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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个月，烟草业发生了很多十分有
趣的事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电子烟和其

他电子尼古丁输送装置（ENDS）的态度发生了360

度大转弯。FDA将2016年5月出台的电子烟新规要求

的电子烟最终审批期限延期5年。此前，电子烟上

市审批程序不仅费时颇多而且花费不菲，还给大

量电子烟企业带来了灭顶之灾。此次出台的新规

表明，与其简单粗暴地将电子烟当做一种诱惑纯

良、天真的青年人上瘾的邪恶装置来处理，而无足够的科学研究数据来做支

撑，FDA更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彻底研究电子烟的利和弊。近年来，支持

和反对电子烟的研究数据均在稳步增加，关于电子烟是否是常规卷烟的更好

替代品的辩论也已经持续多年。希望在5年延期中，可以有更客观的科学研

究来澄清事实、一辩黑白。

FDA对电子烟的“松绑”赢得了电子烟业的掌声与喝彩，但也遇到了反

对阵营的反对和指责，尤其是反蒸汽烟团体。FDA局长Scott	 Gottlieb医学

博士甚至承受了一些政治压力，13名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联名写信指责其为

电子烟开具免费通行证。

这股政治压力可能带来了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不久之后，FDA就宣布计

划调整卷烟中尼古丁的水平，试图将其降低到“非成瘾”水平，尽管目前

尚不清楚究竟多少含量的尼古丁被定义为“上瘾”。随后，FDA宣布，将进

行一项旨在劝阻年轻人不再使用电子烟和其他尼古丁产品的战略性新型公共

卫生教育活动。官方发布的新闻稿称：“FDA计划在今年秋季时扩大‘The	

Real	 Cost’公共教育运动的规模，将电子烟和其他电子尼古丁产品的危害

信息传递给年轻人，同时还计划在2018年开展更为全面的活动。”这将是

FDA第一次专门针对青少年使用电子烟或其他电子尼古丁产品开展的公共卫

生教育。

无论怎样，都应该积极看待FDA出台的这些政策。这些举措并非只是一

边倒地打击烟草业，而是FDA想让那些离不开尼古丁和卷烟的人去购买低害

产品、劝阻年轻人远离烟草制品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对于立法者、制造商或

是怀疑者而言，这是一次共同参与、努力寻求达成共识解决方案的机会。



Indulge
your    flavors.



DISCOVER HOW TO
SWIM AWAY FROM THE AVERAGE,
FASTER

To meet your impeccable standard 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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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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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eliver your product development to market faster.

Now you know about us. Eureka!

www.bmjpaperpack.com

Specialty Paper and Packaging Company

C

M

Y

CM

MY

CY

CMY

K

3-fishy-tobacco-asia.pdf   1   3/2/16   12:04 PM



DISCOVER HOW TO
SWIM AWAY FROM THE AVERAGE,
FASTER

To meet your impeccable standard an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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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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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eliver your product development to market faster.

Now you know about us. Eureka!

www.bmjpaperpack.com

Specialty Paper and Packaging Company

C

M

Y

CM

MY

CY

CMY

K

3-fishy-tobacco-asia.pdf   1   3/2/16   12:04 PM



12 tobaccoasia  

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美国
FDA首次宣布减少卷烟尼古丁含量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有史以来首次宣布降低卷烟中

的尼古丁含量至不成瘾水平。此举是保护青少年以及减少烟草导致

的有关疾病和死亡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FD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

（Scott	Gottlieb）博士说，尼古丁是美国可预防疾病的主要成因，

此举就是通过减少这种有害的让人上瘾的化学物质，使“卷烟的成

瘾性降到最低”。他补充说道：“设想一下，卷烟让人上瘾的世界

将不复存在，那些仍然需要或者苛求尼古丁的人们只能从其他来源

或者伤害性较小的渠道才能获得，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降低尼

古丁含量对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日本
今年烟草税收入将大幅缩水

日本的烟草税收入今年可能会下降500多亿日元（约合4.5亿美

元），因为吸烟者转向含烟量较少的加热烟草。据与日本共同社进

行研究的第一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长

滨敏弘表示，政府肯定会在今年秋季改革烟

草税收制度。

长浜敏弘的预测是基于吸烟者将从常规

卷烟转向加热不燃烧烟草，而且吸烟人数不

断减少的情况。在日本，一包常规卷烟的税

额为244.90日元。但是，根据烟叶含量，不

燃烧烟草的征税范围从34.3日元到206日元

不等。如果不提高对加热不燃烧烟草的征税

额度，到2020年，税收可能会下降3000亿日

元。“加热不燃烧烟草的销售增长速度非常

快。考虑到与其他国家相比税率较低以及目

前国家和地方财政状况，一定会进行税收制

度审查，”长浜敏弘说道。

印度尼西亚
日烟国际将收购印尼丁香烟制造商

日烟国际8月初宣布，日本烟草集团已

签署了购买PT的100％流通股份的协议，以

6.7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印尼丁香烟制造商PT	

Karyadibya	 Mahardhika（KDM）公司及其分

销商PT.	Surya	Mustika	Nusantara（SMN）。	

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后，该交易预计在2017

财年第四季度完成。这笔交易的达成会让日

烟国际快速拥有印尼国内丁香烟的市场份额

和地位。日烟国际执行副总裁、烟草业务总

裁Mutsuo	 Iwai说：“我们很高兴能利用KDM

的供应链，包括采购、生产以及SMN的广泛

分销网络，全面进军印尼丁香烟市场。我们

在拓宽新兴市场、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

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们在东南亚进行

的首次重大收购，也是我们在这个蓬勃发展

的地区进一步发展业务的绝佳机会。”KDM在

爪哇拥有九条丁香烟生产线，并通过SMN网络

在印尼销售其产品。这两大企业雇用了大约

7500人。“我相信，KDM出产的优秀丁香烟产

品、本地专业的技术、SMN强大的分销平台以

及日烟国际的国际专业知识会进一步巩固我

们在印尼的业务发展，”日烟国际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Eddy	Pirard说，“我们欢迎所有的

员工都能加入到我们团队中来。”

菲律宾
日本烟草签署协议收购菲律宾Mighty卷烟公司

日本烟草宣布，已签署了收购Mighty	Corporation（MC）

相关资产的协议，共计468亿比索（约合9.36亿美元）。收购

的资产包括MC公司的分销网络、制造设备、库存和知识产权。

该交易在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后，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

菲律宾是世界上第十大烟草市场，而MC公司拥有该国23%

的市场份额，是菲律宾第二大烟草公司。MC的市场价值处于领

先地位，占行业的50％以上，旗下拥有发展强劲的Mighty和

Marvels品牌，分销网络遍布全国。

日本烟草集团长期活跃在菲律宾的烟草市场，其在菲律

宾城市地区销售的主要产品为价位不高的云斯顿。

通过这次收购，日本烟草集团能通过扩大分销和加强品

牌组合来巩固其在菲律宾的业务基础，在经济增长强劲的菲律

宾占据四分之一的烟草市场份额。

“这次交易是为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目标而进行地域扩

张的另一个例子。在东南亚的这次重大收购增加了我们最近宣

布的全面进军印度尼西亚的砝码，并将进一步夯实我们在这一

区域的业务基础，”烟草业务执行副总裁兼总裁濑户义说。

日烟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Eddy	 Pirard说：“我相信这

次收购将帮助我们不断扩大市场，并在不久的将来受益于MC独

特品牌的影响力以及遍布全国的分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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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公布吸烟率调查结果

日本烟草公司日前发布了最

新的吸烟率调查结果。日本烟草自

1965年以来每年开展一次吸烟率调

查。2017年5月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成人吸烟率为18.2％。

2017年数据是根据2017年4月1

日内政部统计局提供的成年人数计

算的，分别为男性5056万人，女性

5453万。2016年的数据是截至2016

年4月1日的人口数字，其中男性为

5045万人，女性为5445万人。

日本烟草认为，日本吸烟率由

于各种因素而一直呈下降趋势，包

括该国人口老龄化、人们对吸烟相

关健康风险的认识日益增加、吸烟

相关法规日益加强、税收和价格不

断上涨。

澳大利亚
议会立法对卷烟和散烟叶征收
同等税率

澳大利亚议会通过立法，确

保对机制卷烟和散烟叶征收同等税

率。据该国的税收部部长凯利•奥维

尔（Kelly	 O’Dwyer）称，目前出

现差距的原因是，卷烟是根据支数

来进行征税。假设每支卷烟含烟草

量为0.8克，因此，卷烟的税率是

一个固定的量。对于散烟叶，则参

照重量进行征税，即以每千克为基

础。由于平均每支卷烟含有的烟草

少于0.8克，因此目前对散烟叶的征

税也低于每支卷烟的征税。

根据新规定，每公斤烟草税率

将基于以下假设：每千克烟草税率

将基于平均每支卷烟含0.7克烟草。

这项调整将增加四年来对散烟叶的

税收。第一次调整将于2017年9月1

日进行，2020年9月以前每年都将进

行调整。

政府预计这一变化将在预测期

内向预算提供3.6亿澳元（2.84亿美

元），另外还有3500万澳元的消费

税收入。

以色列
手卷烟加税要求被拒

日前，以色列财政部长摩西•卡

隆（Moshe	Kahlon）拒绝了对手卷烟

加税的请求。据《耶路撒冷邮报》报

道，以色列癌症协会（ICA）主席和

高级肿瘤学家Eliezer	Robinson教授

以及ICA总干事Miri	 Ziv给卡隆写了

一封信，信中对卡隆拒绝解释驳回其

要求加税的原因进行了抨击。

在以色列，手卷烟的税收明显

低于预先加工好的卷烟。2013年，

以色列在税收上就损失了1.3亿舍

客勒（以色列货币单位），因为吸

烟者转而购买手卷烟而不是常规卷

烟。随着购买手卷烟的人数上涨，

目前估计已造成的税收损失超过10

亿舍客勒。

据报道，Ziv和Robinson称对手

卷烟和常规卷烟加税能显著降低吸

烟率。他们还指出，低社会经济群

体是最可能吸烟的人群，吸烟带来

的健康问题扩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

的经济和健康差距。

对于《耶路撒冷邮报》的报

道，卡隆的通讯顾问奥米里•哈希

（Omri	 Harushi）表示，卡隆已承

诺不会对手卷烟增税，并且将手

卷烟和常规卷烟进行同等征税视为	

“加税”。

印度
菲莫国际和印度烟草公司遭遇
政府“惩戒”警告
印度政府以菲莫国际违反国家反烟

法为由，警告将对其采取“惩罚性

措施”。2017年7月，路透社对菲莫

国际如何在印度安排部署营销进行

了调查，并声称菲莫国际的一些营

销策略主要是面向年轻人。随后卫

生部就给该公司寄出了函件。

卫生部发出的信函中援引了

路透社的调查内容，还列举了菲莫

国际营销手段清单，比如在报摊和

电话亭张贴烟草广告、在夜总会和

酒吧免费分发万宝路，以及在电视

媒体上进行万宝路促销。信中称，

这些宣传活动违反了国家的烟草控

制法，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它还

说：“您需要澄清公司的立场，并

解释为什么不对该公司及其董事采

取适当的惩罚措施。”

根据印度《卷烟及其他烟草制

品法》，首次发生这种违规行为可

能被处以最高1000卢比的罚款，判

处两年监禁。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领先的卷

烟制造商印度烟草公司（ITC）也收

到过卫生部的类似信函，称该公司

正在采用与菲莫国际相似的促销方

式。发给印度烟草的信中表示，该

公司在信息亭发布烟草广告的行为

是非法的。“除了列出烟草制品类

别的广告，其他无论是在店内还是

外部展示的烟草广告都是被禁止且

会受到惩罚的。”卫生部说。它还

让印度烟草公司解释为什么不对公

司采取“惩罚性措施”。

 2016年 2017年 同比变化率(%)

男性 29.7% 28.2% -1.5 ppt
女性 9.7% 9.0% -0.7 ppt
总计 19.3% 18.2% -1.1 ppt

 2016年 2017年 同比变化率
男性 14.98 14.26 -0.72
女性 5.28 4.91 -0.37
总计 20.27 19.17 -1.1

表1：日本吸烟率

表2：截至2017年5月的日本
吸烟人数（根据吸烟率估计）

（单位：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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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卷烟不再致
瘾，仍然需要尼古丁的成年人可以从替代型低
风险产品中获得。我们相信，我们追求这一共
同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Scott	Gottlieb

印度政府官员多次表示，禁止

在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亭发布卷烟品

牌、包装图片或宣传信息的烟草广

告。菲莫国际和印度烟草公司表示，

他们将遵守控烟法规定，会在法律允

许的信息亭内发布烟草广告。

印度尼西亚
隐晦营销遭遇反烟团体声讨

近日，印尼反吸烟团体指责大型

烟草企业通过给零售商返现、购物券

甚至现金的形式开展“隐晦营销”。

该国明文规定，限制发布烟草广告，

其中包括禁止烟草企业在担任赞助商

时推广其产品。但很多人认为，地方

当局在执法时有所出入。反吸烟团体

指出，卷烟制造商正是充分利用了这

一点才与小型零售商结盟并在其店内

做产品的推广促销。

印尼公共卫生协会（IAKMI）开

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报告指出，

在2016年年中，由菲莫国际控股的

三宝麟公司、盐仓集团和嘉润集团

与雅加达周边四大城市的513家店主

开展了合作。

IAMKI控烟部负责人Widyas-

tutiSoerojo表示：“他们的触角还

会更广，卷烟的销量还会扩大。”	

新加坡
可能考虑效仿美国FDA降低卷
烟尼古丁含量

新加坡卫生部表示，正密切关

注美国减少卷烟尼古丁含量这一举

措。四年前，新加坡对国内销售的

卷烟焦油含量进行限制，要求每支

卷烟的焦油含量只能在1mg到10mg之

间。然而，降低尼古丁含量是否对

减少卷烟吸引力有影响尚不清楚。

自2013年以来，新加坡18至69

岁的吸烟者比例一直保持在13％左

右。当被问到新加坡是否会追随美

国的脚步时，卫生部表示会致力于

降低新加坡的吸烟率。“我们定期

研究世界各地的控烟法，并考虑在

新加坡采取适当的措施，”卫生部

补充说道。

印度尼西亚
廉价卷烟销量更佳

作为全球第二大卷烟市场的印

尼，烟酒税的增加已经促使当地注

重成本的吸烟者从购买优质品牌卷

烟转向购买价格低廉的卷烟。印尼

国内排名前两位的卷烟制造商三宝

麟公司和盐仓集团的市场份额均有

下滑。

两家公司均销售常规卷烟以及

当地生产的丁香烟，但三宝麟销售

的产品品质更好。Sinarmas	 Seku-

ritas雅加达的分析师说：“因为价

格上浮的关系，人们更倾向于购买

低价的产品。印尼卷烟价格一直在

上涨，上涨比例约为7%至8％，超过

了通货膨胀上浮比例。”

据欧睿调查的数据显示，虽然

三宝麟公司在印尼的卷烟零售量仍

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市场份额连

续下降，从2012年的36％下降到了

去年的34％。盐仓集团虽然之前市

场份额一直在扩大，但份额也从两

年前的24％下降至2016年的23％。

分析人士认为，相较于竞争对

手盐仓集团，印尼的消费税增长对三

宝麟公司的伤害更深，因为盐仓集团

拥有更广泛的廉价烟草制品组合。盐

仓集团在过去7个季度中，有5个季度

的收入增幅超过三宝麟公司。

美国
最新研究：电子烟能帮助戒烟

一项新的研究首次提出，对于

一些人来说，电子烟带来的帮助远

远大于危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

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010年引

入电子烟后，全美戒烟模式发生的

变化进行了研究。

他们从年度全国家庭调查中列

出了两年的数据，并将数据归类为

两组人：当前吸烟者和2010年之前

或期间戒烟的吸烟者。2010年正是

电子烟面世的年份。研究人员从大

约15500名成年人得出结论，每天使

用电子烟的人比那些从未抽过电子

烟的人更有可能戒烟。过去5年来，

一半以上的电子烟用户已经戒烟，

而从未尝试过电子烟的成年人中只

有28％的吸烟者戒烟。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

会医学科学助理教授丹尼尔•吉夫

芬，即该科研的带头人说：“研究

结果表明，经常使用电子烟能帮助

一些吸烟者戒烟或预防再吸烟。”

泰国
严禁携带电子烟入境

英国旅行社向客户发出警示，

去泰国旅游严禁携带电子烟入境，

违者将会依据泰国法律被罚款或判

处监禁。英国外交部网站贴出的建

议包括一段话，指出：“电子烟可

能被没收，如果被定罪，您可能被

罚款或被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

泰国旅游局发言人重申了英国

政府的建议，警告游客不要将电子

烟带入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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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012-2016年印度尼西亚卷烟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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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或许不再
是卷烟消费的天堂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在全球卷烟业的地位不容忽视。2016年，印尼销售的卷烟

逾3160亿支，成为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卷烟市场。印尼是全球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36％	

的成年人吸烟，其中成年男性的吸烟比例更是高达68％。印尼还是烟草巨头的主要市场。其

中，菲莫国际在亚太地区40%的销售额以及英美烟草公司12%的销售额都归功于印尼。

多年来，印尼跟全球卷烟市场的走势格格不入，令烟草从业者欢欣鼓舞。2010年，全

球卷烟需求首次下降，印尼的销量却增长了4％。2010-2015年期间，全球卷烟消费的年复合

增长率下降了1％，该国卷烟销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却实现了3％的增长。

然而，2016年出现了转折,印尼市场不复往日辉煌。9年来，印尼卷烟销量首次出现大

幅下滑。

印尼——烟草企业的安全“港湾”
印尼卷烟销量首次出现下滑让人吃惊。因为政府除了2016年年初提高日常消费税和最

低零售价外，就像过去一样，并未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来遏制吸烟。印尼的烟草监管力度仍

然是亚太地区、也许是世界上最宽松的。夜晚21:30到次日凌晨5点之间，印尼电视、广播以

及纸媒上仍能出现烟草广告的身影。甚至烟草企业赞助赛事也并未限制——嘉润公司赞助举

办了嘉润羽毛球联赛，盐仓集团再次成为2017年We	 The	 Fest音乐节的赞助商。尽管政府出

台了某些公共场所禁烟、禁止宣传促销和免费分发卷烟的法律，但执法力度依然较弱。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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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CIGARETTE  MANUFACTURING EXPERTISE

Our fully air conditioned ultra-modern production facility includes latest machineries from 
HAUNI, FOCKE and G.D.

KING SIZE (Hard / Soft pack), QUEEN SIZE, SUPER SLIMS and NANO formats are available.

End to end solutions from product design through sourcing (NTM/TM) to packaging.

High quality HAUNI KDF5 filter production and also online laser perforation.

Excellen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ith integrated Q/C + production data management 
system.

We undertake contract manufacturing.

P.O. Box 18292, Jebel Ali Free Zone,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To know more contact Krishna Murthy +971 4 886 2522 contract-manufacture@ictfzme.com

欧睿国际研究分析师Andrea Lianto

尽管反烟草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印尼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政府在对

烟草业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方面仍然表现出免为其难的态度，至少是犹豫不

决。这并非没有理由。据海关总署统计，烟草业为印尼2016年度国家消费税

收入的贡献率超过了96％，相当于143.5万亿印尼盾，这笔钱对于希望推动

其基础设施建设的印尼而言是相当大的数额。此外，数以百万计的印尼人构

成了复杂的卷烟供应链网络。对该行业采取太强硬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工

厂工人和烟农的生计，更不用说种植热销丁香烟的烟农。这一切使得烟草业

在印尼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政治议题。而让这个议题更加错综复杂的是，烟

草巨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范围涵盖灾难援助和

教育财政扶持计划，这让烟草业成为印尼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并为其增加

了游说烟草法规的砝码。到目前为止，印尼是少数几个尚未签署和批准《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国家之一，而批准并通过公约的联合国成员国

已经达到了183个。

2016年印尼卷烟市场情况
尽管政府对烟草业的立场不变，也并未大刀阔斧地颁布新烟草法，但

2016年印尼三大卷烟细分领域出现了空前的衰落。手卷丁香烟（SKT）和白

色卷烟（SPM）的表现不佳并不令人意外，前者的需求由于消费者偏好的改

变一直在稳步下滑，后者从未真正流行起来。然而，真正使市场遭受重创的

是机制丁香烟（SKM），它占到印尼卷烟销量75%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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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16年消费者在酒类饮品和烟草制品上的消
费支出

收入段界限（美元）

0≤低产阶级＜15,000≤中产阶级＜45,000≤高产阶级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

2016年社会经济阶层

2016年印度尼西亚在酒精饮料和烟草上的消费

卷烟需求为何下降？
事实证明，政府在2016年实施的看似不温不火的烟草控

制措施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无效”。根据财政部第198/

PMK.010/2015号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消费税增加6-17％（取

决于卷烟类型和制造商的产量）。卷烟提税13-17％，机制丁香烟

消费税上涨11%至16％。卷烟的最低零售价也增加了45到290印尼

盾。乍一看，这个数字似乎不多，但在2016年提高消费税之后，

机制丁香烟大品牌（产量超过20亿支的品牌）16支装的最低零售

价格达到了1.5万印尼盾，20支装的价格达到了2万印尼盾。新法

规不仅让卷烟变得更加昂贵，而且使得抽烟的负担更加沉重。

消费者在购买卷烟之前总是顾虑再三。根据欧睿国际“收

入阶层消费支出”的模式，74％印尼酒精饮料和烟草消费者，即

底层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对酒精饮料和卷烟价格的增幅尤其敏感。

对于这个消费群体而言，卷烟支出不能再高了。在2016年加征消

费税之前，酒精饮料和烟草制品（主要是卷烟）的消费支出已经

占到了其家庭年消费的7％。加之2016年经济不景气，基本生活

必需品价格上涨，从经济角度考虑，维持吸烟消费变得难以为

继。许多低收入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减少日常吸烟的数量。

为了削弱2016年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烟草企业将重心转

移到经济型产品上来，开始销售12支装或16支装的小包装卷烟，

这大概是因为印尼没有20支装的限制。例如，本图国际投资公

司和印尼Nojorono烟草公司分别推出了新款经济型机制丁香烟品

牌——Lucky	 Strike	 Mild、Maxus，以吸引低收入消费者群体。

与此同时，领先的三宝麟公司还将其经济型U	Bold	Filter品牌卷

烟（12支装）推广到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这些大城

市销售，嘉润公司也将Signature	Mild品牌的卷

烟进行重新包装，以16支装的规格出售。

然而，这些努力对满足抽烟需求方面没有

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还有其他外部的因素使销

量下滑，导致业绩不佳。2016年，印尼越来越

多的地区开始对大众媒体上的烟草广告施加地

方性法规限制。即使立场坚定的雅加达也在同

年禁止烟草企业发布户外广告。因此，对于烟

草企业而言，2016年政策环境吃紧。

另外，一些消费者开始转向购买蒸汽烟产

品。特别是年轻的吸烟者，他们被蒸汽烟“炫

酷”的特征以及电子烟油种类繁多的味道所吸

引。2016年，印尼蒸汽烟产品的零售额几乎上

涨了4倍，达到3210亿印尼盾。虽然蒸汽烟的销

量不及卷烟，但还是从传统卷烟中夺取了一部

分份额，因为大部分的蒸汽烟消费者购买卷烟

的数量很少。

印尼卷烟市场展望
印尼未来卷烟市场的发展走势不容乐观。

截至2017年7月，烟草批量销售仍然受到烟草制

品消费税、最低零售价和增值税（PPN）上涨的

影响。据菲莫国际公司称，2017年第二季度，

印尼卷烟销量同比下降了12％。三家上市烟草

公司——三宝麟公司、本图国际投资公司和

Wismilak	 Inti	 Makmur公司2017年上半年净收

入出现下滑。

如今，烟草企业正试图通过推出经济型产

品，吸引低收入吸烟者购买卷烟的方式来遏制

卷烟下滑的趋势：嘉润公司最近重新推出了三

个卷烟品牌（12支装），本图公司推出了Lucky	

Strike	 Bold卷烟（12支装），但这一策略也将

会是徒劳无功。从中期来看，政府将会再次提

高消费税来平复趋势日盛的反烟草运动浪潮，

因为行业敏感的性质，印尼批准《烟草框架控

制公约》和在全国禁止广告等严厉措施不具有

可行性。考虑到印尼大部分吸烟者来自低收入

阶层，并且对价格敏感（2016年之后更是如

此），卷烟销量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加之越来

越多的吸烟者转而吸蒸汽烟以及有些吸烟者出

于健康的考量会戒烟，所以很难想象印尼对卷

烟的消费需求会回暖。也许印尼再也不是卷烟

的天堂了。

高产阶级

中产阶级

低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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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咖啡系列

日本
日本烟草重新包装Mev ius 
Mode Style Plus产品

日本烟草公司日前宣布，现有

的两款Mevius	Mode	Style	Plus产品，

将采用新的包装设计重新投入市场。

更改后的产品名称分别为：Mevius	

Style	Plus	6	100’s	Slim和Mevius	

Style	Plus	One	100’s	Slim，并将

于2017年9月中旬在全国发售。此次

新推出的产品系列具有以下特点：加

入了特殊的新型烟草混合物，口感更

加醇厚，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更浓郁

正宗的烟草味道。梅维斯（Mevius）

是畅销的卷烟品牌，在日本的市场份

额中位居第一。

日本烟草失势于加热不燃烧烟
草制品市场

日本烟草在8月初承认，它已经

失去了在加热不燃烧烟草市场上的

地位，落后于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

公司。这是因为，尽管该领域在日

本国内市场的市值高达100亿美元，

但日本烟草加热不燃烧装置Ploom	

Tech的发售出现延迟，而且还产生

了供应瓶颈。

日本烟草执行副总裁宫崎英机

（Hideki	 Miyazaki）表示：“可惜

当iQOS和Glo出现时，我们已经落后

了一步。”一年多以来，菲莫国际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售出了至少300万

个iQOS，销量一直居于首位。今年

早些时候，菲莫国际宣布iQOS已经

占据了东京12％的卷烟市场份额。

英美烟草公司的Glo装置于2016

年12月在仙台推出，今年7月初在东

京全市范围内的8000个网点进行销

售，预计到年底将进入大阪和宫城。

日本烟草的Ploom	Tech最初仅在福冈

发行，今年6月份才进入东京。预计

到今年年底，Ploom	Tech销售不会覆

盖整个东京，而其它城市至少在2018

年之前不会出售Ploom	Tech装置。

英国
JET推出“咖啡口味”系列产品

JET新推出了名为JET“咖啡”

系列的卷烟产品，

该系列共有3款新品，分别是浓

咖啡、卡布奇诺和拿铁。每款新品

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和味道，均由

最好的弗吉尼亚烟叶制成。对于那

些敢于尝试，并且喜爱咖啡的消费

者而言，JET独特而卓越的烟草品质

必定会吸引他们。目前，该系列产

品只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

商业街DFS出售。

瑞士
研发世界上首支大麻烟

瑞士卷烟制造商Heimat将烟草

与低浓度的四氢大麻酚相混合，研

发了一种新的产品——大麻烟。此

款大麻烟中的四氢大麻酚（THC）浓

度不足1%，所以不会令人上瘾。

目前，该产品在瑞士Coop集团

的2,400家超市网点进行销售，价格

约为20瑞士法郎，是普通卷烟价格

的两倍以上。2011年，瑞士同意THC

含量1%之内的大麻烟合法化，该浓

度远高于其它欧洲国家0.2%的法定

上限。Coop集团警告消费者不要携

带大麻烟出镜。20支/包大麻烟共含

4g大麻二醇，即每支含有0.2g。该

款产品主要由Heimat位于康斯坦茨

湖的施泰纳赫（Steinach）工厂制

造。其中的烟叶原料来自瑞士，而

部分大麻原料既有国内的，也有来

自国外的。

Heimat烟厂正在寻求增加国内

大麻生产的方式，这样就能从瑞士

工厂获取所需的烟叶。该厂商还表

示，尽管在使用机器混合烟草和大

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最

终找到了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办法，从而打造完美产品。

自7月24日引进大麻烟以来，瑞

士Coop集团各超市发现该产品十分

畅销。Coop集团发言人表示：“虽

然我们已经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大

麻产品，如大麻冰茶、大麻啤酒、

大麻油或大麻酱。但由于大麻产品

具有独特的风味和口感，人们对其

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决定引进

大麻二醇（CBD）烟草制品。”

捷克共和国
烟民转向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

两 个 月 前 ， 捷 克 共 和 国

（Czech）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酒吧

和餐馆实行严格的禁烟令。因而，

许多吸烟者将注意力转向加热不燃烧

（HNB）烟草产品。由于该产品介于

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之间，捷克政府尚

未制定针对该类产品的相关政策。

因为欧洲各国施行强有力的禁

烟法令，所以，各烟草公司将希望寄

托在了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中。欧

洲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西班

牙，已经将该产品划分到了普通烟草

产品一类，推出严格禁令，但捷克共

和国等国尚未制定相关政策。

捷克卫生部表示，禁烟法令也

应当适用于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

但是另有一些人声称，根据捷克法

律，该产品应该与电子烟的类别相

同，酒吧和餐馆不能限制这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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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目前，欧盟层面尚未确定

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的税收问题。

德国、葡萄牙和斯洛伐克已经开始

对该类型产品征收不同于普通烟草

制品的消费税。尽管捷克财政部也

面临该问题，但它豁免了该产品的

消费税。因此，与传统烟草相比，

加热型烟草产品在捷克更具优势。

捷克欲于2019年之前制定出针对加

热不燃烧产品的法律修正案。

英国
蒸汽型烟草产品广告被投诉

此前，英国广告标准局（ASA）

收到一个匿名投诉，称某广告鼓励吸

烟者使用电子烟作为更安全的卷烟替

代品，这一行为违反了《2016年欧盟

烟草及相关产品法规》（TRPR），该

法禁止在报纸或杂志上展示蒸汽型烟

草产品的规定。而这则广告出现在杂

志	The	Journal中，宣传的是一家蒸

汽烟店。

报刊发行商和广告商在回应

投诉时指出，这则广告并没有标明

产品的品牌。但广告标准局则认

为，根据广告业务（CAP）委员会第

22.12条的规定，这则广告已经违反

了上述法规。

广告标准局广告指导文件规

定，适用于非广播型广告的广告业务

法规第22.12条规定，如果想对含有

尼古丁的电子烟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报

道，除了专门针对贸易行业的媒体，

以下媒体未经许可，不可为非药物类

烟草产品进行报道：报纸、杂志和期

刊；关于烟草产品的事实性声明，相

关营销商可以在自家的网络媒体和其

它形式的电子媒体上进行报道。在某

些情况下，营销商也可在其它免费的

网站进行报道。

经济事务研究所生活方式经济

学主任克里斯托弗•斯诺登（Chris-

topher	 Snowdon）表示：“相关法

律要比该事件背后反映的事实更加

严格。即便是采用其它合理的方式

呼吁吸烟者使用蒸汽型烟草产品，

也可能违反新的《欧盟烟草制品指

令》。如果某电视节目鼓励使用蒸

汽型烟草产品，但英国政府却想要

在这个电视节目中宣传戒烟运动，

那它也会违反法律。这真是一件荒

谬的事。”

然而，民众希望继英国脱欧之

后，政府能够取消《欧盟烟草及相

关产品法规》的相关规定。在政府

最新公布的《烟草控制计划》中，

题为《英国烟草控制计划实现无烟

未来》的文件提到，英国吸烟率将从

现在的15.5％降低到2022年的12％以

下。该计划还鼓励各地政府制定自

己的烟草控制战略，其中重点是减

少电子烟和其它低风险产品或戒烟

替代品。该计划旨在“确定在不损

害公共卫生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适

当地放松烟草管制”，包括重新审

视主要监管电子烟产品的《烟草制

品指令》（TPD）。

澳大利亚
联邦议会调查机构研究是否将
电子烟合法化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调查机构

正在研究是否应该将电子烟合法

化。100多人提交申请，请求政府修

订相关法律。目前，尼古丁产品被

治疗用品管理局（TGA）归为毒品，

因此，在澳大利亚使用尼古丁产品

是非法的。

尽管如此，悉尼大学的Simon	

Chapman教授警告说，这些电子烟产

品的潜在危险尚未得到充分调查。

澳大利亚在出售电子烟之前，应该

实施全面监管。

他说：“如果有人来到澳大

利亚，声称尼古丁可以帮助治疗癌

症或哮喘病，并提议取消尼古丁监

管，人们会说‘澳大利亚不会如此

行事’。因此，我们需要足够的证

据进一步明确尼古丁能给整个社会

带来好处，就像现在已经受益于该

产品的人一样。”

他还质疑制造商为何没有将尼

古丁产品提交给治疗用品管理局进

行测试。他说：“我必须问这个问

题，制造商担心什么？其他尼古丁

替代品制造商必须提交所有证据，

证明其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预计议会将进行质询并随后给

予报告反馈。

印度
禁售电子烟将加剧走私

印度烟草研究所（TII）表示，

印度禁售电子烟将会增加该产品的

走私活动，而且无法保证产品的来

源和质量标准；此外，这会使印度

处于“巨大的结构性劣势”中，因

为其它国家对电子烟采取平衡的监

管政策。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电子烟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

升，印度消费者对电子烟的需求也

在攀升。禁止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的合法业务，将在无来源

和质量标准保证的国家导致严重的

非法贸易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

该机构称，非法贸易经营者将

会从中受益，使外国产品在无国内

竞争的情况下应对非法贸易。

如果印度继续禁止电子烟销

售，将会遏制国内行业在该领域的

研究和创新，使印度相较于未禁止

电子烟的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到那时，将会通过非法途径

来满足新兴需求，”该机构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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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雪茄市场目前进入新一轮强劲发展

期。四川、湖北、安徽和山东四家中烟公司

集体发力，显著提升其产品竞争力。

在2016年年底，中国卷烟销售公司市

场部主任辜菊水做了一份《国产雪茄市场分

析》的报告，报告中说：“从全球雪茄市场

容量分析，2016年中国雪茄市场共销售雪茄

10.85亿支，已经增长为全球第五大雪茄销

售市场，并且仍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态势。”

中国雪茄市场概述
辜菊水在报告中表示，“从具体规格来

分析，无论是每支净重3克以上的大中型雪

茄还是小微型雪茄，均在这股发展浪潮中保

持着快速发展的态势。中式雪茄与中国雪茄

市场相辅相成，均实现了快速发展。”

但在体量发展跃上快车道的同时，中式

雪茄的“价值”却显得有些“止步不前”。	

2016年，单支中式雪茄烟均价为0.91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进口雪茄单支均价已高达

34.13元。以古巴雪茄为代表的国外雪茄品

牌实际上占据了国内雪茄高端市场的大部分

份额。

在中国烟草行业，雪茄烟生产企业主

要是四川、湖北、安徽和山东四家中烟公

司，2016年其雪茄烟产量分别占国内总产量的

39.51%、29.11%、10.58%和19.73%，其中湖北

中烟、山东中烟的雪茄烟近年来增长强劲。

中国雪茄市场开始
蓬勃发展

中国雪茄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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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IS ETERNAL
Metal is perhaps the most recyclable of the materials used in 
packaging today. In fact, metal is 100% recyclable if disposed of 
correctly : Over 80% of the metal mined by humans throughout 
history is still in use today.

Metal can be recycled over and over with no loss in quality. Currently, 
tins are Europe’s most recycled consumer packaging container. In 

many markets, up to 93% of tins are recycled, starting out as 
packaging but later becoming something else entirely, such as 
hardware, toys, jet engine parts, cars,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many other things we use every day.

Learn about the amazing recyclability of the tins produced by 
Hoffmann:

www.hoffmann.ch/metaliseternal

目前在产在销的国产雪茄烟品牌有“长城”、	

“黄鹤楼”、“泰山”、“王冠”、“狮牌”、	

“工字”、“茂大”、“将军”、“三峡”、“顺

百利”等10个品牌，其中“长城”、“黄鹤楼”、	

“泰山”销量位居前三甲，分别占全国雪茄烟总销量

的29.58%、28.81%、13.25%，占全国雪茄烟总销售额

的28.39%、32.23%、8.83%。

为了改变中式雪茄的“中低端”形象，

这四家企业开始了集体发力，显著提升其产

品，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四款新品亮相“中国雪茄之乡全球推
介之旅”

2017年5月20日，在四川省德阳市政府

主办的“中国雪茄之乡全球推介之旅”上，

这四家企业都推出了代表自己最高雪茄制作

水平的新品。

“长城”雪茄是中国四川中烟工业公

司什邡卷烟厂的当家品牌，什邡属亚热带湿

润气候区，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

充沛。种烟区矿物质营养丰富，非常适合烟

叶生长。这里出产的雪茄烟叶，以“色黄、

灰白、味醇、气香”享誉世界。2007年，什

邡被批准认定为“中国雪茄之乡”。什邡是	

“长城”雪茄所用烟叶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雪茄之乡全球推介之旅”上，

什邡卷烟厂推出了“长城”雪茄高端产品	

“长城（GL埃菲尔）”。这款产品取义于

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富尔秘密访华，

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富尔，将长城雪茄作为

生日礼物委托富尔转赠戴高乐总统，以长城

的长度，埃菲尔的高度，寓意中法友谊万古

长青。金字塔烟支规格，映衬埃菲尔挺拔高

度，表里如一，集什邡、多米尼加、巴西、

印尼等优质烟叶精华于一支，大师配方，秘

制发酵，吸纳之间，木香、豆香、烤甜香蕴

含其中。这款产品，成为中式雪茄“中档起

步、高档突破”的代表佳作，将为中式雪茄

打开高端市场贡献力量。

中式雪茄的另一个代表品牌是“王冠”

雪茄。“王冠”雪茄产自千年历史文化古

城、中国道家文化发源圣地——安徽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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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徽中烟雪茄烟生产基地，早在

民国元年1912年，蒙城坊间手工卷制的雪茄

就闻名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百年来，安徽中

烟沿袭手工制作的传统，培育出数千名技

师。“王冠”在中国市场拥有较为忠诚的消

费群体，先后获得“巴拿马国际食品博览

会”金奖、“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等荣

誉。2011年，安徽中烟与全球最大雪茄公司

STG（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签订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展开了全面的国际合

作。“王冠”雪茄被列入中国烟草行业雪茄

烟重点品牌目录，安徽中烟努力将其打造成

中式手卷中高档雪茄标志性品牌，并聘请古

巴最著名雪茄品牌高希霸的九级卷烟师赴中

国倾力指导，在安徽雪茄百年传承的卷制手

法基础上融入古巴特色。“王冠”雪茄这种

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特点较好地体现在

5月20日推出的“王冠（国粹）”新品上，

该雪茄新品选取南美极品烟叶，结合中国人

的吸食口感，由优秀的国内手工雪茄卷制队

伍卷制而成，最终换发出“王冠”雪茄特有

的醇香与蕴味。

湖北中烟此次推出的新产品是黄鹤楼

（1916）手工雪茄，该产品选用了古巴烟叶

种子，师从古巴专业雪茄大师，经过独特的

制作，既保留了南美雪茄的纯正口感，也结

合了国人的吸食习惯，茄香更优雅，口感更

舒适，具有独特辨识度。山东中烟推出的新品

是“将军（战神1号）”，精选多米尼加原产

地茄衣，油亮光滑、叶面舒展，香气优雅细

腻。经过3年以上自然醇化，使新品既具有国

际经典雪茄口味，又非常符合国内消费者口感

需求的中等强度的口感，香气复杂、层次好是

其鲜明特点。

自2011年以来，中式雪茄保持着40%以

上的产销增速；2016年在烟草产业发展遇到

极其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中式雪茄仍实现了

产销规模12%的快速增长。而中式雪茄产销

规模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雪茄市场的快

速扩容。其实，不但中国雪茄市场呈现出日

益繁荣的态势，放眼全球雪茄市场，近两年

来整体也是处于上升态势的。

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2015年，北美和欧洲是世界主要雪茄

市场，占比达90%以上，以机制大雪茄为

主。2016年，全球雪茄烟（含中国）销量估

算约220亿支，其中美国销量120亿支左右，

长城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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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全球销量的55%，其次是西班牙、德国、

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雪茄烟销量增长最

快的依次为喀麦隆、罗马尼亚、波黑、土耳

其、格鲁吉亚等国。全球销售雪茄烟（含中

国）销售额估算约240亿美元，其中美国销售

额约77.5亿美元，占全球销售额的32.3%。

总体来看，目前雪茄烟消费既有有利条

件，也面临不利因素，整体消费环境可能不

会有太大变化，未来仍有机会保持相对稳健

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雪茄烟长期积累形成的独特魅

力。雪茄以特有的吸食方式、吸食环境和储

藏条件要求，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文化，也有

自己忠实的消费群体，稳定发展是可期的。

其次，很多人认为雪茄烟比卷烟更安全。主

要原因是吸雪茄烟不如卷烟那样频繁，而且

烟气不吸入肺中。

第三，消费者的雪茄烟购买能力在不

断提升。雪茄烟生产所需投入较普通卷烟要

多，因此，雪茄烟价格也相对较高，特别是

手工制作的大雪茄烟，一直被奉为奢侈品而

远离普通消费者。雪茄发展的不利因素主

要是受控烟政策的影响。首先是公共场所禁

烟。由于雪茄烟对消费环境的要求较卷烟来

说要高，特别是大雪茄烟消费大都在独立舒

适的私密空间中进行，如果随意扩大公共场

所定义的范围，甚至只要是封闭空间就要禁

烟，将严重影响雪茄烟的消费。第二是包装

警语。实际上，人们常常将雪茄烟容器及外

在包装当做艺术品看待，如果包装上警语范

围不断扩大和凸显，甚至加上警语图片，就

可能会削弱雪茄烟的吸引力。

专家预计，未来五年全球雪茄仍将保持

3%以上增长速度，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

提高，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层不

断扩大，人口众多的亚太地区将成为雪茄烟

消费的持续增长点。中国一直是传统卷烟市

场的消费大国，雪茄消费人群并不占主流，

但随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

雪茄已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人们普遍认为抽

雪茄比抽传统卷烟危害性要低，而且是更具

有生活品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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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DA首次提议降低尼
古丁含量至不成瘾水平

当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今年7

月宣布，将要求很多电子烟和蒸汽产品获得上

市批准的最后期限延长时，烟草业如释重负。

7月28日，FDA宣布了关于烟草与尼古

丁法规的一项新的全面计划，并将其作为未

来多年的发展蓝图，致力于更好地保护儿

童，大大减少与烟草相关的疾病与死亡。这

个计划将尼古丁、烟瘾问题置于FDA烟草法

规工作的核心。目标是确保FDA具有适当的

科学与法规基础，既能有效率、也能有效果

地执行《家庭预防吸烟与控烟法案》。为确

保FDA力求监管与鼓励开发低风险创新烟草

产品之间保持平衡，该机构还延期了2016

年5月最终规则中颁行的一些特定的时间计

划表，将FDA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烟草产

品。FDA还会加大对重要公共健康问题的投

入，例如烟草制品加香的作用。

据FDA关于这个问题的新闻稿说，FDA

倡议的核心之一是要提高人们对尼古丁的意

识。尼古丁具有高度致瘾性，并且是通过具

有持续风险的产品释放的，而且在通过可燃

卷烟中的烟雾颗粒释放时最为有害。

FD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医学博士

说：“因烟草而造成的大部分死亡与疾病都

Staff R
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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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吸烟——唯一合法的消费产品——上瘾造成的，如果随心所欲地吸烟，

它将会夺走一半长期吸烟的人的生命。除非我们改弦易辙，否则现在活着的

560万年轻人今后将会因使用烟草而早亡。我们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卷烟不再致瘾，仍然需要尼古丁的成年人可以从替代型低风险产品中获得。

我们相信，我们追求这一共同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戈特利布局长说：“由于尼古丁是烟瘾问题的核心，也是解决烟瘾问

题的核心，应对可燃卷烟中的尼古丁致瘾水平问题必须是FDA解决威胁着美

国家庭的极具破坏性的烟瘾危机的战略组成部分。我们提出了解决尼古丁

问题的方法，同时还必须推出针对

新监管产品的强硬的法规基础和标

准。为了取得成功，所有这些措施

必须合作完成而非割裂实施。”

在宣布该倡议时，FDA也确认

其致力于“鼓励明显改善公共健康

的潜力创新产品，并大力宣传保护

儿童，帮助吸烟者戒烟的政策与工

作。”

为此，FDA打算延期2016年8月

开始上市的、新近受到监管的烟草

产品提交产品审核申请的时间线。

这一行动将使FDA有时间去探索明确

而有意义的措施，使得烟草产品毒

性、吸引力和致瘾性降低。

根据预期的修改后的时间线，

新近受到监管的可燃烟草产品，如

雪茄、斗烟和水烟等的申请将到

2021年8月8日开始提交，而非可燃

烟草产品，如电子尼古丁输送系

统（ENDS）或电子烟的申请则到

2022年8月8日的时候开始提交。此

外，FDA预计生产商将会在产品申请

审核期间继续销售产品。

重要的是，预期生效的新实施

政策不会对当前卷烟及无烟烟草产品

的任何要求产生影响，只有新近受到

监管的烟草产品，如雪茄和电子烟等

才会受该政策的影响。这个方法也不

会适用于最终规则的规定，因为最终

规则规定的遵守最后期限已经过期，

如为防止向未成年人非法出售烟草

产品而实施的强制性年龄及带照片的

身份证核实等。它也不会影响到该法

规其他规定的最后期限，包括但不限

于法律要求的警告声明、成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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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文件提交、有害及潜在有害成分报告，

去除有害风险的声明，如淡味、低含量或柔

和，或类似的描述语。

为了配合执行这些比较大的政策，FDA

计划发布基础法规，使得产品审核程序对于

制造商而言更高效、更可预测、更透明，

与此同时，也履行了FDA的公共健康使命。

除此之外，FDA打算发布法规，概述希望

将何类信息列入《烟草产品上市前申请》

（PMTA）、《减害烟草产品申请》（MRTP）

和显示实质等同的报告中。FDA还计划敲定

关于该机构打算如何审核尼古丁输送系统的

烟草产品上市前申请的指南。FDA还将通过

在线信息、会议、在线研讨会和指南文件，

继续努力协助烟草业遵守联邦烟草法律。

FDA的新立场已经遭到了一些美国国会

议员的批评，他们指责FDA局长戈特利布给

电子烟和蒸汽烟提供“免费入场券”，因为

FDA延长了这些产品的申请时间线。不过，

业内人士则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尤其是规

模较小的企业——如果FDA的推定规则要求

电子烟在可以上市前必须通过冗长而代价高

昂的批准程序获得通过的话，这些小企业可

能很容易就会破产。

FDA改变看法有望也会影响到世界各国

的立法人员，使他们对此加以效仿。目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电子烟进行了监管。有超

过12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对电子烟实施了一揽

子禁令，如文莱、台湾、泰国、新加坡、越

南、卡塔尔、阿曼、约旦、阿联酋、巴西、

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和挪威等。在美

国、英国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可以合法

地向18岁以上的人出售电子烟。

FDA延长时间线将使得更多关于蒸汽烟

和电子烟影响的科学研究有时间得以开展，

从而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彻底、更准确的

理解。目前，电子烟的影响这一话题充满了

争议，烟草公司、电子烟公司和卫生界相互

指责。也许，再经过5年的研究，所有相关

的部门将最终能够理清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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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卷烟销量遭遇大幅下跌，

卷烟销售一度进入“寒冬”。而在刚刚过去

的2017年上半年，中国卷烟销售终于有了回

暖趋向。1-6月份，中国烟草实现商业销售

2475万箱，同比增长1.6%，实现商业销售收

入7726.9亿元，同比增长5.7%，半年已完成

年度目标的52.3%。

从销量“寒冬”到逐渐“回暖”，宏观

来看是中国烟草整个产业链的积极调整和努

力，而深入到微观细节，我们发现一些特色

细分产品的逆势而起，成为一度处于困境的

中国卷烟销售的重要力量。

7月18日，在中国烟草行业2017年上半

年经济运行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烟草专卖

局副局长段铁力提到：2017年上半年，细支

烟累计销售114.83万箱，同比增加52.06万

箱，增长82.95%；短支烟累计销售10.77万

箱，同比增加6.92万箱，增长180.15%；爆

珠烟累计销售13.54万箱，同比增加10.06万

箱，增长444.59%。2017年上半年细支烟、

细分卷烟产品成
中国卷烟销售“利器”

利基产品引领卷烟
增长

中支烟

爆珠烟

短支烟

细支烟

文
/烟

草
在

线



  tobaccoasia  35 

短支烟、爆珠烟合计销售134.4万箱，累计

销售额597.7亿元，为中国烟草行业稳销

量、提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过去半年甚至是追溯到2016年以

来，中国卷烟细分产品的真实发展状态是如

何的？它们是否发挥了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引

领呢？

细支烟——销量与结构兼具
对于目前的中国卷烟销售来说，细支烟

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细分产品，而且初步呈现

出了销量与结构兼具的趋势。在2017年第一

季度，中国细支烟合计销售58.2万箱，同比

增长93.8%，实现商业销售收入252.2亿元，

同比增长97.6%。而到年中，细支烟累计销

量已经突破百万箱。

具体到品牌，在2017年第一季度，“南

京（炫赫门）”销售15.8万箱、“红金龙（硬

蓝爱你）”销售6.3万箱、“黄鹤楼（天下名

楼）”销售6.1万箱。

而2017年上半年结束，已经有18个产

品规格销量超过万箱，其中“南京（炫赫

门）”销量超过30万箱；“红金龙（硬蓝爱

你）”、“黄鹤楼（天下名楼）”超过10万

箱。按照这样的势头，到2017年年底，中国

细支烟全年有望突破250万箱，销售收入将

超过1000亿元，细支烟的市场份额将会达到

5%以上。细支烟品牌佼佼者——“南京”有

望突破75万箱。

2017年上半年，细支烟在提升结构上效

果显著。一类细支烟累计销售31.03万箱，

同比增加17.1万箱，增长122.8%。高端细

支烟累计销售12.61万箱，同比增加7.03万

箱，增长126%。高价位细支烟累计销售0.97

万箱，同比增加0.57万箱，增长142.5%。

短支烟——销售火热更需着眼长远
发展

短支烟在2017年的中国卷烟市场上销售

势头很猛，“黄金叶（乐途）”在2016年全

年卖了2万多箱，2017年截至7月23日，已经

销售了5万多箱；“黄山（记忆）”、黄鹤

楼（三口品）等产品销量紧随其后。按照这

样的发展势头，到2017年年底，短支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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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装有萃取陈皮精华的“橙黄色爆珠”，捏破后橘香四

溢，同时“陈皮+烟叶”的技术革新大获消费者追捧。

2016年，“跨越”上市几个月便热销万箱，截至

2017年7月23日，已经销售了2万8千多箱，至今在很多市

场仍然一烟难求。

在中国卷烟品牌中，福建中烟的“金桥”无论从

体量、结构还是市场覆盖率上都不起眼。但就是这样一

个长期默默无闻的品牌却在今年实现了逆袭，助它逆袭

的“利器”就是爆珠烟产品——金桥（冰爆）。

这款产品以零售200元/条的高价，6月份单月商业

销量突破1000箱，2017年前6个月累积录得商业销量3924

箱。作为同类产品的万宝路（硬冰爵），2017年前6个月

商业销量不过5996箱。

就目前来说，市场已形成相当规模的爆珠烟不在少

数。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市场形势下，“金桥”留住消费

者靠的是产品品质。它在爆珠的香型、配方、口感等方

面都下了大量功夫。同时在营销策略上也是稳扎稳打，

才有现在金桥（冰爆）的爆发。

对于众多跟风爆珠烟产品的企业来说，贵烟（跨

越）和金桥（冰爆）或许为他们呈现了对待爆珠烟发展

应有的态度。

中支烟——目前还是“中华”领先“代言”
在当下的中国卷烟市场上，中支烟产品还是“中

华”卷烟品牌领先“代言”。

2016年12月上市的中华（金中支）不仅有20mm周

长的形态创新，而且采用全手工包装的“金中支”为中

华的产品创新和价值提升都提供了极佳的诠释。随后投

放的中华（双中支）在有效承接“金中支”市场热度和

产品质感的同时，又在产品呈现上进一步注入很多细节

的考量，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到目前为止，中华（双中支）保持了极高的市场热

度，市场认同和消费评价都很高，有着“名副其实”的

产品力；另一方面，这款产品溢价稳定，短时间就成为

了市场上极少数看得到盈利的产品。

结语
细分卷烟产品在总得卷烟销量大盘中仍是少数，

但这并不妨碍从这些产品的发展中探索中国卷烟产品创

新、市场、消费等命题的价值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在

中国卷烟销量下跌的现实压力中，细分卷烟产品为中国

烟草行业稳销量、提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

体销量有望接近30万箱。同细支烟类似，在市场热度上

来后，短支烟也出现了一拥而上的发展局面。所以，中

国烟草行业对短支烟采取了“顺势而为发展和规范”的

举措，要求“短支烟新品必须为一类卷烟”。看上去这

似乎是一个“门槛”，但从短支烟的未来发展看，这一

政策要求为短支烟发展做了一个重要提醒。

爆珠烟——坚守下来的“玩家”并非随便玩玩
进入2017年，人们动辄谈的就是短支烟、细支烟，

对于爆珠烟似乎已经没有了去年的热情。但这并不代表

爆珠产品的消失。从中国烟草专卖局发布的2017年上

半年数据来看，爆珠烟累计销售13.54万箱，同比增加

10.06万箱，增长444.59%，是细支烟之外销量最大的卷

烟细分产品。

在经过市场检验之后，依然能够为爆珠烟大盘持

续贡献销量的那些产品，才是真正有可能做好爆珠烟的	

“玩家”。这样的“玩家”出现，在今年爆珠烟热度降

低的大环境中似乎更有借鉴性。

以打造出“国酒香”产品而闻名的贵州中烟有

限责任公司在2016年推出了“细支＋爆珠”的卷烟产

品——“跨越”。该产品在有限的形态创新下做出了新

的“第一”——陈皮爆珠第一支，即在滤嘴中首创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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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香爆珠烟前景广阔
近年来，烟草业最具创意和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无疑是加香爆珠烟。这种“爆珠”

实际上是一种嵌在卷烟过滤嘴中的胶囊，使用时需按捏胶囊致其破裂。由于胶囊破

裂时发出轻微声响，因而称其为爆珠烟。胶囊爆裂后，其中的香气成分得以挥发，

从而为烟气赋香，丰富使用者的口感层次。目前，加香爆珠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

消费者的喜爱。

20世纪60年代，加香爆珠烟首次进入卷

烟市场。当时，置于卷烟滤嘴中的爆珠更多

是为了使卷烟保润增湿。快进几十年至2007

年，日本烟草市场首次在爆珠烟中加入了薄

荷醇。此后，爆珠烟的发展出现转机，爆珠

不再仅限于薄荷型，丁香型、柠檬薄荷型、

苹果薄荷型、葡萄型、浆果型口味的爆珠烟

纷纷走向市场。

目前，加香爆珠烟主要有两种类型：双

薄荷香型或薄荷-薄荷香型爆珠烟。使用该

类型爆珠烟的吸烟者可以自主调节薄荷味的

强度；另一种为混合味爆珠烟或常规-薄荷

味爆珠烟，使用者可以将常规卷烟变成薄荷

味或其它香味。

然而，烟草业的惯例历来是，创新技

术往往会催生创新的产品。最近，全球领先

的滤嘴制造商益升华（Essentra）开发出一

款名为TwinSense™的滤嘴。该产品是一种独

特的双段式滤嘴，需要在每一段插入一个胶

囊。因此，用户只需一个滤嘴，便可享受两

种香味。益升华创新总监帕特里克•梅雷迪

斯解释说：“这种新型产品可方便消费者自

由调节卷烟香味。用户可以通过选择不爆破

爆珠、爆破一个或者爆破两个来获得单独一

种或混合香味。为保证该产品的质量，我们

公司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检测，

确保易碎的爆珠在装入成品卷烟之前完好放

入滤嘴。”

据欧睿国际（Euromonitor）最新的市

场调查显示，加香爆珠烟在拉丁美洲的市场

份额非常高，世界前五大爆珠烟消费市场均

出现在该地区。其中，在智利最受欢迎，占

到2015年烟草市场32％的份额，其次是秘鲁

（22.8％）、危地马拉（19.3％）、阿根廷

益升华“双口味”过滤嘴系列

Staff R
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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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和墨西哥（13.7％）。排在第六

到第十位的消费市场依次为瑞典（13％）、

爱尔兰（10％）、斯洛伐克（9.3％）、日

本（8.4％）和英国（7.9％）。世界上最大

的烟草消费国中国也开始加入这一潮流（参

见第34页利基产品成为强大的武器）。

据益升华公司的梅雷迪斯介绍，全球对

加香爆珠烟滤嘴的需求均呈现出增长态势。

他说：“爆珠烟滤嘴市场之所以在全球多个

市场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该产品能为消费

者提供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服务。虽然我们的

产品在初期只面向北美发售，但我们的市场

在不断扩大，因此现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也

越来越多。此外，爆珠烟的香味也由原来的

薄荷型增至数种，这也反映出市场和消费者

多样性的需求。为了提升我们的产品性能，

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在迪拜、泰国和

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了大量投资。现在，我

们的爆珠烟滤嘴制造能力已经遍及全世界，

为此，我们感到无比激动。”

爆珠烟之所以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消费者认为该产品相较于

常规卷烟危害更小。而且，它的口感更加细

腻、平和，外观也更加时尚。

尽管如此，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和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TPD2）

的某些监管政策仍然阻碍着爆珠烟的发展，

未来似乎前景难测。一些人认为，现在还难

以评估相关法规对爆珠烟的影响。梅雷迪斯

解释道：“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爆珠烟

加香爆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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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量相当可观，因此现在还无法客

观判断法规对其带来何种影响。也就

是说，如果通过阻止加香爆珠烟的立

法并且加以实施，那很可能会对爆珠

烟滤嘴的未来构成重大风险。但我们

预计随着全球不断实施更严格的法

规，爆珠烟仍将是烟草业重点关注的领域，市场还将继续扩大，尤其是在短

期内。例如，日本最新研发了一种基于冷却技术改变卷烟香味的‘水胶囊’

滤嘴产品。爆珠烟产品潜在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如‘水胶囊’滤嘴产品可为

卷烟提供过滤功能。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结合不同的制造技术，实现爆珠

烟产品的不断升级。因此，爆珠烟滤嘴前景光明，我们将不断试验新面市的

各种新技术。”

益升华公司的帕特里克•梅雷迪斯 益升华“双口味”益升华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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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S-M4生产速度高达10,000支/每分钟

来自虹霓的PROTOS-M4是M系列的最新产品，也是第一台双

杆机。该设备每分钟可生产10,000支卷烟。虹霓的M系列设备以

提供卓越的品质、可靠的产品、投资安全性和灵活性而著称。现

在，PROTOS-M4产品在10k（中速）段中也保留了M系列设备的所有

优势。

附属项目开发经理拉尔夫•梅耶（Ralf	Meyer）解释说：“到

目前为止，与我们的M系列设备的溢价概念不兼容的解决方案使小

批次特定品牌用户受益良多。我们新一代机器弥补了市场差距。

双杆设计不仅降低了履带的运送速度，更重要的是在工艺可靠性

方面有了显著的改进。同时又可以减少产品磨损，保证了虹霓一

贯的高质量标准。”PROTOS-M4产品系列包括VE-M5、SE-M和MAX	

–M滤嘴接装机。它的运行效率高达90％以上，最终浪费的产品原

料还不到1％。

已经使用M系列设备的客户将会受益于其简明的设计，以及可

视化的操作技术。此外，它的所有组件都具有极强的易用性，这

些都大大降低了设备操作难度和维护成本。

第一台10000 CPM段双杆机
梅耶说：“在日常生产中，我公

司设备生产的灵活性日益凸显。例如，

生产包装的设备可以转换成不同的尺

寸，而且转换的速度比其它品牌要快得

多。PROTOS-M4不需要从外部进纸，因为

我们已经将成熟的M系列设备的其它功能

都整合到了该设备中，目的在于优化卷烟

质量。”该设备的创新性还体现在诸多

方面。例如，分段转盘可以减小烟丝的负

载，还可将烟丝从设备杆转移到滚筒中。

相关数据展示：

生产速度	 10,000支卷烟/分钟

烟杆运行速度	 350米/分钟

生产率	 ≥90%

资源浪费率	 ≤1%

快速品牌转换	 30分钟

快速尺寸转换	 150分钟

噪音值	 ≤80分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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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公司推出适于中小厂家的初级生产设备

虹霓公司制定了新的“初级设备准入”标准。由此，许多中小型卷

烟制造商具备了自主加工烟草的能力，而且投入的成本、精力也可以降到

最低。起初，许多中小企业只专注于烟草加工包装的附属工艺上，而全套

包装更具吸引力。现在，虹霓借助其卓越的专业知识，不仅为他们提供了

高品质的、经过反复测试的加工组件，还提供了咨询和流程优化服务。

起初，虹霓公司的有关专家与客户共同研究启动这一项目并在一个

生产线上加工烟梗和薄片烟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

虹霓首席销售高级项目经理安德烈亚斯•安格厄曼（Andreas	 Anger-

mair）说：“我们不仅关注烟叶、烟丝的价格和关税，还明确了客户在能

源、废物处理和人力资源方面所要承担的费用。这样，我们才能确定工厂

最快要多久可以实现盈利。”

这个“初级设备”的创业理念，旨在满足客户自主生产处理烟草的

要求。一套初级设备每天采用单班运作机制每年可以生产约20亿支卷烟；

若启用3班运作机制，年产量将达到70亿支。生产烟梗和薄片烟的组合线

可以每小时处理2至3吨烟草，以及3至4种混合烟叶。该设备具有诸多优

点，其占地面积为35	 x	 50米；最大高度为6.50米，可以说相当精巧。这

套初级设备具有高质量的标准化设计，操作相对简单，而且价格也相对较

低。因此，它是首次进入初级市场的企业的理想选择。

然而，卷烟制造商最注重的还是质量。关键的烟草检验、切割和烘

干组件均是集成了先进技术的领先工艺设备解决方案。这套入门级初级设

备包括用于烟草检验的TOBCON设

备；用于烟草切割的OMNISLICE和

KT	 2设备；以及用于烟草干燥的

KLS旋转烘缸和HDT	 3E蒸汽加热烘

干机。

从最初开始处理烟草混合物

起，虹霓公司就为客户提供了多

项技术操作方面的支持，例如设

备安装、组件调试以及设备的运

行。对于首次使用该设备的用户

来说，这些技术支持十分重要。

用户可以借此机会，自主加工产

品，决定卷烟的味道，实现低高

端质量多样化，从而提升自己的

品牌形象。虹霓旗下公司伯格沃

特香料公司（Borgwaldt	Flavor）

是开发混合型烟草、调节烟草口

味的专家，为用户在设备使用方

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此外，分

析服务实验室有限公司（ASL）

协助用户分析烟草和烟草制品，

以确保烟草成品的风味与客户的

要求相一致。安格厄曼说：“伯

格沃特香料公司和分析服务实验

室有限公司是与客户密切沟通并

帮助他们改进产品的优秀合作伙

伴。”

虹霓为客户提供的整合方案

更加先进。该公司为相关生产人

员进行技术培训，使其具备使用

机器设备的资格。然后公司会根

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量身定制

生产设备和和服务流程。目的在

于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最大限

度地节约生产成本。例如，虹霓

组件可大大降低烟草使用量，而

不会对口味产生任何的影响。全

套入门级设备提供无与伦比的价

值。如果制造商想要一种口味并

希望扩大薄片烟的生产量，只需

稍微调整设备，就可以将生产其

它产品的多条生产线变为只生产

薄片烟的单一生产线。

入门级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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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flé将举办室内展览会

虹霓（Hauni）集团旗下公司Decouflé将在巴黎总部举办一场为期3

天的内部展会，届时将邀请全球众多烟草厂商前来参观。展出时间为9月

20日至21日以及9月25日，而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InterSupply和Inter-

Tabac展会的时间为9月22至24日，时间恰好错开。届时，该公司将展示出

最新的产品系列，聚焦卷烟的高效制造、滤管、纸质过滤嘴、雪茄、小雪

茄以及回收等方面。

Decouflé公司已有150年的悠久历史，该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并以产品智能、操作简便、服务优质闻名全球。Decouflé董事总经

理尼古拉斯•穆勒木（Nicholas	 Müllem）表示：“这次展会将向客户展示

我公司‘一站式’的产品服务。

一方面，我们拥有虹霓遍布全球

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另一方面，

我们还拥有卓越的Decouflé产品

管理专业化团队。可以说，我们

对这个领域了如指掌。公司将根

据拓展业务和新兴市场的要求，

不断地对产品进行调整。”

本次9月份内部展会将在支

持烟草供应展的同时，展示该公

司业务发展的首批成果。

Decouflé：服务烟草业150年

意大利
Coesia集团收购莫林斯仪表与
烟草机械业务

8月1日，Coesia集团（Coesia	

Group）宣布完成对莫林斯公司仪表

与烟草机械（Molins	 Instrumenta-

tion	&	Tobacco	Machinery）业务的

收购。此次业务收购始于6月8日。

莫林斯（Molins）公司是一家

全球化的制造公司，2016年，其仪

表与烟草机械部门的总收入大约在

4000万英镑。该部门烟草二次加工

设备的设计、研发和制造由莫林斯

品牌冠名支持；而加工、质量控制

仪器以及分析烟雾成分捕捉设备的

生产制造，则由斯茹林（Cerule-

an）品牌冠名支持。

Coesia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格鲁•

帕帕季米特里乌（Angelos	 Papad-

imitriou）表示：“收购莫林斯和

斯茹林后，Coesia将进一步确立其

在烟草机械行业的领导地位，并提

高其在包装和仪器仪表市场的投资

组合和产品供应能力。”Coesia集

团是一家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全球

性包装设备公司。其总部位于意大

利博洛尼亚，员工人数超过6000人。

伊莎贝拉•塞拉尼奥利（Isabella	

Seràgnoli）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

该集团共拥有89个运营单位（其中52

个为生产工厂），分布在全球32个国

家，2016年营业额为14.57亿欧元。

收购莫林斯（Molins）和斯

茹林（Cerulean）后，Coesia集团

旗下现共有17家子公司：ACMA、斯

茹林、CIMA、Citus	 Kalix、EMME

CI、Flexlink、G.D、GDM、GF、H

APA、IPI、莫林斯、Norden、R.A	

Jones、SACMO、SASIB和VOLPAK。

全球
2022年全球烟草包装市场规
模将超166亿美元

市场调研公司Marketsandmar-

kets的最新报告称，烟草业的包装

市场规模将从2017年的142.7亿美元

增至2022年的166.5亿美元，复合增

长率为3.1％。该报告称，烟草包装

业实现显著增长的一方面原因是人

均收入取得增长，而且生活方式带

来的压力日益剧增；另一个关键因

素是妇女平等法的出台为女性吸烟

者开创了新市场。人口不断增长以

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烟草包装业

带来了新机遇。

预计在预测期，纸盒包装细

分领域将迎来较高的增长率。这是

因为塑料和金属包装不可进行生物

降解，导致问题日趋增加，因此，

烟草制造商纷纷将目光投向纸盒包

装。2016年，二次包装的市场份额

最大，预计未来5年内其复合增长率

最高。由于社交活动中的卷烟市场

销量不断增长，烟草制造商对创新

型卷烟盒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推

动了二次包装市场的发展。

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经济快速增

长，因此，烟草包装市场的盈利将

会随之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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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推行平装卷烟政策给烟草业界的很多公司和供应商造成了或多或少
的影响。那么对印刷机械制造商的影响情况如何呢？《亚洲烟草》杂志对该
行业的其中两家顶尖公司进行了访谈。

印刷机供应商轻松
应对卷烟平装举措

最近，烟草业及其诸多供应商都在炒作

平装卷烟法的实施——像多米诺效应一样，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加入平装卷烟的行列。

法国和英国的平装卷烟法分别在今年1月和

5月正式生效（也可参见我们关于该问题的

纠错栏内容）。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逐

渐加入实施平装卷烟法律的行列，可能在不

久的将来，平装卷烟法注定将在全世界成为

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例如，新西兰和挪威

就计划分别于2018年6月和7月落实该法，而

爱尔兰预计将在同年的10月效仿这些国家的

做法。小国斯洛文尼亚按计划在2020年的某

个时候加入实施平装卷烟法的队伍；而尽管

黑海国家格鲁吉亚已经在去年5月通过了法

律，但该国政府尚未宣布打算具体何时颁布

该法。目前，还有许多国家在考虑是否通过

类似立法。

谁受影响？谁不受影响？
跨国烟草公司当然必须要调整各自在

推行平装卷烟包装的国家的经营策略。尽

管有大量的预警时间，但这些跨国公司无

疑会留下大量的、如今突然之间被认为是	

“违法”的存货，要么将其销毁，要么需要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GRS 830 Mark I是Komori-Chambon销量最好的机器之一，这是一台生产卷烟包装的伺服驱动凹版印刷机。目前亚洲上线了几
条GRS 830 Mark I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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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包装，以符合新法规的要求。

但是，这些包装的变化可能会给规

模较小的卷烟制造商造成冲击，因

为它们更难以将自己不太出名的品

牌出口到已经转型为“实行平装卷

烟包装的国家”的地方。对他们而

言，不再能够被装运到这些地方的

存货意味着潜在的沉重经济损失。

然而，既向跨国公司供货，也给规

模较小的卷烟制造商供货的印刷公

司可能是最大的输家。他们的包装

存货——为持续供应而大量预先生

产的产品——如今完全失去了用

途，不得不全部废弃。但是，面对

这一混乱局面和剧变，现在的这些

印刷机制造商们该如何经营呢？为

迎接“平装时代”的到来，打磨机

械需要特殊的零部件吗？客户们会

遇到机械问题吗？

博斯特公司：几乎不需做任何
调整

如今，成立于1890年，位于瑞

士洛桑的博斯特公司是向烟草业供

应精密印刷机的领先制造商与供应

商之一。谈及该话题，该公司负责

卷筒纸给纸解决方案的市场与销售

董事阿尔弗雷德•乌利表示，关于印

刷能力，博斯特公司生产的机械还

未遇到来自印刷公司客户提出的任

何重大问题，“因为他们大多已配

有一些符合平装包装要求的必要设

备。”不过，他也承认，“可能必

须进行一些小的调整，例如：安装

额外的ESA单元。”关于转换方面，

可能也要求进行一些调整，但主要

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说，尽

管平装包装对整个市场中的所有品

牌基本都有相同的统一形式和形

状，但各公司可能仍然需要考虑如

何优化自己的整个生产成本，以适

应新的局面。他补充说，“根据批

量大小和整体的年度生产运行，有

必要考虑通过使用旋转式切模，将

转换器改变为更经济的型号。”

图
片
由
Komori-ChambonSAS提

供

博斯特的Lemanic Delta

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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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变化=平顺运转
此外，乌利明确表示，受以上问题影响

的博斯特公司客户只占一小部分，“因为平

装尚未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开始推行。”

但他也承认：“只有在最开始，当平装包装

于2012年12月在澳大利亚推行的时候，我们

因规范不明确和为法律推行而给予的宽限时

间不足而遭遇过一些困难。”他说，“有些

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别的地区要多一些，但

他没有对此做出详细说明。但当对变化有了

预期，有了博斯特公司的技术员或设备提

供帮助，通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乌利

说：“如果客户因未预见到的情况或缺乏准

备，需要紧急援助，博斯特公司的全球服务

网络可以迅速派遣技术人员。”

小森尚邦：领先的法日合资机械公司
另一个领先的公司是位于法国奥尔良的

小森尚邦公司。它是日本的小森公司在1989

年接管法国印刷机械制造商尚邦机械后成立

的公司。据地区销售经理弗雷德里克•塔克

说，为纪念成立于1897年的尚邦机械公司的

悠久历史，“小森公司决定保留著名的尚邦

名称，将它融合到新公司的名称里，于是有

了小森尚邦。”他的说法与博斯特公司的阿

尔弗雷德•乌利解释的原因不谋而合，即：

关于推行平装包装的问题并没有使得小森尚

邦公司陷入无法自拔的困难。不过，塔克也

指出印刷公司或烟草公司在经营自己的包装

印刷部门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尽管他也

表示，所有这些问题相当容易处理。例如，

为适应新的平装包装设计，可以简单地将凹

版滚筒换为符合法规要求的滚筒。在需要将

烟盒形状调整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平装尺寸的

地方，可以使用新的压褶或切割工具完成这

一任务。而就色调而言，可以轻松获取新的

墨盒套装。

绝少担忧与焦虑
小森尚邦公司面临的唯一微不足道的影

响是客户的机器装配不足的情况。塔克透露

说：“对于运转的印刷机器单元数量有限的

客户，我们供应额外的用于健康警语的印刷

单元。”此外，小森尚邦的现代印刷机械产

品范围得到了发展，并且具有各种各样的功

更正
在上一期（2017年7/8月）《亚洲烟

草》中，我们刊载了一则关于平装卷烟包

装的专题报道（《平装政策实施效果或许

事与愿违》）。该文包含了一个表格，详

细介绍不同国家批准或执行各自平装包

装法或计划推行该立法的日期。对于法

国和英国，我们印刷的实际执行日期分

别为2017年5月和2017年1月。这是不正确

的，这个日期应该调整过来，即：法国推

行平装卷烟法实际是在2017年1月，而英

国则从2017年5月开始要求所有卷烟需以

平装包装出售。感谢我们的读者——意

大利博洛尼亚	G.D.	S.p.A.公司市场部的

Beatrice	 Bussolari为我们指出了这一错

误。《亚洲烟草》为这一错误可能造成的

困惑向所有的读者及订阅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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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这显然给客户这方面带来了一些

应用问题。他说：“安装复杂机器设

备的客户发现，有很多功能如今处于

闲置的状态，例如，烫金压印、触觉

上光、浮花压印、沈花压印等类似的

功能，因为根据平装包装法规，这

些功能大多被废弃了。”他还补充

说：“当然，我们的客户还可以为那

些还没有实施平装包装法的市场运行

这些功能。”

意外的发现
不过，塔克确实意识到了一个

相当惊人的发现，即由于推行平装

卷烟法的国家会陆续稳步增加，因

此他所在的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领

先制造商们都可能需要面临一些负

面后果。他推断说：“更为简单的

平装包装形状及印刷原理为每一个

拥有不太复杂的印刷工具的供应商

打开了通往烟草业的大门，这可能

会给已有的供应商带来更为激烈的

竞争。”与此同时，博斯特公司的

阿尔弗雷德•乌利强调了一个完全

不同的、涉及平装包装印刷设计复

杂性降低方面的问题，因为如今没

有了金属色，没有了全息，没有荧

光、凸版印刷、凹版印刷等其他元

素，再加上利用不太复杂的机械就

能轻松实现。他警告说：“由于平

博斯特Mex SA网络解决方案营销和
销售总监阿尔弗雷德•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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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设计风格相对来说简单而且可重复使用，很多印刷机

和转换机都可以进入到印刷包装的行业，这也给造假者打

开了大门。”在谈到像博斯特、小森尚邦等其他一些先进

印刷设备供应商的未来市场的增长机遇时，他指出了一个

相当惊人的方向：“平装包装对印刷制造商的影响不大。

但推行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则给包装业和印刷公司都会造

成更大的影响。”这是引人深思的事情。

引领市场
博斯特和小森尚邦公司在全球印刷市场牢牢站

稳了脚跟。以下是它们在烟草业中最受欢迎的一些

机械型号的基本详细情况：

博斯特的两款卷筒给纸生产线Lemanic®	 Del-

ta（中高容量）和Lemanic®	Riviera	ILS（高容量、

最大自动化）覆盖了任何印刷机和转换机的需求，

最大限度地利用凹版印刷的优点，使颜色可持久保

持，印刷质量始终如一。通过这些型号的机器无与

伦比的上墨技术，从始至终，印刷的颜色变化极

小。因具有独创的P-Cart印刷车理念而实现的快速

轻松转换，减少了维护的需求。对于墨的选择十分

灵活——从金属到荧光剂，以及任何居于二者之间

的墨都可以选择——使得烫金压印具有了节约成本

的选择。精妙的干燥技术和各种墨型的卓越干燥能

力防止了在速度上做出让步的情况，而基质灵活性

预处理则改善了在各种卡纸或叠层组合材料上的印

刷适性。能够轻松进入烘干机则能够进行迅速安全

的清洁工作，这两款生产线能轻松调整，确保始终

如一的生产速度，将机器的正常运行时间最大化。

通过内置整合的BobstRegistron®	 S	 6100——用于

预处理材料的嵌入的联机注册控制器，可以对整个

工艺程序——印刷-印刷，及印刷-转换——进行持

续的控制。与此同时，BobstRegistron®	 iQ	 400.则

对卷筒压力（及100%的联机质量控制）进行处理。

小森尚邦公司的GR系列凹版印刷机被广泛用于

包装印刷业。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机器之一是GRS	 830	

Mark	 I，这是一款专门用于生产烟草包装的伺服驱

动凹版印刷机。目前，亚洲安装有几条这种生产

线。其卷筒流转是从右到左（印刷面或上或下），

可调整的卷筒宽度为335毫米和670毫米。印刷宽度

为650毫米，重复范围为400毫米。适于从纸张到平

纸板或压层纸板的各种基板的印刷，它也能提供高

达每分钟250米的印刷生产速度。

坐落于瑞士洛桑的博斯特集团总部博斯特的Lemanic Riviera 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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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NEWS 烟叶新闻

国际烟农协会发布2016/2017年度烟叶状况报告
　　国际烟农协会（ITGA）最近发布了关于2016/2017年度的烟叶

状况报告。

　　国际烟农协会在报告中指出，许多约束条件对本烟季造成了

影响。同前几个烟季一样，阿根廷继续受到生产要素（尤其是汽

油、电力与工资）成本的影响。莫桑比克等国家也报告生产成本

普遍增加，尤其是化肥的成本增长了150%。

　　尽管预计弗吉尼亚烤烟产量将出现增长，但由于担心巴西等

国家可能会跟中国一样出现新一轮供应过剩——巴西在2016年仍

然有前几个烟季留下的烟叶存货，因此环球烟叶公司预计全球烟

叶产量将减少到542万吨（2015-2016年度为578万吨）。而实际

上，根据巴西烟农协会的报告，事态的发展情况表明，2017年巴

西的烟叶产量在625.951吨左右（估计均价为每公斤2.9美元），

白肋烟产量预计为79,361吨（价格为每公斤2.7美元）。

　　印度情况较好，因为印度烟草委员会对年产量实施了限制，

从而将生产过量的风险降低到了最小，而生产过量会导致烟叶均

价下降。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授权烟叶产量较前一年大致减少了

20%。不过，印度面临着另一问题：缺乏替代型作物，而且人们担

忧，由于某些地区不能种植烟叶，则减少种植的价值将迅速被弗

吉尼亚等主要烟叶种植地所吸收。那印度的生产商将承担最大的

损失，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烟叶产量是保持不变的。

　　据赞比亚农业部长表示，该国的烟叶出口价值估计下滑1亿美

元（预计2017年的烟叶出口量将从2016年的45,000吨下降至不足

2016年的一半，或降至22,000吨）。烟叶出口价值下滑肯定会对

该国产生影响，因为大约45万人直接或间接从事烟叶生产，且截

止6月6日每公斤烟叶均价接近2.9美元（弗吉尼亚烟叶）和1.69美

元（白肋烟）。

　　马拉维今年的烟叶价格（每公斤1.91美元）预计会比去年的

价格（每公斤1.42美元）更高，因为马拉维的烟叶管理部门估计

烟叶需求为15.1万吨，高于供应量（大约为12.4万吨）。不过，

目前仍然存在使马拉维烟价波动受限的因素，尤其是烟农的净收

入低这一因素。在坦桑尼亚，截至6月第2周，每磅均价大约为

1.97美元。

　　印尼政府打算限制烟草产品进口，因而将按200%的税率对进

口烟草产品征税。泰国也制定了类似规定，导致菲律宾向世界贸

易组织提起了申诉。

　　津巴布韦的烟叶产量为176,500吨，截至7月中旬的销售额为

5.216亿美元，稍微低于2015-2016销售年度同期的5.483亿美元

的价值。但同时还要考虑津巴布韦烟农此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货币危机，其标志是缺乏流动资金，且危害到给烟农的付款。不

过，这似乎并没有遏制下一烟季烟草种植面积的增加。截止到7月

10日，津巴布韦的烟农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烟种，可以种植100,298

公顷的烟草（远多于上一年度的62,255公顷的种植面积。）

　　至于美国，国际烟农协会报告，其2017年的弗吉尼亚烟叶种

植面积减少了4%，白肋烟种植面积只增长了1%。

美国
白肋烟前景看好

在经历了2016年烟叶产量下滑的状况

后，美国白肋烟烟农在2017年中期迎来了好

前景，他们种植的白肋烟可能将恢复存货，

并能够实现赢利。

白肋烟开局有利，主要得益于天气，这

对一些烟农是一大优势。有些烟农甚至早在4

月份就开始种植白肋烟。烟农们认为2017年将

迎来好年景，因为他们能够比2016年按更加平

稳的计划来种植烟叶，在2016年的时候，雨季

延长，迫使烟农们错过了种植烟叶的理想时

间。尽管爆发了两种可怕的疾病，但2017年仍

然取得了良好的开端，烟农们十分乐观，认为

本烟季的烟叶至少可以首次达到3年来的平均

水平。据悉，烟农们种植的烟草面积稍有减

少，但平均产量将高于2016年。

马拉维
烟农被敦促遵循适当的烟叶种植方法

马拉维烟草控制委员会代理首席执行官

大卫•卢卡说，尽管今年马拉维烟叶产量低，

但质量有所提高。据卢卡说，这主要是因为

烟农如今使用的是合格的烟种，得到了适当

的指导和检查，并且会被告知要确保什么的

情况，因此，他们的烟叶质量得以提高。

在2016/2017烟季，马拉维相比前几年

减少了烟叶产量，但仍然创收1440亿克瓦

查。烟叶是马拉维的经济作物，推动着该国

的经济发展，不过有批评家建议，马拉维应

该寻找创收的替代型作物。

继在2016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2.76亿

美元和3.37亿美元的收入之后，2017年烟

季——于4月开放，7月关闭——马拉维烟叶

获得了1.99亿美元的收入。

津巴布韦
烟叶收益下滑

津巴布韦今年通过出售主要创汇产品烟

叶而获得的收益下降了7.35%，降至5.51亿

美元。在今年3月烟季开始的时候，津巴布

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说，该国今年生产的烟

叶可能为2.05亿公斤（合205,000吨）。不

过，销售的烟叶总计仅为1.85亿公斤。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显示，去年津巴布韦生产和销售的烟叶为20

万吨，收入5.8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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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仓储过程中的
虫害防治
烟草在仓储过程中，可能会遭到以下两种害虫的破坏：烟草甲虫和烟草飞
蛾。《亚洲烟草》针对目前最常用的两种虫害防治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烟株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凭借其叶子、

茎或种子中含有的有毒物质，即尼古丁，衍

生出自我防御的能力。这种物质可以防止其

被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或鸟类所

食用，进而巧妙地防止大多数害虫的侵害，

其中也包括几乎所有的昆虫。

但是，仍有少数的物种能够躲避烟株

的自我防御能力，对其造成破坏。这些物

种主要包括烟草甲虫（Lasioderma	 serri-

corne，通常也称为烟草窃蠹、雪茄甲虫或

仓库甲虫）及其近亲——烟草飞蛾（Ephes-

tia	 elutella，通常也称为可可飞蛾或仓库

飞蛾）。这两种昆虫——更确切地说，是它

们的幼虫——非常喜欢食用烟草。虽然这两

种幼虫可对任何阶段生长的烟草造成危害，

但它们对烟草的破坏性主要集中在长时间的

仓储过程中，如烟草分箱、烟草捆包、烟草

压片等。温暖潮湿的烟草仓库为这两种害虫

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导致它们的幼虫肆

意蚕食，对烟草造成严重破坏；此外，它们

的排泄物还会污染烟草，给烟草这种商品带

来惨重的经济损失。虽然啮齿动物和其它小

动物不能食用烟草，但它们的排泄物和尸体

可能会经由储存设备进入烟草产品当中，给

烟草存储的卫生条件带来安全隐患。因而，

这些物种也必须进行防治。

这里主要有两种方案，可以在烟草的

仓储或运输过程中，有效地防止有害生物的

侵害：其一，是磷化氢（PH3）熏蒸法。这

种方法已经获得了全球性的认可和批准，在

数十年的应用过程中，逐步成为了烟草病虫

害防治的必要手段，可完全满足植物检疫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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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辛根市Deuden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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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要求。其二，是“气体控制处理”法，即把烟草等商品放置在低氧环境

中。尽管该方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越来越受到烟草厂商的欢迎。

Detia Degesch：提供“黄金标准”
Detia	 Degesch集团是全球铝和磷化镁杀虫剂的领先制造商，并且还是

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CORESTA）的成员。德国Detia	 Degesch有限责

任公司国际销售部负责人兼公司副总裁博德•格朗特说：“Detia	 Degesch的

产品解决方案被认为是熏蒸处理的‘黄金标准’。该标准适用于世界上任何

地区的烟草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进出口。”

Degesch美国公司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威尔斯科夫。该公司总裁赫伯

特•伊曼表示，仓库运营商可以通过监测所谓的“害虫信息素诱捕器”，较

为容易地确定他们的储存设备是否已经被烟草甲虫或烟草飞蛾感染。而“害

虫信息素诱捕器”可以指示害虫水平是否已达到需要熏蒸杀虫的“防治阈

值”（或交替处理）。他说：“在烟草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烟草甲虫和烟草

飞蛾对烟草的破坏很常见。正确地采用标准化的病虫害综合管理程序，将有

助于降低病虫害感染和再次感染的风险。在这些害虫中，尤其要防范烟草甲

虫，因为烟草甲虫（成虫）可以飞行至3公里外进行繁殖。”

利用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CORESTA）的熏蒸使用指南
目前，用于烟草害虫危害控制的主要化学方法是通过使用磷化氢（PH3）——

磷化合物与空气湿度发生化学反应后产生的气体——进行彻底的熏蒸。伊曼解

释道：“普通的熏蒸法大多使用氨基甲酸铵，这种物质可能会影响烟草的气

味、味道和颜色。而我们公司生产的颗粒状Magtoxin	 Degesch	 Plate熏蒸剂不

含氨基甲酸铵，不会对烟草品质造成影响。因而是烟草熏蒸的首选方法。”

伊曼提醒道：“我们正在使用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建立的时

间、剂量和温度标准。遵守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指南第2号准则中推

荐的剂量、浓度和熏蒸暴露时间，可确保彻底杀灭任何形态的害虫（即卵、

幼虫、蛹和成虫）。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啮齿动物也会被完全杀灭。但是，

如果不遵守相关标准，那么磷化氢处理法可能会失败。”

制定详细计划，充分暴露于熏蒸环境
在熏蒸之前，制定熏蒸管理计划（FMP）尤为重要。该计划包括制定密

封和关闭仓库的详细步骤；明确熏蒸剂的使用方法；监测熏蒸气体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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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

感染烟草甲虫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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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进行通风排气；最后清理设备，以便相

关人员再次进入仓库。伊曼详细说道：“熏蒸

管理计划一旦准备完毕，仓库的所有开口，如

门、百叶窗、通风机等都会被工作人员用胶

带、粘合剂和塑料薄膜临时密封，并附上警告

标牌。熏蒸剂与烟草产品的接触时间通常保持

在96至144小时之间。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应

当定期监测熏蒸气体的浓度，以确保熏蒸剂维

持在足够的水平。”暴露结束后，取下临时密

封物，使仓库自然通风。所有过程完成后，相

关人员可再次进入仓库。

彼得森虫害防控公司（Peterson 
Pest Control）：业务范围广泛

彼得森虫害防控公司总部位于荷兰鹿特

丹。该公司的项目总监尼克•弗卢姆表示：“

我们在所有亚太地区的烟草市场都有代理

商。”同伊曼观点一致，他也坚持认为，烟

草仓库本身并不是虫害发生的唯一场所，也

可能发生在烟草种植园或固化设备上。换句

话说：事实上，烟草甲虫和烟草飞蛾并不是

仓库中原本就存在的，而是被带到仓库当

中去，进而对仓库中的烟草进行持续性的破

坏。针对烟草甲虫的破坏，弗卢姆推荐了三

种杀虫方法：上文讨论过的PH3（磷化氢气

体）熏蒸法；低温冷冻法（烟草甲虫和烟草

飞蛾在任何生命周期阶段，都极易受到低温

影响）；气体控制处理法。Degesch美国公司

的赫伯特•伊曼认为，尽管磷化氢气体可渗

透包装材料（包括玻璃纸包装），并可深入

渗透到高度压缩的烟草中，但如果熏蒸过程

能够按照相关程序正确执行，并符合既定协

议，那么蒸熏处理就不会留下化学残留物。

但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烟草甲

虫一类的害虫是否已经对现有的熏蒸方法产

生了“抵抗性”（如果产生了抵抗性，那么

现有的薰蒸方法就会失效）；或者它们是否

已经对磷化氢产生了“耐受”性。如果是后

者，则可能需要使用较高浓度的气体来杀灭

这些害虫。然而，Detia	 Degesch的博德•格

朗特指出，如果要增加气体的浓度，就“必

须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

一个好的方案：气体控制处理法
近年来，气体控制防治法一直备受关

注。这种防治方法的原理相当简单：任何

活着的生物体（不包括一些厌氧微生物菌

株）都需要一定量的氧气才能存活，并进行

代谢活动。如果生物缺失氧气，就会窒息

而亡。大气主要由氮气（78.09％）和氧气

（20.95％）组成（按照体积计算），此外

还有其它少量气体。如果人为地将密封空

间中可用的氧气降低到非常低的水平，那

项目 磷化氢熏蒸法 低氧处理法

初期投资成本低 a	 r

无需设置处理室或搭建帐篷 a r

长期投资成本低 a a

处理后无需对仓库进行通风 r a

处理过程无毒性 r a

若遵循相关协议，

则不会有化学残留物 a a

可一次性处理较大体积的产品

（如整个仓库中的烟草） a r

最短暴露时间 4天（96小时） 4天（38℃）	

 至6天（144	小时）， 至9天（28℃）

 不包括约	2天 

 的通风时间  

无潜在的试剂抵抗性/耐受性增加 r a

杀虫率可达到100% a a

完全渗入紧密的包装产品/包装材料 a a

快速预览：磷化氢熏蒸法与低氧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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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暴露于其中的生物就会因无法呼吸而死

亡。EcO2	 Projects	 B.V.是彼得森虫害防控

公司的兄弟公司。该公司提供这种简单而有

效的烟草害虫防治方案，在亚洲地区也非常

活跃。EcO2在越南建立了一个办事处和处理

厂，因为它的气体控制技术非常适合处理越

南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腰果。

越南项目经理范•拉文霍斯特谈道：“我

们的解决方案，也在亚洲各个国家的知名烟草

公司得到了广泛应用”并补充说，该公司最近

在菲律宾完成了一个项目。尽管EcO2目前将越

南、马来西亚、日本和菲律宾视为亚洲的主要

市场，但该公司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目标更

多地投向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压缩空间
在气密室内处理受到病虫害感染的产品

时，应当将空气的氮含量增加至99％以上，

而剩余的氧气含量应当低于1％。范•拉文霍

斯特解释说：“气体控制法与温度升高相结

合，可以杀灭所有的害虫——无论是虫卵还

是成虫。此外，该方法应当根据国际烟草科

学研究合作中心指南的第12号规定对烟草进

行处理。在此规定中，病虫害处理过程的温

度应为28摄氏度或更高。”除了在仓储设备

中进行气体控制（CA）处理外，公司还在装

载港口提供集装箱处理服务。范•拉文霍斯

特表示：“因为货物可能（仓库中）未进行

虫害处理，或者在集装箱内再次发生了虫害

侵染，因此，对集装箱内的烟草实施气体控

制处理法显得非常必要。”目前，EcO2在莫

桑比克贝拉市的装载港提供此项服务。

B-Cat公司：专注于东南亚市场
B-Cat	 B.V公司于2005年成立于荷兰，

该公司同样致力于提供气体控制解决方案。

据其主管雷内•洛汀介绍，B-Cat于2008年在

印度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并将印度尼西亚

作为该公司害虫防治的关键市场。B-Cat公

司已经在那里建造了两个大型项目，一个是

用于三宝麟项目（所属菲莫国际），另一个

是用于位于苏门答腊的STTC项目。

洛汀透露说：“我们另一个主要客户是

日烟国际，为此，我们已经在马来西亚和台

湾推行了气体控制法。此外，我们还为菲莫

国际在韩国建造了一个工厂。”

洛汀解释说：“我们的信条很简单：没

有氧气，就没有生命。害虫也像人类一样，

不能没有氧气。高温环境有助于加快处理害

虫的时间。所以，气体控制处理法是炎热气

候环境中的理想技术，这与冷冻法正好相

反。我们的ZerOx系统是完全自动化的，非

常容易使用，这意味着我们所有项目都是成

套安装的。客户在接受简单的培训后，即可

进行自我操作。”洛汀声称气体控制处理法

是一种“可靠的、清洁安全的技术，经过多

年研究，受到了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

的认可。”但是，他认为气体控制处理周期

快于磷化氢气体熏蒸循环过程的说法，还有

待确定。正如Degesch美国公司的赫伯特•伊

曼所说，根据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协

议，烟草的熏蒸时间取决于温度——从96小

时（4天）到144小时（6天），实际上，这

与气体控制处理法的时间大体相同。

美中不足
气体控制处理法可能优于化学熏蒸法，

但它有一个重要的缺点：为了有效地工作，

烟草甲虫是否对磷化氢产生了“抵抗力”或“耐受性”？
在与受访者的谈话过程中，《亚洲烟草》的相关人士提出

了不同的意见：Lasioderma	 serricorne，即烟草甲虫是否对磷

化氢处理法产生了“抵抗力”或是“耐受性”。Degesch美国公

司的赫伯特•伊曼对后一种说法表示支持，而彼得森虫害防控公

司及其兄弟公司EcO2和B-Cat都坚持认为，烟草甲虫已经对磷化

氢药剂产生了“抵抗力”、“大部分抵抗”或“完全抵抗”。这

两种相反的观点促使《亚洲烟草》进行一些在线调查，欲了解详

细情况，请访问www.tobaccoasia.com网站上的这篇专题文章：

害虫种类 氧气浓度
啮齿动物 <7.0%
烟草甲虫 0.5% (at >28°C)
烟草飞蛾 0.5% (at >28°C)

气体控制处理法中O2含量的标准

来源：B-Cat	B.V.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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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agtoxin Degesch金属板在篷布下进行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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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必须应用于气密室内。那么，一次性

处理一个体积巨大的储存设备，如整个仓库

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如果要解决这一问

题，只能在仓库内安装专门的气体控制处理

室，或者将该处理室置于仓库邻近范围内。

这就意味着，烟草厂商需要在初期投资较高

的设备安装费用，甚至开辟出足够的空间来

放置这些设备。

洛汀对该设备的装置过程进行了如下解

释：“首先应当划分出理想的设备装置点，然

后我们设计处理室，满足客户的后勤需要。设

计完成后，技术团队就开始组装气体控制室的

气密板。其余设备将由其他团队在现场进行

安装。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监督人员进行检

查，并对使用（存储设备）的相关员工进行全

面系统培训。”在理想情况下，气体控制设备

有两个部分组成——“污秽”区域和“清洁”

区域。“污秽”区域用于放置尚未进行病虫害

处理的烟草，而“清洁”区域则放置去除病

虫害的烟草。洛汀详细阐述道：“气体控制设

备的每一侧都有一扇门；并在上方安置一堵隔

墙，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害虫从‘污秽’区域飞

向‘清洁’区域。”

少量烟草的处理方法
由于处理室的空间有限，因此受到害

虫侵染的烟草必须分批装载，不能同时处

理——这可能会将整体处理时间延长至数

周。此外，它也不能解决存储设备本身遭受

害虫入侵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可能

需要借助常规熏蒸法。然而，对于数量较少

的烟草批次，B-Cat及其竞争对手EcO2都提

供了可快速安装的气密塑料帐篷，而无需构

建固定的处理室。

在客户缺乏安装固定处理室空间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移动性

集装箱的处理方案。在气体控制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通过传感

器，对气密室中的氧气和温度水平进行持续性监测评估，从而确保

维持100％的杀虫率。洛汀补充说：“我们的软件会自动检测处理数

据，并且，工作人员可以随时通过遥控器对任何地方进行监控。当

气体控制处理结束时，周围的空气被泵入室中，氧气水平会在数小

时内恢复正常。这样，相关人员就可以安全地打开设备室的房门，

并进入房间进行相关工作。”

移动解决方案
在烟草包装环节，B-Cat总监还为《亚洲烟草》提供了其母公

司CA	 Technology研发的一项新技术，即VQM包装系统，该技术可确

保烟草经处理后无害虫。该系统利用气体改良技术，有效地保护处

理过的烟草免受任何外部影响，包括再次侵染，确保烟草保持无害

化。这将有助于在整个供应链中保持高质量的烟草产品。”

请注意：本文所介绍的关于磷化氢熏蒸法和气体控制处理法的建

立、准备、程序、协议的参数以及其它细节，与其它公司基本相

同。为避免重复，《亚洲烟草》将不再单独描述。

图
片
由
EcO2	Projects	BV提

供

图
片
由
EcO2	Projects	BV提

供

EcO2位于越南平阳工厂的“洁净门”处的处理室用于放置经处理后的
最终产品

越南EcO2平阳工厂处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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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2平阳工厂办公室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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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技术国际公司新总裁
Santiago Sanchez

韩国
陶朗食品分选公司推出韩语网站

全球分选和蒸汽去皮设备的领军企业陶朗食品分选

公司（TOMRA	 Sorting	 Food）日前推出了韩语网站，为

韩语客户提供动态在线资源。新的响应式网站www.tom-

ra.com/ko/food为访问者提供陶朗产品创新、最新资讯

和最新活动讯息。用户还可以下载韩语产品手册，并通

过视频上观看机器运转情况。

陶朗食品分选公司全球销售和营销传播总监Thomas	

Molnar说：“我们很高兴推出韩语版的陶朗网站，以适

应日益增加的客户群，满足朝鲜半岛客户对分选和去皮

机器的需求。我们的韩国客户现在可以轻松浏览网页，

并获得韩国支持团队的专业支持。”

为满足竞争激烈的欧洲、美国和亚洲市场的客户需

求，陶朗已推出了14个不同语言的网站，其他语言的网

站也正在准备中。

法国
共和技术国际公司任
命新总裁

共和技术国际公司

（RTI）已任命Santiago	

S a n c h e z担任总裁，于

2017年7月1日起履新。此

前，Sanchez担任该公司

销售和市场总监。他于

2005年加入公司，在他的

领导下，RTI扩展了新市

场业务，并确定了销售和

盈利能力的绩效标准。该

公司董事长Don	 Levin表

示：“Santiago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提供扎实的业务

成果，了解吸烟市场的需求。我期待与他一同推动公司

的发展，实现战略目标。”

Sanchez说：“我很高兴获得这次机会，这代表着

我致力于手卷烟和自制烟业务的职业生涯的顶峰。我

非常期待带领着我们的管理层开创一个非常成功的未

来。”

Sanchez的前任为Philippe	 Parcevaux，曾在该职

位任职20多年。

Levin说：“我宣布Philippe总裁开始退休，我个

人对此深感遗憾，但我为他送上美好的祝福。他的离开

标志着集团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当时接管的是法国南部

一个小小的地方制造商，一路披荆斩棘将其发展成为手

卷烟和自制烟配件市场的全球领导者。RTI今天能有如

此辉煌的地位，我们都应感谢Santiago的奉献精神和杰

出成就。他为我们未来几年的持续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RTI总部设在法国佩皮尼昂，它是制造和销售手卷

烟和自制烟配件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卷烟纸、烟斗、过

滤嘴和其他相关配件的全球领导者。

美国
利用烟叶培育出新寨卡疫苗

日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发明了

一中基于烟株的疫苗。研究人员陈强从寨卡蛋白中提取

了一小部分DAN并将其放入烟株中培育。DNA是蛋白疫苗

的直接产物。一旦产生足够的疫苗材料，就能从烟叶中

剔除。据陈强说，利用烟株培育的疫苗比传统疫苗更具

优势。他说：“大多数疫苗都是基于DNA或灭活全病毒。

例如，如果你将灭活病毒作为疫苗，假使接种疫苗的人

发生事故，它还能潜在地以活病毒的方式接种到人群

中。”陈强选择在烟株中研发疫苗，因为它能很容易地

将外源蛋白质导入其中。

“烟株的生长过程简单、生长速度快。疫苗寄生的

烟叶可以长出很多叶片。烟厂也会培育大量的烟种。因

此，只要量产增大就能快速获得大量的烟种。”

新疫苗已经在老鼠和猴子测试实验中获得成功，这

意味着研究小组可以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申

请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美国
纽约市议会出台立法 严格限制烟草制品消费

纽约市议会通过立法，计划进一步限制全市烟草制

品的消费。今年4月，布莱西奥市长（Bill	de	Blasio）

提出了该法案，建议将每包卷烟的最低价格从10.50美元

提高到13美元，并为其他烟草制品设定最低价格和最小

包装尺寸，还对除卷烟之外的其他烟草制品征收10％的

税费。此外，禁止在药房出售所有类别的烟草制品。

该法案还对城市烟草零售商的数量进行限制，将零

售户的数字砍至一半。零售商必须持有零售许可证才能

销售电子烟。但该法案还以与其他烟草执照类似的方式

限制电子烟的许可证发放。烟草零售许可证的办证费用

也会增加。居民楼将被要求制定吸烟办法，向目前和未

来的居民进行披露。9名理事会成员投票反对这项法案，

理由是卷烟成本的增加会给低收入的纽约人造成过重的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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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查获600多万支走私烟

8月，驻扎在悉尼西南部的澳大利亚边防部队缉获

了600多万支卷烟、22箱散烟、35万澳元现金以及少量可

卡因和甲基苯丙胺。5名男子因涉嫌参与烟草走私集团价

值数百万澳元的活动被起诉。

这次逮捕还跟之前的非法摩托车帮派和其他犯罪集

团成员的药物供应网络调查有关。6月，13人因涉嫌犯有

各种罪行被捕，目前仍在庭审中。

对悉尼房屋、企业和仓库开展的追查是大规模行动

中的一部分，但警方称这是一次独立的行动。

澳大利亚
废弃烟头可用于道路建设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的研究人员

发现，处理废弃烟头最理想的方式是将其用来铺路，无

论是新修的道路还是人行道。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能将不能进行生物降解

的烟头单独集中到一个地方，还能解决大量的废弃问

题。RMIT团队还发现，混杂了烟头的沥青导热性降低，

这意味用烟头铺设的沥青路和人行道从太阳中吸收较少

的热量，可能有助于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即城市比农村

温暖的效应。

RMIT工程学院高级讲师、研究团队的负责人Abbas	

Mohajerani博士表示，烟头并不只是原封不动地、简单地

混合进沥青当中，而是作为粒料应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在研究中，我们用沥青和石蜡封装烟头，以便密

封化学品并防止沥青混凝土浸出，”他解释说，“样品

使用的是烟头和热沥青混合的方式制作而成。”最重要

的是，这种特殊的沥青混合料符合标准道路建设的要求。

菲律宾
达沃市拟向所有烟草销售商加征10%污染税

目前，达沃市反吸烟工作组（ASTF）计划向全市所有

的烟草销售商加征10％的污染税。副监管单位（VRU）负责

人伏尔泰•恩格拉西亚（Voltaire	 Engracia）表示：“卷

烟生产商已经从国家层面上缴纳了烟酒税。但在城市和

省级层面上，卷烟生产商在向零售商出售产品，即使在

缴纳税款时仍然会有很多收入。”

Engracia说，10％的污染税将由企业主每年支付，

这会让卖家尽量减少销售卷烟。据Engracia所言，这项

新法是为了响应市政府打造无烟达沃市的目标任务。	

“虽然我们每天都为吸烟者感到忧虑，但不能只是一味

地担忧，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让城市立即实现无烟的计

划。”他还说，副监管单位期望能得到商界的理解，他

们将继续按照市政府的批示执行指令。该单位仍在等待

行政命令，一旦发布，将立即执行。

印度尼西亚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任命分公司副总裁

自2017年9月1日起，明星烟草国际公司（Star	Tobacco	

International）财务总监穆罕默德•阿伊迪兹（Mehmet	

Ayyildiz）将升任为印度尼西亚分公司副总裁，并继续

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一职。

此前，该公司决定将印度尼西亚提为公司主要投资

市场之一。今后，公司计划投资于仓库业务，并重新在

爪哇建立一个烟厂。

阿伊迪兹于2015年5月开始担任明星烟草国际公司

的财务经理，并于今年6月晋升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在任

职期间，阿伊迪兹一直致力于为公司建立完备的财务政

策；负责清算并报告公司各部门的财务状况；领导创建

了公司的企业资源管理平台ERP0（位于明星烟草国际公

司总部伊斯坦布尔）。此外，他还为公司的银行业务、

信贷额度和贸易金融等方面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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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优质雪
茄和斗烟零售商博
览会（IPCPR）释放
积极信号

By Eric Piras
IPCPR 2017
2017年国际优质雪茄和斗烟零售商贸易博览会如期举行

2017年国际优质雪茄和斗烟零售商贸易

博览会（IPCPR）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如期举

行，全球各地烟草业前往“赌城”参会。

今年的展会似乎不像往年那么热闹，但

是大部分的参展商表示，这次展会的销售业

绩令人满意。过去几年定期参展的几家小公

司此次并没有如约而至，这可能是因为FDA

新规带来的影响，抑或是参展的费用太过高

昂。但明年的费用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展会上，关于FDA新规的话题充斥着大

小会场，其中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发表的主旨演讲更是亮点之一。

朱利亚尼曾担任纽约市市长，先前被《时

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是一名特别接地气

的知名雪茄爱好者。朱利亚尼的讲话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关于优质雪茄的

发言。他提到：“对雪茄进行过度管制的做

法是荒谬的。”他请观众放宽心，因为唐纳

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目标是减少法

规，这正是把这项议题交给特朗普政府处理

的好时机。

未来FDA新规会带来什么变化将会逐一

揭晓，但跟去年相比，肯定是更积极的影

响，尤其是最近，FDA宣布延长烟草企业报

批烟草制品的两个条款的期限：产品的实质

等同性审批已推至5年，而不是原来的18个

月，而烟草预上市申请(PMTA)时效也由原来

的2年延长至6年。

尽管展会上抽雪茄的人数少于往年，说

明雪茄参展商出席率较低，但仍有一些参展

商受到大家的关注。

其中包括Ashton。Ashton多年来的展台

设计始终如一，但这个品牌在美国的私人企

业中是最受认可的一个品牌，也是高端雪茄

业的支柱之一。一些新产品值得一试，比如

San	Cristobal	Ovation	Eminence，As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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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大山大保
护区

圣克里斯托瓦尔
Quintessence 

Corona Gorda

在尼加拉瓜的旗舰品牌，其绑料烟叶选自

墨西哥圣安德列斯岛，还有San	 Cristobal	

Quintessence	Corona	Gorda品牌、这是一种

厄瓜多尔哈瓦那雪茄，茄套和茄芯的烟叶均

选自尼加拉瓜，由My	Father雪茄公司予以生

产。这两款雪茄应该会在几个月内上市。

另外值得关注的雪茄品牌有：Sa n	

Cristobal	 Paradise	 Assortment（样品很

棒）以及来自尼加拉瓜的La	Aroma	de	Cuba	

Noblesse，采用厄瓜多尔哈瓦那茄衣，茄套

和茄芯的选料均来自尼加拉瓜。另一个有趣

的展台是Joya	 de	 Nicaragua，这是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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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RM? NDTP?
SORT IT OUT !

Do you have Non Tobacco Related Material or Non Desired Tobacco Products in your tobacco product stream? 
Let us help you sort them out.  Find out more on www.tomra.com/tobacco

Joya de 
Nicaragua 
Antano Dark 
Corojo Nobesse Coronation 

Open Box

资料来源：作者发表于halfwheel.com＆cigar-coop.com上的文章

成立的老品牌，将会很快在亚洲上市。展会上，他们推

出了Joya	 Family样品，这是一种品尝Joya系列中所有

受青睐雪茄的实用方法。他们还为AntañoDarkCorojo设

计了一种新包装。Antaño	 Dark	 Corojo早在10年前就已

经创建了生产线，还被称为市面上代表尼加拉瓜烟叶优

势的最佳品牌。另外值得一试的还有Joya	de	Nicaragua	

Antaño	Gran	Reserva，这款雪茄使用的是新的生产线，

茄芯的选料来自五年以上的发酵烟叶，而且推出了盒压

型的新规格——Robusto	Grande雪茄礼盒，长5.5英寸，

环规52。

在拐角处，Prometheus还举办了25周年庆祝活动，

陈列物品具有纪念意义。他们推出了几款漂亮的点火器

和旅行用口袋式烟管，以及一些令人惊叹的旅行加湿器

和烟灰缸。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IPCPR展会不仅集吸食雪

茄样品、听取FDA演讲、获取新产品信息于一身，还能让

与会者参加迷人酒会、试试小赌怡情、品尝美味食物，

因此，主要的烟草企业每年总是将拉斯维加斯作为会展

地的上上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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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43029 Smokeless Tobacco Article
A method for making a smokeless tobacco article can include 
combining thermoplastic polymer particles with tobacco particles to 
form a mixture of particles, compressing the mixture of particles 
within a pressing apparatus to form the mixture into a predeter-
mined shape, separating the mixture from the pressing apparatus 
such that it retains the predetermined shape, and heating the 
mixture outside of the pressing apparatus to at least partially melt 
at least some of the thermoplastic polymer particles and form a 
matrix of polymer and tobacco particles.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Patent 
USPTO Application#: #20170143029
Inventors: Gregory James Griscik, Midlothian, VA (US); Carl 
Gregory Miller, Richmond, VA (US) 

20170143031 Soft Oral Product
An oral product includes a body that is wholly receivable in an oral 
cavity. The body includes a polymer matrix and one or more 
flavorants and/or active ingredients embedded in the polymer 
matrix. The polymer matrix can include a copoly-mer of ethylene 
and one or more vinyl monomers or zein. For example, the polymer 
can be ethylene-vinyl acetate copolymer and/or ethylene-vinyl 
alcohol copolymer. In some cases, the oral product can include 
tobacco and/or nicotine.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Patent 
USPTO Application#: #20170143031
Inventors: Munmaya K. Mishra, Manakin Sabot, VA (US); Georgios 
D. Karles, Richmond, VA (US) 

20170145432 Reducing Levels of Nicotinic Alkaloids in Plants
Two genes, A622 and NBBl, can be influenced to achieve a 
decrease of nicotinic alkaloid levels in plants. In particular, 
suppression of one or both of A622 and NBBl may be used to 
decrease nicotine in tobacco plants. 
22nd Century Limited, LLC, Clarence, NY (US) Patent 
USPTO Application#: #20170145432
Inventors: Takashi HASHIMOTO, Ikoma-shi (JP); Akira Kato, 
Nara-shi (JP) 

20170156394 Modified Cross-Section Lyocell Material for 
Tobacco Filter,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for
This invention relates to a lyocell material for a tobacco filter and a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the same, and more particu-larly to a 
lyocell fiber having a modified cross-section for a tobacco filter, 
wherein the cross-sectional shape of a mono-filament contained in 
a lyocell fiber is controlled to increase the external surface area of 
the fiber, after which then crimps are formed, thereby exhibiting 
properties equal or superior to those of conventional lyocell 
materials, even when used in a small amount. 
KOLON INDUSTRIES, INC., Gyeonggi-do (KR); KT&G CORPO-
RATION, Daejeon (KR) Patent 
USPTO Application#: #20170156394
Inventors: Jong Cheol JEONG, Yongin-si (KR); Sang Woo JIN, 
Yongin-si (KR); Sang Yoel LEE, Yongin-si (KR); Woo Chui KIM, 
Yongin-si (KR); Sang Mok LEE, Yongin-si (KR); Jong Yeol KIM, 
Daejeon (KR); Soo Ho KIM, Daejeon (KR); Bong Su CHEONG, Daejeon 
(KR); Hyun Suk CHO, Daejeon (KR); Sung Jong KI, Daejeon (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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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价格说明：
一般价格政策
	 l	 广告设计基于成本预算
	 l	 广告商佣金：15%
	 l	 短期价格：如果广告印刷数量少于合同规定

	 		 数量，则所有已印刷的广告将需重新计费。
	 l	 合并价格：一年内插页广告数量的总价
	 l	 印刷截止日期/订单取消：

《亚洲烟草》每年出版5期，分别在3月、5月、7

月、9月和12月出版。印刷截止日期通常在出版

当月的第一个星期。

 l	取消订单必须在印刷截止日期前至少四

	 		 个星期提出。

《亚洲烟草》的事实/信息/声明
l	亚洲地区发行范围最广的烟草行业杂志；

l	每年出版5期杂志；

l	拥有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

l	大约2/3的读者来自烟草制造业；1/3的读者来自烟草制品批发行业/运输业

l	《亚洲烟草》在全球的常规发行量超过6000本，面向业内个别专家，包括在展会、

	 会议上的发行量以及下载量；

l	在亚洲地区的发行量远远大于其他三家国际烟草业杂志的总发行量；

l	 85%的发行量集中在亚洲、大洋洲和中东地区，15%的发行量来自其他地区；

l	目前已连续发行了22年之久；

l	纸质版广告也可在官网的电子杂志和在线档案中显示，进一步增加广告商的曝光度；

l	与其他在线杂志不同的是，www.tobaccoasia.com无需注册也无需支付费用即可浏览，

	 这意味着您的广告不会被付费墙拦截。

唯一一个为亚洲地区烟草行业编写的烟草杂志
被全球烟草行业的专家广泛阅读和推崇的杂志
于广告商而言，《亚洲烟草》是您向亚洲、大洋洲及中东地区等全球最有活力的烟草市场为您的销售
提供支持的最佳且成本效益最好的方式。

《亚洲烟草》向制造业的读者们提供有关烟叶、设备、机械、配件、服务、解决方案以及电子烟等方
面的市场新闻、观点以及最新发展趋势和信息等。

《亚洲烟草》涵盖广告、社评以及简介等内容，是亚太地区曝光率最高的行业类杂志。

全新推出的《亚洲烟草》官网www.tobaccoasia.com拥有诸多优势，以电子杂志的形式展现《亚洲烟
草》的整版内容，保证全球读者通过电子形式查阅纸质版《亚洲烟草》杂志中所投放的广告。	

无论您在亚洲、大洋洲还是中东地区，抑或是您正在尝试接触烟草行业的某项业务，《亚洲烟草》的
投放范围都是最广泛的，而且是烟草行业渗透率最高的杂志。

《亚洲烟草》于1996年开始发行，深受烟草业专家们的信赖，只针对亚洲的烟草制造业和批发业务提
供内容最好、关联性最大而且最具深度的报道。

除了优先向烟草业的高管们投放杂志以外，《亚洲烟草》还在大型烟草展会上通过其展位进行有奖发
放，而且在一年一度的InterSupply和InterTabac展会及一年举办两次的世界烟草加工机械展会上进行
特别发放。

《亚洲烟草》向个人直接发售，在烟草营销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该杂志成为在区域内使广告商的
产品得到持续曝光的一种渠道。

拥有诸多优势，以电子杂志的形式展现《亚洲烟草》的整版内容，保证全球读者通过电子形式查阅纸
质版《亚洲烟草》杂志中所投放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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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
为避免产生进口税、税费、仓储费以及手续

费，所有的CD、DVD、胶片以及预印广告插页请

通过知名的商业运输公司邮寄。产生的进口税、

税费、仓储费和手续费由寄方承担。

平版印刷要求

	 l 必须提供数字化文件
	 l 文件格式为pdf、jpg、tiff、ai、eps



3月/4月（2018年第1期）
广告资料截止日期：2018年2月5日

产品：
卷烟问题（出口到亚洲）

制造&配件：
防伪/安全

香味&香料

烟叶：
非洲烟叶

印度烟叶

再造烟叶

市场&制造商概览：
东南亚

菲莫亚洲公司

5月/6月（2018年第2期）
广告资料截止日期：2018年4月9日

产品：
PREPS、自卷烟、其他烟草制品、自制烟、

丁香烟

制造&配件：
卷烟制造/包装

烟叶：
烟叶商人

市场&制造商概览
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

额外发行：
世界烟草展览会（索菲亚）

7月/8月（2018年第3期）
广告资料截止日期：2018年6月8日

产品：
电子烟/蒸汽烟

制造&配件
过滤嘴&水松纸

设备/质量控制

烟叶：
南美洲

香料烟

市场&制造商概览

日本烟草

深圳：
电子烟中心

InterSupply/InterTabac	预览

9月/10月（2018年第4期）
广告资料截止日期：2018年8月13日

产品：
卷烟问题（亚洲卷烟出口）

制造&配件：
新设备还是旧设备?	

初级加工

烟叶：
美国烤烟&白肋烟

市场&制造商概览
帝国烟草

中国

额外发行
InterTabac（德国多特蒙德）

InterSupply（德国多特蒙德）

11月/12月（2018年第5期）
广告资料截止日期：2018年10月15日

产品：
雪茄问题

吸烟配件

制造&配件：
包装&印刷

合同制造

烟叶：
农艺&农民

感染/虫害控制

运输/存储/装运

市场&制造商概览
中东

印度

英美烟草

额外发行：
世界烟草展览会（雅加达）

TPE	2019（美国拉斯维加斯）

2017年8月25日更新	–	查看最新信息，敬

请登录tobaccoasia.com/advertise

2018年编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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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页 €2,160 €1,940 €1,830 
1/12页 €1,680 €1,510 €1,430  

BELLYBAND
按要求制定规格/尺寸（价格包含印刷费)
 1次       2次 5次
2/色		 €3,110 €2,800 每次 €2,650 每次

4/色	 €4,070 €3,230 每次 €3,050 每次

(广告信息-	第4页)

中文  英文广告
如果您想要在中文版和英文版页面中插入不同语
言的广告，需额外收费500欧元（请咨询您的销售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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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7)

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Page C-4)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0-11)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65)

Bulgartabac Holding
www.bulgartabac.com 
(Page 3)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41)

Decoufle
www.decoufle.com
(Page 47)

Detia Degesch GmbH
www.detia-degesch.de
(Page 55)

Essentra
www.essentra.com/filters
(Page 39)

Fiber&Fiber
Tel +86 21 6393 2699
info@fiberandfiber.com
www.fiberandfiber.com
(Page 15)

Filters Pakistan
Tel +92 21 34529141-2
filpak@cyber.net.pk
www.filterspakistan.com
(Page 74)

G.D SpA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27)

Hauni Machinenbau AG
www.hauni.com 
(Page 43)

Hertz & Selck
Tel +49 (0) 40-43 25 76-0
info@hertz-selck.de
www.hertz-selck.de
(Page 51)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vsnl.com
(Page 28)

Hoffman Neopac AG
www.hoffmann.ch/metaliseternal
(Page 25)

Inter Continental Tobacco
Tel +971 4 886 2522
contract-manufacture@ictfzme.com
(Page 17)

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kardien@kardien.co.kr
www.kardien.co.kr
(Page 35)

KT International
Tel +359 32 623 449
office@ktinternational.eu
www.ktinternational.eu
(Page 37)

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Tel +49(0) 7324/15-0
www.esband.de
(Page 49)

Moon (Hengfeng Paper)
www.moon-smoking.com
(Page 19)

NDC Technologies
www.ndc.com/tobacco
(Page 52)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31)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C-2)

Sasib
www.sasib.com
(Page C-3)

Socotab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3)

Spikker Specials
Tel +31(0)316-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Page 7)

Star Tobacco International
Tel +90 212 227 9668
info@startobacco.biz
akin@startobacco.biz
www.startobacco.biz
(Page 59)

Star Tobacco (Reconstituted 
Tobacco)
jason@startobacco.biz
efe@startobacco.biz
www.startobacco.biz
(Page 4-5)

SWM
www.swmintl.com
(Page 21)

NV STTC
Tel +65 633 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23)

TANN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29)

TSAL
Tel +852 2522 1114
info@tsal.biz
www.tsal.biz
(Page 33)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9)

Tomra
www.tomra.com/tobacco
(Page 66)

Tung Chit Tobacco International
Tel +852 2402 3100
slew@tungchit.com.hk
(Page 32)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45)

World Tobacco Middle East 2017
Tel +44 (0) 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Page 67)

Events  展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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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
2017年GTNF
时间：2017年9月12日至14日

地点：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网址：www.gtnf-201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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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m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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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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