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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ker Specials B.V. • P.O. Box 17 • Edisonstraat 86 • 6900 AA Zevenaar • The Netherlands (Holland) • Tel: +31(0)316 - 523892 • www.spikkerspecials.nl

When looking at spare and wear parts, it is obvious that
circumstances in the industry have changed which, 
logically, has also had an impact on requirements and the
spare and wear parts supply chain.

One substant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y is the decline in
demand for new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and, related more
specifically to our product program, a drop in the demand for
new secondary equipment. What we are seeing is that the
policy of cigarette manufacturers is to optimize their existing
equipment in order to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reduce  operating
costs. 

Spare and wear parts is the core business of Spikker Specials
and due to this focus we have been able to build up a stable
and valued position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since 1962!!
Looking at how our business has developed positively, this year
too, we can say that our program of spare and wear parts has
the added value that the industry is looking for today – and in
the years ahead. 

Our product program is, and has always been, developed for
the end user to support their operations with the best possibl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and to achieve a relative cost reduction
as an overall result. Besides a wide range of so-called regular
consumption parts, we also offer complete assemblies, format
kits, upgrades, overhaul and repair. This product range is
available for almost any cigarette maker, packer and filter
maker/assemb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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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product program is specific in that we focus on parts which
are critical for machine performance and tobacco product
quality. To offer the best possible solution it is therefore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parts. The cigarette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of
cigarette manufacturers often contact us regarding their needs
and we travel worldwide to meet and discuss with them on site
personally. Of course, we also keep up with developments
regard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how to integrate them with
our customers’ ERP systems.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akes place continuously to keep
up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industry. Our product developments
are varied and we look closely for areas of improvement
involving equipment that can give rise to performance issues
and costs. The hopper feeder supports for Protos makers are an
example of a quite recent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lies
in the choice of material compared to OEM and although these
parts are not needed very frequently, they cause many hours of
maintenance and downtime when replacement is required. 

The complete kits for new inner frame shapes on hinge lid
packers are another development. Driven by marketing, there
is a high demand for new shapes and the fast introduction of
new pack designs – we are able to supply these kits in 4 to 6
weeks. The kits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onsist only of the parts that are actually needed and we
provide the customer with clear information. 

Our service level is also developing. We are performing more
onsite assessments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better and the feedback is very positive. The result is that we
can offer a tailor-made program of spare parts with short lead
times to reduce our customers’ need for stocks. The program
also offers more options for repair, upgrades and standardizat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it is evident that our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encounter further challenges. As a supplier and partner with
53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we are ready to
offer the best possible support.

Focus on Improvement – Quick Response – Quality
Your experienced partner for Spare and Wear Parts – Format Kits – Upgrades – Standardization –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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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语
英国自2007年7月禁止室内吸烟以来，十年

间，供应酒水食物、随处可见的小酒馆受到了极

大的冲击。吸烟者组织FOREST最近发布的一份题

为《毁灭之路》的报告称，自禁烟以来，约有

10500个酒吧停业，这个数字占据了全国酒吧数量

的20％。

众所周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英国酒吧不仅仅

只是个去“买醉”的地方。在17世纪，著名的日记

作者Samuel Pepys曾将酒吧描述为“英国的心脏”。

几个世纪以来，酒吧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人们经

常在酒吧里组织聚会、参与社交、聊聊八卦、促进邻里关系。总之，酒吧是

人们社交的中心。

报告称“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孤立和孤独的危险日益增加，禁烟令的出

台给当地的社区和人们带来了影响，因为现在他们只能在家里吸烟饮酒”。

随着室内禁烟的开展，接下来的当然是出台禁止包括露天啤酒店在内

的户外吸烟的提案，这对于FOREST的总监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而

言，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欲阅读或下载这份55页的完整报告，请登录

www.forestonline.org。

对于我们而言，另外一个不当举措或纯属错误的举动是旧金山市禁止出

售所有加香卷烟、蒸汽烟和和电子烟油，加香水烟产品也在被禁之列。旧金

山因此成为了唯一禁止出售薄荷烟的地方。2009年，鉴于“一切都是为了孩

子”这一老生常谈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美国政府不仅给薄荷醇“解禁”，

还取消了丁香、香草、巧克力和其他可能引诱儿童吸烟的口味的禁令。

如今，旧金山却扩大禁令范围，不仅禁止出售薄荷味卷烟，还对全市

内比传统卷烟安全性超过90%的加香电子烟油产品进行“封杀”。

公共卫生教授兼烟草控制专家Michael Siegel博士说：“与其说电子

烟会导致吸食卷烟，不如说它是卷烟的替代品。”《温斯顿销售杂志》报

道，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教授兼反吸烟倡导者布拉德•罗杜（Brad Rodu）

说，旧金山出台的禁令是烟草禁令升级版的实例，因为烟草在成年人中越

来越受欢迎，是时候该彻底地“叫停”。

“鉴于很多丰富的行业研究成果证明，无烟烟草制品的安全性比卷烟

高98%，因此，一味阻止使用加香无烟制品，包括电子烟，会威胁到吸烟者

的健康，因为吸烟者希望借助无烟制品来戒烟。”

薄荷烟、加香电子烟油和水烟/水烟产品的使用、在线销售和送货服务

不在禁令范围之内。只有在旧金山市内从事这些业务的企业才被禁止。

封面：开花的烟株

（图片版权归Sandro Michahelles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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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欧盟
日烟国际：布鲁塞尔方面必须
对过度监管负责

从5月20日始，烟草制品进入欧

盟国家市场必须服从《新烟草制品

指令》（TPD2）的时代。日烟国际

表示这是对烟草的过度监管，必须

有人负起责任。

日烟国际欧盟事务副主席Ben 

Townsend表示：“这是另一例由布

鲁塞尔方面引发的过度监管。TPD2

不会实现它的公众健康目标。然

而，这会扼杀消费者的选择权，并

对地区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危及数

千家合法的企业和员工——从农民

到包装制造商、从烟草生产商到零

售商都将受到危害。”

他补充说：“TPD2是个非常

复杂、繁琐且限制繁多的法规。更

加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欧盟国家受

到鼓励，制定比TPD2更为严苛的要

求，提出平装等奇怪的措施。结果

则是消费者将会在不同国家遇到对

同一种产品的不同管理法。这使得

欧盟委员会改善内部市场功能的初

衷成为笑谈。”

“TPD2是一次对合法企业和成年

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的打击。甚至欧

盟委员会主席最近也表示他们的过度

监管是一个错误，居民都在逐渐离开

欧洲计划的原因之一是欧盟立法者过

度干涉他们的私人生活。现在是时候

让布鲁塞尔官员听听，2021年发布这

条指令的审查效果时，他们必须负起

责任，”Townsend副主席如此总结道。

新西兰
2018年将实行卷烟平装法

新西兰政府已批准，新卷烟平

装法从2018年3月14日起开始生效。

新法要求卷烟包装背景色必须

是统一的标准深棕绿色，和澳大利

亚、英国、爱尔兰、法国一致。图

像和健康警语要扩大至覆盖包装正

面至少75%的面积，并且移除所有烟

草公司的营销标识。允许制造商在

卷烟产品上印制品牌名及规格，但

会统一规定视觉效果、在包装上的

位置、字体字号和颜色。卷烟只能

以标准硬纸板包装、以每包20或25

支的数目予以销售。散烟必须以一

小袋30或50克的标准长方形软塑料

袋包装予以销售。

新法还允许旧库存产品继续分

销6周，此后还可出售6周时间。这

意味着在2018年6月6日后，新西兰

只允许出售标准包装的卷烟。

尼泊尔
卷烟进口量同比增长近49%

在2016-2017财年中，尼泊尔

卷烟进口量比前一年有将近49%的增

幅。比尔干吉海关总署的报告中表

明，2016-2017财年的前10个月进口

了5,919.47吨烟草，价值21.9亿卢

比。上一财年的数据为3,955.77吨。

进口烟草用于制作卷烟、袋装

口嚼烟、gutkha烟。

尼泊尔政府对进口烟草的征税

比例占其成本的50%左右。片烟的关

税为15%，而烟丝关税高达30%。进

口商还不得不上交国内消费税和13%

的增值税。

在本财年前10个月，政府已经

征收了14.4亿卢比关税、消费税和

增值税。上一财年同期征收了6.89

亿卢比。

沙特阿拉伯
新税收引发民愤

沙特阿拉伯王国于6月10日开始

对烟草及其衍生物按100%征收惊人

高税。能量饮料也按100%征税，而

软饮料税率略低，为50%。

政府期望通过新税收每年收入

21-27亿美元，且计划在来年1月新

征收5%的增值税。许多沙特国民公

开批判这些新税收，并将其中一些

联系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从沙特

得到的巨款或特朗普访问期间结束

交易的数百亿美元上。更有不满税

收的国民在推特上明确说：“数万

亿美元归特朗普，税收归国民。”

沙特国民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商品

的新价格单，特别是卷烟、软饮料

和其他受影响的商品。

涨价前，沙特人已经开始大量

采购这些商品。

菲律宾
总统杜特尔特对吸烟立场强硬

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签署了

行政法令，禁止在全国的公共场所

吸烟，这条法令是东南亚最严苛的

反烟草法之一。

这条禁令约束室内和室外吸烟

行为，最高可以判处4个月监禁和

5000比索罚金（100美元）。对现有

的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等禁令，

将最高惩罚金额提高至40万比索、

最高3年监禁，并有可能撤销经商许

可证。新禁令要求指定的吸烟区域

不得大于10平米，仅供成人使用，

且必须距离建筑物出入口10米以

上。并且各城镇也即将成立由警察

部门牵头的禁烟任务小组。

这条禁烟令还约束吸蒸汽烟和

电子烟，适用于赌场、游戏中心和

娱乐室、机场内建筑物，专设的室

外吸烟区除外。

这条禁令仿效的是总统杜特尔

特在其家乡达沃城所做的工作。

英国
烟草公司锡盒包装遭受批评

烟草公司因卷烟锡盒包装遭受

批评。这种卷烟包装是在禁止零售

店销售品牌卷烟包装盒的规定生效

不久前推出的。烟草商被允许必须

在12个月的缓冲期内逐步彻底淘汰

旧包装。有些评论谴责这种在规定

生效前不久发售新包装的行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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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回避法律。英国颁布的卷烟平

装法允许零售商只能销售带有图像

警语的平装卷烟。法律也规定不能

销售低于10支装的卷烟包装。

菲莫国际未雨绸缪，在全国的

商店分销与10支/包的卷烟包装大小

一致的锡盒包装。锡包装卷烟印有万

宝路牌，在连锁商店里销售，例如桑

斯博里超市（Sainsbury）、龙荻斯

便利店和巴吉斯连锁，标有震慑性图

片和“吸烟致人死亡”的标语。

斯托克顿北地区工党议员阿列

克斯•康宁汉，也是一名推广卷烟平

装法的主要参与者，他说这次行动

变成了一项延长万宝路品牌在英国

面市时间的策略。

菲莫国际表示，他们在2016年

5月20日之前就生产了这些锡盒包

装，是在卷烟公司不能再生产品牌

包装的截止日期之后，且只有一小

部分经过分销，存货将赶在5月平装

法生效之前被弃用。

无独有偶，日烟国际加莱赫

公司也为其品牌制造了锡盒包装，

同样也遭到了批评。日烟国际表

示，去年这种锡盒包装就已经在英

国面世。

印度
烟草对青年人吸引力降低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 

2016-2017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

7年中，印度吸烟者数量全面下降，特

别是在15-24岁的年龄段人群中。

调查发现超过61.9%的成年人有

戒烟意向，其中53.8%的人意欲戒掉

比迪烟，46.2的人因烟草制品上有害

的警告意欲戒掉不产生烟雾的无烟

烟草。调查进一步发现烟草使用的

普及率下降了6%，从2009-2010年的

34.6%下降至2016-2017年的28.6%。

在15-24岁群体中，烟草使用普及率

从2009-2010年的18.4%下降至2016-

2017年的12.4%。

一名孟买塔塔集团纪念医院的

肿瘤学家Pankaj Chaturvedi博士说： 

“对于印度这样的大国，下降6个百

分点并不容易。Gutka 和 pan masala 

（两种加香烟草复合制剂）正加速侵

害青少年，但调查结果显示养成这种

嗜好的孩子越来越少。”

GATS调查由联邦卫生部实施，

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与美国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技术

支持。这个调查覆盖印度全部30个

邦和2个特别行政区。在2016年8月

至2017年2月间，共有74037人接受

采访。印度首次GATS调查于2009-

2010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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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对烟草，但支持工人。税收
政策显然是针对本地的比迪烟产业和
跨国烟草公司。因此，如果该产业被
淘汰，当局政府必须为他们安排其他
的工作。”

——孟加拉国研究与发展集团（RDC）主席Mesbah 
Kamal教授

以色列
吸烟率日益增加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吸烟率不断

下降的趋势相反，以色列卫生部称

该国吸烟率10多年来出现了增幅最

大的一次增长，由2015年的19.7%增

长至2016的22.5%。

以色列卫生部长雅科夫•利兹

曼近期受到谴责，因为他阻碍遏制

卷烟的广告，并反对制定要求烟草

制造商在包装上印制图片警语的法

规。他表示：“这有悖美学。”

有评论说，填补卷烟税的漏洞

是最有效的政策转变之一，即规定

散烟税低于预卷卷烟税。

孟加拉国
烟草税提案或使200万人失业

有分析师表示，如果实行烟

草税提案，本地比迪烟工业中约有

150-200万的工人将失业，跨国公司

将会完全控制市场。

这些分析师参与了由达卡《每

日星报》中心的研发集团（RDC）主

办的“差别税和比迪烟工人生活”

研讨会。他还表示2017-2018年烟草

赋税受到了跨国公司的影响。

RDC集团领导Mesbah Kamal教授

说：“我们反对烟草，但支持工人。

税收政策明显是针对本地比迪烟工业

并支持跨国公司。所以如果要淘汰比

迪烟工业，政府必须为工人安排合适

的工作。”

RDC秘书长Zannat E. Ferdousi

在她的主旨发言中提到，一包比迪烟

价格增长了8塔卡，便宜的卷烟增长

了4塔卡，然而价格较贵的卷烟则没

有涨价。她说：“这的确帮助跨国卷

烟公司夺取市场并淘汰本地比迪烟工

业。”她还表示卷烟制造业是机械工

业，雇佣劳动力仅1万人；然而比迪

烟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大约

150-200万人参与其中，其中以贫穷

妇女居多。她说：“但财政部长说比

迪烟工业的工人数量已经缩减了90%

，这种说法简直荒唐。”

俄罗斯
40%烟草制品为假冒产品

俄罗斯经济巡查员博里斯•提托

夫在给总统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俄

罗斯市场上销售的35-40%的烟草制

品都是非法产品。

提托夫在报告中指出：“根

据最保守估计，非法产品的比例

已经达到35-40%，这对俄罗斯联邦

的预算造成了严重打击，更不用说

伪劣产品的质量之差和造假范围之

大。”他还建议由国家经济管理部

门和经济发展贸易部成立一个统

一的国家机制来管理烟草市场，

可仿照国家统一自动化信息系统

（EGAIS）对酒精产品的管理。

EGAIS是一个计算机化系统，收

集原材料使用、生产量和原材料剩

余信息。依照俄罗斯法律，所有的

制造商、销售商和进口商都必须在

EGAIS注册。

之前有报道称，俄罗斯财政

部曾表示对烟草市场的类似控制机

制将在议会的春季会议期间予以通

过。目前，政府商讨了诸多计划来

增强国家对烟草业制造和贸易各阶

段的控制。

美国
研究人员建议FDA禁止过滤嘴
卷烟

研究人员最近发表的研究结果

称，过滤嘴卷烟或会导致特定种类

的肺癌。此后调查者向美国食品与

药物管理局（FDA）提出要求审查并

准备禁止过滤嘴卷烟。

这些研究人员来自俄亥俄州

哥伦布斯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他们

表示卷烟中的滤嘴和特定种类的肺

癌——肺腺癌存在联系。基于以上

结果，他们要求FDA控制卷烟滤嘴的

使用，并考虑包括禁止使用在内的

对策。此项研究的合作者彼得•希

尔德是詹姆斯肿瘤医院综合癌症中

心主任兼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他

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通气孔

影响了烟草燃烧。也可以肯定地说

人们因此从卷烟中吸入了更多的烟

雾。有很充分的例子证明，但是尚

未完全确定，携带更多致癌成分的

烟雾可以到达肺部更深的肺腺癌通

常发生的地方。”

在此项研究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研究者称：“分析结果强烈表

明滤嘴通气装置加剧了吸烟者当中

肺腺癌患者数量的增长。因此，FDA

应考虑监管其使用，进而逐步将其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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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政策实施效果
或许事与愿违
平装卷烟正日益兴起。最近，英国也开始在国内推行平装政策。但是，平装
是否真如监管机构宣称的那样具有遏制吸烟的作用呢？它的推行对制造商、
零售户和终端客户造成了什么影响？本期《亚洲烟草》将深入研究这一颇具
争议性的举措。

自2017年5月20日起，英国国内销售

的所有卷烟一律以“素颜”出镜。英国也

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施平装政策的国

家。2012年12月，澳大利亚率先在全球实行

平装，法国于2017年1月开始推行。其他的

许多国家虽然通过了平装法，但是真正实施

却迟迟没有落地，只是宣布了实施的大概期

限（见表1）。

许多欧盟国家拒绝平装
跟这些国家的做法截然相反的是，有

相当数量的欧洲国家明确表示（至少眼下的

情况是这样）不会推行平装卷烟。2014年，

德国政府宣布“不会引入中性的统一包装设

计、不含品牌logo的卷烟”，立场简单干

脆。瑞士在同一年（2016年再次回应）回应

了这一立场，称该国议会和政府认为平装政

策超出了公共卫生的必要范畴。

在对引入平装后可能需要对宪法进行

哪些修改调整的一番审查后，瑞典议会调

查委员会于2016年表示：“经过分析，我

们认为引入平装会违反自由竞争，违背言论

自由。”丹麦公共卫生部长在同一年宣称，

现行法规要求卷烟两面包装上65%的健康警

图
片
由
帝
国
品
牌
公
司
提
供

图
片
由
日
烟
国
际
公
司
提
供

2017年5月后英国新批准的平装卷烟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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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面积已完全足够，不需要推行平装。根据

《欧盟技术标准指令》发布的详细意见，捷

克共和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斯洛伐

克、保加利亚、波兰和罗马尼亚也都明确反

对平装卷烟，称这一措施与欧盟法律的主要

原则背道而驰。

世界各地焦虑四起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国家对

引进平装表示担忧。这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古巴、马拉维、

津巴布韦、赞比亚、尼日利亚、危地马拉、哥

伦比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墨西哥、乌克

兰和约旦。这些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

对澳大利亚平装政策，以及采取类似举措的爱

尔兰、英国和法国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平装

与世贸组织的义务不相符，违背了《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技术性贸

易壁垒协定》（TBT）等协议。

FCTC并未要求强制执行平装政策
有趣的是，作为相关国家做出平装决策

的主要国际公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并没有对

平装提出任何要求，更别提强制执行了。 

“在平装方面，FCTC不具有约束力。实际

上，FCTC第11条和第13条的指导方针只是指

出，各国‘应考虑’使用平装卷烟。”总部

位于日内瓦的日烟国际公共事务总监尼古拉

斯•哈里斯（Nicholas Harris）对此说道，

并且他强调，相关的条款也不具有明确的约

束力。哈里斯补充说道：“世界卫生组织和

控制烟草的倡导者为了给各方施加压力采取

极端措施而不顾公约内容，对指导方针持续

进行曲解。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认

为有义务去执行实施建议的条款，这其中包

括平装。”

证据“苍白无力”
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经常宣称《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准则是基于“证据”

和“现有最佳做法”。哈里斯否认了这一观

点。“这种说法不正确。例如，2008年通过

的第11条和第13条的指导方针，建议使用平

装，但那时没有任何国家采纳实施，因此不

存在所谓的证据。”哈里斯的观点得到了英

国帝国烟草公司发言人西蒙•埃文斯（Simon 

Evans）的支持。他表示，包括帝国烟草在

内的烟草公司都支持对烟草制品实行有据可

依、公道合理的管制。但他也提醒道：“澳

大利亚推行平装已有四年半的时间，这是一

次失败的试验，因此现今仍没有证据能证明

平装对降低烟草消费率有任何影响。”

摇摇欲坠的“纸牌屋”
这样的结果似乎不是一些人愿意看到

的。因为自2012年澳大利亚实施平装政策以

来，平装倡导者、反烟草游说者和世界卫生

组织的官僚们一直鼓吹平装的好处，即平装

能让更多的吸烟者戒烟，阻止他们重拾旧

习并能全面降低与烟草诱发疾病有关的公

共卫生支出。但帝国烟草公司的西蒙•埃文

斯（Simon Evans）解释道：“烟草包装从

未被界定为人们开始或继续吸烟的理由。

多年来，很多关于人们吸烟原因的研究结

论显示，包装并不是诱因之一。”日烟国际

的尼古拉斯•哈里斯（Nicholas Harris）谈

道：“政府针对平装提出的一些宗旨目标实

际上并不是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这些宗旨目标逻辑不缜密，证据不充

分，不足以改变吸烟者的行为，同时也只是

对现有法规的重复赘述。”埃文斯补充说

道，帝国烟草没有发现任何可靠的研究能证

明平装有助于实现预期目标。“相反，一些

研究对平装宣称的有效性给出截然相反的结

论。例如，2016年10月瑞银集团发布了一份

题为《平装危机——频增的吸烟者》的报告

对2665名英国吸烟者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

驱动消费者购买卷烟的主要因素是味觉、品

质以及实用性，而非包装,”埃文斯指出。

人为操纵的结果？
2016年2月，帝国烟草澳大利亚公司在

一份新闻稿中提出质疑——延时已久的澳

大利亚官方平装政策履行检查，较之人为

操纵，更有可能是走马观花，没有实际内

容。新闻稿中引用了帝国烟草法律事务负责

人安德鲁•格雷格森（Andrew Gregson）的

话：“政策履行检查结果本应在2015年初就

发布，这么长时间不发布本身就是值得怀疑

的。平装卷烟对长期吸烟率发展趋势毫无影

响。政策的出台也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吸烟

率下滑效果。简单说来，平装对吸烟率起不

到任何效果,”格雷格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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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通过立法时间 实施立法时间 计划实施时间
澳大利亚 2011年12月 2012年12月 

法国 2016年5月 2017年5月 

英国 2012年12月 2017年1月 

爱尔兰 2015年5月  2018年10月

匈牙利 2016年8月  2019年5月

新西兰 2016年9月  2018年6月

挪威 2016年12月  2018年7月

斯洛文尼亚 2017年2月  2020年

格鲁吉亚 2017年5月  未知

通过平装立法的国家

2017年5月3日，帝国烟草首席执行官

艾莉森•库珀（Alison Cooper）与记者交谈

时，就平装问题进行了回应：“到目前为

止，事实上，我们认为平装对澳大利亚市场

没有重大影响。消费税（加税）在对市场的

影响方面比引入平装起到的效果更为明显。

我们在澳大利亚市场上收获了很多经验并取

得了很大的成功——市场份额、利润和收入

都取得了增长。从商业上讲，我们完全有能

力在平装市场上保持成功经营。”

最近，随着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

斯、古巴和印度尼西亚发起法律诉讼，世界贸

易组织目前正在研究澳大利亚平装法是否符合

和匹配国际贸易规则。“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争

端解决小组裁定澳大利亚违反了世贸组织协约

定的义务，那澳大利亚则需要修订立法或接受

可能发生的制裁。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

构做出决定在内的争端解决流程全套走完会持

续到2018年，”日烟国际的尼古拉斯•哈里斯

（Nicholas Harris）解释说。

不会发生多米诺效应
自法国和英国刚刚实施平装法规后，

至少还有6个国家会在2018年和2020年期间

引入平装。迄今为止，已有9个国家决定采

用平装，但日烟国际和帝国烟草公司认为平

装不会形成多米诺效应，会实施平装的国

家也不会占到多大比例。“目前只有英国和

法国两个国家在进一步地实施平装。在我们

看来，这不是成为多米诺效应的重点领域，

但显然这两个国家一直关注着平装立法，”

帝国烟草的艾莉森•库珀（Alison Cooper）

在2017年5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日

烟国际的尼古拉斯•哈里斯（Nicholas Har-

ris）也认为，除了那些已经选择实施平装

的国家之外，其他大部分国家不会临阵倒

戈，毕竟澳大利亚甚至法国实施平装的反馈

并不完全令人鼓舞，平装并没有达到所声明

的效果。“澳大利亚平装实验遭遇失败，因

日烟国际日内瓦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尼古拉斯·
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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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他地方的重蹈覆辙最容易遭受质疑。而且根据法国

海关最近确认的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向烟草商发送的

卷烟交货量比2016年前三个月高出1.4％（2016年卷烟平

装尚未实行），”哈里斯说。

除了麻烦，再无其他
对于零售户和终端的消费者而言，平装似乎是一场

完全不必要的滋扰。“平装对于零售户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问题，我们与零售户相互合作，帮助他们攻克难题。

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做法在澳大利

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功，在法国和英国的市场份额

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支持，”艾莉森•库珀（Alison 

Cooper）在之前提到的新闻发布会上阐述道，“我们是

零售商生意运营的合作伙伴，因此我们对他们开展平装

培训，帮助他们做好过渡转型。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合作

关系。”

至于终端消费者，西蒙•埃文斯（Simon Evans）表

示，除了在零售店内面对改头换面的卷烟包装会稍有困

惑之外，平装对消费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他补充道，零

售商面临的最大的不便在于库存管理，因为数以百计的

商品几乎以相同的外观出现，这无疑增加了工作时间。

尽管制造商为了适应新要求，促进新发展对包装印刷机

械进行了升级、调整和重新校准，但平装带来的真正的

问题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带来的恶劣影响却在于非法烟草

领域，”西蒙•埃文斯（Simon Evans）表示：“我们对

采用平装最大的担忧在于其对非法烟草贸易的影响。”

他引用了2016年度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发布的年度报告。

该报告指出，自2012年推出平装以来，澳大利亚的非法

烟草贸易出现了明显增长。

现在谈论英国推行平装法会有什么后果还为时过

早，但澳大利亚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结果并不特别令

人振奋。正如尼古拉斯•哈里斯（Nicholas Harris）指

出的那样，法国也出师不利。哈里斯认为，平装似乎是

一个“身带残疾的消极政策”。“平装在改善公共健康

方面毫无作用。它不会阻止成年人或未成年人吸烟。并

且，它扭曲了竞争，阻碍了投资，并刺激了烟草制品的

非法贸易。它对受到国家和国际法保护的商标、财产、

言论自由、贸易自由的基本法律权利也是一种侵害。”

因此，平装政策实施效果可能事与愿违。

“平”装并非简单包装
平装卷烟并非只是简单包装。即使对不熟悉这

个话题的人而言，平装一词并不出人意料。日烟国际

的尼古拉斯•哈里斯（Nicholas Harris）称：“平装

根本不是如字面意思所言的简单包装。平装实际上禁

止品牌化。它要求去除商标、Logo和规定外的颜色和

图形，品牌名称也只能以标准字体和大小出现。”这

就是所谓的“平装”。“平装”一词可能是由一个具

有词汇障碍的的官员随意编造的，没有实际考虑它会

影射什么。在这样的“平装”规则下，卷烟外包装几

乎完全被这些元素所覆盖——主要元素是图形健康警

语，包括可能由吸烟带来的后果图像。尽管“平装”

出现的具体规格由各个国家单独确定，但澳大利亚、

法国和英国实施的标准要素类似，仅有细微的差别。

英国引进的规格，像其他地方一样，满足欧盟新《烟

草产品指令》（TPD2）的要求，即：

•禁止在包装上出现传统的品牌元素；

•包装的主要基色为暗绿色（潘通色卡448C），

几年前开展的消费者调查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难看

的颜色，因为它让人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烟包的正面、背面至少有65%的面积为文字和

图形健康警语，还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文字健康警语必须覆盖烟包两侧50％的面积；

•不允许提及味道或口味；

•品牌名称必须以规定大小的黑色Helvetica字

体进行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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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菲莫国际iQOS诉讼推迟开庭

菲莫国际公司正面临新西兰卫

生部就其Heets烟棒提起的两宗诉

讼。这两宗诉讼原先定于2017年6月

2日在惠灵顿地区法院开庭，但在最

后时刻双方达成和解，延期至9月份

再审。新西兰卫生部表示，在菲莫

国际的iQOS装置中加热的烟棒Heets

属于与吸用烟不同的口用烟草产品

种类，因此，根据《无烟环境法

案》，是属于被禁止的产品。

菲莫国际新西兰公司的总经理

詹森•埃里克森说，公司遵守《无烟

环境法案》的所有条款。

他说：“我们目前向在网站上

注册的成年吸烟者提供iQOS装置和

Heets烟棒。如果有要求，我们会示

范如何使用iQOS装置，而正如卫生

部所说，它是一种电子消费品。”

菲莫国际公司面临的这两宗诉

讼的最高处罚金额为10000美元。

英国
烟草加热蒸汽对人类细胞影响
微乎其微

英美烟草公司提供的新实验室

数据显示，在生物学测试中，英美

烟草公司新出产的混合烟草加热产

品iFuse及两款标准烟草加热产品

（THP）所产生的蒸汽对人体细胞产

生的影响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没

有影响。英美烟草公司低风险实证

负责人詹姆斯•墨菲博士说：“我

们的测试结果显示，与吸食卷烟相

比，这些标准烟草加热产品和我们

新颖的混合型产品具有减少患有吸

烟相关疾病的风险的潜力。不过，

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临床前及临床

研究，以证实这些产品具有确定的

减害功能。”

英美烟草公司开展了一系列以

实验室为基础的生物学研究，以评

估和对比混合型烟草加热产品iFuse

及两款标准THP产品所产生的蒸汽和

吸食3R4F对照卷烟所产生的烟雾的

毒理学影响和生物学影响。这些测

试着眼于细胞的整体健康、DNA突变

和损害、肿瘤发展、氧化应激和伤

口修复，而所有这些都涉及很多与

吸烟相关疾病的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卷烟烟雾在各

个方面的测试都呈阳性，而混合型和

标准烟草加热产品并没有引起DNA突

变或损害，而且在其他测试中显示出

的反应大大减少。整体来看，混合型

烟草加热产品的影响最小，在这些产

品接受测试的任何分析中，甚至完全

没有显示出生物学活动。

iFuse的工作原理就像电子烟，

有一个装有烟草的烟弹。给烟油加

热，就会产生通过烟弹的气雾。通

过过程中，气雾从35℃左右降低到

32℃摄氏度左右，从而将烟弹充分

加热，在没有直接加热烟草的情况

下提取气味。该装置将烟草加热到

34℃左右，这与标准烟草加热产品

不同，标准烟草加热产品将烟草加

热到240至350℃。这样的温度还不

足以燃烧烟草，而因高温产生的蒸

汽所含的有毒物质远远少于可以在

吸食卷烟的过程中高达900℃以上的

卷烟烟雾所含的有毒物含量。

瑞士
研究称iQOS同样含有致癌物质

据研究人员报告，iQOS加热不

燃烧装置仍然会释放出与传统卷烟

烟雾中所发现的一些相同的致癌化

学物质。

由瑞士伯尔尼大学的雷托•奥尔

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对好彩淡味烟

（蓝）和iQOS产生的烟雾中的化学

混合物和尼古丁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iQOS装置释放

的烟雾中所含的尼古丁是传统卷烟中

发现的尼古丁的84%。该装置还释放

出致癌化学物质，包括一氧化碳、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多环芳烃。

据奥尔博士介绍，研究团队发

现，加热不燃烧卷烟释放出的一些

化学物质，其浓度比传统卷烟释放

出的化学物质的浓度要高得多，此

结果令人惊讶。

奥尔博士说，还需要开展更多

的研究，以确定加热不燃烧卷烟的

远期健康影响，他还说，在未充分

了解之前，应该限制这些加热不燃

烧卷烟的使用。“对于加热不燃烧

卷烟烟雾中的一些化学物质，并没

有安全的最低限量，这些化学物质

中，有些可能会造成吸烟者的高死

亡率。”

“有害化学物质存在于iQOS烟

雾里，不过，平均来看，它们的浓

度更低。我们必须开展更多研究，

查明iQOS对于使用者或旁观者是否

更为安全。”

根据他们的研究，该研究团队

建议，加热烟草产品应该同样受到

适用于传统卷烟的室内吸烟禁令的

约束，以防止旁观者吸入烟气。

日本
日本烟草计划将无烟烟草产能
提高4倍

日本烟草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小泉光臣宣布，公司计划斥资5亿

美元，到2018年底时，将无烟烟草

产能扩大四倍。

菲莫国际公司的iQOS装置在日

本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而日本烟草

公司的Ploom Tech产品还要应对生产

延期和市场份额丢失的问题。

小泉在提到市场份额从1月份的

7.6%提高到4月份的10%的iQOS的流行

程度时说：“让一个烟草公司的高管

说这些真是让人尴尬，但我确实没有

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小泉预

计，到2018年年底，包括Ploom Tech

和iQOS在内的蒸汽烟产品将占据日本

卷烟市场25%的市场份额。

日本烟草公司计划，在2018年

将Ploom Tech烟草胶囊的年产能，从

今年年底计划的50亿支，提高到2018

年的200亿支。

日本烟草公司还在开发其他烟

草蒸汽产品。该公司正在寻求在东

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并购，

以及投资拥有烟草替代型产品的专

利和技术的新创公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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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转用无烟烟草产品的消

费者增多，预计日本烟草公司的国

内卷烟销量今年将下降9.6%。小泉

说：“这让人震惊。我从事烟草行

业已经超过35年了，但我从没有经

历过一年内销量下降10%的情况。”

Glo从7月起扩大销售范围
英美烟草公司宣布，计划从７

月起，将Glo烟草加热装置的销售范

围扩大到东京和大阪，到年底时，

扩展至日本全国。

自去年12月开始，Glo在日本东

北部城市仙台开始出售。

英美烟草公司的日本总裁罗伯

塔•帕拉泽蒂说：“我们的目标是成

为日本下一代产品的领军者。”据

帕拉泽蒂说，从７月３日开始，Glo

将在日本西部城市大阪、东北部城

市宫城和东京开始出售。

日本烟草推出Ploom Tech用
Mevius产品

从６月29日开始，日本烟草公司

在东京首都地区推出了Ploom Tech装

置和三款为Ploom Tech定制的Mevius

烟草胶囊，并将从７月10日开始，将

销售推向某些烟店。

通过自己创新且享有专利的 

“烟草蒸汽技术”，Ploom Tech使消

费者能够享用烟气而无需燃烧烟叶或

直接加热烟叶。自这款产品于2016年

３月在福冈的某些商店及通过专门

的Ploom网店在日本全国范围上市以

来，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如今，随着向进一步扩大销

售区域迈进的第一步，它将逐步

在“Ploom商店”和东京都地区的

某些烟店上市。如需在这些商店购

买“Ploom入门套装”，要求事先要

在网上预订，而烟草胶囊则无需预

订就能买到。

从７月10日起，Ploom Tech将在

东京６个区（千代田区、中央区、港

区、涩谷区、品川区和新宿区）的近

100家烟店上市。

克罗地亚
新型古巴-克罗地亚雪茄

位于克罗地亚西北部城市萨格

勒布的Camelot公司将推出一款新型

克罗地亚雪茄——Terra Magica。

这款雪茄预计将在未来数年内在克

罗地亚市场占据主要地位。

在克罗地亚经销Habanosand大

卫杜夫雪茄的Camelot公司的所有人

Alex Kosanovic说，所有的经销商

都有机会每隔几年就提出一项地区

雪茄计划。他解释说：“这个程序

很复杂，需要花几年的时间。你首

先选择一家烟厂和一个雪茄品牌，

然后选择一种对口味的创造十分关

键的形式。然后还要有一个名称。

我们这次选择了Terra Magica，是

为了感谢将雪茄结合到自己的旅游

产品中的Istria。”

Kosavanic还说，Terra Magica

将在古巴生产，而Camelot则选择与

烟草相关的味道、烟劲强度及名称

和包装。Terra Magica将由Camelot

独家拥有两年，之后，哈伯纳斯公

司将有权将Terra Magica列入自己

常规产品组合。

早在2009年，Camelot提出了

Vegas Robaina-Marshal——这是第

一款克罗地亚雪茄，也成为一款全球

成功的雪茄。Kosanovic相信，Terra 

Magica同样也会取得成功。Terra 

Magica雪茄定价为149克罗地亚库

纳，Kosanovic说，这款雪茄在今年

和明年将成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最畅销的雪茄。

阿联酋
替代型烟草产品中发现有害元素

阿联酋沙迦美国大学的研究人

员发现，替代型烟草产品，例如在

中东地区十分流行的小斗烟——水

烟和medwakh烟，也含有有害元素。

这些研究人员对市场上畅销的

多种的水烟木碳和dokha——一种与

草本植物和香料混合在一起，在med-

wakh中使用的烟草——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在它们的浓缩物中存在着

微量金属，如铁、铅、镉、铬、钴

和锰，这些微量金属的含量如果不高

于卷烟中的含量的话，也应该类似于

卷烟中的微量金属的含量。他们还发

现，从这些替代型烟草产品中释放的

烟尘含有各种混合物，包括致癌物质

和可以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的中枢神

经系统抑制剂。

美国
纽约州考虑将电子烟纳入吸烟
禁令适用范围

纽约州的立法者们正在就是否

将电子烟加入到纽约州工作场所、

酒吧和饭店等公共场所吸烟禁令适

用范围内进行辩论。

纽约州议会已经批准这一提

案。支持该提案的人认为，将电子

烟增加到禁令使用范围内将可以防

止非吸烟者受到电子烟装置二手烟

中化学物质的影响，同时也发出劝

阻青少年沾染吸烟习惯的信息。

菲律宾
考虑制定电子烟和蒸汽烟法规

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

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行政命令之

后，菲律宾卫生部在考虑监管电子

烟和雾化器的使用。

菲律宾卫生大臣Paulyn Ubial

说，电子烟和雾化器没有涵盖在吸

烟禁令适用范围内。她说：“我们

将会制定一个单独的法令，像食品

与药物管理局的规定那样。”

由于这项拟议法规还在研究

阶段，因此，关于它的详细情况尚

未被透露。根据该行政命令，禁止

在学校、工作场所、政府设施、提

供食品与饮料、食宿和专业服务的

场所、运动场、体育中心、教堂庭

院、医院、交通运输站、市场、公

园、度假村、等候区、通道和人行

道、电梯和楼梯井等室外场所，以

及有火灾危险的地方及公共交通工

具上吸烟。

菲律宾卫生部将为在全国范围

内执行吸烟禁令起草必要的实施细

则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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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产业发展兴盛 
洪都拉斯聚焦全球目光
洪都拉斯作为顶级雪茄生产国之一颇受瞩目，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在最近于
3月份前往洪都拉斯的旅行中明显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与雪茄的未
来密切相关，反之亦然。

洪都拉斯与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

加拉瓜位居四大雪茄生产国之列，且远远走

在了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厄瓜多

尔或巴西的前面。

确实，至少从1765年开始，自西班牙

皇室在Copan建立了一家皇家烟草贸易站以

来，洪都拉斯就已成为一个烟叶与雪茄产

区。20世纪60年代，在古巴雪茄业实行国有

化的时候古巴人被放逐，一些大型雪茄公司

流入洪都拉斯和邻国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政

府开始赞助雪茄公司的发展。古巴的一些最

好的雪茄制造商来到了洪都拉斯，寻找可以

利用自己在烟草和雪茄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新

土地。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令也给洪都拉斯

雪茄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20世纪60年代和

70年代，洪都拉斯的雪茄业开始蓬勃发展。

1979年，桑地诺解放阵线（Sandinis-

tas）接管尼加拉瓜后，烟农和雪茄卷制工

纷纷从尼加拉瓜移民到洪都拉斯，洪都拉斯

再次获益，不过，洪都拉斯的部分地区被尼

加拉瓜反政府军Contras用作了基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洪都拉斯的烟叶

因疾病和霜霉病而严重受损，但到了20世纪

90年代初，洪都拉斯雪茄业开始再次兴旺起

来，并成为供应美国市场的第二大烟叶原产

国，仅次于多米尼加共和国。1998年，飓风

米奇来袭，摧毁了大部分烟叶，给该国的基

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苗圃——喜阴外包烟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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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洪都拉斯开始了重建工作，过去数

年来洪都拉斯烟草业一直在稳步发展，再次

成为重要的烟叶原产国。洪都拉斯种植的烟

叶大多为古巴烟种，这里种植古巴Criollo

烟叶和喜荫的Corojo烟叶，是因为这些烟叶

烟劲足，而康涅狄格喜荫烟叶主要是用作外

包烟叶，有时候，这种烟也被称为洪都拉斯

喜荫烟。

洪都拉斯主要有三个烟叶种植区：东南

部靠近尼加拉瓜边境的是El Paraiso省（翻

译过来就是“天堂”的意思）。Jamastrán

山谷即在此地，紧邻它的是Danlí地区，这

里除了种植园之外，还有几家工厂和雪茄卷

制厂。Jamastrán山谷之于洪都拉斯，犹如

Jalapa山谷之于尼加拉瓜，这种情况也是有

原因的：它们实际上在地理位置上也十分接

近，只是这两个国家的边境线才将这两个山

谷分开。El Paraiso的土壤十分肥沃，产出

的烟叶质量非常优良；这里是多种不同类型

烟叶的产地，包括康涅狄格喜荫外包烟叶和

Corojo喜荫外包烟叶，以及通常用于名优雪

茄中的喜阳芯叶烟。

在洪都拉斯的中部，距离J a m a s -

trán山谷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就

是Talanga山谷。这里山多风大，烟叶使

用“encallado”法种植：为了防止喜阳烟

叶受到风的影响，在烟叶的周围架起了巨

大的帐篷。在洪都拉斯的西部，靠近与危

地马拉接壤的地方，是以它那令人震撼的

玛雅考古遗址而闻名的Copán地区。1765年

Eric Piras与Maya 
Selva在喜阴外包烟
烟田中

图
片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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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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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西班牙人就在靠近Copán的

圣罗莎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烟草贸易

站，而现在，这里是主要烟叶产区

之一。

作为从古巴来到洪都拉斯的望

族之一，小Nestor Plasencia先是在

尼加拉瓜安顿下来，后来，当他因桑

地诺革命而失去尼加拉瓜的农场后，

又到了洪都拉斯（Plasencia家族如

今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都经营着工

厂）。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从事烟叶

种植，并在1985年开办了首个有5名

雪茄卷制工的雪茄厂。如今，他们在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拥有700名雪茄

卷制工，其中约60%的雪茄是在洪都

拉斯生产（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

雇员超过6000人）。如今，小Nestor

将很多时间用在烟田里，从2013年的

数字来看，他们家族在尼加拉瓜和洪

都拉斯种植的烟叶超过3000英亩，这些既有他们自己种植的烟叶，又有与小

规模烟农签订合同种植的烟叶，不过，在洪都拉斯，他们种植的900英亩烟叶

则完全属于他们自己。其他的一些数字也相当傲人：Plasencia雪茄公司每年

为大约170个品牌手工卷制的雪茄超过3500万支！小Nestor Plasencia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烟叶专家之一”，不过，他曾经谦虚地说：“任何人要

告诉你他对烟叶什么都懂，那他不是个骗子，就是个傻瓜。世间如此多元，

自然界里还有如此多的事物，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或控制所有的东西的。但我

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控制我们所能控制的东西。”他当然明白他在

谈论什么：他们确实拥有业内最多的烟叶存货，在雪茄业界里德高望重。认

识他可真是一大荣幸，参观他的烟田和工厂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

Maya Selva具有法国-洪都拉斯血统，也是生产雪茄的唯一一位女性。

她自豪地称自己拥有洪都拉斯血统，并且一直为洪都拉斯的协同发展开展大

量工作；她在2011年组织了首个Humo Jaguar雪茄节，而且正在筹备一个全

新的雪茄节。

这一切都开始于一个梦想，她说：“我想要生产一种完全可以在洪都

拉斯生产的产品，于是就想起了雪茄。”她在1994年与小Nestor Plasencia

的不期而遇对她的这个梦想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随后她在1995年推

出了她的第一个雪茄品牌Flor de 

Selva，欧洲人首次品尝到了洪都拉

斯雪茄的味道。之后，Maya于1998

年在Danlí开办了自己的农场，并

推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洪都拉斯雪茄

品牌Villa Zamorano。这款雪茄是

在她位于Danlí的San Judas Tadeo

烟厂制造的。其余的，则正如常言

所说，都成为了历史！在今年3月与

Maya Selva一起拜访洪都拉斯的时

候，这里的烟田十分美丽，烟农们

决定将烟季提前一个月的决定似乎

是个好决定。天气很好，产量也不

错，尤其是外包烟叶。我们前往洪

都拉斯的时候，Maya Selva正在为

世界闻名的屠夫Alexandre Polmard

Nestor Plasencia的一个烤烟房

位于Danli的Maya Selva工厂

在Maya Selva工厂内一边制作混合
料，一边品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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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私人专属的雪茄。由于Plasencia集团主要种植外包

烟叶，专门种植康涅狄格外包烟叶的面积增加了一倍，

但Habano Seed烟叶面积依然很大。他们正在培育自己

的烟种，而且烟草农场的技术也得到改进。在这次访问

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是，看到了2017年的美丽烟田

和烟叶种植方面的技术进步。在Casas de tabaco烟厂，

每捆烟叶都标着数字，每天都要记录温度和湿度。即使

假设所有的烟叶种植国都是这种规范，也极少有烟农实

际上会像洪都拉斯的烟农这样，一丝不苟地遵循这种规

范。此外，他们的组织架构十分完善；所有的一切都超

级干净和系统化！

这家公司的技术进步和对烟种与烟叶醇化开展

的强有力的研究与试验，使得烟叶质量正在以成指数

的速度提高，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享用高标准的100%

洪都拉斯Puros雪茄，例如：Flor de Selva、Villa 

Zamorano、Alec Bradley、Camacho或La Aroma de Cuba

等。我们在Maya Selva雪茄厂的拜访时间很长，期间尝

试了很多种雪茄，我们还被授予特权，尝试了很多原汁

原味的、具有极高品质的Puros洪都拉斯混合味雪茄，甚

至还品尝了一支Ligero雪茄——这对未来的雪茄混合趋

势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在我们参与的无数次辛勤的品尝活动中（哦，是

的，别笑，这确实是艰苦的工作），品尝室内会弥漫着

美味的咖啡香味，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打探：结果

发现这种咖啡是Maya Selva的一种最新尝试。这个产品

将在2018年上市（种出具有醇香味道的咖啡需要5年的时

间），因此，这只是第一年的作物，由烹茶的女士在工

厂里的平底锅上进行烘焙。

在品尝用Ligero烟叶制造的Puro雪茄的同时，细细

品味着刚刚收割、新鲜烘焙的咖啡，这绝对是人间难得

的体验！此外，在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品味完成后，还

可以吃上一顿我们今生享用过的，也是洪都拉斯产的最

美味的牛肉！！雪茄、咖啡、牛肉......洪都拉斯还提供

什么？嗯，实际上，还有很多！洪都拉斯的海岸有很多

如明信片般秀美的岛屿，洪都拉斯是一个海滩乐园，而

Roatán更是被猫途鹰（Trip Advisor）投票选为世界10大

最佳海滩之一。

当然，适合潜水的场所也很多，而且保护完整；内

陆则有几个有趣的殖民地与考古遗址（堡垒和Copán废墟

等等）。烟草制造商与雪茄制造商们多年的辛苦努力得到

了回报：国际上对洪都拉斯雪茄赞不绝口，2016年10月，

雪茄被誉为洪都拉斯的“无形文化遗产”，因为雪茄业有

助于提升洪都拉斯出口产品的形象，提高国家经济的活跃

度和就业率，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世界的目光似乎都聚焦到了洪都拉斯，而且会在

这里停留很长的时间......

来源：作者本人及cigarfan.net、cigarinspector.com、cigaraficionado.com

Nestor Plasencia Nestor Plasencia与Eric Piras在
Nestor Plasencia的一个种植园中

Nestor Plasencia在他的一个种植园中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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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传统卷烟市场举步维艰 
加热烟草活力四射

日本的烟草市场以卷烟消费为主，占总

销量的94%。2016年，卷烟销售额达3.781万

亿日元，但在过去10年中，卷烟市场销量持

续下滑。

日本烟草业受到了人口变化的影响。

日本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导致吸烟率下降。人

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也在促使更多的人戒

烟。相较于2007年，卷烟市场消费量减少了

33%，合法吸烟年龄段的吸烟率（日本合法

吸烟最低年龄为20岁）由26%减少至19%。

在日本，卷烟宣传受到严格限制，并

且监管严格赋税重。例如一包20支装卷烟的

标准价格为440日元，其中63%的售价（277

日元）包含着8%的增值税、国家消费税和烟

草税。即便含税价相对于一些国家已经比较

低，但税款仍占最终价格的很大部分。除了

政府（日本财务省）提高烟草税外，一般不

允许烟草制造商提价。此外，烟草宣传常受

到增值税和烟草税提高的影响。然而最近几

年，由于经济环境艰难，财务省特别批准制

造商提高了卷烟均价，这是一个例外决策。

文
/欧

睿
国

际
研

究
分

析
师

A
kari U

tsunom
iya

卷烟市场环境举步维艰
随着吸烟人口持续减少，卷烟价格因弥

补销量减少而被迫提高，日本的卷烟市场环境

困难重重。2016年，零售销量持续减少，总销

量减少了5%，总销售额减少了3%。人们健康意

识日益增强，禁烟宣传力度日益加大，加之愈

发严格的卷烟法规，使得日本国民愈发认为吸

烟是一种不健康也不时尚的习惯。

国内的日本烟草公司仍以61%的销售份

额维持领跑地位，紧随其后的是菲莫国际日

本公司（24%）和英美烟草日本公司（13%）

。日本烟草公司拥有强大的分销网络和若干

个著名卷烟品牌，比如梅维斯和七星。在日

本烟草公司于1985年依据《日本烟草法案》

成立之前，日本烟草业曾经为国有产业。此

后，烟草市场向跨国公司开放。

薄荷烟、加香胶囊卷烟、长卷烟勉强
维持增长态势

薄荷烟、加香胶囊卷烟、长卷烟是卷烟

的增长领域，即便如此也在困难重重的市场

环境中挣扎。新产品推介在这些领域竞争非

常激烈。薄荷烟目前占有23%的市场份额，

加香胶囊卷烟从2011年的4%增长至8%。

iQOS在日本银座的新门店，于2017年3月3日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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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卷烟长100mm，对顾客来说有两种主

要优势。首先是省钱，普通规格的卷烟和长

卷烟零售价相同，而后者性价比更高。第

二，比起一般规格卷烟种类，长卷烟以更低

的焦油含量而被更多人认可。

加热烟草——充满活力的卷烟替代品
尽管卷烟整体需求持续下滑，加热烟

草作为一种新选择正逐渐变得流行，销售额

为2220亿日元。在日本，所有蒸汽烟产品中

只有加热卷烟出售，因为根据《日本药物事

务法》，含有液体尼古丁提取物的蒸汽装置

不得在日本销售。加热卷烟的流行是由菲莫

国际日本公司在2014年推出iQOS产品引领

的。iQOS目前正通过卷烟零售渠道在全国销

售，在此基础上还开设了iQOS专营店。iQOS

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iQOS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不产生烟

雾，因此吸引着吸烟者和不愿受被动烟雾影响

的非吸烟者，被视为是一种危害性较低的卷烟

替代品。外观近似智能手机的iQOS也吸引了一

些惯用智能手机的顾客群体，因为智能手机在

日本发展也很迅速。这也使得加热烟草看起来

更加具有科技感和成熟感。菲莫国际也尝试把

iQOS制作成卷烟状，这样吸烟者在使用过程中

会觉得熟悉且亲切。这些元素的结合支持了其

销量的增长，并且促使更多的卷烟消费者由吸

传统卷烟转向加热烟草。

由于iQOS大获成功，日本烟草与英美烟草也于2016年推出了加

热烟草制品。日本烟草推出了Ploom Tech，这是其2013年发售的第一

版加热烟草Ploom的新版。英美烟草也发售了Glo。这些产品目前仅限

在特定的区域性市场销售。日本烟草计划在2017年将其销售扩展至日

本全国。

预计加热烟草产品将在预测期内将呈现更快速的增长。但是这

种增长趋势存在的一个潜在威胁是可能会被施加新的限制，因为这

种新兴的卷烟类别如何界定仍在讨论阶段。目前不同地区有不同的

规定，这基于对待加热烟草是否等同于常规卷烟，或是认定其为含

有烟叶成分的产品，又或是一种无烟、无灰烬、加热无明火的新产

品。预测期将会对如何规范这些新产品进行更多的讨论，远非仅仅

为2020东京奥运会而准备。

图2：2016年日本卷烟市场销量占比（%）

图1：近10年日本吸烟率和卷烟销量变化图（零售销量）

iQOS 2.4 Plus，2017年3月3日在日本发售的新装置。

iQOS原宿专营店/吸烟区（iQOS店门前）/
iQOS吸烟者

日本烟草公司

菲莫国际日本公司

英美烟草日本公司

其他

成人吸烟率

卷烟市场规模（10亿支）

10亿支

 共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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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是亚太地区继中国之后卷烟人均消

费第二高的国家，人均消费1430支卷烟。韩

国男性吸烟率为39%，在全球发达国家中位

列前五。对于菲莫国际、英美烟草和日本烟

草这样的烟草巨头来说，韩国是一个有利可

图的市场，其卷烟销量在亚太地区市场中位

居前五。

健康意识日益提高 卷烟销量持续下滑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以及政府领

导的禁烟倡议活动的增加，卷烟销量持续下

滑。由于吸烟率居高不下，韩国政府已将其

认定为“国人健康的最大威胁”，并试图降

低全国吸烟率。因此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抑制吸烟行为，例如大幅提高卷烟价格，

韩国卷烟销量下滑 蒸汽烟
产品或成烟草巨头新希望

禁止在餐馆、酒吧和咖啡馆吸烟，在卷烟包

装上引入图片警语等。虽然吸烟率依旧居高

不下，但是吸烟者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低焦油

卷烟。与其他亚太地区市场不同的是，在韩

国消费的超过90%的卷烟是低焦油或超低焦

油型，显然韩国烟民愿意选择他们认为危害

性较低的替代性产品，尽管他们拒绝戒烟。

蒸汽烟产品发展的起起落落
2016年之前，蒸汽烟产品曾是这种窘

境的解决方法。2014第四季度，在政府宣布

将卷烟税率提升120%后，蒸汽烟产品销量激

增了337%，因为烟民迅速转向使用更加便宜

且危害更少的产品。在禁止利用广告宣称蒸

汽烟产品装置可用于辅助戒烟的法规颁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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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许多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宣传产品时都表示这是可以

帮助戒烟的一种装置。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油和可以选

择改变装置中的尼古丁含量这一功能，使得这类产品在

健康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风靡一时。据此，制造商经

常强调，蒸汽烟产品不同于传统卷烟，对吸烟者周围的

人无害，所以便于在公共场所使用。在公共场所禁止吸

烟的立法禁令更加严厉后，市场对蒸汽烟产品的需求实

现了进一步增长。

然而2016年，因蒸汽烟产品装置爆炸引发数起严重

伤害的案例发生后，烟民开始对蒸汽烟装置的安全性提

出质疑。并且，韩国政府公布的卫生与福利部的一项研

究称，105种电子烟当中有30种被检查出每立方米含有

1.18-6.35g的尼古丁，是传统卷烟的两倍，此后蒸汽烟

产品作为一种戒烟辅助手段的效果也遭到质疑。

政府认为使用蒸汽烟装置，不论是否含有尼古丁，

危害至少与吸烟相当，并且这类产品既不能帮助戒烟，

也不能被看作一种无害的烟草产品。正因这些装置无法

再作为一种害处较少的卷烟替代品来说服烟民购买，这

类产品在2016年的零售额减少了68%。

蒸汽烟产品：烟草巨头的新希望？
在可靠的蒸汽烟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烟草巨头

或许会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位置来占有

市场份额。日本烟草公司已经在这个领域推出了Ploom品

牌和Logic Pro品牌。2017年5月，烟草市场巨头菲莫国

际也宣布将通过推广它的加热烟草制品iQOS进军韩国市

场，iQOS通过加热Heets中的烟叶来产生尼古丁蒸汽。

iQOS相对于卷烟来说是一种危害性较小的卷烟替代

品，因为它以加热烟草来代替燃烧烟草。继iQOS在日本取

得成功后，这种产品于5月27日开始在韩国销售。菲莫国

际宣称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来满足对卷烟替代品的需

求。韩国对蒸汽产品与可燃卷烟征收不同的烟税，加热

烟草产品如iQOS的税率低于卷烟。事实上，菲莫国际宣布

一包20支装的Heets售价为4300韩元，比主流卷烟品牌例

如爱喜、登喜路和万宝路的每包售价平均低200韩元。

对卷烟的严厉打击还将继续迫使烟民选择更合适的

替代品。烟民对韩产和中国产蒸汽烟产品的担忧表明，

信誉良好的烟草公司投资蒸汽烟产品有利可图的，它将

助推这些公司度过卷烟产业衰退的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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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并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

一路”），于中国烟草业而言，这是“走出

去”的有利条件。2017年5月14-15日，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和29

位国家或政府首脑参加了该论坛。

该论坛是一次重大的国际性峰会，各方

汇聚在一起协商共建“一带一路”，分享互

惠合作的成果，同时它也是一次加强国际合

作、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2013年提出的，旨在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基

础上，构建连接亚洲与欧洲和非洲的贸易和

基础设施网。它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烟草“走出去”， 
未来更可期

于烟草业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的顺

利推进将有助于构建利益共享的中国烟草价

值链，优化国内烟草资源配置，形成互利共

赢的中国烟草布局和合作网络；更是通过国

际化建设实现中国烟草业开放型增长和系统

转型的新途径，为中国烟草在国际上打开了

一条通向全球化发展的新道路。这是时代赋

予烟草行业的使命，更是中国烟草行稳致远

的必然。

一、恰逢时机，中国烟草乘势而进
经济全球化汹涌澎湃，在烟草国际化道

路上，中国烟草不是最早的，但却很“合时

宜”。“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会。“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占世界63%的人口，对于中国

烟草来说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的巨大市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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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它对于解决可能出现的国内卷烟产能过剩

问题也提供了一片未雨绸缪的空间，长远来

看，对帮助国内烟草业的海外崛起同样有着重

要意义。

国家烟草专卖局（STMA）的要求。“拓

展国际市场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必然选

择、必由之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

兴于2013年12月19日烟草业在北京举行的关于

国家市场发展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

他多次提及拓展国际市场工作，强调“要以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为契机，坚定信

心、把握机遇、用好政策、全力推进。要进

一步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坚定追赶烟

草跨国公司前三名的雄心壮志，坚定追赶烟

机制造公司排头兵的雄心壮志，坚定追赶原

辅材料生产大集团的雄心壮志”。

有用经验的重要作用。从行业内部看，

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后即成立进出口公司，

通过出口贸易，在东南亚办厂，与跨国公司

开展品牌许可生产和战略合作，在津巴布韦

等地开展烟叶实体化运作等，对“走出去”

发展积极进行探索实践。截止到2015年，行

业已有30多家境外卷烟和烟叶生产企业，积

累了拓展国际市场的宝贵经验。

抢占日益增加的市场份额。尽管从上世

纪90年代起，四大跨国烟草公司通过兼并收

购实现了除中国之外的全球扩张和布局，时

至今日已占据国际卷烟市场70%的份额，但

仍有约2200万箱（1100亿支卷烟）的卷烟市

场有待开拓、产业链上下游市场有待完善，

加之新型烟草制品的兴起，这些都是中国烟

草“走出去”潜在的市场机遇。

二、烟草“走出去”的先行者
中国烟草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放眼世界，开放共赢早在“一带一路”理念

被提出之前，位于华东地区安徽省的安徽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已展现出了其放眼世

界、开放共赢的积极意识。2005年，中烟

国际欧洲有限公司（CTIEC）项目正式在罗

马尼亚启动，中国烟草安徽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成为中国烟草“走出去”的先行

者之一。2006年4月，以中国烟草安徽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投资主体的宝丰烟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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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增资扩建项目获得了商务部的批准。在完成增资扩股

后，新的公司更名为“中烟国际欧洲公司”，迈出了中

国烟草国际化的重要一步。2007年，在国家烟草专卖局

的大力推动下，以“中国烟草在欧洲的生产基地”为目

标，CTIEC顺利完成了技术改造，基础装备水平和生产制

造能力大幅提升。

除了自有品牌“都宝（Dubliss）”的生产，公司

还承担了中国烟草菲莫国际合资公司合作品牌“RGD”

和“HARMONY”的部分生产任务。很快，CTIEC确定了企

业和品牌发展的方向，以“都宝（Dubliss）”品牌为

发展重点，通过菲莫国际在当地的销售渠道，首批研发

的“都宝（Dubliss）”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仅在罗马尼亚市场，月度调拨量最高时能达到2000箱

（2000万支卷烟）。2013年，在“一带一路”概念提出

的带动下，CTIEC加快了对非洲、中东市场的扩展。

2015年，CTIEC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的契

机，全力推进加快“走出去”发展步伐，在北京召开董

事会，对CTIEC项目增加了2530万美元投资。目前CTIEC

正在大力开拓的市场包括：非洲、高加索地区、巴尔干

地区、以及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与土耳其的部分国土。

中国烟草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味
道、全球共享”

2013年8月28日，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牵头组织下，

由华南地区广东省的中国烟草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天利国际经贸有限公司、英美烟草中国公司共

同出资成立的中烟英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CTBAT”）在香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

通过全面深入进行市场调研，CTBAT很快制定了“双

喜”品牌国际市场开拓战略，提出要将“双喜”品牌打

造成为被国际市场广泛认可的第一中国品牌，在发展中

和发达国家拥有全球分销及忠实消费群体。

根据双方合资协议，CTBAT将在中国以外市场拥有和

管理中国烟草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双喜”品牌

卷烟。同时，该公司的“双喜”品牌将以“中国味道、

全球共享”的理念上市新版国际“双喜”。这意味着“

双喜”品牌国际化开拓进程将大大加快。

中国烟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起步虽
晚，目光聚焦中高端烟草制品国际市场

2014年9月，中国西南部地区贵州省的中国烟草贵州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主打卷烟品牌“国酒香”

系列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免税店销售。一年多来，销量和

知名度都在不断攀升。在免税店里，国酒香30的每条价格

为1600多港币，属于高档卷烟，且价格非常坚挺。2015

年12月14日至15日，2015年世界烟草博览会在阿联酋

迪拜国际贸易中心拉开帷幕，十余家来自中国的烟草制

品、包装材料企业参加博览会。其中，中国烟草贵州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展台是唯一一家由烟草工商两家携

卷烟与烟叶共同参展的展台，在展会上引起了关注。中

国烟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首次跨出国门参加世

界顶级烟草博览会，收获颇丰。

从开拓国际市场开始，中国烟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就明确了一个思路：致力于开拓中高端市场，

让国际市场认识到，中国烟草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可以打造好的产品与品牌，彰显“贵烟”的品牌价值。

三、2016年，更多的中国品牌实现了“走出去”
2016年12月21日，位于华东地区山东省的中国烟草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军集团与中国烟草山东进

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出口普通滤

棒、薄荷加线滤棒、爆珠滤棒约3000余万支，实现了滤

棒境外销售零的突破。这是将军集团落实国家烟草专卖

局和中国烟草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走出去”战

略，在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的又一实质性进展。

2016年12月18日，位于华东地区江西省的中国烟草

江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首款出口卷烟“金圣

（瓷）”抵达华南地区深圳市盐田港，并将运往新加坡

等东南亚国家。这标志着江西卷烟品牌迈出了走向国际

市场的第一步。

2016年12月27日，位于中国东北地区辽宁省的中

国烟草辽宁进出口公司在该省大连港举行“人民大会堂

（古瓷8mg）”首发仪式，中国烟草辽宁进出口公司、

马达加斯加燊达公司、红塔集团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

限责任公司三方代表参加首发仪式，首批“人民大会

堂”（古瓷8mg）500箱卷烟（500万支卷烟）正式装船

发运到马达加斯加市场，这是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

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的新举措。

企业和品牌的努力，证明了中国烟草一直行走在努

力“走出去”的道路上，当前中国烟草的市场已经基本

饱和，如何走出去，实现国外市场开拓，也是最值得关

注的点。而在这方面，中国烟草行业严重缺乏一贯的思

路、经验和措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

中国烟草“走出去”将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而全球市

场也将能赋予中国烟草更大的成长空间，推动中国烟草

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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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公司KDF 6MF LEAD复合滤嘴设备广受赞誉

2016年11月，虹霓公司的KDF 6MF LEAD复合滤嘴设备在虹霓室

内展览会上一经亮相，就受到国际相关人士的高度赞誉。该设备以

高精度的KDF 5MF（2013年推出）的成功经验为基础，而且采用了KDF 

6LEAD滤嘴制造设备（灵活度极强）的技术，因此，KDF 6MF LEAD能

够受到如此赞誉亦不足为奇。

虹霓产品顾问SörenWitlake解释说：“它是当前市场需求增长

迅速的600m/分钟领域的最通用的复合滤嘴生产设备。KDF 6MF LEAD

设备的运行速度比KDF 5MF快20％，生产的产品质量更高。KDF 6MF 

LEAD对灵活性的要求体现在了整台机器上。客户可以通过现有应用

中使用的材料模块，对我们新的旗舰机型配置标准进行扩展。该设

备确保了无油生产，极大地推动了公司当前和未来的发展。”

制造商不断要求研发灵活性更高的解决方案。因此，开发

人员系统地整合了虹霓LEAD技术，使整个机器的长度和直径格

式的变换速度加快——从模块化鼓部分到杆式部分。Witlake

说：“离线/在线转换软件与机器上的转换助手使格式更改尽可

能简单。通过应用该基本配置，我们能够将产品质量转换的时间

降低到4个小时，这一点是无与伦比的。此外，在KDF 6MF LEAD

中，全自动调节传动轮能够优化从鼓到

杆设备的灵活转移。”

Witlake说：“除了传统设计，我们

还将Flex Drum理念集成到KDF 6MF LEAD

中。它不仅适用于所有的产品类别，还能

显著降低转换成本。重新设计的创新型加

速鼓，可以简化复杂的调整过程。而且，

灵活的格式轨道，可以在不拆卸鼓的情况

下，对产品进行调整，有助于缩短转换时

间。此外，无油润滑保证了产品质量，

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维护成本。总

的来说，我们的LEAD理念不仅在快速转换

时间方面具有优势，而且还能优化机器处

理，节省了清洁、维护和维修工作中的时

间，使用户收益。”

KDF系列最新产品的所有附加功能都

表明，虹霓公司产品不仅减少了客户工作

量，还增加了设备的灵活性。产品开发的

重点在于，为KDF 6MF LEAD引入安全、干

燥、易于处理的转换单元，从而实现品牌

的智能化。可选的EYEPORT一对多传感器

系统具有多种传感器模块，如：MIDAS-MD

胶囊检测系统，使客户能够从复合滤嘴中

选择特定的滤嘴，对质量控制进行额外的

测试。该系统的分拣效率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Witlake解释说：“我们为制造

商提供了一个基于托盘的过滤嘴，这个特

点成为该设备最大的卖点。此外，客户还

可以使用其它传送系统，如RTS质量流动

传送、FILTROMAT-D或半自动托盘卸载基

杆；通过使用内筒管更换器或BOB-ME线轴

装载机，实现供纸需求。”

西班牙
G.D公司收购莫林斯仪表测量
和烟草机械业务

2017年6月初，Coesia旗下的G.D

公司宣布收购之前属于Molins PLC（莫

林斯）的仪表测量和烟草机械业务，

该交易符合惯例的成交条件。

仪表测量和烟草机械业务总部

位于英国米尔顿凯恩斯，2016年总

收入大约4000万英镑，它的莫林斯

品牌是设计、发展与制造二次烟草

制品加工设备的全球性参与者。同

时，这个部门的斯茹林（Cerule-

an）品牌也是加工、质控仪器、烟

雾成分捕获分析设备的领导品牌。

收购完成后，莫林斯和斯茹林商标

均被转移到G.D旗下。

通过收购烟草仪器与设备部

门，G.D强化了它在烟草设备工业的

领导地位，并提高了其在仪器领域

的产品供应能力。

KDF 6MF LEAD复合滤嘴设备



www.hauni.com

滤嘴解决方案

满足每一项需求

设计您的滤嘴。设计您的商标。

作为拥有超过 40 年丰富经验的公司，虹霓可提供滤嘴棒

生产领域的最顶层专业知识，并开发灵活的技术解决方案。

使用我们的创新制造理念，您的产品设计绝不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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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与客户合作研发丁香烟生产设备

虹霓公司与客户密切合作，开发研制了PROTOS-M4K丁香烟生

产设备。2014年底，在该公司与专门生产丁香烟的客户相互讨论过

程中，决定制造一个世界上最有效的丁香烟生产设备，以满足印度

尼西亚及其邻国日益扩大的市场。PROTOS-M4K由此诞生，公司和这

些客户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虹霓公司全新的PROTOS-M4设备是新

产品的完美起点。它是一种双杆型设备，

生产速度高达10,000次/分钟。不仅能保

证产品优异的品质，还能降低机器磨损。

虹霓市场主管解释说：“在这个项目的开

发过程中，我们首先将重点放在丁香烟加

工的独特性上。通过深入交流专业技能，

我们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最有效的丁香烟

制造设备。”

虹霓公司为PROTOS-M4安装了一个丁

香烟套件。而且，机器的各个部位都安装

了特殊涂层，使丁香油附着力最小化，以

减少对设备的损坏。Fricke说：“此外，

我们还为机器配备了VE-M8（我们最大的

进料器）和专为丁香烟设计的分离机，用

来应对过多的进料和结构异常的烟草，以

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和产品质量。验收结果

令人非常满意：PROTOS-M4K实现了卓越的

效率值和极低的废物产生率。”

G.D公司属于Coesia集团，是烟

草工业制造与包装机械制造的世界

领先企业，并且是唯一能够提供完

整高速生产线的公司。收购莫林斯

品牌让G.D能够期望得到坚实后盾公

司的支持，来进一步完善它在烟草

机械市场上的投资。

英国
益升华科学服务公司荣登欧盟
TPD测试实验室名单

益升华科学服务公司(Essentra 

Plc’s Scientific Services)是英

国唯一一家登上欧盟《烟草产品指

令》（以下简称欧盟TPD）获认可供

应商名单的实验室，位于英国贾罗。

榜上有名的供应商共14家，它

们受政府机构的委托，按照欧盟TPD

的要求，对所有卷烟品牌进行年度

测试。2016年5月20日，欧盟TPD适

用于所有成员国，它对烟草及相关

产品的制造、展示、销售和广告进

行管理。它指出，尼古丁、焦油和一氧化碳含量必须由经过ISO认可的独立

实验室进行测试。

益升华科学发展主任Mike Taylor博士说：“能够成为欧盟批准的TPD

测试实验室之一，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为本次成功获批做出重大贡献的团

队感到自豪。益升华科学服务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ISO 17025和UKAS标

准认证的机构，获得该认可体现了我们对整个行业的一贯承诺。”

PROTOS-M4K丁香烟生产设备

益升华科学服务公司烟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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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PORT生产线新增胶囊插入CI模块

FLEXPORT系列新增了胶囊插入CI模块。现在，该平台为灵活

过滤嘴设计共提供四个模块。

过滤嘴能够影响卷烟的味道、外观、性能和口感。产品顾问

工程师Arne Klisch说：“我们在2013年推出的FLEXPORT过滤嘴，

受到了客户的热烈欢迎。它基于模块化概念，把基本端口放置在

牵引带和制造杆之间，将KDF 5和KDF 6LEAD过滤嘴设备进行整合。

该产品提供通用接口，可用于生成特殊的过滤嘴功能模块。”

目前，FLEXPORT系统共有四个模块，可灵活处理日益复杂的

过滤嘴规格需求。除了现有的颗粒应用、通道通气和螺纹应用模

块之外，CI模块是FLEXPORT系列的最新产

品。它可用于胶囊插入，附加的加速选项

保证了滤芯速度（以米为单位），使胶囊

插入率更高，每分钟最多可以插入24,000

个胶囊。

Klisch说：“CI模块是虹霓滤嘴插

件HCI的增强版本。制造商能够快速、轻

松地使用加香胶囊为其产品创造全新的味

道体验。由于胶囊的容易破裂，增加了滤

嘴生产的挑战程度，因此我们在设计模块

时，将精确可靠地胶囊破裂放在首位。”

FLEXPORT系统和胶囊插入器模块也

可以升级到KDF 5和KDF 6LEAD。设备的升

级，不仅保留了特殊过滤嘴快速切换的优

势，还以其出色的灵活性，为客户投资提

供了可靠的保证。

Klisch说：“我们不仅通过FLEXPORT

系统的四个模块为客户提供广泛的选择，

还不断地为我们的产品组合添加新的模

块。此外，FLEXPOR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理想的平台，用于研发客户要求的特定项

目。”

益升华科学服务公司位于益

升华卷烟滤嘴旧厂址（创建于1948

年）附近，负责对益升华滤嘴产品

部门的内部测试和研发工作。经过

不断发展，该实验室不仅服务于公

司内部，还为全球制造商提供的多

种产品进行商业风险测试，其中包

括可燃性产品、易燃性产品、烟草

产品和蒸汽型烟草产品。此外，实

验室还利用其丰富的科学方法，为

公司内部的电子烟产品提供技术分

析和支持。近期，电子烟制造厂搬

迁到了该公司在美国的格林斯伯勒

（Greensboro）分厂。

全球
2022年烟草包装市值将超166
亿美元

据Marketandmarkets的最新报

告称，烟草包装市场价值将会逐步

提升，预计将从2017年的142.7亿美

元，增长到2022年的166.5亿美元，

复合增长率为3.1％。

据该报告介绍，由于人均收

入提高和生活压力增大，烟草包装

领域有了显著增长。妇女平等法为

女性吸烟者开辟了新市场，这是刺

激烟草包装领域增长的一大关键因

素。此外，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技术

的进步，也为烟草包装行业提供了

新的机遇。

由于塑料和金属包装的降解性

问题愈加突出，制造商将目光投向

了纸质包装，因此，纸盒制造业会

在预测期内有较高的增长率。

2016年，二次包装的市场份额

达到最大。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其

复合增长率会达到最高。社交中卷

烟消费量的增长以及对创新型卷烟

盒需求的上涨，推动了二次包装市

场的发展。其中，由于中国和日本

等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卷烟包装市

场的增长率将随之猛涨。

虹霓的FLEXPORT生产线现在提供四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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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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五小时内完成从超细型烟支到特大号烟支

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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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烟草分选设备领
军企业：虹霓和陶朗
在打叶复烤和烟草初加工过程中，为确保烟草产品的最终质量，防止加工设
备发生潜在的损害，使用高效可靠的方法，清除非烟杂质（NRTM）和不需
要的烟草成分（NDTP）显得至关重要。为此，《亚洲烟草》考察了两个世
界领先的烟草分选机械制造商——虹霓和陶朗（TOMRA）。

外来物质可能出现在烟草采收、烘烤、

包装、运输和仓储等阶段。严格来讲，烟草

以外的任何原料或者物质都属于非烟杂质。

另一类非烟杂质来自烟叶本身，例如烟梗、

根须、种子荚膜，或者保持烟草产品的质量

和纯度而不允许出现的其他成分。

NTRM（非烟杂质）：非烟草物质过剩
烟草在生产和加工过程的任何阶段，都

可能受到非烟杂质的污染。在多数情况下，

非烟杂质掺入烟草具有偶然性，但有时可能

是在耕种、采收和加工过程中人为疏忽造成

的。例如，鸟羽、动物粪便、虫茧、穗网、

杂草、石子等都可能进入烟包或烟捆中；丢

弃的废弃塑料袋、糖果包装纸等生活垃圾也

很常见；金属钉、绳、纸板、收缩包装、托

盘和箱子木屑等包装材料；因机械故障而遗

落在烟草中的螺母、螺栓、轴承球等金属物

体，因此，如果不及时处理打叶机或切片机

的故障，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在分选过程

虹霓的Tocaccosorter 8，主要用于从打叶、烟丝和碎屑混合物中去除非烟杂质

图
片
由
虹
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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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常常发现小动物的尸体，如老鼠、爬

行动物等。除此之外，烟草也会受到霉菌或

腐烂等情况的污染。许多加工厂都留有自己

的“耻辱之墙”（见附注），展示那些令人

难以置信的物质。

NDTP：不需要的烟草制品
虽然非烟杂质从严格意义上指的是不属

于烟草的任何原料或物质，然而分选过程中

还存在第二种问题：NDTP，即“不需要的烟草

成分”。领先的烟草分选机供应商陶朗（TOM-

RA）的市场经理Lars Janssens介绍说：“该术

语解释了在耕种和采收过程中，由于机械化水

平的提高而导致产品经常出现缺陷，如烟梗、

根系和种子荚膜等。

此外，擦伤、压扁、泡发、严重变色以

及发霉的烟叶也被认为是不要的烟草成分。其

中一些可能是由狡猾的农民或贸易商故意为之

（更多信息参见附注）。但幸运的是，烟草业

内人士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确保自己购买的是

烟草而不是垃圾。无论是非烟杂质还是不需要

的烟草成分，它们都需要在烟草进一步加工之

前被完全清除。这是烟草加工的底线。”

精密的NTRM/NDTP检测装置
通常情况下，安装在进料器、搅拌机

或传送带上的永久磁铁或电磁线圈能够有效

去除混杂在烟草中较大的金属物体。而其它

混杂在其中的“重物”，如鹅卵石、污垢

等，可以通过将烟草运往一系列简单的振动

筛，或各种网眼尺寸的冲击筛上进行分离。

但是，一些小金属件（例如钉）或较轻的物

质仍可以轻松地避开这些分选过程。因此，

需要更精密的机械装置来清除可能存在的非

烟杂质和不需要的烟草成分。Janssens解释

说：“光学系统是最有效的非烟杂质检测方

法”。它可以扫描混杂在烟草中的杂物和潜

在的烟叶缺陷。然而，真正棘手的问题在

于，即使在同一片优质的烟叶上，也会呈现

出自然的色彩差异。

Janssens介绍说：“我们公司的分选系

统不仅能够扫描颜色差异，而且还通过集成激

光器，穿透烟草物质来检查烟草结构和生化差

异。例如，实际的烟草中含有叶绿素，激光可

以将大多数不含叶绿素的非烟杂质识别出来，

并触发压缩空气阀将其精确地清除”。

全球分选设备市场主导者：虹霓和陶朗
德国的虹霓公司及其旗下各子公司，因

其完善的机械和设备种类而闻名于整个行业

数十载。该公司为烟草制造商提供一站式解

决方案，从切割机到过滤嘴和卷烟机，从包

装机到实验室设备等。此外，虹霓公司还提

供用于打叶复烤（GLT）和初加工行业的烟

草分选机，可以清除所有的非烟杂质和不需

要的烟草成分。

挪威的陶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分选设

备公司，成立于1972年，起初只专注于食品

加工设备和各种非烟草相关业务领域，如采

矿和回收利用行业。该公司能够对180多种

不同类型的产品进行分选。它在各种分选技

术（摄像头、激光、X射线、EM传感器等）

方面的专业技术，使其能按照客户要求任意

组合机器，在目标领域提供最佳的分选效

虹霓的XC分选设
备，用于清除带状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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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朗设备Cerberus的样机模型，该设备曾在最近的TabExpo上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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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型号名称 上市年份 主要适用范围
虹霓 Aerosort 2010 整片烟叶

 Tobaccosorter 8 2015 烟丝/打叶

 Optyx 2001 烟梗/切片/带状烟叶

 XC 2003 纤维杂质移除

陶朗 Cerberus 2015 烟丝/打叶/整片烟叶

 Helius 2008 烟梗/烟丝/打叶/整片烟 

   叶/叶片

 Stratus 2011 烟叶（打叶前）

 TB5 2008 烟梗/烟丝/烟叶

 Opus 2014 烟梗

资料来源：虹霓制造公司/陶朗分选解决方案公司

虹霓和陶朗公司分选设备一览表

率。陶朗在2012年收购了比利时电子分选技

术公司（BEST）。当时，BEST已经是世界烟

草分选行业的佼佼者。因而，陶朗也开始涉

足烟草行业，为了满足从农民到烟草成品的

不同需求，该公司开发多种性能卓越的烟草

分选机组合。 

虹霓公司分选设备简介
虹霓公司的流程设计分选设备项目经

理Frank Schuster解释说：“从加工烟草到

生产成品卷烟，准确地清除非烟杂质对产品

质量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它不仅使客户满

意，还能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并有助于避免

不必要的成本损失”。由于非烟杂质存在率

很高，因此，虹霓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分选设

备，用于“解决打叶复烤和初加工领域的非

烟杂质问题”。

虹霓XC
XC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机械设备，用于

清除烟草中的带状物和其他长纤维物质。

在加工过程中，烟草被传送到旋转的清洁

辊上。清洁辊能够捕获存在的纤维式非烟杂

质。此过程对烟草制品几乎没有损失。因

此，Schuster称XC是“优化非烟杂质分离效

率最理想的补充设备”。

虹霓AEROSORT
该设备是一种高容量气动分选机装置。

它集合了两种不同的分选功能：重颗粒清除

和光学清除功能，因而被用于打叶复烤行

业所有类型的烟草。据称，它在跨工业测试

（CIT）中以每小时3至12公吨的速度处理烟

草，分选率超过85%。

虹霓TOBACCOSORTER 8
据SchusterHauni介绍，TOBACCOSORTER 

8是一种“尖端传送带分选机”设备，适用

于打叶复烤和各种烟草的初级加工过程。它

以每小时3至10公吨的速度，对烟草进料进行

光学检查，分拣效率超过87%。此外，该设备

还包括跨工业测试第二次排序运行（单次排

序运行在93%以上）。如果分拣流量过大，

它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分选机。并通过布置第

二条分拣路径，对已排除的物质进行再一次

分选。这使得烟草损失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

一。虹霓公司称：“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

因为Tobaccosorter 8相机的高像素分辨率是

激光系统无法比拟的。”

虹霓OPTYX
Optyx是该公司最高效的传送带分选设

备，可用于处理打叶复烤以及初级成分的烟

梗、芽和根须。它能以每小时0.75至5.5公

吨的速度，对投放的烟草进行分选，分选效

率高达95%以上。该设备的产品出货率比同

类设备高10倍，因此客户对该设备的期望较

高。此外，Optyx也可与Tobaccosorter 8一

起作为第二路装置使用。

虹霓公司所有的分选设备——分离

器、永磁体和金属探测器等，在测试中表

现非常出色，在应用和设置中分选效果显

虹霓Optyx从烟
梗、烟片、斯开的
烟叶中去除非烟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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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Schuster说：“当非烟杂质和烟草之

间的颜色差异不太明显时，相机的高分辨率

具有显著的优势。而我们的高端摄像机技术

型单元显示排序效率是首屈一指的。它在各

种分选实践中，如跨工业测试或非烟杂质，

实现了首次运行小于2%的错误排放率；在第

二次运行即再运行中，整体喷射率甚至低于

0.2%。在印度尼西亚的手工烟草市场，我们

的产品得到了广泛使用。”

虹霓公司制造的高精度机器受到全

球客户的赞赏，其中包括一些行业知名品

牌。Schuster总结道：“我们并没有明确界

定哪些是核心市场，因为我们的分选机远销

世界各地，主要用于分选和打叶复烤设备。

目前，我们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台

湾、泰国、孟加拉国、香港和日本等亚洲国

家和地区均有销售。”

陶朗分选机：全球需求旺盛
陶朗公司声称其在烟草分选机领域

的全球市场份额可“达到60%至70%”。

并表示，目前的主要客户来自世界各地的

PMD、SMD和打叶复烤行业。该公司的Lars 

Janssens说：“我们在亚洲市场所占份额巨

大，主要需求驱动因素是中国、印度、日本

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至少从目前来看，亚

洲地区可能是我们所有销售地区中占比最大

的，但其他地区的销量也在稳定增长。他补

充说，陶朗分选机凭借极其发达的分选机组

合，受到人们的推崇。

C

M

Y

CM

MY

CY

CMY

K

Tobacco_Chi update.pdf   1   18/1/2560   10:13:43

虹霓的Aerosort，
主要用于从整片烟
叶中去除非烟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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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朗CERBERUS
C e r b e r u s设备的核心是一

个用于创建单层产品的滚筒板

（Janssens说：“毕竟，您无法

分选您看不到的内容。”），它可

以分离小尺寸烟草颗粒（通常被非

烟杂质高度污染）和较大尺寸的烟

草颗粒（通常较少污染）。因为

进料尺寸均匀可以增强分选机的

性能，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它是

理想的光学进料系统分选机。此

外，Cerberus的模块化设计允许

添加一个Velcro系统来捕获纤维杂

质，以及一个用于清除金属物体的

电磁传感器。

Janssens说：“Cerberus通过传感器和气动清除系统，可以准确地排

出更小的物体。其次，传统的襟翼磁体系统常常将混杂的优质烟与劣质烟一

起排除，而Cerberus可以大大减少优质烟的损失量。与独立部件相比，魔术

贴、滚筒板和EM检测的组合可以减少近80%的损失。”

陶朗Helius
Helius设备可以处理烟梗、薄片烟或整叶。该公司最畅销的Helius

系列的尺寸为640mm、1,200mm、1,600mm和2,400mm，以适应不同的分选流

量。Janssens解释说：“除进料量不同外，这两种设备（Cerberus和He-

lius）应用的技术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该设备在扫描区域中创建产品单层

时，薄片烟传送比例要多于杆。”Helius运用光学系统，使产品的自由落

体速度达到每秒3米，以确保物体从进料振荡器释放时自然散开。同时，

根据Janssens的说法，陶朗最大的Helius单元宽度为2400毫米，基本上

是“Helius 1200设备的两倍。我们之所以把两台Helius 1200分选机放在

一起，组成一个单一的系统进行工作，而不设计2,400mm宽的Helius设备，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激光在

2,400mm宽的Helius传播时，因为距

离太远而造成强度丧失，导致排序

效率降低。其次，这样一个巨大的

设备不符合集装箱标准，因此会影

响运输成本，造成处理问题。”

陶朗 Stratus   
Stratus设备拥有一个空气提

升系统，可用于在打叶前整理烟

草。它能将金属、石头、烟草垫和

烟梗等重物分开，然后将这些物质

陶朗的Stratus，用于在打叶前整理烟叶

陶朗的TB5主要用于烟梗、烟丝和整片烟叶

陶朗全球烟草市场经理Lars Jans-
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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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墙
由于非烟杂质类型多样，不需要的

烟草成分普遍存在，如：发霉叶、烟草

烟梗、脱落种和不想要的植株部分，加

之烟叶本身经常产生颜色变化，因此，

烟草可能是最复杂的分选产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非烟杂

质和不需要的烟草成分都是意外掺入

烟草制品中的。还可能是由人为因素

造成的。陶朗公司的Lars Janssens表

示：“因为烟草通常是通过重量来收购

的，因而有时农民可能会在烟草包中埋

藏重物（如岩石和金属碎屑），以增加

烟草重量。另外，将叶包浸泡在水中，

也能使烟草捆包更重。但这些狡猾的手

段很容易导致叶子霉变或腐烂。因此，

需要在分选过程中将这些清除。”

然而，在分选过程中，还会发现

其它更难以置信的东西。Janssens讽

刺道：“许多烟草加工企业都有‘耻辱

墙’，用来展示从烟草中分选出来的异

物：从手机到避孕套，从触发器到手套

甚至手表。不需要的烟草成分与这些相

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讲述了一个

美国陶朗公司遇到的故事，“手套穿过

打叶机后，我们的打叶分选机将碎条

清除出来。然后，工厂的管理人员将清

除的手套重新拼接在一起，展示在‘耻

辱墙’上。除此之外，老鼠和蛇也常

在烟草包里搭窝取暖，当它们穿过切片

机...哦，天呐...”。

运送到光学系统中。该系统包含一个约20

米/秒的稳定气流。Janssens说：“虽然He-

lius可以在打叶复烤级别进行高效的终端排

序，但显而易见的是，打叶过程本身会对分

选机的性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杂质在打

叶后会变成几百个较小的杂质颗粒。颗粒越

小，和烟草的喷射速率越相近，去除的指数

就越难。”

陶朗TB5
TB5是一种基于传送带的设备。由于烟

草产品进入光学系统之前，以每秒5.5米的

速度通过。而TB5可以处理高达10公吨/小时

流速的烟丝。在此过程中，整叶和烟丝的流

速不一，因而该设备可用于分拣烟梗、烟丝

以及长达1米的烟叶。

陶朗 Opus
该模型实际上是整个烟草行业的第一

台分选机，它结合了两种不同的传感器技

术：相机和激光。烟草产品在Opus的散落方

式与Helius一样，都是自由落体式。然而，

它的主要应用并不是在初级加工中，而是在

打叶工业线的末端，主要用来分选破碎的烟

梗。Janssens说：“机械收割与手动收割不

同，可能导致烟草植物的烟梗和根须与烟叶

混合。而Opus可以将烟草杆从烟梗、根须、

石头和其它的非烟杂质中分离出来。”根据

Janssens的说法，目前，陶朗烟草分选机的

理论基础都基于激光技术，远远优于现有的

相机技术。 

工厂中安装的陶朗
Helius

鸟的羽毛在烟包中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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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烟草制品研发  
中国烟草有备而来

近年来，新型烟草制品呈现快速发展

态势，一是因为成年人口卷烟消费比率的下

降和卷烟市场的停滞，促使烟草公司不断加

快新型烟草制品的研发推广步伐；二是在世

界范围内的禁烟力度不断加大，为履行《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特别是第8条关于“防止

接触烟草烟雾”的规定，许多国家都制订、

实施了严格的公共场所吸烟禁令，在此背景

下，新型烟草制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英美

烟草在2015年9月就预测全球新一代烟草制

品的市场份额将从2015年的28亿欧元增长到

2020年的84亿欧元。

中国烟草重视新型烟草制品研发
具体而言，新型烟草制品可以分为四

大类：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口含

烟和其他烟草制品。这些新型烟草制品有三

个共同特征：不用燃烧、释放尼古丁、基本

无焦油。其中，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烟草制

品是目前的主要产品。随着菲莫国际的iQOS

在日本市场取得成功，日本烟草的Ploom 

Tech、英美烟草的glo，也都相继取得了不

俗的市场业绩。事实证明加热不燃烧烟草制

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4月中旬在深圳

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上，我

们还看到了iQOS的单独展台。

这从侧面反映了新型烟草制品的市场潜

力和受关注程度。

说的更通俗一些，现在的所谓加热不燃

烧烟草制品，其实就是一种加热装置加烟草

制品的组合。虽然从目前来看，新型烟草制

品的种类还比较少，市场刚刚起步，但发展

势头强劲。中国作为传统烟草消费的大国，

虽然还没有正式推出自己的新型烟草制品，

但却从未松懈过对这一新兴产品领域的关注

与研究。

广东中烟开启新型烟草制品研究之路
在参加2017年4月中旬举办的深圳电子

烟博览会时，烟草在线记者邂逅了广东中烟

电加热新型卷烟试验装置实物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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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烟草同仁，据悉他们已经连续四年参加电子烟展，一

直在密切关注电子烟及其它新型烟草制品的发展。在与

他们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广东中烟的新型烟草制品研

究之路很早就开启了，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起步早。2013年3月28-29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北

京召开全国烟草科技工作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国家局

提出要高度重视新型烟草制品的研发工作，要求“有条

件的工业企业要加快行动起来”。而广东深圳正是全球

大部分电子烟产品的生产大本营，可以说广东在新型烟

草制品研发方面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广东中烟开展新型

烟草制品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

下，广东中烟于2013年4月就开始启动新型烟草制品的研

发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个年头了。

成立专门研发机构。为保障新型烟草制品研发工作

的顺利开展，2013年11月，广东中烟成立了新的研发机

构“新型产品研究所”，组织材料、调香、配方设计等

相关研究人员进行协同攻关，开展此项工作。同时将其

纳入公司“产品开发领导小组”进行决策部署。

发展快。广东中烟新型烟草制品研究工作主要从专

利分析、基础项目研究、实验装置研发和产品研发等方

面来开展，目前申报专利超过50件（已授权专利35件），

其中涉及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专利30余件。

基础研究方面，广东中烟分别设立科技项目，从

热源、香味产生、物质基础分析、香味缓释、口含烟等

领域进行探索研究。截至2016年底，完成加热不燃烧卷

烟配套烟具的加热材料、控制技术、导热及隔热材料、

烟芯加热方式的应用研究，探索完成了加热不燃烧卷烟

烟支结构、配方、卷制工艺，完成了口含烟关键技术研

究，正开展电子烟相关基础研究，同时广东中烟还牵头

或参与了多个行业科技项目的研发工作。

在产品开发方面，广东中烟与多家企业、高校协

同攻关，重点开发加热不燃烧卷烟产品，同时兼顾电子

烟、口含烟产品开发。经过三年努力完成了一批加热不

燃烧卷烟（含烟具）、电子烟、口含烟产品储备。值得

一提的是，2016年初广东中烟就研发的加热不燃烧装置进

展向国家局汇报，受到科技司领导的一致好评，加热不

燃烧卷烟烟支也正在从实验室阶段向产业化方向迈进。

例如完成低温不燃烧烟草电加热实验装置以及便携

式加热装置的研发等，如图1和图2所示：

该装置温度调控范围从室温到600℃，可进行不同

圆周烟支及原材料的加热实验，可与吸烟机串联进行不

燃烧状态下的烟气分析，对开展加热不燃烧卷烟的研制

起到可靠的基础支撑作用。

中国烟草积极推进新型烟草制品产品化发展
实际上，对于新型烟草制品的研发工作，不止广东

中烟在行动，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统一部署下，部分中

烟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

201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了新型烟草制品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统领行业新型烟草制品发展大计；2014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启动新型卷烟研制重大专项，全面

推动行业新型烟草制品研发创新。

2014年9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一件由湖南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发明专利：非燃烧型低温

卷烟；2015年1月2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一件由湖北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黄鹤楼新材料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共同申请的发明专利：一种化学加热低温卷烟。

据称，在不影响烟丝中烟草香味成分释放的情况下，可

有效减少侧流烟气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2015年2月

18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一件由云南中烟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申请的发明专利：一种低温不燃烧卷烟用抽吸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发明可显著提升抽吸的感官舒适

性，同时也提升了抽吸安全性。

2015年6月，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正式成立，

负责承担新型烟草制品的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技

术研究，该院将发展成为新型烟草制品的行业研发基

地；2015年12月，烟草行业新型烟草制品装备工程研究

中心在山东青岛成立。这不仅标志着行业新型烟草制品

创新工作迈向了更高层次和水平，同时也意味着，中国

烟草行业完成了新型烟草制品装备、技术、产品三个方

面的布局，进入全产业链竞争的新阶段。

据了解，目前湖北中烟在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研

发方面已经突破了iQOS核心技术，正在由技术向产品转

化；广东中烟的新型烟草制品研发工作目前也正处于从

实验室样品向市场产品转化的研发阶段。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在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

行业新型烟草制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要清醒认识

全球新型烟草制品市场营销呈现出的市场规模、消费人

群、产销能力快速扩张的强劲势头，坚定信心、积极作

为，扎实推进“打造新型烟草制品国际竞争新优势”各项

重点工作。虽然从目前来看，新型烟草制品市场在中国还

只是萌芽初露，但中国烟草行业已经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努

力在做着迎接这个市场成长、发展、壮大的准备。

便携式加热装置



World’s largest Trade  
Fair for Tobacco 
Products and Smoking 
Accessories 
 
www.intertabac.com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Goods 
 
www.intersupply.com

SolutionS for  
SucceSS.  
InTerSuPPly 2017 
22 – 24 SePTember  
DorTmunD 
GermAny

light up your 
BuSineSS.  
InTerTAbAc 2017 
22 – 24 SePTember 
DorTmunD 
GermAny

IT_IS_2017_Kombi_AZ_Besucher_TobaccoAsia_210x277_E_RZ.indd   1 08.05.17   15:09



58 tobaccoasia  

LEAF NEWS 烟叶新闻

WHO
SAID

WHAT?

印度尼西亚
计划出台控制烟草进口的新法规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

贸易部计划发布一项控制烟草进口

的新法规，重点是要求进口商必须

首选国内烟草。

据印尼国际贸易部部长OkeNur-

wan说道：“进口商必须使用国内

烟草。如果他们少买了哪怕一片烟

叶，他们也不能进口烟草。”印尼

烟农在国内市场的售价出现下滑之

后，印尼政府就已经准备制定这项

新法规。预计今年将完成这项法规

的制定。

印度
普拉卡萨姆烟农担忧烟草需求
下滑

普拉卡萨姆地区的烟农连遭两

年烟叶歉收，他们如今担心，市场

对中低等级的烟草需求会下滑，并

请求印度烟草委员会进行干预。

烟农之所以感到担忧，是因为

低等级烟草的均价已经下跌至每公

斤大约85卢比，而“无买方出价”

则导致他们送往拍卖场的烟草中，

有25%至30%没有卖出。

尽管在销售季之初的时候，烟

农获得承诺，对于浅色等级的烟草，

均价为每公斤160卢比，中等烟草的

均价为公斤145卢比，低等级烟草的

均价为每公斤100卢比，但现在似乎

无法达到每公斤135卢比的均价。

弗吉尼亚烟农福利协会主席Ch. 

Seshaiah说，为提振市场人心，印

度烟草委员会应该要求所有注册制

造商和出口商都要到拍卖场购买

烟草，因为今年的烟草中浅色等级

的优质烟草比较少，而中低等级的

烟草较多。由于天气条件恶劣，加

上寄生草Orabanche cernua迅猛侵

扰，中低等级的烟草分别占今年总

产量的30%和40%。

古巴
烟叶收成三万吨

随着古巴所有雪茄公司完成种

植园收割进程，古巴国有烟草商业组

织Tabacuba报告收成喜人。古巴当前

烟草收割季即将结束，烟叶收成约3

万吨。据Tabacuba农业干事Gonzalo 

Rodriguez介绍，种植的烟草质量

最佳的比那尔德里奥省（Pinar del 

Rio）生产的烟叶占全国总产量的大

约70%，并将达到1.9万吨。

他指出：“我们将推进一项

发展古巴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烟草

种植园计划，以便给烟叶需求量超

过8000吨的霍尔金雪茄厂供应烟

叶。”他还强调“温室烟草”取得

了增长——这种烟草种植方法是将

烟草种植在用布覆盖的房子里，这

样可以过滤阳光，但保留住热量，

从而使得烟叶更大、更薄，用于名

优雪茄的外包烟叶，使得雪茄具有

最佳味道。

Rodriguez还说，古巴希望在7

月中旬完成收割，之后就开始种植

下一销售季的烟种。

需求增长促使烟草种植面积扩大
古巴的烟草种植面积将增加2000

公顷。Tabacuba的农业负责人Gonzalo 

Rodríguez表示，为了应对卷烟和雪

茄业不断增长的需求，古巴将在10

月开始的下一烟季种植20970公顷烟

草，这比上一烟季多了2000公顷。

所有的烟草种植地中，有19000

公顷将位于古巴烟叶最大产地比那

尔德里奥省。

津巴布韦
烟草销售额总计超4亿美元

在本烟草销售季，津巴布韦烟

农迄今为止出售的烤烟超过1.44亿

公斤，获得收入4.16亿美元。预计

本烟草销售季出售的烟草将超过2

亿公斤。去年同期售出了1.27亿公

斤，获得收入3.7亿美元，今年销售

额同比增加了13%。

据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提供的统计数据，通过合同拍卖场

出售的烤烟为1.17亿公斤，销售收

入3.38亿美元，而通过拍卖系统出

售的烟草为2700万公斤。公社烟农

继续在烟草种植中占支配性地位，

在拍卖场售出烟草1300万公斤，而

在合同拍卖场售出的烟草为3920万

公斤。小规模烟农通过拍卖系统售

出烟草150万公斤，通过合同拍卖场

售出烟草1050万公斤，A2烟农在拍

卖场售出烟草260万公斤，在合同拍

卖场售出烟草3160万公斤。

尽管烟草销售有了增长，但烟

农们抱怨难以拿到现金，并呼吁津

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迅速分散

拍卖场。烟农则被敦促接受使用塑

料钱，以避免在拍卖场耗费那么多

毫无收益的日子，等待从银行取出

他们所有的货款。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正

找出各个地区的集中拍卖场，以及

该地区合同拍卖场的经营情况，籍

此确定分散拍卖场所需的合适地点

和基础设施。目前为止，Karoi与

Mvurwi马绍纳兰烟草公司拍卖场已

经获得许可证，允许烟农在靠近他

们农场的地方出售他们的烟草。

 “这是以布鲁塞尔为首的过度监管的又一个例子。《新
烟草产品指令》不会实现公共健康的目标，反而会遏制
消费者的选择权，对当地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危害上千
个合法企业的利益以及数千人的就业，影响范围包括烟
农、包装供应商、烟草制造商以及零售商。”
 
——日烟国际公司欧盟事务副总裁Ben Town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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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激烈 意大利烟叶
供应商沉着应对

意大利的烟叶供应商喜欢把激情投入到生活中——还有他们的烟草产品里。
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他们也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竞争。
《亚洲烟草》与众多烟草供应商展开了对话。

意大利人以富有激情著称，而这种激情

也投入到了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里。在这方

面，意大利的烟农和烟叶供应商的做法如出

一辙。从播种、收割到烘烤、加工，每个阶

段都煞费苦心，目的是获得最好的质量。除

了辛苦付出外，主要烟草种植区所特有的优

良土壤，以及通常较为炎热、潮湿的夏天，

毫无疑问也给了他们相当大的帮助。意大利

蜚声国际的最著名的烟草种植区位于北部城

市维罗纳周围和威尼托省内。但是，中部地

区的翁布里亚（主要为弗吉尼亚烤烟）和南

部的坎帕尼亚（白肋烟）也都种植烟草。

APTI为烟草业提供大力支持
意大利烟草转型专业协会（以下简称

APTI）成立于1944年，其工作范畴是协调并

支持初级烟叶加工商和烟叶商人在意大利烟

草供应链中的作用，并在全国和欧洲层级的

相关公共机构集体代表这些初级烟叶加工商

和烟叶商人的利益。据APTI主席Domenico 

Cardinali说，如今，APTI会员种植的烟草

占意大利烟草总产量（包括合同种植、个体

种植和烟草加工）的82%。该协会的会员不

仅包含很多当地最为杰出的烟叶加工商，还

包括蓝筹国际烟草贸易商和制造商位于意大

工人在采收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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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规定与烟农代表达成的协议内容，以提高烟草质量和整体产量；提高烟

草业的经济效益；开展卫星、飞机或无人机调查，绘制烟田生产图；为定向

灌溉、施肥及农药的使用提供精确的数据。

应对欧盟复杂的法规
不过，APTI提供的另一个关键服务是帮助烟农及会员应对欧盟官僚机

构对农业法律与规定做出改变的复杂情况。APTI的执行秘书Carlo Sac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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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收的弗吉尼亚浅色烟叶

在阴凉处晾干的白肋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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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品种 合同种植量* (公吨) 份额

烤烟 (弗吉尼亚浅色烤烟) 36,006.309 59.16%

浅色晾晒烟 (白肋烟) 18,026.222 29.62%

深色晾晒烟 (IBG) 3,295.874 5.42%

明火烤烟 (肯塔基烟草) 3,532.390 5.80%

 60,860.795 100%

注：2016年的实际交货量比合同种植量减少20.4％（烤烟交货量减
少15.3％）。
资料来源：APTI

2016年合同种植烟叶产量

to解释说：“我们与Unitab和意大利ONT这

两个农民组织一道，与工会合作，建立起了

全国分支机构组织（Interbranch Organi-

zation），根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法规，这

个组织得到了意大利政府和欧洲委员会的官

方批准，并可以采用含有烟草种植合同与营

销规则的分支机构组织协议。”

Domenico Cardinali补充说：“我们

还可以定义行业规则，例如：如何以及何时

使用某些农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允许使

用那些农药等等。这些规定通过农业部法规

推广到适用于意大利的所有经营者，包括

非APTI会员、非Unitab组织成员和非ONT成

员，以便建立流畅的法律法规框架，促进生

产、加工与市场营销。”分支机构协定的实

施，要通过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以及国家

支付机构协同反欺诈警察对农场、加工和运

送层级进行的实地探访（无论是否公开）来

进行。如果发现有违反协议的行为，则根据

国家法律实施制裁，处罚的金额高达各自种

植合同金额的10%。

欧盟取消烟农双重补贴
APTI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支持意大利

烟草业对抗欧盟的歧视性做法。Cardinali

说：“烟草业是欧盟里唯一一个农民不可再

获得与自己种植的作物有关的任何补贴的农

业部门。”自2010年起，烟农以前根据专门

为种植烟草而制定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而有

权享有的双重补贴被完全废除（不过，2014

年底以前，顶级烟草种植者还可享有每公斤

20至40欧分的补贴，尽管补贴大大减少）。

取消烟草补贴对烟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据Carlo Sacchetto说，毕竟意大利每

年超过95%的烟草被出口。“次热带国家的

烟草质量都非常好，而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力

和能源成本远远低于意大利，因此是很有优

势的竞争对手，使意大利当地的烟农和烟草

加工者受到了威胁。”他说：“总体来说，

烟草业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方法是按照《良

好农业规范》（GAP）、ALP、免费CPA等规

范提高质量，并采用现代化的农业耕作方法

和烟草品种。”

意大利烟草VS全球烟草
2016年，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种植的

4大类烟草总计大约为60,860吨（详见图

表）。但意大利烟草与产自欧盟其他地区

及国外的烟草相比如何呢？Sacchetto说，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意大利弗

吉尼亚烤烟，尤其是威尼托地区生产的弗

吉尼亚烤烟，仍然是欧洲用于混合卷烟的

最佳烟草，而法国和波兰的弗吉尼亚烤烟

则“绝对是制造水烟的最佳烟叶。”

一方面，意大利白肋烟是“可获得

的最佳芯叶烟之一”，而数量相对较少

的意大利深色明火肯塔基烟叶同样“在世

界各地深得青睐”。但另一方面，他也认

为，“说加勒比味的白肋烟和深色晾烟比

欧洲相同产品好得多也是公道的。而土耳

其、希腊和保加利亚香料烟在世界都是十

分独特的。在意大利，数十年来都没有种

植过香料烟。”

工人正在切除烟株
的顶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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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独行的MXTOBACCO公司
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烟农和供应商加入

了合作社或协会，但位于维罗纳的MXTo-

bacco公司却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有

人会说这也太个性了。该公司的字面意思

就很独立，它不隶属于任何形式的联盟组

织。MXTobacco公司的所有人Massimo Man-

tovanelli——祖辈三代人都从事烟草种

植——说：“我相信自己的产品。我将激情

与经验投入到我的烟草里，我相信我给客户

提供的是优质的烟草。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

把激情和精力投入到我的产品的原因，目的

是保证产品上乘的质量。”

他没有依靠中间商，相反，他的营销哲

学成长于亲自与终端客会面，与他们交谈，

倾听他们的需要，基于他收集到的情报，设

法持续改良自己的产品。“这种方法使我能

够改变和调整施肥方法以及种植烟草的方

式，而且我也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调整烘烤

过程的加工工艺。”

全面掌控所有生产过程
在 1 9 9 7 年 接 管 家 族 生 意 之

后，Mantovanelli就亲自指导和控制每个生产

过程，包括选种、移栽、施肥、适当的收割

时间，以及烟叶加工处理、分级、在完美的

温度与湿度下储存每批烟草。Mantovanelli目

前对自己无所不包的“独立性商业模式”做

出的唯一让步是，在将自己的烟叶加工成烟

丝时会启用外部的帮助。

他坚持认为：“但即使是这个时候，

我仍然亲自监督选定的工厂所开展的每个步

骤，以确保我的客户会对我的特殊烟草感到

满意。”Mantovanelli在家族拥有的130英亩

土地（大约53公顷，约占意大利烟草种植总

面积的0.3%）上专门种植弗吉尼亚浅色烟。

采用创新的烟叶烘烤系统
Mantovanelli部署了一个创新的烘烤

系统，由四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需要大

约7、8天来完成。他详细解释说：“在第一

阶段，我让烟叶在40摄氏度的温度和高湿度

下变黄，第二阶段要修正烟叶的颜色，并在

中等湿度下继续干燥烟叶。第三阶段在高达

75摄氏度和实际上根本没有湿度的条件下完

成干燥过程。在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

阶段，我会给烟叶喷水，保持大约15%的适

当湿度。”Mantovanelli称，这个系统完全

是由他自己根据多年的经验进行设计的。这

种精心安排的系列温度和湿度水平调整，

显然“能使烟叶的气孔保持张开”。Man-

tovanelli说：“事实上，当使用我的方法

的时候，烟叶还是有生命力的，如果能够切

实遵循每个阶段的流程，烟草的弹性、味道

和香味就能很好地保持住。”

通往成功的道路充满艰险
尽管Mantovanelli拒绝透露具体的

销售数字，但他说，MXTobacco公司在

2016年出售的烟草为其总烟草产量的大约

80%，其中70%为烟丝，30%为烟叶。四年

来，MXTobacco公司参加了世界各地的贸易

博览会接洽潜在的客户，预计公司今年的销

售将会取得增长。“刚开始根本没有人知道

MXTobacco公司，但现在我已经开始为我们

的产品和创新思想撬开了市场。”

Mantovanelli补充说，目前，公司大

约一半的烟草被用于生产水烟，另一半用于

生产卷烟。他目前的主要市场为约旦、土

烟叶丰收

压缩好的烟叶等待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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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最近以来，还有俄罗斯。一小部分

产品也被销售给西欧的一些客户。但Man-

tovanelli直率地承认，他的公司目前还缺

乏亚洲的客户。他说：“我当然希望也渗入

到这个地区。”

维罗纳烤烟公司
维罗纳地区的另一个烟草加工商——维

罗纳烤烟公司（Flue Cured Verona S.R.L.）

也经营着自己的工厂。这家有限责任公司75%

的股份由维罗纳地区的烟农持有，其余25%股

权由一群西班牙农民持有。到目前为止，维

罗纳烤烟公司每年大部分的烟草是由其当地

的烟农股东所贡献的。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乔

瓦尼•梅尔卡蒂补充说：“但我们也从翁布

里亚和西班牙购买少量的烟草。”他说，维

罗纳地区的烟农通常采取的是高度机械化的

种植方式，他们的农场平均面积大约为80到

100公顷。梅尔卡蒂详细解释说：“我们目

前有10名烟农股东，每年从他们总计达1500

公顷的土地上收获的烟叶总产量为500万公

斤。除此之外，也取决于我们的需要，我们

会从西班牙和翁布里亚购买大约200万公斤

烟草。”

期望进军中国市场
维罗纳烤烟公司的核心业务集中在弗

吉尼亚烤烟，大多为K326型，每名烟农股东

的平均产量在每公顷3.8吨左右。维罗纳产

的所有烟草在维罗纳烤烟公司的工厂做进一

步加工前，都在各自的农场进行初加工。梅

尔卡蒂解释说：“在工厂，我们大多制作烟

丝，但取决于我们拿到的订单，我们也可以

生产烟丝。我们的烟草适合于制造卷烟及手

卷烟或自卷烟产品，一小部分也适合于制造

水烟产品。”

尽管维罗纳烤烟公司向世界各地运送烟

草，但它目前的主要市场是欧洲、中东、北非

地区以及亚洲。梅尔卡蒂说：“在亚洲，我们

留住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客

户。”中国当然也是一个关键的市场。“尽管

我们的产品备受青睐，被认为是巴西和美国弗

吉尼亚烟草的良好替代品，但意大利没有与中

国国家烟草专卖局签署出口协议。”维罗纳烤

烟公司目前也没有进入韩国，包括与韩国KT&G

公司接洽的适当商业渠道。

失去跨国公司客户 前景仍然乐观
以前的整整十年时间中，维罗纳烤烟公

司一直向所有主要跨国公司供货。然而，在

过去几年中，这些蓝筹客户陆续决定采用垂

直整合模式，直接与意大利烟农协会签署烟

草采购合同。目前，维罗纳烤烟公司面临着

与蓝筹公司垂直整合模式有关联的意大利打

叶公司的激烈竞争，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客户

结构。尽管失去了大多数跨国公司客户，但

维罗纳烤烟公司并不焦躁。2016年，该公司

的营业额仍然维持在1700万欧元左右。

对于2017财年，维罗纳烤烟公司甚至预

期销售额会有小幅增长。梅尔卡蒂透露：“

尽管烟草市场状况目前普遍不稳定，但我们

的烟草品质高，而且价格十分有竞争力，使

我们能够在本财年的前7个月就达到了销售

目标的60%，这还是在我们失去了主要客户

的情况下，我们过去35%的销量都来自这些

客户。”他补充说，维罗纳烤烟公司在2005

年投入了巨额资金，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

被誉为欧洲最有效率的先进工厂之一，每年

的最大产能可达到2400万公斤。 

手工分选晾干的弗
吉尼亚浅色烟叶

压缩好的叶片待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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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R
eport

烟农敦促针对烟草业的
挑战启动正式对话

由于烟草产品需求下滑，同时又缺乏可

行的烟草替代作物，因此，烟农敦促各国政

府及国际机构启动一系列正式对话，讨论烟

草业面临的挑战。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尚未

指导烟农找到替代作物，如果再不齐心协力

努力的话，烟草产品需求的持续下降将导致

一些非洲国家的就业率和家庭收入大幅下滑

的局面。

烟农是在国际烟农协会（ITGA）于2017

年6月14日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

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一对话请求的。这次

会议汇集了来自其他非洲烟草种植国家，即

马拉维、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烟草业

和政治代表及烟农。在这次非洲地区会议的

开幕式上，坦桑尼亚农业部主任助理Jackson 

Nkuba博士指出，“在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

烟草一直是全球农业的组成部分”，他还指

出，“在坦桑尼亚，烟草多年来一直是最重

要的传统出口作物。”国际烟农协会的统计

数据显示，按价值计算，烟草是坦桑尼亚出

口额最高的农业产品，而且烟草供应链上聘

用的人数达到145万人。在莫桑比克，与其他

作物相比，烟草的每公顷货币价值最高。在

马拉维，烟草占全国GDP的14%，而且烟草业

的用工人数达到近500万人。马拉维也是世界

上白肋烟的主要出口国。在津巴布韦，其外

汇收入中有60%由烟草创造，而且占津巴布韦

农业总GDP的50%，就业人数近200万人。

在这次会议上，Nkuba博士还谈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FCTC）。他强调说：“政府可以也需要

鼓励农民种植别的作物，但我们确实也明

白，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建

立供应链，创造增值的作物是多么困难的

事情。”Nkuba博士在结束演讲的时候重

申：“烟草生产与使用仍然是合法的，我们

希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现状......我们

需要价值链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的通力合

作，确保烟草生产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可

持续地发展。”

烟草业各界人士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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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烟农协会主席丹尼尔•格林

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考

虑到这些国家正经历着困难时期，我

想强调烟草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做出了

巨大贡献。数十年来，烟草一直是这

些国家就业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是

这些国家的主要创收产品之一。我们

不低估旨在保护公共健康的政策；多

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在不加剧烟农困

境的情况下，可以使烟农走向一个可

持续发展的未来。在坦桑尼亚，烟草

在供应链中聘用的人数达到145万人，

烟叶和相关产品占坦桑尼亚出口收入

的5%。目前大多数非洲烟草生产国都

高度依赖烟草，他们必须制定一个恰

当的计划，并且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参

与讨论。没有这一保证，几乎无法开

展任何工作，无法促进烟农及非洲整

个地区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烟农也坚持认为，必须有烟农

代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所执行的这个进程。而巧合

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举行的一次地区会议正好与

国际烟农协会的这次会议同时在达

累斯萨拉姆举行。《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会议讨论与第17条和18条相关的

措施，这些措施直接与烟农和烟草生

产有关，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

涉及烟草种植业的替代行业及烟草种

植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国际烟农

协会再次要求它在坦桑尼亚的地区分

会——烤烟与深色烟联盟参与这次会

议，但这一请求未被采纳，烟农和烟

农代表再次被排除在了涉及他们未来

的讨论之外。

国际烟农协会首席执行官An-

tónio Abrunhosa说：“我们已经到

了紧要关头：很显然，《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秘书处对烟农行使了否

决权，忽视了他们的请求。其他联

合国机构都是与利益相关方讨论达

到自己目标的最佳方法，而《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却在讨论中低估一

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一个受

其决定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方——

烟草种植群体。”

分享信息，交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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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AID

WHAT?
 “数十年来，烟草一直是这些国家就业
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是这些国家的
主要创收产品之一。我们不低估旨在保
护公共健康的政策；多年来我们一直希
望，在不加剧烟农困境的情况下，可以
使烟农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国际烟农协会主席丹尼尔·格林

肯尼亚
英美烟草表示新印花税政策将
大幅增加成本

英美烟草公司（BAT）表示，今

年3月由国库内阁秘书亨利•罗蒂奇

（Henry Rotich）发布的新印花税

政策带有惩罚性质，因为它将每包

卷烟的税价从1.5先令增加到2.8先

令，这也让印花税缴费比例前所未

有地升至87%。

据英美烟草公司称，印花税票

占据卷烟包装材料的成本从15%升至

了60%。

“这一增长将会对整个行业造

成不利影响。英美烟草业务成本将增

加3.51亿先令，增长比例达26％，这

对于已经承担重税的行业而言已不堪

重负。”

英美烟草已向政府提出降低印

花税的请求。该公司表示，6月8日

议会召集肯尼亚税收部门召开的会

议并没有邀请他们参会讨论，这让

他们无法对新税收政策展开辩护。

然而，由于一些议员因党派职能问

题而缺席会议，并没有实际举行这

场会议，他们请求推迟会议。目前

尚未敲定新的会议日期。

印度
机场吸烟室附近禁设烟草店

印度联邦卫生部对民航部提出

要求：确保吸烟室附近不得设置任

何烟草店。销售烟草制品的商店要

具有突出的警示牌并注明“向十八

岁以下的人销售烟草制品是一种应

该受到惩罚的罪行”。

为遏制烟草制品消费，印度在

2004年出台了《2003年卷烟和其它烟

草产品法》（简称2003 COTPA），禁

止烟草广告并对烟草贸易、生产、供

应和分销进行监管。

卫生部在给民航部的信函中

写道：“机场内的商店销售卷烟

和其他烟草制品的行为违反了2003 

COTPA的规定和授权性规范。这些商

店在吸烟室外或食品区内陈列烟草

广告，违反COTPA规定，引诱吸烟者

吸烟，还诱骗非吸烟者特别是儿童

进入到这些商店和吸烟室。”

信函中还提到，在某些机场，

烟草制品在销售纪念品、食品、书

籍等的商店中进行出售，且未设置

任何警告牌，这让非吸烟者在这些

商店内能轻易接触到烟草制品。

卫生部门的一名官员说：“如

果不遵守这些指南，这就意味着不

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会鼓励人们吸

烟。我们希望得到积极的回应。”

香港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STI）任
命欧洲市场总经理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STI）近日

任命John Can Ozkayki担任欧洲战

略市场总经理一职。土耳其出身的

Can于2013年11月加入该公司担任物

流经理助理。2015年1月，Can晋升

为新成立的欧洲战略市场部门负责

人。过去18个月中，Can负责衍生品

和烟草制品、面向欧洲小经销商和

制造商的销售，任职期间部门的销

售收入和数量得到大幅增长。

除了作为欧洲战略市场部门负

责人外，Can还将继续担任所有欧洲

烟草供应商的主要联系人，并成为该

集团全球烟草报价清单的维护人。

他将继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市办公。

洪都拉斯
大卫杜夫丹利新厂开业

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全球领

先的高端雪茄制造商大卫杜夫于5月

底宣布在洪都拉斯丹利新建的工厂

正式营业。

继获得尼加拉瓜Condega地区和

洪都拉斯的Jamastrán山谷的烟草种

植地后，该公司于2015年在洪都拉斯

购买土地，建造了一个新的雪茄厂。

新雪茄厂位于洪都拉斯主要烟

草产区丹利市，泛美高速公路东南

处，距离尼加拉瓜边界仅有几公里。

该公司回应道，此举是为了

满足核心品牌卡马乔全球化快速增

长的需求，也迎合了美国市场上对

Baccarat、La Fontana、Legendario

和National品牌的强势发展。

“我很荣幸能够正式为新工

厂举行开幕仪式。这不仅是我们公

司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随着



  tobaccoasia  69 

CLOSING NEWS卷尾新闻

业务垂直整合的扩展，还体现了我

们‘从烟草到销售’的全球化理

念，”大卫杜夫首席执行官Hans-

Kristian Hoejsgaard谈道，“过

去五年来，卡马乔全球销售额翻了

一番，我们的投资反映了其强劲增

长，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大卡

马乔所需的生产能力。此外，我们

在丹利雇用了500多人，特别高兴

能够为洪都拉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洪都拉斯丹利市中美洲总干

事曼纽尔•巴蒂斯塔（Manuel Ba-

tista）说道：“领导和管理这个

辉煌的新工厂是我迄今为止职业生

涯中最大的荣幸。未来会有重要的

项目，加之我们对成本优化和改善

流动资金的关注，现在是进一步巩

固和提高洪都拉斯雪茄厂的工艺水

平的最佳时机。我很自豪地看到，

我们的卷叶大师和雪茄工匠团队正

通过不懈地努力来建立并继续发展

大卫杜夫在全球的业务。他们带给

我们最优质的雪茄，是全球各地雪

茄爱好者的希冀所在。”

泰国
公共卫生部计划提高烟草税

泰国公共卫生部透露，将从7

月4日起提高烟草税，以遏制人们吸

烟，尤其是低收入的吸烟群体。

提税政策是《2017年烟草制品

法案》的一部分，该法案将于同一

天生效。卫生部还将从今年年中开

始对电子烟进行更严格的管控。

朱拉隆功大学药物依赖研究中

心主任吉列拉达•阿雷桑西奇（Jit-

lada Areesantichai）表示，没有

证据能证明吸电子烟能帮助人们

戒掉传统卷烟。电子烟的销售渠道

主要来自网络，很多产品属于非法

进口以及非法销售。此外，新的电

子烟产品促销促使年轻人去尝试新

品，造成上瘾人数增加。

美国
烟草批发商欲“分羹”大麻销售

对马萨诸塞州销售的所有卷烟

进行追踪、交付以及纳税的卷烟批发

商正在游说本州官员将大麻产品通过

他们的渠道进行销售，借机获得2018

年娱乐用大麻的销售垄断地位。

烟草批发商提出，他们在保护

敏感产品的供应链方面经验丰富。

卷烟正是利用了先进的追踪技术才

让走私贩们难以将未完税的走私卷

烟通过安检，另外，这项技术还便

于执法人员对包装进行验证，看是

否源自合法的渠道。如果能将此项

技术用于大麻产品，那大麻黑市将

举步维艰。

前州议员、烟草贸易集团执行

董事、东北片区批发经销商协会的保

罗•卡龙（Paul Caron）表示：“我们

的成员很愿意代表州政府收缴税款，

将所有即将销售的大麻产品打上印

记。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直接使用

卷烟的印花税票，毕竟这种税票被认

为是最成功的加密税票。”

美国大麻合法化的其他州，药

房可以从生产商那里直接购买到大

麻，或者自种自供。这些州的大麻

公司被要求使用专门针对合法大麻

制造的跟踪系统，马萨诸塞州将会

指定一家物流供应商来运作类似的

系统。

非洲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成员国将控
烟纳入国家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WHO）非洲区域

办事处呼吁其成员国将控烟纳入国

家政策、发展计划和SDG实施框架，

以减少与烟草相关的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主任MatshidisoMoeti要求，各国要

充分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WHO FCTC），这其中包括

提高烟草税以减少烟草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政府收取

的税收可用于支付全民健康保险、

养生保健以及其他发展项目。

Moeti还表示，控烟可以消除贫

穷、消除饥饿、促进农业可持续、

推动经济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他

说：“控制烟草就是挽救生命、促

进发展、维护健康之举，我们应该

共同支持烟草控制。”

台湾
查获走私烟草18.6公吨

6月初，海关官员在台中港查

获了约18.6公吨的走私烟草。该

非法原料可被制成超过146万包卷

烟，如果在本地销售，将使卷烟税

收损失超过4600万新台币（150万

美元），医疗附加费损失至少2900

万新台币。

当前，台湾的卷烟税为每包

30.8新台币。此外，每包卷烟还需

上缴20新台币的医疗附加费。

在港口抽查时，在两个登记为

进口自越南烟叶废料的集装箱中发

现了走私烟叶。除去含有烟叶废料

的外层袋子，检查员发现了未列入

进口材料清单的细切烟丝。烟叶废

料是由一家台中公司进口的用于生

产有机肥的原料。

台中海关官员也认为，“配方

卷烟”形式的烟草很容易被用来制

造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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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展会新增亚洲参展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制品和烟具贸易的展览会，InterTabac将于9月22日
至24日在德国多特蒙德的威斯特法伦展览中心举行。此次展会将更加宏大，
新增三个展厅。共计8个展厅将为参观者和参展商提供更加广阔的面谈、网
络交流以及业务开展平台。

今年InterTabac参展商将有500多家，

其中约80家是新面孔。最大的新参展团体来

自中国、德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

新参展的国家有亚美尼亚、比利时、巴西、

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洪都拉斯、

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约旦、克罗地

亚、墨西哥、荷兰、巴基斯坦、波兰、罗马

尼亚、瑞士、西班牙、泰国和土耳其。

InterSupply展览已有三个年头，

今年它一如既往与Int e r T a b a c同台展

出。InterSupply的大厅处在InterTabac大

厅中央，便于参观者同时参加两个展会。

与InterTabac一样，InterSupply今年

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参展商，他们来自比利

时、中国、德国、英国、香港、印度尼西

亚、约旦、立陶宛、波兰、土耳其和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

以下为出席InterTabac和InterSupply

展会的亚洲新参展商：

中国
中国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有限公司

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公司于1997年和

古巴签署正式合作协议。20年来，公司建成

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雪茄生产

基地。该基地拥有2000英亩烟地、集成肥料

管理系统、水处理设备、500英亩现代化的

阴凉温室和适合遮阳和全日晒两种品种的苗

圃，还配备有标准化烟叶干燥室、湿度等级

车间、发酵车间和生产车间。

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位于北纬

20度，地理位置与古巴相同，是培育优质雪

茄叶的理想之地。和古巴一样，海南拥有诸

多自然资源的优势，比如丰富的火山土壤、

亚热带海洋岛屿气候、湿度适中、阳光充足

且时常多雨。

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公司生产的雪茄品

质一流。该公司已培育了三个独特的品种：

海南1号、海南2号和建恒1号。同时，公司

还生产自己的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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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炭业有限公司
作为中国木炭生产规模最大的领先企

业，宇宙炭业有限公司于1994年在中国河南

省成立。公司产品种类繁多，主营产品为水

烟炭和烧烤炭等。

宇宙炭业生产的产品由环保的原料制

成，拥有数十年的生产经验，高科技生产水平

保证了产品质量，也为其在欧洲、中东和北非

（MENA）以及亚太地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宇宙炭业每天可生产20吨水烟炭，年

产6000吨。烧烤炭的产量为每天40吨，年产

12000吨。

印度
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有限公司

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有限公司是莫迪

企业旗下的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卷烟制造

商之一。公司生产印度一些优质品牌卷烟，

包括FourSquare、Red＆White、Cavanders

以及最近推出的HawkEye品牌。

该公司还将自己的卷烟品牌，如

Jaisalmer、Stellar和BlackJack，销往全

球。根据其与菲莫国际的许可协议，公司还

在印度生产和销售万宝路卷烟。

过去几十年里，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

公司还将产品组合延伸到卷烟和烟叶之外。

在茶叶市场，他们拥有“茶城”品牌，在印

度茶业具有广泛影响力。同时，公司还在印

度竞争激烈的口腔清新剂和糖果市场推出了

Pan Vilas糖精钠、Pan Vilas Silver Dewz

和FundaGoli糖果。

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有限公司总部设

在德里，拥有国内最顶尖的制造设备。

印度尼西亚
BMJ公司

BMJ公司是一家领先的特种纸张和包装供

应商，以坚持不懈的创新享誉业界。公司生

产的产品精度高、密度紧、工艺佳，为行业

设定了标准。公司的口号是“每天都有新发

现”，这也诠释了企业精神和服务的内涵。

BMJ在产品开发中与客户紧密合作，

保证产品能快速投放市场。BMJ以客户为导

向，侧重产品的创新和改进，能够根据客户

的产品发展，开发且量身定制纸张。

BMJ的系统生产线能够进行大规模、快

速、精准的生产，并可根据特定规格进行调

整，以匹配客户的定制需求。

巴基斯坦
Asian Gulf Shisha（AGS）水烟公司

AGS生产的水烟产品中添加有LAVA水烟

丝和草本糖蜜，水烟的味道柔美、清淡可

口。公司配备了水烟领域最尖端、最具创新

的G.D生产线，顶级的质量控制和生产标准

确保成品品质卓越。

泰国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TTM）是一家国

有企业，面向国内外制造和销售自主卷烟

品牌并监督国内烟叶生产。TTM与烟农密

切合作，在生产中运用《良好农业规范》

（GAP）提高烟叶质量。TTM还采取了对烟叶

进行化学残留检测、对优秀的烟农进行奖

励、对残留物采样分析、开展烟叶种植培

训、对烟叶种植持续进行投入，比如种子

和肥料等措施来提高烟农的生活质量。此

外，TTM还规定了国内烟叶收购的适当的价

格上限。

目前，TTM共生产15个品牌的卷烟，

其中包括Royal 90 Deluxe、Samit 90

、Krungthong 90、Krongthip 90、Saifon 

90、Wonder、SMS、Goal和Line。

土耳其
CAGS烟草公司

Cags烟草公司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是一家卷烟纸、烟草和烟斗制造商。公司成

立于1982年，出口烟草和相关产品。 

CAGS的产品组合包括其领先的沃森品

牌，以及制造自有品牌的卷烟纸、烟草和烟

斗。

2016 InterSupply
展会上的参观者络
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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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006923 - Atomizer and electronic cigarette 
having same
An exemplary atomizer includes a liquid supply, a 
mouthpiece at a first end of the liquid supply, an air 
pipe, a liquid supply, and an atomizing device at an 
opposite second end. The atomizing device includes 
a main body, a liquid conducting element, and a 
heating element. The main body has an atomizing 
chamber. The liquid supply defines at least one air 
inlet at the first end. The air pipe and the liquid 
supply cooperatively define an annular air passage. 
The main body...
Shenzhen First Union Technology Co., Ltd.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006923 
Inventors: Yonghai Li, Zhongli Xu, Changzheng Dai 

20170000188 - Heat generation segment for an 
aerosol-generation system of a smoking article
A fuel element adapted for use in a smoking article is 
provided, the fuel element including a combustible 
carbonaceous material in an amount of at least 25% 
by dry weight, based on the weight of the fuel 
element, and a particulate ignition aid dispersed 
throughout the fuel element and selected...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patents - , 
USPTO Applicaton #: #20170000188 
Inventors: Brian Keith Nordskog, Thaddeus J. 
Jackson, Donna Walker Duggins, Anthony Richard 
Gerardi

20170135393 - Tobacco slitting machine
Provided herein is a tobacco recovery machine that auto-matically removes and 
separates a tobacco rod from formed cigarettes and slits the tipping paper 
surrounding the tobacco rod. The tobacco recovery machine includes a hopper 
that receives cigarettes. A feed mechanism individually feeds the cigarettes from 
the hopper and through a chopping mecha-nism that removes the filter rod from 
each cigarette leaving the cylindrical tobacco rod wrapped in the tipping paper. 
The tobacco recovery machine next feeds the tobacco rod of the cigarette 
through a slitting mechanism that slits the tipping paper wrapping surrounding the 
tobacco. The slitting mechanism axially slits the tipping paper along the tobacco 
rod such that the tobacco product can separate from the tipping paper.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135393
Inventors: Balager Ademe, Winston-Salem, NC (US); John Larkin Nelson, 
Lewisville, NC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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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J
www.bmjpaperpa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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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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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gartabac Holding
www.bulgartab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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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43)

Decoufle
www.decouf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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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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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Far East Tobacco Leaf 
Indonesia
Tel +62 811 380 151
henri@startobacco.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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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Fiber
Tel +86 21 6393 2699
info@fiberandfiber.com
www.fiberandfib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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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s Pakistan
Tel +92 21 34529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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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6 818 299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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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qhdv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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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as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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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1 22 908 3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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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cotab.com
(Pag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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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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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M
www.swmintl.com
(Page 27)

NV STTC
Tel +65 633 7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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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
IPCPR
时间：2017年7月10-14日 

地点：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网址：www.ipcpr.org

主题：展会/烟草制品及配件

上海国际电子烟展
（VapeExpo Shanghai）
时间：2017年7月14-16日

地点：中国上海

网址：www.sh.cecmol.com/en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中国国际电子烟展会
（Vape China Exp）
时间：2017年7月29-31日

地点：中国北京

网址：www.en.vapechinaexpo.com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2017年9月
InterTabac
时间：2017年9月22-24日

地点：德国多特蒙德

网址：www.intertabac.com

主题：展会/烟草制品、配件、电

子烟/烟油

InterSupply
时间：2017年9月22-24日

地点：德国多特蒙德

电子邮件：edl@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展会/烟草设备、机械、烟

叶等

2017年10月
深圳国际电子烟展会
（Shenzhen Int’l Vape Expo）
时间：2017年10月20-23日

地点：中国深圳

网址：www.vapexpoen.reedhuabo.com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中国电子烟展会
（Vape Expo China）
时间：2017年10月21-23日

地点：中国北京

网址：www.bj.cecmol.com/en

主题：电子烟、烟油、雾化设备

2017年12月
世界烟草中东地区加工及
机械展会
时间：2017年12月5-6日

地点：阿联酋迪拜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展会/设备及机械

2018年1月
TPE烟草展会
（TPE Tobacco Plus Expo）
时间：2018年1月31日-2月1日

地点：美国拉斯维加斯

网址：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展会/烟草制品及配件

2018年5月
2018年世界烟草欧洲博
览会
时间：2018年5月30-31日

地点：保加利亚索菲亚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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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