	 Taruvinga对新全非通讯

社（New	 Ziana）说，作为拍卖场，

他们认识到，烟农在烟草分级方面

的知识存在差距。

他说：“我们注意到，由于

烟农把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烟草

混杂在一个烟捆里，他们的烟草有

时无法卖上好价钱。所以，我们计

划在他们准备出售烟草的时候给他

们提供帮助。”Nyika	 Taruvinga

说：“首相烟草拍卖场的推广官员

也在为其他烟草种植区的烟农提供

一些烟草分级的技巧。”

他说：“我们正在利用田间考

察日，向烟农传授不同的耕作方法

技巧。”首相烟草拍卖场负责Zvim-

ba地区的烟草耕种推广官员Enock	

Hakulandaba说，为避免不同种类的

烟被混杂在一起，我们鼓励小规模

烟农将烟草分开出售。他说：“我

跟大约5000名烟农配合工作，我注

意到，当烟农在小区域种植烟草的

时候，他们希望将各种烟草混合在

一个烟捆里，以减少运输成本，但

最后，他们拿不到好价钱。”

“我们一直鼓励他们将烟草分

开销售，而不是把各种不同的烟草

混合在一个烟捆里。那样的话，他

们就会获得好价钱，”他说。

马拉维
大部分烟叶销售分歧得以解决

在烟草购买商代表与烟农举行

了成功的会议之后，马拉维烟草控制

委员会的官员们十分乐观，他们认为

阻碍烟草销售的分歧将成为历史。

马拉维烟草控制委员会首席执

行官Albert	 Changaya说，烟叶销

售所面临的大部分挑战已经大大减

少。他说：“我们讨论了价格和烟

草拒收的问题。购买商已经承诺要

改善这种局面。”4月15日，利隆圭

的Kanengo拍卖场暂停销售，与此同

时，Chinkhoma的烟农因烟草价格

低，拒收率高而感到愤怒，并举行

了抗议。4月18日，林贝拍卖场由马

拉维农业部长George启动开市。

Changaya说，由于大多数烟草

根据合同种植，因此，预计林贝拍

卖场不会发生太多的价格问题。

澳大利亚
查获价值1500万澳元非法烟草

澳大利亚有关部门在维多利亚

北部的一个农场查获了价值1500万

澳元的非法烟草。3月末，在靠近

Kerang地区的Dingwall的一块土地

上，人们发现这里总计种植有22公

顷的烟草。一同查获的还有5个装有

24吨烟叶的大窑炉。

这些烟草和烟叶已经被销毁。

澳大利亚税务署、澳大利亚边防警

察、维多利亚警察和澳大利亚联

邦警察共同参与了此次行动。澳大

利亚税务署说，对烟草种植与加工

活动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它

说，它们根据得到的情报开展这次

行动，销毁了非法烟草，并起诉涉

案人员。澳大利亚税务署负责发放

种植、生产和储存烟草的许可证。目

前，在澳大利亚还不能合法种植或制

造烟草，任何被发现非法种植烟草的

人都将面临刑事犯罪指控。澳大利亚

的大多数非法烟草多为进口。

中国
将制定新税法

根据最近发布的中国最高立法

机关年度工作报告，中国今年将制定

关于环保税、吨位税和烟叶税的法

律。其他涉及谷物和资产估值的法律

也被列入今年的立法议程。在提交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被发布出来的报

告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还将对证券

法以及环境保护法律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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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ris Bickers

美国烟草合作社——前身为烤烟合作社稳定公司，不再是美国未出售烟叶的“最后买家”。如今合作社拥有最好的种
植者和品质最佳的烤烟。

美国烟草合作社：通过新
的营销模式重塑品牌

大约12年以前，烤烟合作社稳定公司失

去了作为管理原有美国联邦价格支持项目的

协会角色，当时，《公平与公正烟草改革法

案》终止了这个项目。在接下来的数年中，

该合作社开始启动使烟草业重新认识其新身

份的品牌重塑任务。

但是，这种认识需要进一步加深。由首

席执行官斯图尔特•汤普森（Stuart	 Thomp-

son）领导的一个几乎全是新成员的管理团

队正在付诸努力。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完

全改变人们对烟草合作社的思维模式，让我

们被视作一个积极的销售和营销组织，”汤

普森表示，“原有的‘稳定文化’已经成为

过去式，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完全致力于精益

求精的公司被业界认可。”重要的一步就是

更换一个新名称：2008年，该合作社重新命

名为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另外一步是

开始为消费者生产烟草制品以及烟叶：2004

年，合作社收购了北卡罗来纳州Timberlake

的Vector烟厂，自2006年开始生产卷烟及其

他烟草制品。

然而，一些烟草公司仍然认为美国烟草

合作社仅仅从事比较难卖的烟叶贸易业务。

部分原因是合作社在以前作为贷款协会留下

的印象：那些年，稳定公司负责收购滞销的

烟叶，然后再销售出去。

在联邦烟草项目终止几年后，汤普森于

2011年加入美国烟草合作社，最初担任合作

社的首席财务官，2014年升任首席执行官。

“事实是，当价格支持项目生效后，

合作社就成为最后一个买家了，”汤普森表

示，“自此以后，我们的市场地位和声誉发

生了180度大逆转。现在，我们拥有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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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烟草合作社位于北卡州Timberlake工厂的入口。

不再只局限于采购烟叶，美国烟草合作社目前也在其位于北卡州Timber-
lake的工厂生产卷烟及其他烟草制品。

种植者和品质最佳的烤烟。”他表示，因为许多买家对美国烟草合作社所从

事的业务和烟草内在价值尚不清楚，因而合作社一直在努力重塑外界对它以

及美国烤烟的认识。“这就是我们为何给公司重新定位和接洽大型跨国制造

商的原因。”

积极的反馈已经浮现。“当我们倾听大的烟叶客户的需求时，我们发

现美国在满足主要需求方面的优势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2014年，合作社加入了良好农业规范连接计划（GAP	Connections	pro-

gram），帮助种植者实施行业渴求的种植规范，并开始实施随机审核种植者

的计划。2016年，在良好农业规范连接计划人员的协助下，美国烟草合作社

将对所有种植者进行审核。

“尽管审核种植者的工作十分耗时，但它们是改变美国烟草影响的关

键步骤，”汤普森说道。“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性已成为所有主要制造商

比较重视的方面，烟叶采购商不仅希望种植者满足较高的种植标准，而且想

要数据予以证明。”

汤普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合作社的种植者坚持实施健全的农业

规范，生产出优质的拥有天然味道的烟叶。“与此同时，他们需要保护、维

持和改善环境，保护在整个供应链上从业人员的权利和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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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汤普森
美国烟草合作社首席执行官

美国烟草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在合作
社的一个接收站仔细检查烟叶。

近40年来，这座位于北卡州罗利市
中心的建筑一直是美国烟草合作社
（前身为烤烟合作社稳定公司）的
总部。

他相信，通过美国烟草合作社的努力，美国烤烟有望成为全球可持续

性最强、最合规和最值得信赖的烤烟来源。

“我们正努力推动行业采用统一的审核标准，我们认为市场正在向每

年对所有种植者进行审核的方向努力。”

这种发展趋势应该会使美国烟草合作社种植者的优势得以发挥，因为

美国在烟叶生产管理的各个领域都十分先进。“这将帮助我们提高市场份

额，为美国烤烟创造更多的需求，”他说。

他补充说，美国烤烟很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可持续性的符合种植规

范的烟叶。

“独立审核发现，在美国烤烟种植过程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童工，”汤

普森表示。“森林采伐和货币问题更不存在。”

美国烟叶的其他优势：
“无论是制造商还是烟叶采购商，他们都不需要为烟叶种植提供资

金，也不必承担存在于其他国家的与农学家和现场技术人员相关的坏账成本

和日常费用，”汤普森说，“在美国，这些相关成本均由种植者承担，而且

已包含在烟叶价格中。”

汤普森表示，美国烟草合作社不通过拍卖或者贸易商采购烟叶，而且

其采购的每捆烟叶可全程追溯。“从农场到烤房可进行全程追踪。我们只采

购美国的烟叶，消除了增加海外烟草的可能性，并规避了烟叶被污染的风

险。”另一个优势：烟草交易通常使用美元，采购商知道他使用的是一种稳

定的货币交易。此外，与许多其他烟叶产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比较稳定。

“合作社归烟农所有，因而他们有极大的动力生产和销售优质烟

叶，”他表示。

一旦某一年的烟叶售罄，每名烟农会得到一份股息分红，但合作社会

扣留部分分红作为股份。这种方式叫做集资入股，为种植者种植最好的烟叶

提供经济赞助。“这是合作社成员的独特利益，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美国

最好的烟农。我们的烟农认为，入股的股息可使他们的收益率大幅提高，为

他们的种植业务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样做的宗旨是向烟农支付公平的价格，维持最低的转换成本，”

汤普森说，“我们拥有美国最好的种植者，他们生产最优质的烟叶，而且我

们积极提升美国烟叶的品质。”

尽管短期内会面临各种挑战，但烟草种植者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合作社正在开展一项关键的品牌重塑计划，”他说，“现如今，许

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成员都是美国最好的种植者，能为我们提供品质最佳

的烤烟烟叶。”

合作社的其他信息：
——除了汤普森外，美国烟草合作
社高级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有：总
裁汤米•巴恩（Tommy	 Bunn）；首
席财务官Ed	 Kacsuta；烟叶收购高
级副总裁韦恩•克劳福德（Wayne	
Crawford）；烟叶销售高级副总裁
迈克•林奇（Mike	Lynch）；业务发
展副总裁Jim	 Schneeberger；消费
品副总裁罗斯•曼库特（Russ	 Man-
cuso）；美国烤烟种植者公司总裁
罗恩•摩根。
——美国烟草合作社由一个9位烟农
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目前，来自北
卡罗来纳州金士顿的詹姆斯T•希尔
担任委员会主席。
——美国烟草合作社2016年将运营
6个烟叶营销中心，分别位于纳什
维尔（佐治亚州）、马林斯（南卡
州）、桑福德（北卡州）、史密斯
菲尔德（北卡州）、威尔逊（北卡
州）和拉克罗斯（维吉尼亚州）
。最后一个营销中心是今年新设立
的。合作社关闭了牛津（北卡州）
和丹维尔（维吉尼亚州）两个营销
中心。还有一个仓储中心位于北卡
州的富基瓦里纳。
——美国烟草合作社是向中国销售
美国烟叶的最大供应商。中国消费
的几乎所有卷烟都是主要由烤烟烟
叶制作的弗吉尼亚混合型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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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第三届TFWA“中国的世纪”峰
会定于广州举行

世界免税协会（TFWA）已经

宣布，第三届TFWA“中国的世纪”

峰会将于2017年3月7日-9日在广州

举行。该会议将在广州四季酒店举

行，会议的官方举办方是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TFWA总裁Erik	Juul-Mortensen

说：“TFWA‘中国的世纪’峰会对

于对中国市场呈现出的巨大商机感

兴趣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

的日子。”

首届TFWA“中国的世纪”峰会

于2013年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峰会于

2015年在上海召开，接待了包括来自

众多航空公司、机场和免税、旅游零

售运营商高管在内的388名代表。

泰国
批准控烟战略  计划减少吸烟
人数 

据报道，泰国内阁批准了第二

个《国家控烟战略》，该战略旨在5

年内减少吸烟人数。

该计划包括六个战略。它们

旨在让人们意识到吸烟对健康的负

面影响，防止新烟民染上吸烟的习

惯，为希望戒烟的人提供更多戒烟

帮助，实施烟草成分控制，限制吸

烟指定区域并实行烟草税。

批准该项战略有望到2019年至

少减少25%的吸烟者。内阁还给一项

建议开绿灯，建议允许让体育老师

成为公务员员工，力图解决师资匮

乏的问题。

在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还听

取了副总理普拉威为恢复被破坏森

林所做的努力。副总理说当恢复计

划启动后，当地居民就被要求与当

局合作。森林恢复工作将首先在清

迈和楠府开始。

俄罗斯
建议禁止夜间和凌晨销售烟草
制品

俄新社近日报道，俄罗斯国家

杜马委员会安全与反腐败措施部门

成员Dmitry	 Nosov已经向国家杜马

（俄罗斯议会）提交了一份法案，

禁止在夜间和凌晨销售卷烟和其他

烟草制品。

根据新法案，限制时间将从晚

上11点至早上8点。该禁令将不会延

伸到销售烟草产品的免税店。

Nosov认为这项措施将降低烟草

产品的消费。该杜马议员补充说，

俄罗斯已经通过了夜间和凌晨禁止

销售酒类产品的类似法案。

刚果
男性吸烟率远高于女性 阿卡部
落亦不例外

在发展中国家，吸烟男性远

比吸烟女性多。这通常归因于在社

会、政治或经济实力上的明显性别

差异。但在男女高度平等的发展社

会如生活在西非刚果盆地的阿卡俾

格米部落，又是如何呢？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

家Casey	 Roulette说，出人意料的

是，即使在那里，吸烟也明显是男

人的事。	Casey	 Roulette是在施普

林格《人性》期刊上发表的研究的

领导者。阿卡女人羞于吸烟，因为

吸烟会伤害她们未出生的婴儿和孩

子，而且吸烟会使她们对于追求者

来说没有吸引力。相反，女人更喜

欢抽烟的男人，因为她们将使用烟

草联系到更大的冒险行为，以及一

个男人随后照顾家人的能力。

阿卡族重视自治并享有明显的

性别和年龄平等。在他们的平等社

会，男女阿卡人都可以自由的参加

通常是异性的活动。大约3万阿卡人

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刚果盆地偏远森

林的小营地中，烟草在19世纪末传

入该地区。由于阿卡人与世隔绝，

他们几乎接触不到有可能影响他们

吸烟习惯的烟草公司或反烟运动的

广告。

Roulette和他的团队利用调查

和同行的报告了解了更多有关阿卡

人的吸烟和分享习惯，他们使用烟

草产品的理由和他们的收入水平。

与预期相反的是，研究发现大部分

男性使用烟草。调查显示，男性吸

烟率高达94%，女性吸烟率仅有5%。

阿卡男性吸烟的高比例是惊人

的，因为他们通常需要在附近的农

场工作几天才能购买一包卷烟。相

比于女性，男性花费他们收入的较

大部分用于购买烟草，女性部落成

员通常分享出她们所购买的大部分

烟草。

“这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加重视

烟草，”Roulette补充说。

据Roulette称，分享烟草在加

强部落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合作

上似乎发挥着重要但常被忽略的作

用。虽然烟草成本高，但阿卡人会

将他们所购烟草的将近一半（烟草

花费占他们每日收入的四分之一）

分享给他人。

美国
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呼吁评级
自由

多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最近向

法院提交诉讼，要求法官拒绝一项

指责他们使儿童开始对尼古丁上瘾

2015 TFWA“中国的世纪”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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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IHMA欢迎联合国有关全息
技术防伪作用的报告

全球全息行业的贸易机构对

联合国的一份新报告表示赞许，

该报告重申了全息技术在防伪上

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区域犯罪和司法研究

所（UNICRI）的报告——《确保供

应链安全：防伪技术的作用》，反

映了该机构“首次尝试”分析防伪

技术对政府确保合法产品供应链举

措的影响。报告明确解释了全息技

术之类的技术在全球供应链打击假

冒和确保产品认证中是如何作为重

要武器发挥作用的。

国 际 全 息 制 造 商 协 会

（IHMA）称该报告是对打击假冒

产品的战争远没有胜利的一个清

醒认识，对世界各地努力保护品

牌和利润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及

时的”提醒。

国际全息制造商协会秘书

长马克•迪克斯博士对该报告表

示肯定时说：“这是重要且及时

的见解，文章聚焦了假冒产品的

大量问题。它提醒我们需要不断

投资技术，并增加有价值的跟踪

和追踪解决方案，因为在全球热

门地区如中国、印度和东欧总会

发现假冒产品，更不用说禁止

了。”“品牌拥有者和那些有

立法责任的机构也将欢迎这份报

告。”“在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方

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而且

要快速行动，这可能包括加速全

息成为品牌保护战略组成部分的

一体化进程。”

在诸如酒瓶、烟草和奢侈品

等产品上应用防伪全息图，将能

确保产品质量并有助于查获和销

毁非法产品。

按照ISO	12931标准认证方案

的要求，采用经过精良设计和合

理布置的认证方案，能使检查者

辨认合法产品的真实性，区别出

自中国的假冒产品。如果真品附

带经过精细设计的认证方案，即

使带有“假冒”认证标志的产品

也能与真品区别开来。

的集体诉讼。他们的贸易协会和影

院业主不希望受制于任何误导的道

德剧——没有人寻求强迫他们不要

拥有有着烟草分类图标的电影，如

G、PG、或者PG-13。

该集体诉讼起诉的是美国电影

协会（MPAA）、派拉蒙、索尼、环球

和华纳兄弟，诉讼称行业的电影分级

做法存在过失、失实并违反义务。

该集体诉讼解说了一套20世纪

60年代的分级系统，当时的美国电

影协会总裁Jack	 Valenti致力于将

好莱坞从道德守则时期转换到自律

时代。美国电影协会将《阿呆与阿

瓜》、《变形金刚：灭绝时代》、

《钢铁侠3》分类为有烟草相关画面

的影片，提示年轻观众。

好莱坞的被告旨在推翻该集体

诉讼，他们认为是以公众利益的方

式对他们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冲

击。根据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诉讼，

该集体诉讼“是一份试图颠覆第一

修正案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的误

导，强迫美国电影协会和北约共同

运营的电影评级机构——分类和等

级管理（CARA）改变它通过其电影

评级系统表达的观点。”

“原告称，他在4年时间里为

他的孩子购买了10部	 PG-13级含有

烟草图像的电影票，包括《霍比特

人》三部曲中的两部，”他们在诉

状中说：“很明显，原告没有一部

电影遵照PG-13意味着不含烟草图像

的分类，更不用说10部电影了。”

加拿大
渥太华拟禁售薄荷卷烟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准备禁止

销售薄荷卷烟，因为薄荷卷烟对年

轻人和初次吸烟者极有吸引力。该

计划最初从2009年开始，当时前保

守党政府禁止大多数的加香烟草产

品。当时薄荷卷烟被豁免，但这种

情况即将发生改变。

“通过禁止在25岁以下人群中

流行的薄荷加香卷烟，我们能够从

第一时间引导年轻人远离烟草，”

卫生部长Jane	 Philpott在一次新闻

发布会上说。

来自卫生部的通知称，2012

年的吸烟调查发现，37%的年轻吸

烟者在过去30天中吸过一支薄荷

烟。2014年，薄荷烟草产品占整个

烟草市场大约5%的市场份额，薄荷

卷烟占销售额的98%。

阿尔伯塔省、安大略省、魁北

克省、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

等5个省份已经禁止薄荷卷烟，爱德

华王子岛的立法尚未决定。

加拿大癌症协会的Rob	Cunning-

ham称，薄荷没有任何作用，除了掩

盖烟草对于新烟民来说的辛辣味。

“没有任何理由对一种上瘾、

致癌的产品如卷烟加香使其口感更

好？因此禁止薄荷卷烟绝对是正确

的事。”

马克•迪克斯, 国际全息制造商协
会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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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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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烟草制品的立法日益严格，随着不

断变化的新法规要求，这个行业的经营环境

变得越来越复杂。即将到来的欧盟新《烟草

产品指令》就是我们有望在烟草和电子烟行

业中能够看到的一个明显变化，该指令将在

全球范围产生影响，将包括对可燃卷烟和电

子烟的监管新要求。

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是世界上最早被

ISO	 17025和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

认可的实验室之一，ISO	 17025用于测试烟

草产品和过滤嘴，UKAS针对的是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DA）精简和扩充的HPHC产品

测试清单。益升华科学服务团队在传统烟草

产品分析方案上一直处于研发前沿，因此益

升华实验室有着提供一系列服务的能力。这

些能力包括引燃倾向性测试、烟草级别测

试，以及主流和支流烟气测试，涵盖了当前

监管所要求的所有化合物。

益升华公司最初成立该实验室是为了给

过滤嘴生产提供质量控制，支持开发新型过

滤嘴的内部项目。多年来该业务已经发展到

与外部环境一致，如今是我们成为烟草业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

相对于比较成熟的烟草市场，近年来成

倍增长的电子烟行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据

说电子烟外部环境同样复杂。一些国家例如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已经对电子烟进行

严格监管，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和泰国也被呼

吁采取同样的措施。一些市场，如印尼、新

加坡和最近加入的马来西亚已经完全禁止进

口、分销和销售电子烟。这些措施有可能进

一步推动这个相对较新市场的不确定性，并

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政府效仿或实施更严格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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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生产商致力于更好地了解他

们的产品以及满足监管要求，分析测试的需

求很有可能增加。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最

近已经发现来自电子烟市场的业务需求显著

增长。最初受开发和基准测试活动的驱动，

以及为了准备实施新的欧盟《烟草产品指

令》，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已经成立了一

个完全独立的实验室用于测试电子烟产品。

该实验室包括一系列业内领先的研究和

测试设备，如配有三重检测系统的气相色谱

（GC）仪。该仪器专门用于电子烟测试，能

够在一次单一的电子烟测试中测试多个分析

物。一个热导式检测器（TCD）测量水样，

而第二个测试器检测它的丙二醇和甘油，同

时测量尼古丁含量。第三个测试器使用大量

选择性测试来分析二甘醇和乙二醇的样品，

以及电子烟中其它的潜在污染物。该仪器可

以进行全方位的化合物检测，或者根据要求

开发定制的测试方法。

电子烟市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监

管所需的测试还没有一套统一的方法。例如

欧洲规定卷烟产品的焦油、尼古丁和一氧化

碳含量标准为10:1:10，根据与吸烟相关的ISO

标准，大多数国家坚持10:1:10的测量标准。

可燃卷烟业已经受益于研发方面数十年

的投资，这些投资帮助提升原材料和产品质

量，也有助于自动化生产。电子烟仍然主要

是手工生产，对于它们来说机器生产还处于

起步阶段。这种情况加上可变电压/电阻器

件和按钮操作的设备，导致来自设备到设备

和标准化电子烟作为一个整体的维护一致性

问题。电子烟产品和排放没有同等标准的产

品法规，将很难实施监管。

除了烟草市场的压力，监管测试的需

求正在增长而且可能会持续增长。如果实施

提供有关可燃卷烟和电子烟添加剂详细报告

的话，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的设备和测试

方法将提供一个更加有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

解决方案。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允许益升

华公司不仅支持它自己的产品线，同时还满

足客户对可靠分析和商业测试不断增长的需

求，以及专业的指导和创新产品解决方案的

需求。

我们将继续看到可燃卷烟和电子烟市

场的进一步监管，这将有望增加对新的测试

方法和要求的需求。虽然这将使可燃卷烟和

电子烟产品和市场可能更加复杂，但是生产

商降低这种可能性的方法之一，就是与诸如

益升华科学服务实验室之类的实验室合作。

益升华科学服务实
验室团队在专心致
志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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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member for rod-like elements, in 
particular rod sections and/or an endless rod, 
travelling within a measuring head used in tobacco 
Industry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ing head
Pub. No.: US 2016/0103076 Al
Applicant: International Tobacco Machinery Poland 
Sp. z o.o., Radom (PL)
A protective member (13) for rod-like elements, in 
particular rod sections and/or an endless rod, 
travelling within a measuring head (4) used in 
tobacco industry, the measuring head (4) comprising 
at least two neighboring sensor units (8-8’, 9-9’, 
10-10’, 11-11’) enabling to take measurements of the 
parameters of said rod-like elements by means of the 
radiation emitted and received by said sensor units, 
the protective member (13) extending through the 
operation zones (SA, 9A, lOA, llA) of the specific 
sensor units (8-8’, 9-9’, 10-10’, 11-11’). The protec-
tive member comprises compartments (14, 15, 16, 
17) defined therein, each compartment correspond-
ing to the operation zone (SA, 9A, lOA, llA) of one 
sensor unit (8-8’, 9-9’, 10-10’, 11-11’) and each 

Pouch maker for making block-bottom tobacco pouches
Pub. No.: US 2016/0082684 Al
Applicant: SLUIS CIGAR MACHINERY B.V., Kampen (NL)
A device for making tobacco pouches from a film includes a first folding station for 
receiving the film and providing a bottom fold in the film; a buffer station for 
buffering a length of film having the bottom fold; a second folding station for 
receiving the film having the bottom fold from the buffer station and providing a 
first fold; a second fold and a third fold in the film for defining the block-bottom, 
the first fold and third fold having a same fold direction and the second fold being 
located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ird fold and having a counter fold direction, where 
the first folding station is pro-vided upstream of the buffer station and the second 
folding station is provided downstream from the buffer station.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Pub. No.: US 2016/0100625 Al
Applicants:John-Paul Mua, Advance, NC (US); Luis 
Rosete Monsalud, JR., Kernersville, NC (US); Darrell 
Eugene Holton, JR., Clemmons, NC (US); James Neil 
Figlar, Clemmons, NC (US)
The invention provides a process for preparing a 
tobacco composition suitable for use as a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the process including: 
providing a slurry comprising water and a tobacco 
material, the slurry comprising at least about 75% by 
weight water, based on the total weight of the slurry; 
heating the slurry to a temperature of at least about 
60° C. for a time sufficient to pasteurize the tobacco 
material; adding an amount of a base to the slurry 
sufficient to raise the pH of the slurry to at least 
about 8.5, thereby forming a pH-adjusted slurry; and 
continuing to heat the pH-adjusted slurry to a 
temperature of at least about 60° C. for a time 
sufficient for the pH of the slurry to drop at least 
about 0.5 pH unit following the adding step.

compartment (14, 15, 16, 17) comprising at least one first opening (SB, 98, lOB, 
llB) enabling percolation of said radiation. 
A measuring head (4) comprising the protective member (13) according to the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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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ing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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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技术国际公司
卷烟纸、自卷烟纸

共和技术国际公司是自

卷烟和自制烟（RYO/MYO）

专业公司，制造并经销该类

别最大范围的产品，例如世

界著名的法国产自卷烟纸品

牌：JOB、Zig-Zag、OCB，

以及英国和爱尔兰传统的Swan产品。共和公司还供应各种自卷烟和自

制烟产品，例如过滤管、过滤嘴、卷烟机、喷嘴、电子烟油和电子烟

产品，这些产品的品牌包括：JOB、Zig-Zag、OCB、Rolling、Altesse

、Memphis、e-CG、Swan（英国及爱尔兰）。

共和技术公司从2014年开始生产电子烟油，并在全球范围内销售

各种电子烟油。电子烟油由法国原产地的优质原材料制成，高质量标

准完全符合可追溯性的要求。我们的产品范围还有各种电子烟配件，

包括独家的新型蒸汽技术。

共和技术国际公司2005年6月获得ISO9001体系认证，该体系

2011年被更新（在2008年版本中）。共和技术国际公司2011年获得

ISO14001环境认证，并在2013年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可。

联系人：	 Philippe	 Parcevaux，总裁；Santiago	 Sanchez，总经

理；	Anis	Benticha，出口部经理；	Gabriel	Alfaro，	Benjamin	Le-

cointre和	Denis	Rous，助理销售经理；	Valérie	Amiguas，营销经理。

共和技术集团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包括：共和技术法国公司，位于

法国佩皮尼昂（手册制作）；共和烟草公司，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市（美国分销）；共和技术加拿大公司，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加拿大分销）；TOP烟草公司，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沃卡莫湖（美

国和国际自卷烟烟草和切丝填料）；Altesse公司，位于奥地利菲尔斯

滕费尔德（过滤管和过滤嘴生产）；PTC公司（加泰罗尼亚产品技术公

司），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过滤嘴及其它专业项目生产）；Top过滤

管公司，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过滤管生产）；OCB	Vertriebs公司，

位于德国海因斯贝格（德国分销）；OCB	Vertriebs公司，位于奥地利

菲尔斯滕费尔德（奥地利分销）；共和技术英国公司，位于英国海威

科姆（英国和爱尔兰分销）。

共和技术国际公司

Julien	Panchot大街3750号

F-66004	佩皮尼昂，法国

电话：+33684851227	|	传真：33	4	68	85	65	85	|

Email：comexp@rpb-tech.com

网址：www.republic-technologies.com			

www.therepublicgroup.net

米克尔•科斯塔斯&
米克尔公司
卷烟纸、手卷烟纸

米克尔•科斯塔斯&米克

尔公司是一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公司。在1879年，米克尔•科斯

塔斯兄弟决定将他们的家族造纸企业变成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家族业

务自1725年来从未停止。现在米克尔•科斯塔斯集团由13家子公司和联

营公司组成，都集中在造纸行业，覆盖从营销到服务的所有范围。

从一开始，该公司的主要业务一直是生产精细和特种轻质纸张，主

要是专业化的高科技卷烟纸。在供应国内市场后，产出的大部分用于出

口。公司在出口市场拥有长期经验，近125年来，公司在哈瓦那、墨西

哥城、瓦尔帕莱索和纽约等地拥有其自己的销售代理和大量的客户群。

公司自行开发的最先进技术，使其在主要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

力，包括那些涉及整体质量要求最苛刻的市场。因此，客户及他们的

要求一直是公司业务的重点。

在特种纸生产方面的成熟技术，加上系统的研究和长期的技术经

验，已使该集团的范围扩展到具有类似技术的其它产品。

这些努力和经验的结果是生产出高品质的卷烟纸、自卷烟纸、印

刷纸、特种纸和纺织纸浆等产品，这使得米克尔•科斯塔斯集团成为西

班牙特种轻质纸顶级生产商之一，并位于全球领导者之列。

米克尔•科斯塔斯&米克尔公司	Tuset	10

08006	巴塞罗那，西班牙

www.miquelycostas.com

卷纸公司
卷纸公司（TRPC）为满足全世界客户的需求，在印尼和中国生产

定制的卷烟纸。卷纸公司提供的纸张重量范围为每平方米12.5克到20

克，以及各种纸张混合物如木浆、未漂白木浆和100%麻类。

卷纸公司还提供齐全的卷纸尺寸。表面处理包括哑光、有光泽、

全息、压花和模压包装，并可以在很短的周转时间内交货，提供稳定

的质量和实惠的价格。卷纸公司服务所有大小的客户，从小烟店到大

烟草分销商，自定义品牌的初始订单为1000册，以进行毫无风险的市

场检验。

卷纸公司（TRPC）

Ashwyn	Daryanani

info@therollingpapercompany.com

电话：+862038886325|手机：+8618665001311

GIZEH Raucherbedarf 
有限公司
产品：自卷烟：自卷烟纸和过滤

嘴，自制烟：过滤管和填装设备。

GIZEH	Raucherbedarf	有限公司隶属于荷兰Mignot	&	De	Block企

业集团。该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吸烟配件生产商之一。全球知名的销

售品牌是Mascotte和Gizeh。产品包括各种卷烟纸、自卷烟用滤嘴、过

滤管、自制烟配件。

公司最近展示了创新和独特的Magnet	Seal卷烟纸系列。

公司涵盖的各种纸张重量从每平方米12克到每平方米23.5克，包

括所有国际规格的有机麻制成的纸张。Gizeh和Mascotte卷烟纸（纸张

和包装）获得负责管理世界森林的森林管理委员会的认证，森林管理

委员会提供用于纸张生产的原材料。

联系人：Lisa	Esser，国际业务经理；Christian	Hinz，总经理。

GIZEH	Raucherbedarf	有限公司

Bunsenstrasse12,	51647古默斯巴赫	德国

电话：+4922614059130	|	传真：+4922614059303

E-Mail：contact@gizeh-online.de

网址：www.gizeh-online.com	

www.mascott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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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
TFWA亚太地区展会
2016年5月8-12日
新加坡

聚焦：免税品、旅游零售

www.tfwa.com

2016年6月
世界电子烟展会
2016年6月10-12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聚焦：电子烟、烟油

www.worldvaporexpo.com

国际电子烟展会
2016年6月15-16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罗斯蒙特

聚焦：电子烟、烟油

www.vaporexpointernational.com

全球尼古丁论坛
2016年6月17-18日
波兰华沙

聚焦：电子烟会议

www.gfn.net.co

2016年7月
电子烟中国展会
2016年7月1-3日
中国北京

聚焦：电子烟、烟油

Vapechina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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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cpcr.org

2016年9月
InterTabac烟草制品展会
2016年9月16-18日
德国多特蒙德

聚焦：烟草制品及配件博览会，包

括电子烟/烟油

www.intertabac.com

InterSupply烟机辅料展会
德国多特蒙德

聚焦：烟草设备、机械、烟叶博览会

www.intersupply.com

edl@octobermultimedia.com

TSRC烟草科学会议
2016年9月18-21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花园酒店

聚焦：烟草科学会议

www.tsrcinfo.com

布鲁塞尔GTNF
2016年9月27-29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2016年10月
CORESTA会议
2016年10月9-13日
德国柏林

www.corest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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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设备和机器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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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