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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作业
的理想合作伙伴

智能机器智能应用智能服务工业 4.0 对每一客户均有着不

同的意义。任何公司都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适合自己特定需

求的解决方案着手展开，然后持续扩展至价值链的每一个领

域。在这一进程中，虹霓始终支持着客户，并提供全方位的

咨询服务和全覆盖的模块化解决方案组合。

FUTURE – MADE BY HA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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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水烟在整

个中东地区广受

欢迎，包括迪拜。

《亚洲烟草》将

参加于12月5-6日

举办的世界烟草迪

拜中东展会。每

年InterTabac展

会的9个展厅中，8号展厅的水烟展位

全部销售一空。由于该展会等候批准

申请的截止期限是每年3月，因此，若

有意向参加2018年9月21-23日举行的

InterTabac展会，请现在开始申请。

同时，水烟也是一年一度的烟草制品

展会（Tobacco Products Expo，每年

1月31日至2月1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

行）的重要展示部分，《亚洲烟草》

将首次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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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荷兰律师以谋杀未遂罪、预谋严重

伤害罪、预谋故意伤害罪和伪造罪起诉菲莫国际公

司、英美烟草公司、日烟国际公司以及帝国烟草比

荷卢经济联盟公司，认为这些烟草公司的产品设计

和推广，显然是在蓄意伤害民众健康。来自其它15

个国家的律师在日内瓦会见了荷兰律师团队，讨论

该案件的处理方法，并希望将该处理办法引入本

国。据报道，英国律师最近正在评估起诉此类诉讼

案的可行性。

然而，难道烟草巨头真的像所描绘的那样，是邪恶的策划者吗？恶毒

地折磨毫无戒心的公众，强迫其吸烟，以致患癌吗？根据现行的所有法律法

规，从烟草制品平装法、包装上的图形警语到限制购买烟草制品的人群以及

吸烟的场所，再到反吸烟组织和健康组织传播的信息，似乎每一位烟民都很

清楚，如果他们过度吸烟将面临何种后果。

烟草是造成健康问题甚至死亡的唯一罪魁祸首吗？那么像酒精、糖类

甚至水之类的日常消费品呢？人人都知道这些产品，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

健康，过多使用甚至会危及生命，但还是会因为产品的宣传设计而去主动

购买。众所周知，一次性大量饮酒可能导致酒精中毒，从而导致死亡。再

或者，司机酒驾可能会发生致命的交通事故，这不但影响司机自身的生命

安全，而且也可能伤害其它无辜的受害者。《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

（JAMA Internal Medicine）跟踪了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即

使你没有超重，高糖饮食也可能会增加心脏病致死的风险。难道我们所喜爱

的甜品制造者，实际上是杀人的凶手？他们用美味的甜品诱惑慢慢毒害着我

们，直至我们心脏病发作？即便是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的水（常常有人告

诉你每天应该至少喝八杯水吗？），如果我们饮用过量，也会引起低钠血

症，更常见的说法是水中毒。当你血液中的钠下降得太低时，可能会危害你

的生命。想想看吧。 

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继续使用甚至滥用酒精、糖类和水，难

道还应把其生产商当作凶手来审判吗？ 

难道大家不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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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n’t travel the beaten path. We create a new track.
Innovation in making-packing.

Th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G.D creates change the way machines are designed, products 
are made and  packed and quality control is carried out. Our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the tobacco 
industry allow production to become faster, more efficient, safer and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Re-thinking processes, transferring solutions, anticipating customer requests: it means going 
away from the beaten path and looking ahead.

美国
烟草巨头花费数百万美元发布
纠正广告

按照美国法院的责令声明，自

11月开始，大型烟草企业将展播吸

烟危害性的纠正广告，作为诉讼和

解的部分内容。20年前，美国司法

部针对烟草企业的误导性声明提出

了诉讼。

20年前，美国司法部认为，大

型烟草制造商在吸烟对身体的危害

性方面的陈述具有欺骗性，因此命

令相关烟草企业在黄金时段的电视

节目上发布为时30到45秒的广告，

并且一周要达到五次。

这些广告跟反吸烟类的广告不

同，不会显示吸烟副作用的图像资

料，只是在白色的屏幕上打上简单

的文字并附上语音说明，这跟药物

广告结束时披露的声明类似。

奥驰亚集团估计，广告费用约

为3100万美元，包括报纸和公司所

有网站发布的内容。其中的一个广

告内容为：奥驰亚、雷诺烟草、罗

瑞拉德公司和菲莫美国公司生产的

卷烟让人们更容易上瘾。另一个广

告内容则说：“被吸烟夺走生命的

人数，比谋杀、艾滋病、自杀、毒

品、车祸和酒精造成的死亡人数还

要多。”

1999年原始诉讼的所有被告现

在由奥驰亚或英美烟草接手。

尼泊尔
呼吁政府执行图形警语面积的
法律

尼泊尔行动（Action Nepal）

的发言人呼吁政府敦促烟草业贯彻

实施图形警语占卷烟外包装90%面积

的法律。

尽管21个月前，《2011号指

令：烟草制品的纸箱、条装、烟盒

等包装上需印制或标明图形警告信

息》的修订法案已经获得批准，但

政府仍未通过新规则来贯彻实施。

尼泊尔行动主席阿南达•巴哈杜

尔•钱德（Ananda Bahadur Chand）

说：“不执行法律规定令人担忧，

政府特别是卫生部应采取必要措

施，使法律生效，并让烟草业遵守

它。”

根据2015年进行的一项名为

《PHW在尼泊尔的监测有效性：我们

已经发现和我们学到了什么》的研

究报告称，有55%的人因为卷烟包装

上印制了图形警告信息而减少了购

买卷烟的数量。

尼泊尔目前男性和女性的吸烟

率分别为51.9％和13％。

美国
FDA表示加香烟草“利弊并存”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

tlieb）说，在不同烟草制品中添加

香料可能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据局长戈特利布称，之前禁

止卷烟和电子烟中添加薄荷醇等香

料，而现在FDA会对香料添加的两种

可能性进行审查。

4年前，FDA表示，相较其他

烟，薄荷烟更难戒掉，而且可能比普

通卷烟带来的危害性更高，烟草业拒

绝承认这一点。自那时起，该机构就

考虑对薄荷醇的销售进行监管，但在

过去几年来一直没采取行动。

10月，戈特利布在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讲话

时曾说：“包括薄荷醇在内的加香

烟草，一方面在吸引青年方面扮演

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

想知道是否有某些口味能帮助成年

吸烟者去尝试尼古丁释放量少且危

害性较小的卷烟。”戈特利布还表

示，FDA计划将根据香料烟对公共卫

生的直接影响出台相应的法规。

英国
英美烟草公司蒸汽烟销售额将
翻番

英美烟草公司预计，其“新一

代产品”在2018年的销售额将增长一

倍，超过10亿英镑（13亿美元）。

该公司还表示，它希望这些包

括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装

置在内的产品的收入进一步取得增

长，到2022年达到50亿英镑（66亿

美元）。

该公司承认，在那些正努力改

善公众健康状况的国家，其传统卷

烟业务正承受着压力。其面临的挑

战还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推

行的卷烟平装法以及俄罗斯与巴西

的税率调涨。

然而，对于蒸汽烟业务，而

言 未来可能面临更多法规方面的麻

烦。10月下旬的时候，英国国会启动

了电子烟健康影响的调查。英国国会

科学委员会主席诺曼•兰博说：“电

子烟被一些人视为减少吸食传统卷烟

人数的重要工具，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电子烟使得吸烟在青年一代中‘重新

正常化’”。

美国
FDA：减少尼古丁含量可挽救
800万人的生命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最近公布，减少卷烟中的尼古丁含

量可能会让800万人免于烟草相关类

疾病造成的死亡。

F D 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

（Scott Gottlieb）补充说，低尼

古丁含量的卷烟还能让3000万人避免

沉迷于吸烟。“试想一下这个政策对

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戈特利布说

道：“目前，每年要花费大约3000亿

美元用于支付与烟草相关疾病的直接

和间接费用。在一个卷烟消费量较低

或者不上瘾的环境下，总体成本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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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round expertise for a better world.大幅下降。”戈特利布说，FDA还将

对烟草制品的香料进行研究，即带香

味的卷烟是否对年轻人开始抽烟具有

影响，以及能否帮助成年吸烟者转而

去尝试尼古丁释放量少且危害性较小

的产品。他表示将会对香料烟事宜以

及尼古丁含量问题开展公开咨询。这

次磋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定尼古丁

的降低水平是否会刺激黑市市场。

美国
无烟世界基金会成立

在菲莫国际的帮助下，无烟世

界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a 

Smoke-Free World）于2017年9月成

立。菲莫国际计划未来12年里，每年

捐赠8000万美元来资助和推动戒烟以

及减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

无烟世界基金会的负责人Derek 

Yach曾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是《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主要起草者。基金

会的成立将以政策转变以及科技发展

为基础，赞助、鼓励和推动能在全球

范围内减少吸烟带来的危害和死亡的

措施落地。

基金会同时也积极寻求且预期

将收到来自于其他渠道的资金。需

要注意的是，基金会的授权条款、

章程及非营利身份意味着菲莫国际

及烟草业的其他代表不得参与基金

会治理，不得影响基金会的资金决

策、战略或活动。基金会将享受独

立研究议程、数据所有权、出版自

由权及严格的利益冲突保护机制。

然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迅速

消除这个新基金会可能拥有的一切

机会。10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一项言辞犀利的声明。声明中引用

了菲莫国际数十年做过的研究干预

和欺骗性营销，借此来指责菲莫国

际对消费者健康不屑一顾。世界卫

生组织宣布与基金会无关，并呼吁

世界各国政府不要介入。

Yach给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

信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事对世界

卫生组织的声明“感到惊讶和深感

失望”，并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对基

金会的角色定位是错误的。他还强

调，基金会将独立于菲莫国际经

营，并将与烟草业完全隔离。

Yach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撤回

声明，给基金会一定时间来自证清

白。“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过早，

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减少吸烟

上,” 他写道。

印度
菲莫国际出资打击非法贸易

菲莫国际表示，将出资1亿美元

对全球范围内打击非法贸易的第三

方项目进行资助。

菲莫国际影响计划（IMPACT）

是支持打击非法贸易以及有关犯罪活

动，比如腐败、有组织的犯罪、洗钱

活动的资助项目。公共、私有和非政

府组织已经受邀对第二轮“菲莫国际

影响计划”提交资金申请。

菲莫国际已承诺1亿美元资助

3轮菲莫国际影响计划，并在首轮

赞助中选中了32个项目。菲莫国际

印度公司事务总监R.文卡塔斯表

示：“菲莫国际影响计划鼓励具有

创新性解决全球各种形式的非法贸

易活动的方案和行动。在过去的10

年中，菲莫国际和执法机构以及研

究机构携手合作，在打击印度非法

卷烟贸易的行动上硕果累累。”

根据印度工商联合会的估计，

非法卷烟占据了印度五分之一的卷

烟市场。菲莫国际影响计划专家委

员会成员阿兰•朱耶（Alain Juillet）

说：“我们期待收到有助于私有和

公共机构提高知识和效率的提案，

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需

求。”

英国 

英美烟草荣获“非洲顶级雇主”
称号

在获得南非、安哥拉、莫桑比

克、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五个国家的

顶级雇主认证后，日前，英美烟草

公司又将“非洲顶级雇主”称号揽

入囊中。

顶尖雇主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

组织，对世界各地主要雇主的员工进

行研究，并将其与国际标准相比较。

受到顶尖雇主认证的企业需在以下方

面保持领先：为员工提供卓越的员工

条件，为组织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才，

努力持续优化就业实践。

英美烟草南非人力资源部负责

人莱斯利•兰斯（Leslie Rance）表

示：“顶尖雇主研究所认可我们在

培养领导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我

们不仅将员工放在第一位还优化了

人力资源实践。因此，今年，我们

又重新获得了非洲大陆对我们的认

可。我们为终端市场的人力资源团

队在推动人力资源流程做出的积极

努力而感到非常自豪。”

东非和中非区域主任贝弗利•斯

潘塞•奥巴托宁（Beverley Spencer-

Obatoyinbo）说：“对于英美烟草在

肯尼亚、东非和中非的人力资源团队

而言，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通过他

们的不懈努力，促进了人才发展，创

造出了极佳的文化环境，从而为我们

的业务培育出了领导人才，这是英美

烟草成功的关键所在。我和我们整个

团队对在肯尼亚和非洲大陆获得的认

证感到兴奋不已。” 

西非地区总监克里斯•麦克阿利

斯特（Chris McAllister）表示： 

“我们第一次申请就获得了顶尖雇

主认证，这让我们欣喜不已。今后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欣赏并重视西非

地区所有市场的员工，并致力于成

为更好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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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未来的新时代
正在崛起
各大跨国烟草公司纷纷摩拳擦掌，它们正在极力引领消费者进入一个无烟的
下一代产品（或许）永远取代可燃型烟草产品的新时代。但问题是这个目标
是否能实现？《亚洲烟草》采访了几家烟草巨头的看法。

“我们的未来将会建立在无烟卷烟替

代品的基础上，并且我们相信无烟卷烟替代

品是比可燃型卷烟更好的选择。我们的愿景

就是有朝一日那些替代产品能彻底替代可燃

型卷烟。全世界的吸烟者都在寻求危害性更

少的替代品，虽然目前的产品仍不能让人满

意。我们的目标是为他们提供这种选择，并

研制多种无烟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偏

好。”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而这正是菲莫

国际期望通过其独创的iQOS加热不燃烧装置

所实现的目标。菲莫亚洲公司的企业公关负

责人Joe Oliver对《亚洲烟草》表示：“我

们知道这是一个宏伟的愿景，但我们已经对

员工和股东做出承诺，我们也确信这样做是

对的。在卷烟业务上取得的成功给予我们足

够的资源来实现这个愿景，而且从长远来看

我们把它看作为成功绘制的蓝图。”

全球吸烟者数量不断增长
尽管欧洲、北美洲等市场的卷烟销量呈

下降态势，但实际上全球的吸烟者数量却在

不断增长。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计，到

2025年全球的吸烟人数将超过10亿，其中约

60%分布在亚洲。爱抽烟的人数如此之多，

让这些消费者能用到危害性更小的替代品就

变得很有意义，且若消费者愿意，他们将很

菲莫国际科学家在Cube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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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开始用新产品。在这个方面，菲莫国际期

待的愿景将不再遥远。Oliver表示：“到目

前为止，在我们推出无烟产品的国家，例如

亚洲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大批的吸烟者已经

迅速改用无烟产品。我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

到，这些产品可弥补传统卷烟控制政策的不

足，并能显著降低吸烟率。”

缓慢推进是关键
然而要将“创造无烟世界”这一共识

化为现实，需要经过一系列重要的步骤。首

先，需要研发出比可燃型卷烟危害性更小的

替代品，而且要易于购买。这一步骤已经开

始实施。其次，替代品需要在口味和感官体

验上对吸烟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只有这样才

能引导消费者转向无烟产品，否则他们将会

继续抽可燃型卷烟。这种转变还会带来很多

益处，因为若要实现公共健康明显提升，大

量的可燃型卷烟使用者必须转向使用危害性

较小的替代品。第三，替代产品的零售价格

不能仅仅适用于有钱人，同时也必须有足够

的竞争力，吸引低收入消费群体使用替代

品。最后，国家监管机构需要充分认识到可

燃型卷烟替代产品会降低吸烟相关疾病的发

病率，并在制定或修订相关法规时列入考虑

范围。毕竟，研究表明相比传统可燃型卷

烟，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和雾化装置中的潜

在有害化学物质会减少90%-95%。

iQOS在日本广受欢迎
显然，至少就菲莫国际和iQOS而言，

消费者对这些替代产品的接受度根本不成问

题。Oliver表示：“拿我们最具商业化的无

烟产品iQOS来说，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370

万使用者（截止到2017年10月），每天有

iQOS在韩国首尔发
布当天，顾客在店
外排队等候购买。

（
由
菲
莫
国
际
亚
洲
区
供
图
）

（
图
片
由
菲
莫
亚
洲
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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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名吸烟者加入进来。”他补充道，iQOS

已经推广至全球的31个国家。日本是菲莫国

际迄今为止无烟产品最成功的市场，iQOS 

2014年11月在名古屋首发，2016年4月其销

售范围扩至日本全国。与此同时，截至2017

年9月，HeatSticks（一种填充式烟草棒，

在其他地区的商标为HEETS）的销量占日本

全国卷烟市场约12%的份额，据悉，其销量

仍在平稳增长。据Oliver所说，这表明无烟

产品在减少传统卷烟吸烟率方面确实有着显

著的影响。

iQOS在韩国迅速扩张
可以说无烟产品在韩国的成功更加令

人印象深刻。今年6月5日，iQOS和HEETS在

韩国首都首尔发售，最初只在两家iQOS专营

店销售。毫不夸张地说，发售那几日，这两

家店每天都挤满了顾客。顾客的反馈如此积

极，菲莫国际韩国公司信心倍增，并于7月

中旬宣布将从釜山、蔚山、大邱和京畿道等

城市开始，逐步将iQOS的销售范围扩展至韩

国全国。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扩

张销售范围，据悉，仅在首尔就有21,000

家零售店在销售iQOS和HEETS，其中包括如

Ministop、7-11和With Me等连锁便利店。

Oliver透露，“在韩国，iQOS的初期

业绩十分出乎意料，HEETS目前已经占据了

卷烟市场2.5%的份额，不过这仅是首尔和

其他主要城市的情况。”他也将这次重大

的成功发售归功于iQOS本就在韩国消费者中

有着很高的认知度。他说：“iQOS在韩国发

售前的认知度已经接近20%。我们相信如今

韩国成年吸烟者的认知度已经超过50%。这

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我们才刚发售了4个

月。”iQOS在韩国的早期成功可以从它极高

的转换率来衡量，菲莫国际声称9月转换率

已经达到83%，远远超出了iQOS在其他较成

熟市场上观察到的70%-80%的比例。

多管齐下策略
然而菲莫国际并不只依靠iQOS来实现

无烟未来的愿景。Oliver表示：“为迎合成

年吸烟者的不同偏好，我们的无烟产品系

iQOS在日本
菲莫国际的iQOS在日本获得了非凡的成

功，并且销售表现和其他关键数据都让人印

象深刻：

• 2014年11月在名古屋发售，2016年4

月后销售范围遍及日本全国。

• 2017年9月：HeatSticks（HEETS）

在日本卷烟市场的份额达到11.9%，并仍在持

续增长。

• 在8家旗舰店、几家大型连锁便利

店、烟草专卖店和有年龄限制的网络专卖店

都可购买。

• 2017年10月：已有超过100万日本成

年吸烟者转向使用iQOS

• 超过80%的使用者只抽或主要抽

iQOS（主要指至少70%的卷烟消费者）

• 超过120个当地机构认定iQOS现在可

以在禁止吸传统卷烟的室外使用

• 20,000处禁烟场所（包括餐厅、酒

吧、办公室等）允许使用iQOS

韩国HEETS数据表

产品名称 HEETSTM

目前可购买的产品类型 HEETS银标（柔和型）、HEETS琥珀标（浓郁型）、

 HEETS绿标（清爽型）、HEETS蓝标（劲爽型）

包装含量 20支/包

长度 45mm

生产国 意大利

菲莫国际Cube——菲莫国际最先进的研发
基地

最近在韩国销售的
白色iQOS和HEETS

白色iQOS，可看到
里面插入的HEETS
烟棒
（
图
片
由
菲
莫
亚
洲
公
司
提
供
）

（
图
片
由
菲
莫
亚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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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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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推出了四款产品。其中两款产品为加热不

燃烧烟草产品，iQOS即是其一，另一款尚未

发售。另外两款产品不含烟草尼古丁，分别

基于不同技术研制。”他总结道：“谈及我

们的无烟产品，针对我们如何销售、消费者

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一直在不断学习和改

进，从而提升全球顾客体验。”

日烟国际：基于科学研发更多下一代
产品

与此同时，总部设于日内瓦的日烟国

际认为，在无烟烟草和尼古丁产品上消费者

应该有更广泛的选择，包括那些经过科学证

明能减少危害的产品。日烟国际风险控制副

总裁Ian Jones博士表示：“这将最终带领

我们进入一个很少会有人吸（可燃型）卷烟

的世界。”他补充说，针对消费者接受的低

风险产品，日烟国际将继续努力研发更多的

产品，并对这些产品开展更有力的科学调

查。“我们的目标是向消费者提供一系列能

够降低吸烟相关健康风险的下一代产品。

其中包括已经实现商业化生产的蒸汽烟草

产品，例如我们公司的Ploom Tech，以及

Logic系列的电子烟。”

力图实现无烟未来
就实现无烟未来而言，日烟国际的决心

显然略弱于菲莫国际，尽管如此，日烟国际

也已经开始行动。换句话说，和菲莫国际不

同，日烟国际或许目前并未全力推动可燃卷

烟的逐步消亡，但是它也在积极开展研究，

而且实际上也提供低风险产品力图实现无烟

未来。“我们相信低风险产品可以为消费者

和社会提供切实的益处。因此为了所有人的

利益，我们将继续研发能让消费者满意的确

实能够减少潜在危害性的产品，”Jones表

示，“我们发现使用下一代烟草产品的吸烟

者数量在不断增加。这是一个持续的趋势，

尽管在不同国家发展速度不同。”

不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果
除了一系列鼻烟产品和现在能在9个国家

都能买到的Logic系列的电子烟、Logic Power 

（一种电子烟装置）、Logic Pro（一种封闭

烟弹系统）和Logic LQD（一种开放式烟弹

替代品）外，日烟国际也基于风险控制策略

发展Ploom蒸汽烟产品。Jones指出：“Ploom 

Tech是我们最新的蒸汽烟产品，最近在日

本、瑞士和美国已经上市。”Ploom Tech使用

突破性技术，这是它与菲莫国际的iQOS的不

同之处。与iQOS直接将烟棒加热至300℃来产

生可吸入的烟草蒸汽的方法不同，Ploom Tech

加热可产生蒸汽的液体，蒸汽通过含有粒

状烟草的胶囊，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味道和香

气。如此一来，烟草只被加热至30℃左右。

最终结果与iQOS大致相同：不产生烟雾，不

产生烟味，没有烟灰，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幅

度减少以各种方式入侵人体的有害化学物

质。根据Jones提供的信息，最近的研究表明

相比卷烟烟雾，Ploom Tech可平均减少99%的

监测成分。

韩国iQOS数据表
产品名称 iQOS

iQOS套装部件 烟杆（Holder）、口袋充电器、交流电源适配器、

 USB线、清洁器、清洗棒、使用说明书

电池类型 可充电锂电池

充电时长 • 口袋充电器：90分钟

 • 烟杆：4分钟

电池续航时间 • 口袋充电器：给烟杆充电20次

 • 烟杆：6分钟或吸14次，以较早的为准

安全保障 • 符合欧盟电子产品消费者安全EC认证

 • 家用电器KC认证 

保修期 6个月（设备注册额外赠送6个月）

生产国 马来西亚

发布时间 2017年6月5日（5月27日起在iQOS专卖店预售）

发售城市 首尔地区

在韩国首尔新开的iQOS店里的产品展示

（
图
片
由
菲
莫
亚
洲
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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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Ploom Tech由Logic技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这家公司是日本烟草集

团的子公司，以“Logic VapeLeaf”命名。

烟草业持续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和菲莫国际的Joe Oliver一样，Ian Jones 

肯定下一代产品是“烟草业持续发展的一部

分，并且对我们公司来说也代表着至关重要

的下一步。”作为一个制造商，日烟国际发

现自己应该让顾客更易选择。“我们这样

做，信息透明且易于理解，并且通过我们的

科学网站能查到科学研究数据和结论。”在

这种背景下，日烟国际继续开展研发工作，

而且显然已经开始研制新的设备来支持并推

进Ploom Tech。Jones表示：“由于是商业

机密，我们不能提供尚在酝酿中的产品的任

何信息。”

英美烟草公司：寻求更安全的替代品
同样，英美烟草公司也在奔向完全

无烟未来的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英美烟

草伦敦总部下一代烟草产品的公关部主管 

Annie Brown说，“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致力

于向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卷烟替代品。大家

都知道现在有很多成年人不顾已知的风险继

续吸烟，而且我们相信他们还会吸很多年。

然而，无烟科技发展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

如今可以提供替代传统卷烟的产品，还可以

显著降低潜在危害……我们相信使用下一代

烟草产品，吸烟者自身会发生转变。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专注于发展电子烟和加热型烟草

产品并将他们送至全球吸烟者的手中的原

因。”

发展下一代产品实现无烟未来
 Annie Brown表示，当前英美烟草的下

一代烟草产品系列（NGP）已经进入16个市

场。英美烟草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烟公司，

是美国、英国和波兰市场的领导者；东京四

分之三的消费者选择使用英美烟草旗下品

牌——glo。她宣称：“我们涉足下一代烟

草产品已有几年的时间，而且始终致力于为

吸烟者提供一系列烟草产品。”Brown补充

道，英美烟草在过去6年中已经向下一代烟

草产品的商品化运营投资了25亿美元。“我

们的职责是提供一系列有新颖创意的产品，

来保证满足所有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多样化需

求和选择。”不过，她也注意到这类注定要

取代可燃型产品的无烟产品仍然处在萌芽阶

段，而消费者才是最终决定未来的人。“我

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能用上最好的下一代

烟草产品，这样对于吸烟者来说转变会变得

更容易。”

两款加热型烟草产品
英美烟草的加热型烟草产品除包括前

文中提到的glo外，还有一款iFuse混合型

装置。后者是英美烟草发行的第一款加热

型烟草产品，2015年于罗马尼亚首发，目前

仅限在该国销售。这种电子装置加热含有尼

古丁的液体，制造可吸入蒸汽，然后经过

装有烟草的部分，从而散发烟草的味道。

因而，iFuse的工作原理类似于日烟国际的

Ploom Tech。但glo更像iQOS，因为它直接

加热烟草（而不是燃烧），产生的蒸汽与传

统卷烟味道类似，不过英美烟草称有害物质

减少了90%。

日烟国际被分解开
的银色Logic Pro装
置

图
片
由
日
烟
国
际
提
供

日烟国际封闭式Logic Pro系列

图
片
由
日
烟
国
际
提
供

低风险产品副总裁
Ian Jones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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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在日本与韩国的销售快速增长
2016年11月，glo在日本仙台市发售，

而后销售范围扩展到东京、宫城和大阪。之

后glo被引入加拿大（温哥华）、瑞士和俄

罗斯，最近于2017年8月在韩国发售。日本

和韩国的消费者显示出对glo的极大热情。

在10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英美烟草宣

布：“……我们的加热型烟草产品glo，在日

本的销量持续快速增长，在日本全国销售仅

两周后，其在主要连锁便利集团中的市场份

额已经超过1.8%，目前在仙台的市场份额为

10.4%。在韩国发售9周后，在首尔零售业的

占比达到3.5%。”与此同时，英美烟草的Vype

系列（在美国销售的商品名为Vuse）电子烟

目前已经在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顺便

说一下，英美烟草同时也销售鼻烟产品。

产品多元化至关重要
在Brown看来，这类战略性产品的多元

化在推动传统卷烟使用者决定是否选择危害

性更少的产品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

说，这也会决定无烟未来这个最终目标是否

能达到。“不同的消费者需要的设备或产品

也不同，实际上一些消费者会根据不同场

合、地点或同伴，选择不同的设备或产品体

验。因此，为吸烟者提供一系列的下一代产

品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生产

多样化系列的加热型烟草产品、蒸汽烟产品

以及鼻烟产品的原因。”那么无烟时代是否

已经快要到来了呢？还远远没有。但我们正

在积极地向它靠近。

亚太地区是否将错失实现无烟未
来的良机？

亚太地区的监管者当然也面临着支持无

烟产品的大好时机，但他们能否意识到并抓

住这个机会呢？目前在日本和韩国，无烟产

品已经可以合法获得，但许多亚洲其他国家

还在彻底执行禁令，或拘泥于滞后的法规或

哲学意义上的反对声音。甚至澳大利亚也开

始不情愿地意识到世界将不再以那些必须被

严格限制的可燃型卷烟为中心。能产生积极

影响的下一代烟草产品的出现，实际上是一

个应该受到欢迎的发展趋势：

• 除可燃型卷烟、雪茄和斗烟烟草

外，新加坡严禁所有含有烟草或尼古丁成分

的产品。

• 泰国已经完全禁止电子烟（违法者

将被处以巨额罚款，甚至可能被判处长期监

禁），甚至包含所有“像”卷烟但不燃烧的

产品，比如加热型烟草装置。

• 香港禁止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不

过目前加热不燃烧装置的地位比较模糊。

• 在亚洲其他国家，如菲律宾和马来

西亚，下一代烟草产品的地位尚不确定，关

于如何应对这种新产品，政府内部尚存矛

盾。

• 除了“预包装和包装好的成品卷

烟”外，澳大利亚严禁任何含有尼古丁的消

费品。然而澳大利亚曾针对无烟产品进行了

多次公开协商，引发了不曾在澳大利亚出现

过的大辩论，许多卫生专家直言不讳地公开

讨论无烟产品在减害烟草方面所起的作用。

• 新西兰仍在实施禁止27岁以下青少

年使用嚼烟及其他“非吸食的口嚼烟产品”

的法律。新西兰上届政府决定令电子烟销售

合法化，并计划在今年通过相关法律。如

今，尚不确定新政府是否会兑现这个承诺。

英美烟草的Vype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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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当下“90后”年轻一代成长起

来并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品牌营销发展最重

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去思考怎么抓住这群年轻人

的心，这也是中国卷烟品牌面临的形势。

于是各家企业纷纷往自己身上贴上“年

轻化”的标签，背后则是品牌和产品不遗余

力对于年轻消费者的关注、研究和靠拢。

2017年7月肯德基在中国宣布了新的品牌

形象代言人：TFBOYS，他们是中国最受欢迎的

青少年偶像团体；而在稍早之前的6月份，10

年没有代言人的麦当劳中国，也请了人气很旺

的“90后”偶像吴亦凡做品牌代言人。

而惯常以红罐为特色的中国凉茶品

牌——王老吉，最近上市了一款有全新包装

和口味的凉茶，瓶身以黑色为主色调，上面

布满88种以蓝色、绿色、粉红色为点缀的小

图标，分别对应人字拖、美瞳、铆钉、泡面

等不同的流行元素，瓶身也更为细长，这款

带有电玩酷炫气质的包装设计大有颠覆老字

号传统风格的意味，更具年轻化风格。

甚至连哈根达斯那么高冷的品牌也

把“吸引年轻消费者”作为品牌转型的重中

之重。

所以，这一切都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现

实：如果不想被年轻消费者所抛离，就必须

用他们的方式跟上他们的节奏。

在众多品牌纷纷年轻化的风潮中，中国

卷烟品牌也感受到了这种风向。最近两年，

众多卷烟品牌从包装到理念，也在积极向年

轻人靠拢。

中国卷烟品牌正在
向年轻人靠拢

中国卷烟品牌吸引
着千禧一代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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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叶（小目标）的二次元印象
在惯有的认知里，中国河南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旗下的“黄金叶”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品

牌，既有黄金叶（天叶）这样超高端产品所带来

的强大气场，更有黄金叶（天香）、黄金叶（百

年浓香）、黄金叶（大金圆）这样一脉相承的强

势产品，还有“黄金时代黄金叶”的品牌价值主

张、“烟丝金黄金黄、烟灰雪白雪白”的感官体

验，无不是成熟稳重的风格。

就是这样稳重的“黄金叶”却捧出了一款另

类的“小目标”。

乍一看到黄金叶（小目标）这款烟，扑面

而来的“二次元印象”，烟包上摘选了不同的网

络热点语录，采用典型二次元风格的“直播弹幕

式”版面设计，又通过在材料上的创新，在“好

看”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耐看”的质感。而

且“小目标”小盒背后的“刮刮烫”，引入了不

同的营销主题，预设了很多消费者意想不到的个

性和惊喜，达到了类似于歌词瓶一样的效果。

包装设计的个性化只是产品年轻化的一层

外衣，更重要的还在于企业对于年轻化的决心和

信心，在这方面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显然

非常坚决。尽管黄金叶（小目标）受到了来自不

同方面的质疑，却最终没有改变企业推出“小目

标”的信心和行动，将这样个性鲜明甚至于有

些“脱离主线”的产品送入市场，还是需要很大

的勇气。

企业和品牌对年轻化如此坚决，市场也给

出了最积极的响应，黄金叶（小目标）仅仅只是

在中国河南省内上市的情况下，不到50天时间就

实现了“双破亿”——上市36天，累计销售破亿

支；上市47天，累计销售破亿元。面对消费者的

热烈追捧，还有什么理由来质疑这一选择呢？！

更何况“小目标”给“黄金叶”品牌的年轻化添

加了最生动的产品注脚。

嗨起来玩起来的白沙（天天向上）
如果把中国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白

沙（天天向上）视为2016年最年轻态的产品，应

该说没有多大疑问。产品命名、包装设计等都洋

溢着浓浓青春的气息。透过白沙（天天向上）这

款产品，我们看出这是从一开始就想明白、想通

透、想到位的年轻化策略。

白沙（天天向上）首先做到了嗨起来，玩

儿起来，不再是一脸严肃地板着脸孔，配合卡通

化、拟人化的产品设计，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年

轻态。同时，白沙（天天向上）主动放下身段，

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以形式生动的多样活动，让

消费者获得参与感、互动性、认同度。而且，白

沙（天天向上）表达出了更轻松的品牌态度，没

有强加于消费者过多生硬而牵强的品牌主张，表

现出恰当的思考留白。白沙（天天向上）打破了

既有的条条框框，提升了“白沙”品牌的认知，

丰富了“白沙”的产品供给，更重要的是，在后

期营销推广、市场启动、消费激活的各个环节，

无不体现了年轻化的意图。

中南海（典8）不罗嗦不说教
中国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南海

（8mg）曾经在年轻烟民中十分流行。当年随着电

视剧《奋斗》的播出，在北京漂泊奋斗的年轻主

人公们最经常抽的便是中南海（8mg），在剧中他

们喜欢称它“点八中南海”。此后，这包烟便似

乎成了奋斗中的青年人最爱。

如果说中南海（8mg）在年轻烟民中的走红

有那么一些无心插柳的幸运，那上海烟草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新近推出的中南海（典8）则是真正意

在取悦年轻烟民的产品。

随着“中南海”消费群体的逐渐老龄化，“

中南海”品牌亟需开展品牌年轻化战略，他们针

对18-25岁的年轻消费群体进行了品牌重塑。

针对品牌年轻化的核心要求，中南海（典

8）更贴合年轻人注重生活情调，追求个性的特

征，满足年轻群体消费需求。

中南海（典8）包装主色调为黑色，黑色在

大多数年轻人眼里是酷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完美

的保护色，它可以包容一切。极简的风格，通过

大面积留白，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将更多的解

读权留给用户，同时体现“不罗嗦、不说教”的

95后主张。

烟包正面采用“乌间红线”的手法，给大面

积黑色注入活力，并将中南海低焦油含量的产品

特质进行符号化强化，以红色阿拉伯数字“8”

进行设计，为了避免画面单调，底纹采用了流线

暗纹处理，整体以极简的方式，表达出神秘、年

轻、激情、积极、活力和品质感。

结语
中国烟草行业人士认为，品牌的年轻化是

一个现实而急迫的课题，虽然不能对卷烟销量增

加、价值提升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一些

卷烟成熟产品所面临的价值、形象和口碑的下降

具有重要的提振作用。更为关键的是，面对中国

消费群体与消费习惯的年轻化，它们有了具体的

应对策略。

而这些年轻化卷烟产品的涌现，也打破了人

们对于烟草品牌的固有认识，同时揭示了这样一

种可能：中国卷烟品牌正在向年轻人靠拢，它们

有能力做到年轻化，年轻化才可以抓住新一代的

卷烟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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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2024年欧盟市场雪茄和小雪
茄烟销量将达110亿支

据全球知名市场调研公司Per-

sistence Market Research（PMR）发

布的一份报告称，2015年欧洲市场

上，雪茄和小雪茄的销量超过90亿

支。到2024年底，这一数字预计将

达到110亿支。PMR预计到2024年，

雪茄和小雪茄的复合增长率为2.1%

，增长出现乏力，主要由以下几大

因素的影响造成。几种经济实惠的

烟草替代品对雪茄以及小雪茄销售

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的烟草

包装需印制警语信息；另外发起的

烟草远离青少年的举措引起了吸烟

者的重视。此外，发起的“戒烟”

运动预计也会减少吸烟者的数量，

从而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

PMR预计，雪茄和不添加香料的

小雪茄烟的市场份额将略有增加，

从2016年的76.7％上升至2024年的

77％。预测期内，这两类雪茄烟仍

将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相比

之下，加香的雪茄和小雪茄烟预计

在2024年前的市场份额略有下降，

比如水果和糖果、薄荷和薄荷醇、

巧克力和香草等口味。

欧洲最大的雪茄和小雪茄市场

欧盟5国（EU5）预计到2024年末收入

份额略有下降。此外，德国和法国的

雪茄和小雪茄市场预计分别以2.5％

和1.9％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扩大

产品组合仍然是制造商的主要市场策

略，兼并收购和新产品发布仍然是市

场整合的关键组成部分。针对线上和

线下零售商，制造商正在专注于扩展

分销网络，从而为客户提供便利的产

品供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报告，欧洲女性对雪茄和小雪茄烟

的需求正在增加。PMR报告中分析的

主要公司包括帝国品牌、英美烟草、

日本烟草、Swisher国际烟草、瑞典

火柴公司和奥驰亚集团。

英国
帝国品牌下半财年卷烟销量降
幅收窄

今年下半财年，帝国品牌重点

发展关键品牌，并控制价格上涨，

因此抑制了卷烟销量的下滑趋势。

上半财年，公司卷烟销量下降

5.7％。下半财年，行业平均降幅为

4.5％的情况下，帝国品牌的卷烟销

量仅下降2.6%。截至9月30日的财年

中，帝国品牌等同于支的卷烟销量

为2652亿支，在英国、德国、俄罗

斯和日本的市场份额也取得增长。

帝国品牌首席执行官艾利森•库

珀（Allison Cooper）表示，大众

市场和优质雪茄使美国——除中国

以外利润最大的烟草市场——营业

利润增长了10％，超过10亿英镑。

英国
大卫杜夫将推出“狗年”系列雪茄

大卫杜夫雪茄将推出全新限量

版雪茄系列和配件，藉此纪念中国

狗年。狗年系列雪茄Gran Churchill

的茄衣为棕色的厄瓜多尔哈瓦那烟

叶，茄套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San 

Vincente Seco绑叶烟，茄芯来自多

米尼加共和国的San Vincento Lig-

ero和Piloto Visis以及尼加拉瓜的

Esteli Seco的混合烟叶。在大卫杜

夫蛇年混合味道的启发下，狗年系

列雪茄融合了胡椒、木香、坚果香

味，还伴有丝丝焦糖味，同时滤嘴

处添加有尼加拉瓜Esteli Seco烟草

的辛辣口味。

狗年系列中的配件包括带有可

移动托盘的旅行保湿盒，可容纳8支

雪茄，以及皮革钥匙扣上的不锈钢

Duocut双刃片雪茄剪。

自2018年1月起，本系列雪茄开

始通过免税渠道销售。

日本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将迎爆发
式增长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公共卫生研

究生院研究副教授约翰W.艾尔斯开展

的一项研究指出，加热不燃烧烟草装

置蓄势待发，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艾尔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对谷歌

上的搜索趋势进行了研究，以了解

该装置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因为

日本是首个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买到

这种产品的国家，他们主要研究了

互联网上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

搜索，包括通用名称和主要品牌，

并分析了与2015年至2017年8月的所

有搜索相对的受欢迎程度。之后，

他们对比了日本对谷歌上加热不燃

烧烟草制品的查询比例以及美国对

谷歌上进行的电子烟查询比例。

研究结果显示，自从2015年加

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上市的第一年，

日本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搜索总

量增长了1426%。而在2015年至2017

年期间，该数字增长了2956%。从观

察到的发展趋势做出的预测显示，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搜索量在

2018年将以相似的速度增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

学教授兼该研究报告的联合撰稿人

马克•德莱兹说：“加热不燃烧制

品已经迅速疯狂地流行起来了。两

年前，日本基本上还没有人查询加

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但现在每个月

对这种产品的搜索量就达到590万到

750万次。”

该研究团队还发现，在日本，

人们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兴趣

的增长速度，比过去首次推出电

子烟的时候还要快。这表明当加热

不燃烧烟草制品在新市场上市的时

候，其受欢迎程度可能会使电子烟

黯然失色。

据艾尔斯说，在日本，每个月

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搜索量就

达到数百万次，这种产品在新市场

上市销售的时候，其在全球的需求

将会激增。他还说，目前还不明确

搜索量是否会转化成实际的需求，

但研究团队此前对电子烟的研究就

首次预测了蒸汽烟实际最终出现了

增长。艾尔斯指出，控烟领导人要

重视对该类新烟草产品的潜在需

求，并前瞻性地做出回应，这是他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烟草

控制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领导人

可以适当地对这些新的统计数据做

出回应，并做好准备，制定议程，

否则只能等待大烟草公司为他们制

定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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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
道哈烟草制品强制性标准出台

日 前 ， 阿 联 酋 标 准 计 量 局

（ESMA）发布了道哈（dokha）烟草

制品强制性标准。

此举旨在打击在阿联酋市场上

的道哈烟草（道哈烟草是一种混有

草药和香料的烟草产品，通常通过

传统的medwakh纤细烟斗吸食）的无

序贸易，促进商品质量提升，切实

维护消费者健康

ESMA总干事阿卜杜勒•卡德尔•

马埃尼（Abdul Qader Al Maeni）表

示，在颁布任何新标准之前，当局

会向国家有关机构上报一份草案，

以便他们能够就这些标准提出建议

和说明。

该机构还宣布与联邦和地方监

管机构开展合作，推动新标准在各

烟草商店的执行，确保市场售卖的

烟草制品没有添加有害成分及化学

物质。

标准同时对之前发布的烟草、

阿拉伯水烟、卷烟和其他烟草的管

理规范进行了补充修订。还成立了

一个促进道哈烟草制品合规性的政

府监管部门。

澳大利亚
卫生部长拒绝给予电子烟合法
地位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

说，尽管参议院正在对电子烟的使

用进行调查，但他绝不会取消电子

烟禁令，甚至表示，“在我的任期

内，电子烟合法化绝不会发生。”

在澳大利亚药物管理局决定不

重新制定禁止尼古丁的时间表，从

而可以合法购买电子烟油后，根据

澳大利亚各州与领地的立法，用于

电子烟的尼古丁的商业性供应在澳

大利亚仍然是被禁止的。

亨特说，他会见了药物管理局

局长，认可了该局的观点，即：没有

切实有力的证据证明电子烟是戒掉卷

烟的途径。相反，亨特说：“有明显

的证据显示，电子烟有可能导致其使

用者开始吸卷烟。”

当被问及为什么在参议院发布

调查报告结果前做出这一决定时，

亨特说，国会的程序是“处理和暴

露”与电子烟有关的健康权利要求

的良好途径，并补充说：“为这些

电子烟案件进行辩护的是大烟草公

司，它们做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这

符合它们的利益。我坚决、明确地

表示：澳大利亚不会使电子烟合法

化。”

英国
将电子烟作为戒烟方法予以宣传

英国心理学协会表示，应该将

电子烟作为戒烟方法来加以宣传推

动。这是该协会最近在2017年10月初

发表的题为《不断变化的行为：电子

烟》的报告中传出的关键信息。这份

简述行为变化的报告旨在给那些参加

戒烟的人提供指导和教育。

这份报道的联合撰稿人、伦

敦南岸大学副教授林妮•道金斯博

士说：“对于正在尝试戒烟的吸烟

者，电子烟比传统的戒烟方法，如

尼古丁替代疗法等更有吸引力，而

且至少具有一样的效果。也有越来

越多的证据显示，电子烟比卷烟更

加安全。作为一种消费品，尽管大

多数戒烟服务机构目前都不能提供

这些电子烟产品，但我们建议他们

认可这些产品，并支持尝试戒烟的

吸烟者使用这些产品。”

这份报告还建议增加关于吸

烟、尼古丁和电子烟的相对害处的

教育，将现有的最佳做法和国家卫

生服务部戒烟服务机构与最受欢迎

的戒烟方法（电子烟）结合起来，

增强戒烟服务机构的吸引力，进一

步提高戒烟成功率；作为戒烟服务

的组成部分，提供电子烟和技术支

持，并为戒吸烟服务提供资金，支

持吸烟者戒烟；利用政策干预和财

政措施，提高吸烟成本，降低电子

烟的成本；继续提高税率，制定无

烟立法，增加购买卷烟的障碍，但

对于减害产品的管制力度则要降低

一些；对于电子烟，要避免征税

和‘无蒸汽烟立法’，推动不受限

制的真实信息的广告，通过管制来

推动产品的发展——使电子烟能够

进一步发展和改进，这样它们就更

安全、更有吸引力，更能让更多吸

烟者满意；投资研究，继续探索电

子烟对于戒烟的影响，确定哪些因

素能推动成功的过渡。’

美国
JUUL电子烟努力满足客户需求

根据JUUL Labs公司为尼尔森提

供的统计数据，JUUL目前是市场上

最火的电子烟品牌之一，在截至9月

9日的4个星期中，在电子烟类产品

的总市场中占据着27%的市场份额。

对JUUL Labs首席执行官泰勒•

高曼而言，需求如此旺盛，以至于

供不应求，这似乎是创业公司的梦

想，但是，当你试图说服人们从一

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的时候，情

况就不是这样了。他说，JUUL Labs

公司的目标是要让卷烟使用者转换

产品，为此，必须有足够的产品满

足使用者对尼古丁的欲望。

“为完成使命，我们务必确

保每个装置有足够的烟杆，如果我

们不能将足够的装置投放到市场，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给人们提供转用

JUUL产品的选择。”

JUUL的零售范围遍及美国各大

洲，而零售最强劲的地区当属东西

沿岸和中西部。

据高盛说，JUUL Labs公司每个

月生产2000万个产品，包括无烟烟

草使用装置和烟弹，但这样的速度

还是使得公司的供应链十分紧张。

一方面，有些客户对JUUL继续赞美

有加，另一些则抱怨，产品的质量

变差了。

公司也认识到了JUUL存在的问

题，停止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着

力解决这些问题。它还投资改进生

产无烟烟草装置和烟杆的机械。

高盛还表示，这些举措已经开

始取得良好效果，前几个月售后服

务电话数量减少。高盛相信，JUUL

的优质装置和烟杆的质量水平可以

再上一层楼，在明年初的时候再次

开始扩大其零售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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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合作委员会卷
烟发展概况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即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是阿拉伯国家在波斯湾地区

成立的一个经济和政治联盟。其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

阿联酋。但海湾国家伊拉克并未加入该组织。近日，海湾合作委员会批准实施了一项新的决

议——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全境范围内对烟草制品开征消费税，其税率达到100%。该组织

中的其他成员国也将遵循这一决议。以下是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卷烟发展状况的简要评述。

征收消费税之前
海湾合作委员会早已意识到，仅仅依靠影响力较低的立法或通过健康警语，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大多数长期吸烟者的烟瘾问题，毕竟该地区的卷烟价格相对较低。尽管湾合作委员

会已经实施了多项控烟举措，但仍然需要实施以税收为重点的多元政策。海湾合作委员会成

员国的大部分人口由外籍侨民工人组成。其中，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外籍工作者占了很大比

例。而南亚、东南亚国家与其它较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烟草危害意识相对较低。这些工人的

吸烟习惯多受原籍国影响。此外，阿拉伯人吸食水烟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种固有文化，水烟

比卷烟更受当地人的欢迎。一边吸食水烟，一边品尝咖啡，是一种最普通不过的日常享受

 烟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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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许多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妇女吸烟很难被社会所接受；然而，阿拉伯

地区的妇女习惯吸食水烟，并且未意识到其危害性。

截至2016年，沙特阿拉伯成年人口吸烟率达30.3％，高于海湾合作委

员会其它成员国。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作比较，突尼斯和埃及的吸烟率也位居

前列。在一些电视频道和杂志中，吸烟被描绘成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难怪

烟民的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此外，该地区的道哈烟草制品（由切碎的阿

拉伯烟叶和草药混制而成）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到严格管制，而且价格便宜，

购买方便，所以它的销量逐步增加。道哈在外籍人群中广受欢迎,因为人们

普遍认为吸食道哈的风险要低于卷烟，尽管这一结论缺乏具体的科学证据。

再加之道哈口味多样，缺乏全面的健康提示。同时，经济状况不稳定（尤其

是沙特阿拉伯）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也使得民众的吸烟习

惯难以维持。一些低收入烟民在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被迫降低生活成本减

少吸烟量。

在整个海湾地区，可能除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外，尼古丁替代疗法

（NRT）产品并未被烟草消费者所接受。一方面，烟民未注意到此类产品的

功效；另一方面，人们的戒烟意识普遍较低。人们认识到，必须执行统一的

税收政策来减少非法违禁品。卷烟公司在较为成熟的西方市场的销量不断下

降，因此，它们将目光投向了中东和亚太市场。

 

税收
阿联酋于2017年10月开始对烟草产品征收100％的消费税，今年年初，

沙特阿拉伯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大多数情况下，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

预算赤字达到GDP的两位数，自2014年中以来，石油价格不断下跌，两位数

的财政赤字成为现实。自油价下滑以来，实现非石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的需

求日益增长。

欧睿国际高级研究分析师James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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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

财政部长同意征收100％的消费税。此外，

沙特阿拉伯和巴林还增收了额外的进口税，

该税收以货物到岸价格（CIF）的百分比进

行征收，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减轻由

于报价不足而导致的海关损失。在实行消费

税之前，海湾国家的卷烟价格已经上涨了近 

40％。这对该地区的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海湾国家的廉价卷烟

和有关立法表示不满。而此次即将实行的新

消费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海湾合

作委员会成员国也很清楚，征收税款、提高

烟草价格会对本国的财政收入产生有利影

响。这一事实已经在土耳其、希腊和新加坡

等其它国家得到验证。

但是，海湾各国实行双边贸易协定，

这意味着外部关税的增长并不会增加本国的

财政收入。石油价格下滑和多元化政策造成

的预算赤字，不得不让该地区开始征收消费

税。消费税、到岸价格税（CIF）以及其它

特定税收共同确保了在未来几年内，政府的

收入基础将会不断增加。令人担忧的是，烟

草行业对贸易额期望值的增加将会导致非法

贸易的增长，例如烟草生产商以次充好。而

那些在价格上不占优势的公司将不得不重新

调整经营策略，否则将会面临破产。

征收消费税之后
直接可预见的影响是消费者在购买卷烟

之前会三思而后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会

更加敏感地感受到新消费税带来的影响。烟

草公司为了减轻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正

在调整其投资组合，重点关注高利润产品，

也可能考虑在其投资组合中增加更多的水烟

产品。一方面，水烟文化在中东地区根深蒂

固；另一方面，人口趋于年轻化，社会对水

烟的接受度高以及水烟风味更加多样。这些

都是社会难以抵制民众消费水烟的重要原

因。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征收额外税收并不

会使人们远离水烟。

过去几年中，随着西方较为成熟的烟草

市场的不断萎缩，中东和亚太地区成为新的

增长点。例如，菲莫国际在西欧和拉丁美洲

市场占有很大比例，并在全球市场占有率最

高。海湾国家在这两个市场的销售利润都在

下滑。因此，预计海湾国家的烟草公司将会

在未来重点关注具有巨大潜力的亚太地区。

未来前景
由于立法可能会禁止某些卷烟口味，控

制衍生产品，甚至对滤嘴类型加强监管，这

不禁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通过包装来销售卷烟这一有效途径，

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阿联酋主要大型超

市的卷烟，已经从最佳销售区撤离。

在未来几年内，该地区的烟草产品可能

会被强制使用平装。而包装法的确立受到了

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生效的平装法的影响。

其中，品牌资产问题以及如何通过产品包装

来推销公司的核心主张，将成为烟草公司的

两大难题。尽管通过控制包装来限制烟草销

售可能会产生有利影响，但是，非法贸易的

上升和品牌价格的下降将会抵消这些收益。

未来，烟草产品的开发可能面临重新定位或

挤压单价的问题。烟草公司的这些解决方法

都秉持着一个宗旨，即以成本为中心。

另一方面，烟草公司已经开始投资于

那些在未来几年内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低风

险产品。菲莫国际在2017年年中宣布，他们

正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谈判无烟产品的推广

问题，而这种无烟产品的危害要低于卷烟产

品。例如，iQOS使用可加热但不燃烧的烟草

棒。当然，由于监管和税收政策的实施近在

眼前，这类产品在该地区的推广可能会面临

挑战。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表明低风险产

品的优缺点，因此，此类产品的公共卫生信

息十分模糊。但不可否认的是，低风险烟草

产品将在未来几年内获得投资并在卷烟制造

商的产品组合中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

2016年成年人口吸烟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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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时代，为满足移动互联网经

营带来的新兴业务变化，中国烟草行业正在

发生转变，从单纯地向零售终端分销烟草制

品到向烟草零售客户提供服务，再到提升零

售终端的价值，实现共赢。

从2016年8月开始，全球第一款可规模

化复制的24小时全自助智能便利店“缤果盒

子”就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无人便利店，这

个外观像个大盒子的便利店，在十个月的试

运营期间，接待顾客数万人，且实现“零偷

盗”，用户复购率接近80%，对于新兴的零

售业态来说，在成长期还算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随后在今年7月初的第二届淘宝造物节

上，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将落地无人零售计划

呈现在名为“淘咖啡”的快闪店中。紧随其

后，中国最大的饮料生产商娃哈哈也宣布要

在3年时间内开设10万家无人店。各大电商

平台相继开辟线下平台，从京东便利超市到

马云的“缤果盒子”再到无人值守的“淘咖

啡”，由电商平台掀起的新零售大战愈演愈

烈。新零售终端、无现金支付、送货上门服

务等零售业态服务的变化逐渐成为常态。

嫁接了人工智能技术，加上国内堪称全

球领先的移动支付态势，无人零售店在零售

市场频频唱响，对比传统零售，无人零售店

存在支付创新、运营成本低、技术体验感强

等特点，这些都是传统烟草零售终端值得借

鉴的优点。烟草行业将烟草零售终端作为烟

草产业链上最接近消费者的关键一环，也在

努力尝试着适应新的变化，特别是与零售终

烟草商业公司如何
应对零售业新趋势

中国烟草业正从分销烟草制品向提供服务方面转变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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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联系最为紧密的烟草商业公司，更加重视移动互联时代的零售客户服务和

终端建设等，由渠道商向服务商转换，通过角色的重新拟定，来激发零售终

端价值。

以贵州省烟草专卖局贵阳市局（公司）为例，近年来，该局（公司）

转变营销方式，从只注重“销”向注重“营”转变，从关注“零售客户怎么

卖烟”向研究“消费者怎么买烟”转变，2016年实现卷烟零售客户户均毛利

率10.91%，户均收入3.48万元。特别是在适应零售业变化新趋势的基础上，

该局（公司）按照现代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技术发展需求，专门设立了电子

商务部门，增设电子商务师、市场分析师、品牌运营师等专业技术岗位，建

立和完善电商时代下的营销运营模式——新型O2O服务模式。

引入“微商圈”概念，商圈维护流程化。贵阳市局（公司）应用大数据

思维在零售客户地理位置信息数据化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卷烟销量、卷烟

销售金额、卷烟结构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动态划分商圈，并将商圈维护流程

化。针对不同工作岗位的商圈档案信息资料动态维护工作流程，引入“微商

圈”分析，更有助于把握商圈结构、烟草零售客户共性及个性需求，从而针

对性地制定服务策略。

以互联网为载体，营销服务产品化。贵阳市局（公司）用微信作为连接

器，用互联网思维来运营，重新构建移动互联时代下的卷烟营销应用场景。

“O2O”品牌培育模式，拉动营销
贵阳市局（公司）积极尝试新品规格溢价销售策略，充分应用自媒体

平台营造溢价环境，线上线下持续跟进，采集零售客户、消费者对新品规格

的价格期望和接受区间，以市场需求决定溢价幅度，以货源投放、价格监测

维护溢价效果，实现万宝路（硬冰爵）、荷花（河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贵烟（跨越）（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8个规格成功溢价

销售，有力维护了烟草工业的品牌价值，更为零售客户拓展了盈利空间。在

新品传播上该局（公司）也是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功能，先后开展微信申

购、转盘抽奖、积分送礼等活动提升客户对新品的认知度与关注度。雪茄烟

市场是国内很多商业公司不太重视的部分，贵阳市局（公司）则与众不同，

他们为雪茄消费者量身定制雪茄5000余支，建成集雪茄品类的定制、配送、

服务为一体的“私人定制”营销模式，收集高端消费者信息建立数据库。

贵阳市烟草市局（公司）的O2O市场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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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客户服务模式，提升服务
贵阳市局（公司）在线下由传统的计划执行服务模式向由客户需求、

数据分析双轮驱动的精准服务模式转变，创新探索客户经理“派单”服务工

作机制，提高线下服务的针对性、时效性。为提高区域营销部拜访零售客户

的针对性和走访的有效性，探索客户经理工作模式转型，在打通了贵阳烟草

微信订阅号和“知行营销”服务号数据交互接口，开发了基于派单制的“云

客服”功能。通过零售客户微信下单、后台市场专员派单、客户经理微信接

单后针对性上门服务、零售客户根据服务质量微信评价、服务回访的创新拜

访模式。解决了传统拜访模式拜访时间固定、周期长、服务目的性不强、浪

费营销资源、缺少客户评价机制等

问题。充分发挥了移动互联网的技

术特点，有效构建起新型协同营销

场景。“云客服”模式实施以来，

零售客户综合满意度从运行前的

91.4%，上升至目前的96.3%。

贵阳市局（公司）线上创新

开展“微服务”，搭建微信服务平

台，用户数2.05万人，零售客户参

与度达60%以上，为零售客户提供

订货服务和经营信息查询，实现

了与客户实时在线互动，日均互动

量近4000次，微信平台线上客服“

小知”成为零售客户的好参谋、知

心人。与金融机构携手开展增值服

务，累计为1500余位客户提供5000

余万元的卷烟经营用款。同时，贵

阳市局（公司）以终端“软”实力

提升为主要着力点，为零售客户开

发“经营工具箱”，提供经营能力

提升“利器”。

长期以来，烟草商业公司始终

扮演着渠道商的角色，发挥着把卷

烟商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烟草零

售终端手中的交付者的价值。在新

的市场环境下，迫切需要完成由一

个渠道商、搬运工向为烟草零售客

户提供价值的创造者的转变。目前

的烟草零售客户，更需要有人提供

能够满足更多追求的服务。这就需

要烟草商业公司不仅仅要了解卷烟

商品的价格、包装、卖点，而是将

卷烟零售客户作为自己人，从品牌

文化角度、切实满足零售客户需求

的角度，提高他们的价值感和归属

感。贵阳市局（公司）服务烟草零

售终端的主要特点在于以互联网为

载体，营销服务产品化，探索出了

一条“互联网+”模式下的烟草终端

服务模式。全国现有约500万卷烟零

售客户，如果能够将这500万零售客

户连接成网，并建立基于此的烟草

行业统一的零售O2O平台，或许将成

为烟草行业探索“互联网+”战略落

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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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ric Piras
东京烟草制品收藏展

众所周知，参展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但

这也是和朋友、合作伙伴以及分销商沟通联

系的绝佳机会。

世界各地展会的意义向来如此，当

然也包括日本。在日本，烟草制品收藏展

（Smoking Collection）是唯一的烟草贸易

展会。和其他展会一样，这里有穿着传统和

服的女士们，有只说日语的服务周到的销售

人员，有彬彬有礼的参观者和参展商……参

加这样的展会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特殊体验。

烟草制品收藏展每年10月在东京Kotsu 

Kaikan大厦12楼举行。这座大厦位于东京最

高档的购物区之一银座的中心地带。

令人诧异的是，在网上几乎找不到关于

这个展会的信息，只有在2016年《雪茄》杂

志网页版刊登的Maya Selva公司参展的只言

片语。所以这篇文章几乎是内部独家新闻！

本次展会面向的群体包括：各类零售

商、进口商、出口商、批发商和制造商。他

们四处漫步，驻足观看展示样品，在展台前

交流洽谈。

绝大多数参展商和参观者都是日本人，

只有少数外国面孔，这其中就有我。自2000

年以来，我从未错过任何一次东京烟草制品

收藏展。对于行业来说，东京烟草制品收藏

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烟草市场

的销量和市值一直排名世界前三位（中国除

外）。这就是为什么卷烟消费下降15%后，

无论大型烟草公司还是小型烟草企业都忧心

忡忡的原因。菲莫国际曾经声称，2017年第

二季度在日本的卷烟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25％。

在东京烟草制品收藏展上，菲莫国际

在其展台上留出大量空间来展示最近推出的

iQOS。这是一款加热不燃烧产品，将烟棒

加热到一定程度就能产生出气溶胶而不会燃

烧。与其他电子烟类似，iQOS看起来像一支

钢笔，通过内置的电池加热释放蒸汽；但它

广岛大型零售商与本文作者Eric Piras



  tobaccoasia  41 

只能使用万宝路HeatSticks。iQOS的首次亮

相非常成功：在东京地区占据了约15％的市

场份额，日本国内占到了12-13％。据悉，

三年后其市场份额将达30％左右。

抛开菲莫国际iQOS的成功之外，当

前对于卷烟公司来说绝非大好时机，但对

雪茄和其他烟草制品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时

刻。日本的消费者似乎希望少抽烟，愿意

尝试更优产品。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从吸

食卷烟转向雪茄的趋势。消费者的这种转

变在展厅上也得到了强烈的体现：ITC、T.

Akiyama、Haruyama、Japan Tobacco Imex

或Nissin Trading等主要分销商今年展出的核心销售产品为经济型

机制雪茄以及小雪茄。所有类别的雪茄似乎都是有需求的：优质长

支雪茄、中等规格的手工制作雪茄、100％天然烟草填料的机制雪

茄、填料均匀的短支机制雪茄以及带过滤嘴的小雪茄。这类雪茄跟

卷烟类似，但本质上属于雪茄。 

在优质雪茄类别中，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雪

茄品牌如热点雨林（Flor de Selva）、库萨诺（Cusano）、巴拉科阿

（Baracoa）、Vega Fina、Drew Estates、艾什顿（Ashton）和Joya de 

Nicaragua均有展出。

显然，除了消费转型以及对iQOS这类前卫产品的迷恋外，爱好

者仍然聚集在这里，这点也与国际潮流保持一致。

然而，一个确定的趋势是价格点。消费者既喜欢手工卷制的雪

茄，也喜欢新式雪茄，但最终会选择能够负担得起的雪茄：1000日

元以下的短支罗巴斯拖型雪茄、细长雪茄或其他中支雪茄烟牌号的

需求强劲，而1300日元以上的雪茄则会让消费者比较纠结。

下次，如果您在安排国际贸易展参展时间表时，请别忘了东京的

烟草制品收藏展。除了银座的夜生活、美味的寿司、米其林星级拉面

外，在东京Kotsu Kaikan大厦的12楼呆上几天，您定会收获满满。

Forte展位（ITC）Keith Little雪茄“三明治人”（指身体前后挂广告牌的人）

ITC展位的Siglo & Roberto Duran展品

向顾客介绍i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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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AID

WHAT?

欧盟
欧盟委员会就烟草制品追踪系
统的质疑发起反击

近日，欧盟委员会顾问针对未

来烟草制品追踪系统提出了一项提

案，该提案的有效性遭到了质疑，但

欧盟委员会予以反击，认为该提案完

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FCTC）的规定，它将控制权

交给各成员国而不是烟草行业。

该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草案

完全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内的相关条款。欧

盟官员表示：“该草案完全符合议

定书的要求——尤其是控制系统掌

握在各国政府（而不是烟草行业）

手中——这一要求从一开始就是委

员会拟定草案的首要任务。我们充

分相信，该草案已经实现了这个

目标。凡涉及到追踪系统的关键功

能，任何隶属于烟草行业的解决方

案提供商或公司，都按照明确的独

立标准被严格排除在外。这是因

为，烟草制品的可追溯性对限制非

法贸易来说，不仅成本低，而且还

十分有效。”

该官员还指出，批评拟议草案

的那些人，似乎只考虑到了追踪系

统的成本问题。但事实上，该系统

将有益于整个社会。其中包括更好

地保护人类健康（例如限制廉价人

造烟草）和改善税收。

5月20日生效的《烟草制品指

令》（TPD）规定，从2019年5月

起，欧盟将开始追踪所有合法的卷

烟销售。各成员国必须确保所有烟

草制品的包装都有唯一的标识码。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提案，该指

令在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烟草制品

的唯一标识码（每个包装上的编码）

应归属于成员国指定的独立第三方，

即所谓的“标识码发行方”。

但是，多个成员国，比如法

国、德国和意大利等，都公开批评

该提案，理由集中在其复杂性和管

理负担方面。其中，最大的一个问

题是，发布唯一标识码的具体标准

并不是开放性的标准，这意味着与

第三方的相互操作性将受到限制。

此外，由于约86％的非法卷烟来自

第三方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

和土耳其），因此，业内人士表

示，即便有雷达追踪系统，这些非

法卷烟仍将进入欧洲市场。

瑞士
霍夫曼内奥派克拥有3D Tech-
nopack公司多数股份

霍夫曼内奥派克（Hoffmann 

Neopac）股份公司总部位于瑞士，

是全球制药和化妆品行业领先的管

材包装供应商。该公司拥有印度孟

买3D Technopack私人有限公司的大

部分股份。这项投资加强了内奥派

克公司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并扩展

了其在管材制造方面的专业领域。

3D Technopack公司于2003年上

市，是印度第三大管材制造商。该

公司通过了ISO 9001和BRC认证，被

认为是本国该行业产品质量和创新

的领导者。公司共有220名员工，管

材年生产量达1.2亿根。3D Techno-

pack公司不仅是印度主要品牌的管

材供应商，也是欧洲中型企业的管

材供应商。

霍夫曼内奥派克公司投入的资

金将用于扩大3D核心挤压管业务的

生产能力，以及由该公司率先推出

的新一代可无限装饰型管材。

霍夫曼内奥派克公司主要活

跃于欧洲和北美市场。凭借其在3D 

Technopack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该

公司正在快速增长的亚洲管材市场

中站稳脚跟。此外，通过扩展地域

业务范围，霍夫曼内奥派克加强了

自身全球化妆品和制药公司合作伙

伴的地位。

全球
造假导致的失业令人“极度不安”

某国际贸易组织指出，由造假

行业造成的失业情况“令人感到非

常不安”，并敦促进一步“加强”

全球质量认证战略的实施。

国 际 全 息 图 像 制 造 商 协 会

（IHMA）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的一份报告做出评论。

这份题为《非法贸易：加剧

恐怖主义融资和组织型犯罪》的报

告预测，由造假和盗版造成的全

球失业人数，到2022年将超过500

万（540万）——比2013年的数字

（260万）增长了110％。

此外，预计到2022年，全球造假

和盗版在全球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总额

将上升至1.54-1.87万亿美元。2013年

该数字为7370-8980亿美元。

该协会表示，这些信息已经显

示出：造假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而且没有任何缩减的迹象，因此我

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该协会主席马诺吉•考克尔

（ManojKochar）认为，所有人都

“该基金会将资助关键研究，帮助消除科
学差距，为全球10亿烟民提供科学的戒
烟方案。”

国际抗癌联盟前主席John Seffrin博士支持该基

金会创造无烟世界。



Wake up
your   fl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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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打击造假行为，并且应该果断采取行动，遏制冲

击，确保行业的就业问题。

他说：“这份报告强调了全息图等技术在这场打假

战斗中的作用。它们是打击造假和确保全球供应链认证

过程中最重要的武器。这为我们再一次敲响警钟，赢得

打假战争的胜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给全球急切希

望保护品牌和利润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考克尔补充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迅速解决这

个问题。这一过程可能要借助全息图的整合作为品牌保

护策略的一部分，并对行业人才和技术经验进行更多的

投资。”全息影像技术的日益普及，加强了该技术在全

球反造假战斗中突出的安全地位。

应ISO 12931标准的倡导，认证解决方案应该采用

良好的设计和正确的部署，使审查员能够验证合法产品

的真实性，从而区别出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即使是

带有“反假”认证功能的假冒产品，也可以将其与真品

进行区分。国际全息图像制造者协会（www.ihma.org）

由全球100家领先的全息影像公司组成。成员包括全球

领先的全息图生产商和转换商，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的

纸币安全、防伪、品牌保护、包装、图形和其他商业应

用，各成员积极合作，籍此保持最高的专业水平、安全

和质量标准。

赞比亚
英美烟草赞比亚公司寻求贷款获批

卢萨卡证券交易所（LUSE）透露，英美烟草赞比亚

公司（BATZ）准备接受BATIF Dollar Limited一笔1500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在赞比亚建设烟草制造工厂。目

前，该公司正在等待其股东的批准。BATIF Dollar Lim-

ited是英美烟草集团的子公司。

英美烟草集团采购的卷烟中，95％来自英美烟草肯

尼亚公司（BAT Kenya Plc），5％来自英美烟草南非公

司（BAT South Africa）。由于目前实施的消费税制度

更有利于当地烟草制造商，而不是进口商。因此，英美

烟草集团准备开始投资烟草制造业。卢萨卡证券交易所

表示，董事会一致认为有必要在赞比亚建设本地烟草生

产工厂，此举不仅可以减轻税负，从根本上改变公司长

期的财务状况，而且还可以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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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供应商在重重挑战
中砥砺奋进

与烟草行业的大多数细分领域一样，香料供应商也感受到了市场压力。尤其
是在西方市场，持续竞争和成本效益的压力越来越大，营业额直线下降。但
是，烟草行业的持续性项目也在增加。三大香料领军企业向《亚洲烟草》介
绍了该行业的发展状况。

目前，烟草市场规模日趋收缩，管制

越来越严格；吸烟人数不断减少；烟草税和

罪恶税却在不断上涨；最重要的是，全球许

多国家对电子烟装置及下一代产品有着许多

不合理的敌视，甚至出台全面禁令。至少从

表面上来看，这些情况不利于烟草行业的

发展。但是，知名烟草香料供应商赫兹香

料公司（Hertz Flavors）及其分公司FLA-

VORIQ，以及同富盛名的虹霓集团（Hauni）

旗下分公司伯格沃特香料有限公司（Borg-

waldt Flavor GmbH），都认为，相较于妨

碍烟草行业活动或威胁烟草行业的未来而

言，烟草市场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为烟草行业

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且他们也在积极

应对挑战。“多元化”和“创新”是这三大

公司持续盈利并积极扩展原有业务范围的关

键所在。无论公司处于何种发展境遇，它们

都在积极地寻找机遇。

在赫兹香料公司研发实验室处理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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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新的发展趋势
赫兹香料公司副总裁菲利普•赫兹

（Philipp Hertz）说：“监管和产品创新

带动了西方市场的发展，其目标在于降低

风险。我公司不仅是跨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伙

伴，也与烟草行业的小型创业公司有合作关

系。我们付出了大量精力来研发各种产品类

型，提升口感体验，支持监管。此外，我们

仍有很多活动是针对传统产品的研发。这些

传统产品主要集中于监管较少的市场。尽管

某些细分市场正在下滑，并受到新法规的限

制，但产品的多样性趋势明显加强，香料品

种也在增加。”

传统香料打破国界
赫兹香料公司的销售经理斐迪南•巴图

鲁撒（Ferdinand Baturusa）补充说：“在

传统的烟草领域，之前相当本土化的产品正

在突破边界，创造新的全球趋势。”巴图鲁

撒以水烟糖浆为例：很早之前，这种产品就

已经是许多欧洲大都市休息室的必备之品，

现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而在欧盟仍然

被禁止的鼻烟已经进军大西洋和北美，令人

感到惊讶的是，鼻烟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亚

洲国家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人们仍然

是喜欢烟草产品的，我们对我们服务的每个

细分市场的前景非常有信心。此外，成熟市

场上不断发展的可燃淡味卷烟领域也将为香

料行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为低焦油型烟草

提供的吸食体验提供原料解决方案。我们将

为其它烟草产品，如小雪茄和斗烟烟草，继

续提供更多的香料产品。”

赫兹香料公司总部位于Reinbek，靠近德国
汉堡

赫兹香料公司混合
香料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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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监管推动创新发展
同时，伯格沃特香料公司销售管理集团

经理尼尔斯•丹尼尔森（NielsDanielsen）针

对欧盟严苛的香料企业监管制度分享了深刻

见解。丹尼尔森说：“在欧洲，我们不仅受

到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EUTPD2）的监

管，还受到许多国家对该监管框架的特定的

补充法规附录，比如德国的Anlage 1和An-

lage 2或者匈牙利本国的附录，这里仅举两

个例子。我们公司作为市场领先的香料制造

商，业务范围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这意味

着（随着EUTPD2的颁布）我们必须对现有的

所有产品进行筛选，以便在必要时对其进行

调整，以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这也意味着

我们必须加强对广大重要客户的咨询服务，

以协助他们在特定市场注册产品，例如美国

市场，FDA需要客户提供复杂的信息。”关于

创新性发展，如电子烟或最新的加热不燃烧

烟草产品，市场参与者必须采取更加灵活敏

捷的行动才能保持竞争力。

蒸汽型烟草产品市场：活力无限
经常依赖于香料供应商的蒸汽型烟草产

品市场，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动力，其发展

独立于传统烟草产品。FLAVORIQ阿联酋分公

司的成立，迎合了该行业细分领域的发展。

销售总监艾米莉•诺特（Emilie Nault）解

释说：“蒸汽型烟草产品已经成为一种不受

传统烟草味道限制的消费品，它可以接受很

多不同的口味。尽管在过去，市场上最受欢

迎的电子烟香料集中在烟草味和水果味。

但是在最近的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不

同于以往的香料发展趋势。融合型香料变得

越来越受欢迎，它是具有独特香气和口感特

征的多维味道组合。”美国蒸汽烟市场蓬勃

发展，促使许多新香料受到人们偏爱，跨类

别、跨行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例

如，最初为电子烟油开发的香料，现在也广

泛应用到了水烟；而同时流行的水烟味道已

经进入到手卷烟草中，”诺特补充说。

香料发展的起起伏伏
但在电子烟油和水烟领域，某些香料

一直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最终变为传统

主流香料。还有一些烟草香料突然出现，并

在短时间内变得流行起来，但最终仍会消

失。FLAVORIQ公司的常务董事菲利普•赫兹

说：“一般来说，特别是在水烟和电子烟油

领域，新出现的流行香料的生命周期很短

暂。行业需要根据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快速做出调整。另一方面，大受欢迎的香

料，如薄荷味和葡萄味，是传统香料的代

表。它们已经成为流行品牌组合的固定部

分，并且在市场上销售了许多年。”

在伯格沃特香料公
司测试卷烟香味

伯格沃特香料公司
研发和制造的电子
烟油

伯格沃特香料公司销售管理集团经理尼尔斯·丹尼尔森
（Neils Da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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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型烟草仍占据香料市场的主导地位
尽管电子烟油香料市场正在以更快的速

度增长，但是伯格沃特香料公司的尼尔斯•

丹尼尔森认为，香料公司的核心业务仍然存

在于可燃型烟草市场。他说：“像弗吉尼亚

烤烟和白肋烟这样的老牌产品，以及用于卷

烟生产的传统顶级香料，都是该行业的中坚

力量。此外，水烟领域也是如此，大部分客

户还是寻求传统的香料。即使某些香料产品

正在逐步被淘汰，那也主要是受到了新出台

的法律上的限制。例如某些国家禁止薄荷味

的烟草产品。”（如欲浏览更多信息，请参

考侧边栏）

全球化带来新机遇
然而，全球化以及产品多样化的加速，

为香料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来保持销量稳

步增长，甚至扩大。尽管赫兹香料公司的斐

迪南•巴图鲁撒承认欧洲和北美的香料市场

正在萎缩，但他表示：“众所周知，大多数

西方国家的卷烟销量一直在下降，但全球烟

草香料类产品正在增长。其中，亚洲地区为

这一增长趋势提供了新的潜力。”赫兹香料

公司目前正在印度尼西亚建设生产工厂（请

参考侧边栏）。尽管该公司非常年轻（2014

年才成立），但其分公司FLAVORIQ已经将业

务从美国和欧洲延伸到许多新兴的蒸汽型烟

草产品市场，例如中国、印度、韩国、还

有俄罗斯和东欧。艾米莉•诺特表示，事实

上，中国和东南亚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当

然，韩国也是该细分领域的地区领导者之

一。她坚持认为，“FLAVORIQ有着国际化的

配置和区域化的合作关系，已经为业务扩展

做好了准备。”

开拓东南亚市场遭遇难题
当然，就蒸汽型烟草产品而言，大部

分东南亚国家要么认为该产品完全是非法的

（例如泰国，即使只使用雾化器，也要被判

处长达5年的监禁）；要么由于立法模糊不

清，而处于准地下存在状态。诺特表示，这

些国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禁止电子烟和蒸汽

型烟草产品的使用。当时，这类产品刚刚研

发，还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其是否有害。但

是，她仍然认为该地区可以为进一步扩大市

场提供机会。在东南亚地区政府承认这些低

风险产品之前，该地区仍然是FLAVORIQ营销

版图的危险地带，需要按照严格的行为准则

进行操作。

北美和欧洲市场持续增长
由于市场的快速发展，电子烟和蒸汽

型烟草产品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在电

子烟装置完全合法的地区。尼尔斯•丹尼尔

森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公司也为这些产品提

供技术支持。他说：“我们认为，目前还未

出现任何市场整合的迹象，所以有时候很难

赫兹香料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建设
香料烟工厂

随着印度尼西亚市场的不断扩大，供

应链管理、快速设计的密集沟通与合作以及

开发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该市场具有

巨大的发展潜力，赫兹香料公司正在东爪哇

泗水附近建立一个最先进的丁香香料的研

究、开发和生产工厂。新工厂提供定制化的

香料，并为公司在丁香烟行业的客户进行研

发工作。根据赫兹香料公司副总裁菲利普•赫

兹的说法，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销售渠道将

为赫兹香料公司在许多方面带来许多发展机

会。他说：“我们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满足我

们（当地）客户的需求，还可以成为印度尼

西亚多个丁香烟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预

计，该工厂将在2019年投入运营。

在伯格沃特香料公
司的研发实验室处
理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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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市场需要哪一种产品。但是，我们一直

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以便研发独特的口味

解决方案，为其提供支持，”丹尼尔森补充

说：“尽管中东和非洲地区仍占有全球市场

85％的份额，但北美和欧洲市场对烟草香精

和香料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我们注意到，小

型制造商和主要参与者都已经发现了这个增

长的市场。”

法规刺激市场需求
但是，除了电子烟和蒸汽型烟草产品

外，毫无疑问传统烟草行业的持续创新将为

香料供应商提供更多的机会。例如滤嘴胶囊

或先进的新型滤嘴对香料需求不断增长的趋

势，这种滤嘴始于东亚，今天已遍布世界各

地。菲利普•赫兹表示：“滤嘴胶囊或滤嘴

对香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赫兹香料公司正

在积极地为客户提供定制香料。”此外，他

表示，禁止或限制某些香料，只会进一步刺

激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求；而制造商可以为

不同的烟草产品添加独特的香料。

另辟蹊径：低风险烟草产品
加热不燃烧装置等低风险产品（参考

本期杂志的相关文章）是香料生产企业为了

保持企业活力而不懈努力的另一发展方向。

赫兹解释说：“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实际趋势

是，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正在加速增长，

那些喜欢吸烟的人正在寻找更真实的替代

品，如蒸汽型烟草产品。”尼尔斯•丹尼尔

森介绍说，伯格沃特香料公司当然 “也在

与我们的附属公司密切合作，并参与到了加

热不燃烧烟草产品市场。能够为该细分领域

的全球客户提供产品组合，我们感到非常自

豪。”

香料行业将会永存
虽然某些反烟运动和反烟游说组织经常

预言烟草的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然而香料供

应商也不用过分担心，并且在未来几年中，

他们会忙得不可开交。或者像费迪南德•巴

图鲁萨那样说道：“因为人们总是会消费烟

草和尼古丁产品，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这些产品总会对香料有所需求，从而不断地

重塑市场。”香料行业也就会顺理成章地保

持生存和发展。

有关薄荷醇的相关法规
在许多国家，卷烟中的薄荷醇已经或

将要被取缔（或被严格限制使用）。2012年3

月，巴西成为第一个禁止薄荷烟（包括其它

加香卷烟）的国家。2013年6月，欧盟卫生部

长同意了禁止薄荷烟的指令，同年10月，欧

洲议会投票决定在2022年之前，将薄荷醇和

其他加香卷烟列入非法行列。

英国同样决定，不管退欧与否，在2020

年5月完全禁止薄荷和其它加香卷烟之前，薄

荷烟将在短期内被逐步淘汰。尽管美国许多

组织进行了抗议，如零售商组织，但薄荷醇

禁令似乎也迟早会出现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FDA）的禁令范围之内。预计，这一现

象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涉及到其他

国家。但到目前为止，香料行业似乎并未过

分关心这一事态的发展。

赫兹香料公司的斐迪南•巴图鲁撒

说：“欧洲以外的薄荷味烟草市场，尤其是

菲律宾等亚洲市场表现非常强劲。我们的销

量在这些市场的增长，已经抵消了在西方市

场的下降，特别是欧洲市场的萎缩。”迄今

为止，这些限制仍对电子烟和蒸汽型烟草行

业无效。这也许是FLAVORIQ的菲利普•赫兹甚

至欢迎这种情况的原因。

“我们认为即将出台的法规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机遇，因为包括对电子烟在内的烟草

监管，将使整个行业专业化。此外，还将通

过整合香料和烟草专业知识来提高整个行业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毕竟，我们为蒸汽型

装置提供了高品质产品以及专业化的香料设

计战略，从而助力FLAVORIQ成长为优质电子

烟油香料的领先品牌。”

伯格沃特香料公司
即将被测试的加香
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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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力争保持在烟草市
场的领先地位

尽管立法意味着平装日益成为众多烟草

包装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某些亚洲市场仍然

允许品牌通过自己的包装标榜身份。因此，

对于这些品牌，紧随最新包装发展趋势变得

十分关键——而这一点过去极少成为更具挑

战的任务。在过去的每一年，我们都看到新

的发展趋势在改变市场，改变我们在市场中

的作用，例如：产品优质化和细分化的发展

趋势。全球化供应以及通过发展环保产品来

确保价值的需求也十分关键。在这种快速发

展、愈加苛刻的环境下，我们要努力保持领

先，继续向烟草品牌提供最强有力、最先进

的箔板解决方案，使其产品更贴近消费者。

了解包装发展趋势
通过了解最新发展趋势，API努力加强消

费者对品牌包装的体验，利用层压板、铝箔和

全息技术优化产品，保护其中包装的内容，传

达品牌的价值。通过从名优饮品到烟草，从食

品到化妆品等各个行业的交叉部分获取灵感，

我们提供极具创造力的服务，帮助客户了解设

计发展趋势、覆盖材料和包装成品能够如何有

效地应用于他们的产品包装。

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一种方式，是通过

我们每年推出的Trends Folio。作为设计师、

机构和品牌持有者的工作文件，API推出的

Trends Folio将豪华锡箔与层板的最新发展趋

势概括到一本全年都在更新的制作精美的紧

凑型参考书里。它详细地探索了四个主要发

展趋势：从霓虹风暴（Neon Storm）到豪华钻

石（Diamond Luxe）。霓虹风暴的灵感来自云

隙射下的阳光和彗星的光芒等自然现象，豪

华钻石的深色光泽与灿烂光辉会产生一种夜

间哥特风格的感觉，高端奢华感尽显。

API的Trends Folio由我们的设计团队

汇编。他们从自己的业内经验了解到，这

样一个文本对创意人员预测未来两年的发

展趋势是多么重要——他们将这种同感带

到了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从设计过程的一

开始就与内部团队密切合作，以便使自己

API的Transmet Laminate——该领域的领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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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这个品牌和产品的每个方面，确保他们

的才华通过包装的成品散发光芒。当然，为

实现这一点，我们的品牌优化产品要体现锡

箔与层压板技术的最新发展，这一点十分关

键，为此，我们通过推出新产品，持续更新

我们的产品组合。我们最近推出的产品，是

今年9月份在欧洲标签印刷展（LabelExpo 

Europe）上公布于众的改进型新款TA+冷锡

箔。这款产品从多个方面给设计者和印刷商

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优质产品，包括细节精美

度和优质印刷适性，为了确保我们在烟草市

场的领先地位，我们发布和更新了一系列产

品，TA+冷锡箔即是最新的一款产品。

为KT&G设计限量版包装
我们的包装设计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方

法——即集品牌知识、发展趋势意识和最新

的技术于一体。而这种设计方法的例子，就

是我们与韩国最大、世界第五大烟草公司

KT&G合作的成果。该公司求助于API，为其

名优旗舰烟草产品Esse Change提供品牌优

化包装解决方案。

以创新设计闻名的KT&G希望为其超细

支烟草产品创造一款精致的限量版包装，以

期庆祝韩国的农历新年。在与KT&G的原材料

研发经理密切合作、探索可选择的方案的时

候，我们将工作核心放在了豪华包装上，它

既要迎合韩国农历新年的喜庆气氛，又要

给Esse Change的使用者们增添一点动态元

素，与此同时，还要满足超细支烟草包装的

苛刻生产要求。

为此，我们给KT&G提供了最新的菲涅

耳透镜聚酯层压板（Fresnel Lens PET），

它能创造一种辐射整个烟盒的深度和运动焦

点，能在烟盒印刷与设计间呈现一种精美的

相互作用。利用KT&G的艺术品作为基础，我

们致力于光学设计，为Esse的限量版产品输

出了全息技术内的最大深度。这确保了超细

支烟草包装的苛刻技术要求得以满足。

为了及时赶上韩国的农历新年，我们生

产了900多万个限量版Esse烟盒。这些烟盒在

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由许多全球供应链合

作伙伴制造完成，确保生产能够赶上计划。

定制的全息印刷与菲涅尔透镜与API的

精准对准能力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令人兴奋

的技术，既能给品牌的包装提供真正深度，

又能与各类消费者所需的商品货架展示及令

人印象深刻的因素的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

不含膜的Transmet层压板
除了必须给品牌的限量版包装带来效果之外，烟草公司还在寻

找可持续发展，并将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材料。Transmet

是API为卡纸提供的无膜层压板解决方案，它能给基材提供遍及全面

的可印刷涂层，使之呈现出亮金属色的成品。

Transmet被公认为本领域中的市场领军者，其无膜成品给品牌

持有者提供可完全回收的材料。其亮度和物理特征为领先等级，适

于所有常用印刷技术的使用，给各种品牌产品提供突出的货架展示

效果和包装优化。

此外，我们最近观察到，由于我们在英国的先进Laminator 4生

产线上的新型Transmet模块的升级和应用，我们的Transmet层压板

的产能出现了显著增长。我们的Laminator 4生产线的独特特征，确

保了我们生产的Transmet层压板具有非常高的容限性，这是烟草业

界中印刷套准的一大要求。它还能生产包括全息Transmet在内的完

整系列的层压板成品，使品牌能够选择增加自己产品包装的独特视

觉效果的压板样式和最佳效果。

全球供应与质量
一方面，烟草和其他快消品公司着重于开发新产品，与此同

时，它们也要求提高质量，减少供应中订货至交货的时间。因此，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制造产能是成功满足这一要求的关键，这已驱使

API公司最近在美国和欧洲开展了并购行动。这些并购活动与公司在

一家新的北美卓越实验室进行的850万美元的投资，大大提高了该公

司在全球的制造产能，确保它能够向全球的客户供应箔板产品。因

此，亚洲的客户现在可以获得从美国或欧洲生产的产品供应，服务

得到了改善，产品系列有了改进，而供应的意外情况也得到改善。

完整的包装方案
铝箔与层压板的特质向我们证明，它们能给包装输出能体现品

牌价值的效果。但是，只有在通过一阵强劲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对所

讨论的品牌和产品的深刻理解进行过滤之后，它们创造异常好的包

装的真正潜力才能得以实现。发展趋势的意识、对品牌的理解，以

及超常优秀的全球产品：这些仅仅拥有一方面或两方面还不够。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预计即将到来的发展趋势和全球供应需求的时候

要继续努力保持我们的产品位居前沿的原因。确定与我们合作的每

个产品和烟草品牌的个体品格，使它们能够通过自己选择包装解决

方案，传达它们真正的品牌价值。

API商务总监Richard Burhouse

Ess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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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026年有机烟草市场价值将
达2亿美元

Future Market Insights（FMI）

发布报告称，到2026年底，有机烟

草市场的价值将达到2亿美元。

2017年及以后，全球消耗的有

机烟草中，烤烟所占的比例将超过

50％。该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

共消耗6800多吨有机烤烟。预计到

预测期的末期，有机晾烟、晒烟和

烤烟的总价值将超过1.26亿美元。

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推广种植含

有高浓度糖分和中等浓度尼古丁的

有机烤烟。

据估计，北美有机烟草产量的

年均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6.8％。到

2026年底，该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

有机烟草收入将达到1.35亿美元以

上，接近全球市场预测值的一半。

在北美有机烟草制造商中，圣达菲

天然烟草公司（Santa Fe Natural 

Tobacco Company）、Vape Organics

和Mother Earth Tobacco被认为是

全球有机烟草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其它主要公司还包括Hi Brasil To-

bacco和Bigarette＆Co.公司。

据FMI统计，到2016年底，全球

共消费了12,320吨有机烟草。题为

《有机烟草市场：2016-2026年全球

行业分析与机遇评估》的报告称，

全球有机烟草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22,463吨，年均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6.2％。由于烟草是商业价值较高的

作物之一，因而，世界各地的烟农

已经准备好采用有机农业技术来促

进全球有机烟草市场的增长。

然而，与传统烟草的种植方法

相比，有机烟草的种植需要花费更

多的时间实现作物生长。此外，由

于部分国家对烟草消费和生产施加

了严格的规定，有机烟草的种植将

受到影响。即便如此，目前全球有

机烟草市场的价值已经接近1.35亿

美元。预计到2026年年底，有机烟

草年均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7.5％，

收入将超过2.7亿美元。

津巴布韦
东马绍纳兰烤烟种植面积最大

在全国所有省份中，东马绍纳

兰（Mashonaland）的烤烟种植面积

已经占据了领先地位。全国15296公

顷的烟叶种植面积中，烤烟的种植

面积达到5,625公顷。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最

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的烟

叶种植为15296公顷，比去年同期的

15154公顷增加了0.9％。其中，大

部分的烟草种植区，即13947公顷，

处于灌溉区；另外1349公顷处于旱

地区。

西马绍纳兰（Mashonaland 

West）烤烟种植面积紧随其后，

为3828公顷。此外，中马绍纳兰

（Mashonaland Central）的种植面

积为3636公顷，马尼卡兰（Manica-

land）种植面积为2207公顷。

津巴布韦农民联合会主席维德•

查比克瓦（Wonder Chabikwa）表

示，由于大多数烟农签订了烟草种植

合同，因此种植产量一直保持平稳。

他说：“烟草种植进展得很

顺利。因为大多数烟农签订了种植

合同，因此并不存在资金问题。此

外，炎热天气对种植并没有构成很

大的威胁，烟农在移栽时，只需要

施加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 

2017年旺季，津巴布韦烟农共

销售了1.89亿公斤烤烟。其中，1.58

亿公斤来自合同农户，其余来自自费

种植的烟农。此后，津巴布韦政府拿

出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来支持小型烟

草种植户，并确保烟草拍卖场保持正

常运作。因为政府意识到，大部分烤

烟种植户都为合同户。

印度
贝尔高姆烟草种植面积下降

今年贝尔高姆（Belagavi）种

植的烟草面积减少到5,085公顷，烟

农数量约为5,100名。

烟农认为，烟草种植面积的减

少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比如，烟

草制品的贸易和使用持续受限；用

于加工过程的柴薪库存有所减少；

季风变幻莫测。

自2010年以来，该地区的烟草

种植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但2017

年情况最为严重。2010-2011年，尼

帕尼和契科迪高原及周边地区，烟

草种植面积为13,755公顷，烟农数

量为17,193名。在这7年间，烟草种

植面积只增加了两倍。2012-2013年

播种面积为13,779公顷，烟农数量

为17,223名；2016-2017年播种面积

13,500公顷，烟农数量为13,262名。

其它年份，种植面积都在下降。当地

官员表示，本季度的情况最为糟糕，

种植面积缩小了60％以上。

然而，区域议会（zilla pan-

chayat）认为，这是一个淘汰烟草种

植的机会。首席执行官R.拉马钱德兰

（R. Ramachandran）说：“印度是

农民烟草控制公约的签署国。我们应

该在2020年之前逐步淘汰整个地区的

烟草种植。我们希望通过让烟农种植

高利润作物来达成这个目标。”

根据拉马钱德兰的说法，区域

议会希望促进市场成熟的多年生植物

的生长，比如楝树（MeliaDubia）。

此外，议会还试图向烟农推广其他农

作物和农业生产活动，例如花卉养

殖、养蜂、蚯蚓粪制作、乳业等基于

农产品加工的微型企业。

然而，烟农担心政府对烟草的

干预情况。农民领导者阿帕萨赫布•

德赛（Appasaheb Desai）说：“烟

农将很难从烟草转向其它农产品的

生产，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种

植经验。一旦转向新的作物，他们

会失去很多。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

措施来关心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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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烟草：值得获
得全球更多认可
尽管波兰是欧洲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之一，而且烟草又有着极高的品质，但
于欧洲之外仍然是寂寂无名。欧盟与波兰政府或许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状
况。《亚洲烟草》采访了三家波兰烟草公司。

依据欧洲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发展局发布

的信息，欧盟12个国家的烟草实现了商业化

种植。但是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西班

牙和波兰是主要产地，总产量占欧盟烟草总

出口量的85%。波兰的烟草生产有着悠久的

历史，有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等品类，是

经济作物的主体。同时，波兰也种植肯塔基

烟草和味道更浓烈的Skroniowsky烟草，不

过产量比较少。

波兰弗吉尼亚烤烟有着自然养眼的暖黄

色，纤维组织柔软，且由于主要采用人工收

割，烟叶几乎没有瑕疵。而其他西欧国家多采

用机器收割，经常会对娇弱烟叶造成损伤，导

致烟叶品质下降，且烘烤后颜色更深。波兰弗

吉尼亚烤烟一般可分为六个等级，含糖量较

高，约有25%糖分，尼古丁含量极低，最高比

例只有1.2%，是水烟和卷烟生产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依据不同品种，波兰白肋烟的尼

古丁含量高低不同，但都有很高的糖分，叶片

宽阔且具有浓郁的棕色。目前，肯塔基烟草和

Skroniowsky烟草通常也经过烘烤和熏制，使

其口感醇厚，香味浓郁。

Lukowa烟草公司苗田中即将被移栽的弗吉尼亚烤烟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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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100% expanded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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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产的弗吉尼亚烤烟拥有顶级的品质，在欧洲烟草业的许多

工厂中非常抢手，”MCS烟草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Karol Szubiak肯定地说。

这家公司因最近迁到了拉脱维亚的里加，关于迁移的原因，我们在《烟草

公司大规模逃离》中做了简单介绍。最近十年，中东国家也开始喜欢波兰

烟草。Szubiak说：“上几个季度证实，今后中东对波兰烟草会有大量的需

求。”虽然波兰烟草品质极高且拥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除了欧洲和中东

外，波兰烟草仍鲜为人知。“在我看来，产自波兰的烟草在全球市场上应该

受到更多欢迎，因为它的品质实在太突出了，”Solidus贸易有限公司所有

人兼董事总经理Łukasz Szymański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以上结论。有趣的是

他的贸易公司总部也未设在波兰，而在它的邻国——德国。

“当地烟农很多年来一直种植这几种烟草，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

完善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例如烤房。甚至当地独特的微气候也非常适合出产

高品质、高糖分且低尼古丁含量的弗吉尼亚烤烟，”Lukowa烟草公司总经理

Miroslaw Pekala补充道，这是一个家族式企业，位于波兰全国最重要的烟

草种植区——南部比乌戈拉伊县。不同于仅仅从事烟草买卖的MCS烟草贸易

有限公司和Solidus贸易有限公司，Lukowa烟草公司是一家老牌生产公司，

拥有设备齐全的加工工厂，并直接向其周边的合约烟农收购烟草。

加入欧盟引发农场整合
总体而言，仿佛一切条件都有利于波兰烟草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但事

实并非如此。Szubiak指出，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后，由于欧盟提供慷慨的

烟草补贴，现金突然涌入，小农场主的收入在过去十年翻了3倍。然而此

后，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几年前决定终止这些补贴，结果小规模的烟草农场不

堪重负，大部分都在做赔本生意。“波兰农业市场局的报告称，这些小农场

挣扎着保持竞争力。近几年还出现了小农场合并为较大的联合农场的趋势，

那些坚持生产烟草的农场平均面积随之增加，”MCS烟草贸易公司总经理如

此解释。一些扩大至50公顷甚至更大面积的大型庄园在逐渐兴起，然而波兰

在Lukowa烟草公司进行质检

（
图
片
由
Lukowa烟

草
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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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总产量的绝大部分仍旧来自平均1至4公

顷的种植地。

国际贸易商控制市场
波兰还面临国际贸易商和跨国烟草制

造商自身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些公司不仅获

得了足够大的杠杆比率，实际决定着合约

价，还夺走了大部分的烟草产量。Szubiak

表示：“国际烟草公司控制着波兰的卷烟市

场，拥有近90%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操控烟

草买断价来控制全国价格。”他还补充说当

地企业也在缓慢稳定地发展，从大公司手中

逐年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然而，Solidus

贸易公司的Łukasz Szymański表示，本地企

业也可以从这种控制当中获得些许利益。他

表示：“如果我们希望当地烟农把全部烟草

卖给我们，我们只能和国际大企业一样从同

一地区的同一批农户购买烟草，所以我们只

能接受他们的价格政策，没有其他选择。但

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我们顺应

这种状况，才得以买到如今那些波兰市场上

最有价值的烟草品种。”虽然现状如此，他

仍推测那些国际大亨们“在政客们的大力支

持下，想要垄断市场并淘汰独立的（当地）

企业。”

烟草企业数量锐减
目前，波兰境内仅有15家合法注册的

烟草公司（详见表格），其中包括少数几家

国际贸易公司和跨国公司。但不久前的情况

并非如此。追溯至2015年，当时波兰早已加

入欧盟，全国还有多达300家不同规模和形

式的烟草公司。此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规

则，并修订了原有法规，其中一些完全符合

欧盟法规，但其余纯粹是国内法律，意图自

下而上地精简整个烟草业。

这次剧变导致大量本地公司倒闭，引

发Solidus贸易公司和MCS烟草贸易公司等许

多公司迁往邻国的狂潮，至少当下那里的法

规环境更加适合他们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如

今的结局——仅存留有15家企业，这些企业

的证件都是由财政部颁发，并授权合法从事

烟草贸易。然而一些观察者或许会争辩说，

这种衰减是拯救竞争残酷的市场的必需的正

Lukowa烟草公司的仓库

Lukowa烟草公司压制的弗吉尼亚烤烟薄片

Lukowa烟草公司的工厂Lukowa烟草公司待装包的弗吉尼亚烤烟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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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各公司贸易量

数据来源：各公司
*不包括加工的烟草类型

公司 烟草类型* 2015年 2016年
  (单位：1000kg) (单位：1000kg)

Lukowa烟草公司 弗吉尼亚烤烟  

 白肋烟  

 肯塔基烟草  

MC Swiats.c. 弗吉尼亚烤烟 300 500

 白肋烟 100 200

 肯塔基烟草 50 150

Solidus贸易公司 弗吉尼亚烤烟 685 975

 白肋烟 150 170

 肯塔基烟草 无 无

确手段；还有人宣称，国际公司财政储备雄

厚，控制着市场，但仍勉强维持现状。但是

这种论调有失公允，因为至少当时的环境促

进了本地公司加强营销，并在这个过程中变

得更富创造性，积极争取更多的海外客户。

这对于促进波兰烟草向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发

展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欧盟从未放松
眼下还有热衷于法规的欧盟可以指望，

而欧盟从未停止努力。“我们深受欧盟出台

的日益严厉的法律法规之苦，活动和销售都

受到限制，”Solidus贸易公司的Szymański

解释道，“因此，我们已经失去了几个不久

前还是重要出口市场的欧盟成员国。并且一

旦有两三个国家市场出了问题，前景就变得

不那么乐观了，事情也会越来越糟糕。这成

了我们规划公司未来发展方向时要重点考虑

的问题。”而且，与其他选择保持原状不再

争取的公司不同，一些公司与Lukowa烟草类

似，逐渐较为轻松容易地与当下的环境达成

妥协。当被问及：“如果公司受到波兰国内

外法律剧变的影响，而Lukowa烟草的策略简

单来说是‘尝试并接触所有重要的烟草制品

（如卷烟和水烟）市场’，公司是迁到欧洲

其他国家还是别的地方？”总经理Miroslaw 

Pekala简短而坚定地予以否决。Lukowa烟草

公司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Pekala说，当前

波兰全国只有三家企业有自己的初步加工生

产线，能生产烟片和烟叶而不交由第三方处

Lukowa烟草公司给每批烟叶贴上标签

Lukowa烟草公司的弗吉尼亚烤烟烤架

图
片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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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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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us贸易公司老
板兼董事总经理
Lukasz Szymanski

（
图
片
由
Solidus贸

易
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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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波兰烟草产量

*数据来自多个渠道，包括本文的投稿人、农业农村发
展局，并在必要的地方根据经验加以调整。仅列出商业
化生产的烟草品种。

种类 年产量(单位：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预计)
弗吉尼亚烤烟 20,000 22,000 24,000

白肋烟 8,500 8,500 7,500

深色明火烤烟 2,000 1,000 1,000

Skroniowsky 微量 微量 微量

烟草公司大规模逃离
波兰政府集中出台了大量新法后，又广

泛修订了原有的烟草贸易相关法规，使得由

超过300家企业组成的迅速发展的烟草工业一

夜之间瓦解殆尽，只剩下15家幸存者。其中

不少企业直接关闭，其他选择迁至法规较为

宽松的邻国。毋庸置疑，这次大逃亡唯一的

主要原因是政府借授权烟草贸易许可，每年

经海关向贸易公司征收大量保证金导致的强迫

征税。固定额度是每年交易1000吨烟草需要缴

纳100万兹罗提（大约273,000美元），最终证

明在一个利润率已经很低的环境中的贸易公

司根本无力负担。Solidus贸易公司目前已经

迁至德国东部城市法兰克福奥得河畔，波兰

近在咫尺，它也是本次大批离去的公司队伍

中的一员。董事总经理Łukasz Szymański指

出：“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在2015年1月离开

波兰的最主要的、唯一的原因是，波兰新政

府推行的烟草法规剧变。政府彻底取消了贸

易自由，并提出了诸多要求，像我们这样的

贸易公司如果还想生存下去的话，必须遵从

这些规定和要求。因此，我和合作伙伴决定

将总部迁至德国，那里的法规较为有利。”

与此同时，MCS烟草贸易公司有着相仿的经

历，他们刚刚搬到了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

波兰合法登记的烟草贸易公司

信息来源：商贸登记中心
数据检索日期：2017年10月2日

公司名称 营业地点 类型
1 Agro Krzysztof Knap 新萨日纳37-310 本地公司

2 Agrotab公司 奥莱希采37-630 本地公司

3 波兰白肋烟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6-330 Mełno 本地公司

4 FTK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斯内斯塔夫22-300 本地公司

5 JBT有限责任公司 卢布林20-024 本地公司

6 JózefGrzyb (a.k.a. AgroBud) 23-412 Łukowa 本地公司

7 Łukowa烟草公司 23-412 Łukowa 本地公司

8 Luxtab有限责任公司 波尼亚托瓦24-320 本地公司

9 菲利普国际管理股份公司 瑞士洛桑1007 外企办事处

10 菲莫 波兰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科夫31-982 本地公司

11 PT Dystrybucia股份公司 拉多姆26-600 本地公司

12 Słomex烟草公司. 23-413 Obsza 本地公司

13 Mazovia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09-228 Ligowo 本地公司

14 环球烟叶公司波兰分公司 延杰尤夫28-300 本地公司

15 西欧商贸有限公司 英国伦敦WC 2R 3 LA 外企办事处

理。Lukowa烟草就是其中一家。“并且我门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不同

之处就在于，我们是真正完全独立的、家庭经营的、并且严格地以

私人资本运营的公司。”

Solidus贸易公司的弗吉尼亚烟片

（
图
片
由
Solidus贸

易
公
司
提
供
）

Solidus贸易公司提的弗吉尼亚
散烟叶

（
图
片
由
Solidus贸

易
公
司
提
供
）

Solidus贸易公司在法兰克福的平房办公室
和仓库

（
图
片
由
Solidus贸

易
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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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烟农协会要求就控
烟影响展开正式对话

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

美洲的烟草种植者于10月16-17日齐聚希腊

Litohora，参加国际烟农协会（ITGA）年

会，要求各国政府和机构就烟草制品需求下

降和可行性烟草替代作物缺乏等问题带来的

挑战与国际机构展开一系列正式对话。

烟草需求的持续下降，将导致全球范

围内多个国家的就业人数和家庭收入急剧下

滑。到目前为止，还未指导烟农找到可行的

解决方案，如果各国不齐心协力寻找替代

品，那么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从国际政治局势来看，小冲突有蔓延趋

势，中东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南海、朝鲜和

东欧周边的较大冲突有加剧趋势。发达国家

长期存在的党派矛盾也使得各党派不断地进

行政策调整。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烟草商业

环境的不可预测性，特别是烟草生产。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当前共有9

亿多吸烟者，这一数字将在至少十年内保持

稳定。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75亿

增至90亿，这意味着粮食产量在未来几十年

甚至几年内必将急剧增加。

参加本次会议的烟农一直在密切关注烟

草行业的监管规则，这些规则导致烟草制品

合法市场的萎缩，目前只有3个国家预测到

本国吸烟人数会日益增加。由于监管依赖于

政治环境，而大的政治局势是无法预测的，

这主要是因为主流趋势不会消失。但是，吸

烟的非正规化步伐可能会放缓。为了应对不

确定的未来，烟农及其协会一直都在严阵以

待，以应对飘忽不定的未来，连烟草巨头菲

莫国际都在期待创造“无烟世界”。该公司

刚刚为实现其愿景而成立了基金会，意欲用

加热不燃烧卷烟代替传统卷烟，并打算在接

国际烟农协会年会为烟农提供了一个讨论挑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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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12年中投资10亿美元。英美烟草公司

和日本烟草公司也不甘落后，均拥有自己的

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并加快了销售步伐。

由于这些产品是传统卷烟的唯一替代

品，并且里面含有烟草，因此，它们对于烟

农来说尤为重要。

而且，未来的烟草市场除了迎合客户

的喜好之外，主要取决于税收政策和监管法

规。一些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已经开始考虑

对这些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征税。但也有些

政府认为他们应该减少该类产品的税收，以

帮助传统卷烟进行过渡。监管决定着未来。

如果将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视为传统卷烟，

并受限于传统卷烟的所有禁令和限制，那

么，烟草公司几乎不可能对该产品进行任何

广告宣传。

最近，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宣布实施一项减少卷烟中尼古丁含量的政

策，这成为烟农的另一个关注点。这一举措

将会影响别国的烟草立法，最终，烟草价值

链最为脆弱的部分，即烟农，将会受到影

响。对于他们来说，从商业上来说几乎无法

生产尼古丁含量低的烟叶。此外，减少尼古

丁含量不仅将会阻碍传统卷烟的销售，还会

刺激消费者脱离限制，转向非法烟草产品。

因此，在烟农未找到替代品之前，全球范围

内合法烟草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

烟农已经面临来自世界卫生组织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

威胁。尽管该公约尚未开始实施，但其对烟

国际烟农协会成员
齐聚希腊参加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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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国际烟农协会一直密切关注该

公约组织的讨论。该公约会议上讨论的多个条目涉及全

世界的烟农。特别是第17条和第18条，提到了烟草生产

的替代品和烟草种植的环境影响，这些都与烟草生产直

接相关。这些举措将会影响烟农的未来，因此，他们一

直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确定这些举措是否合理。合法

的烟农代表可以帮助与会政府代表更切合实际地看待世

界各地的烟草种植情况。烟农坚持要求，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必须恢复第17条原来的指令，在

上一届莫斯科缔约方大会（COP6）上也重申过该要求。

当时，大会重新确认了实施研究和调查的重要性，以确

保出口的替代作物可以与出口烟草保持在同等的收入水

平。因此，为了证明替代作物的长期可行性，大会决定

采取烟草种植区域试点项目。在对烟草生产的直接影响

因素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仍将烟农及其代表排除在外。因为烟农是这一过

程的合法参与者，因此，他们一直要求参加《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的决议过程。

随着COP8近在眼前，烟农必须为新一轮危险提案

做好准备。预计今年还会直接炮轰烟草生产，鉴于《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去年春季发布对烟草种植业影响的报

告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整个报告几乎都在带有偏见地

讨论烟草生产的负面影响，而且大部分是毫不科学的观

点，尤其是烟草替代品的可能性；夸大对童工、毁林、

水土流失、水管理等问题的立场。烟农坚称，他们的生

产过程符合规定，并遵循合理的耕作方法，生产的烟草

作物可以供应超过9亿消费者的合法市场，这种作物为全

世界数百万烟农、工人及其家人提供了生计。他们还决

定努力改善烟草生产和可持续性发展，以应对童工劳动

和森林砍伐等挑战。尽管他们接受烟草制品消费管制，

但坚持认为，监管措施应当平衡合理，基于科学，而不

是个人意见，以防止这些措施对数百万烟农和工人的生

计造成破坏性影响，最终也将无法实现烟草控制的任何

理想目标。

即使已经开始对烟草产品实行平装、高税收、成分

控制和减少尼古丁等监管措施，我们仍可以期待，即将

到来的缔约方大会将为烟农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

几乎任何可预见的情况都表明，未来烟草制品的需

求一定会降低。国际烟农协会成员和广大烟农都需要开

始适应这一事实。

由于许多国家并没有减少烟草产品的生产，甚至一

些国家的烟草产量还在增加，因此，烟草价格一直稳定下

滑。但是，烟草价格崩溃的现象还没有发生，这是因为受

天气条件的影响，一些大型烟草生产商的产量减少了。此

外，下一烟季的预测状况并不乐观：如果天气良好，烟草

行业的供货量，尤其是烤烟将多出20万吨。国际烟农协会

一直坚持培育多元化经营，并且我们一些成员已经朝这个

方向迈进了很多，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由于《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几乎不会支持多元化研究，因此，国际烟

农协会及其各部门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

出席国际烟农协会年会的烟农签署了一份声明，要

求政府和国际机构：

l  制定对其有直接影响的政策，必须保证尊重他

们发言的权利；

l  承认烟草作物对获得认可的烟草种植国家的经

济的重大贡献；

l  提出措施时，必须对市场进行全面的经济学研

究并纳入考虑范围。

国际烟农协会（ITGA）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服务

于全球数百万烟农。该协会主张烟农参加全球讨论，并

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保护他

们及其家庭。

Tsvetan Dimitrov在2017年国际烟农协会年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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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美烟草任命董事会新委员

英美烟草公司宣布，任命莱

昂内尔•L•诺埃尔三世（Lionel L. 

Nowell III）、霍利•凯勒•克佩尔

（Holly Keller Koeppel）以及卢

克•乔宾（Luc Jobin）担任英美烟

草董事会委员，于2017年10月2日起

正式生效。

阿联酋
机场出发乘客将不会受到新烟
草税影响

迪拜免税局（DDF）已经证实，

新烟草税不适用于从迪拜机场离开

的乘客。只有抵达的旅客会对所有

烟草产品支付100%的消费税，而且

只有在购买400多支卷烟的情况下才

会支付。然而，从迪拜机场离开的

乘客将对含咖啡因的运动饮料支付

100%的消费税，以及针对阿联酋其

它地区的软饮料支付50%的税。

消费税将适用于所有销售碳酸

饮料和能量饮料的机场商店，但该

局预计，由于机场乘客可以购买免

税烟草，销售可能会出现激增。发

言人说：“所有烟草产品在离境时

均不需缴交消费税，但在抵达时需

支付现行海关津贴。我们所有地方

都将对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征税，

因为我们认为在购买会被后消费

掉。”阿联酋的雪茄经销商表示，

这一税收政策可能会对雪茄业造成

沉重打击，因为最贵的雪茄销售价

格翻了一番，达到了700迪拉姆。然

而，该局称，这些雪茄在迪拜机场

是免税的。

加拿大
公平对待卷烟和大麻

10月末，帝国烟草加拿大公司

在旗下运营的Hill Times杂志上刊

登了一则反对C-45号法案监管下大

麻产品品牌化的广告，并谴责政府

在防范青少年滥用大麻上采取了背

道而驰的做法。

广告对S-5号法案（烟草和电子

烟制品法案）和C-45号大麻法案中

相关的条款进行了比较。S-5号法案

于2016年11月首次在参议院提出，

并于6月通过，目前正在等待下议院

的二读。在法案中，除了对电子烟

产品制定了新的法律外，还要求执

行烟草制品平装的规定，这也是帝

国烟草加拿大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广

告的原因所在。

S-5号法案要求烟草制造商需在

卷烟包装上印制健康警语信息，覆

盖面积为75％。2001年，加拿大是

第一个提出卷烟包装印制要求的国

家。2012年，健康警语的覆盖面积

从50％提高到了75％。

“但是C-45号法案允许大麻包

装品牌化，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

需要通过品牌来区分合法产品和黑

市产品。”

目前，大麻法案允许大麻产品

进行信息化和品牌偏好的推广，以

便让消费者做出明智决定。此外，

大麻品牌数量受限，在年轻人中的

曝光率也受到限制。

朝鲜
非法烟草贸易资助核计划

一位美国安全主管说，非法烟

草贸易正资助金正恩的核计划以及

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即将卸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非法贩运打击团队主席的

大卫•卢纳（David Luna）表示，朝

鲜政权通过强迫劳动力生产商品、

伪造货币、实行毒品交易的犯罪企

业网络积累了大部分财富。非法烟

草贸易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之一，

全球价值数百亿美元。

在担任国际麻醉药品和执法事

务局高级安全主任期间，卢纳撰写

的一份关于2015年非法烟草如何刺

激跨国犯罪、腐败和恐怖主义的报

告中提到，非法烟草从多个方面给

世界各地的安全热点地区带来了极

大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卢纳还

表示，非法烟草是“不良行为者”

的资助者，开题报告中显示，世界

领先的恐怖主义集团中有15个经常

依靠非法卷烟资助，包括基地组

织、塔利班、真主党和哈马斯。

土耳其
加大力度禁止烟草销售

土耳其副总理阿卜杜格（Re-

cepAkdag）称，土耳其政府正在拟

定一项法案，加大力度禁止烟草制

品销售。新法律还将禁止在商店收

银处出售烟草制品。

根据全国反烟运动的提议，土

耳其从2015年1月起开始禁止使用烟

草制品。2008年，禁止在公共场所

吸烟的禁令生效。在公共场所和封

闭场所吸烟将被罚款88里拉（折合

23.19美元）。

芬兰
警方拒绝对淡味卷烟进行调查

芬兰国家调查局（NBI）表示，

将不会应数十名医疗法律专家提出

的要求，对烟草公司出售所谓的淡

味卷烟开展初步调查。

超过33名医疗和法律专家呼

吁，烟草公司销售的比常规卷烟更

健康的替代品卷烟涉嫌滥用烟草和

有谋杀嫌疑，呼吁对这类卷烟进行

调查。

NBI声明中表示，以前的判例法

和初步调查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要对

此进行调查。

据NBI介绍，以前几家法院受

理的烟草公司案件中，最终判决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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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烟草公司不承担重大责任，对

投诉人的病情也不负责任。

NBI还表示，调查请求没有具体

说明涉嫌犯有所控罪行的个人。根

据要求，没有理由怀疑烟草公司犯

罪或具有犯罪行为，因此不会启动

调查。

日本
日本烟草第三季利润低于预期

受到国内卷烟销售大幅下滑、

吸烟者转而购买电子烟产品以及吸

烟者戒烟效果好于预期三大要素的

影响，日本烟草公司第三季度的利

润低于预期。

截至9月份，日本烟草公司的营

业利润为1564亿日元（13.7亿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1496亿日元，但低于

汤森路透调查的五位分析师预估的

1622亿日元。今年前9个月，利润下

降了5％，为4697亿日元。

尽管日本烟草公司在国内占据

超过60％的卷烟市场份额，一直致

力于加热不燃烧市场的推广，但这

一领域仍落后于菲莫国际及其研发

的iQOS加热不燃烧设备。

日益增长的电子烟产品需求对

日本烟草公司国内卷烟销售量产生

了影响，1至9月份，卷烟销售较之

同期下降了11.8％。仅9月份，同比

下降13.6％。2017年，日本烟草业

务营业利润预期为5650亿日元，比

上年下降4.8％。

日本
日本烟草完成印尼丁香烟公司
股权收购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公司已全

面完成印尼丁香烟企业Karyadibya 

Mahardika（KDM）及其经销商Sury-

aMustika Nusantara（SMN）的股权

收购。该收购协议此前曾于2017年8

月4日发布。

交易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

预计在2017财年第四季度完成。

此次收购是日本烟草实现可持

续增长战略的一步。它将帮助日本

烟草在印尼的丁香烟市场上取得立

竿见影的市场占有率以及拥有强大

的分销平台。

该交易对2017年日本烟草的综

合业绩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菲律宾
Mighty公司逃税案落下帷幕

近日，菲律宾国内第二大卷

烟制造商Mighty公司以30亿比索（

折合5.86亿美元）被日本烟草收购

后，菲律宾政府撤销了对Mighty公

司的逃税指控。

Mighty公司曾被指控伪造税

票，逃税378.8亿比索（折合7.4亿

美元），甚至面临刑事指控。

随后，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

杜特尔特下令财政部门接受一项和

解协议，让拥有本地市场23%份额的

Mighty公司退出烟草业务。

据司法部长维塔利亚诺•阿吉雷

说：“我们可以考虑刑事指控不立

案，但菲律宾政府需收到400亿比索

的资金（折合美元7.8亿美元）。”

Mighty公司此次除了300亿比索

的税款外，还上缴了100亿的税款处

罚金才让此案得以终结。先前该公

司曾要求以250亿比索达成和解。 

美国
纽约州将电子烟列入室内吸烟
禁令适用范围

今年10月，纽约州长安德鲁•M.

科莫签署了立法，将电子烟加入《清

洁室内空气法案》适用范围，禁止在

吸用烟草产品被禁止的任何地方使用

电子烟。

科莫说：“这些产品被标榜

为比卷烟更健康的替代型产品上市

销售，但现实的情况是，从长期来

看，它们对使用者及其周围的人的

健康带来了危险。这项措施弥补了

法律中存在的又一危险漏洞，为所

有人创建一个更强大、更健康的纽

约州。”

在纽约州的很多郡县，电子

烟的使用在包括饭店、酒吧和其他

工作场所在内的公共场所已经被禁

止。这项新立法使得这项法律在全

纽约州范围内能保持一致。

在此之前，只是禁止在公共

场所吸用含有烟草的物质，包括雪

茄、卷烟或斗烟。后来，2017年7

月，纽约州长签署了立法，立即禁

止在全纽约州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

校校园内吸烟。

纽约州参议员肯普•汉农（第

六区共和党）说：“作为这项立法

的支持者，我很高兴纽约州将采取

这项措施，保护纽约人民，防止他

们受到电子烟的潜在危害。除了尼

古丁之外，电子烟常常含有有毒的

化学物质，以及某些旁边的人不应

该被迫吸入的东西。最近的报道显

示，未成年人当中的电子烟使用在

增长，纽约州必须从全局出发，努

力对这些装置进行管制。”

在纽约州下议院提出这项法案

的下议院女议员兼酒精与药物滥用

委员会主席琳达•B.罗森塔尔（67区

民主党）说：“通过将电子烟列入

《清洁室内空气法案》适用范围，

弥补电子烟的法律漏洞，此举已被

拖了很久，将有助于保护每位纽约

州人享有免于电子烟蒸汽进入室内

公共场所的权利。我很高兴州长签

署了这项法案，使它成为了法律，

我也期盼着继续与政府部门合作，

加强纽约州的烟草控制措施。”

这项法案将在科莫签署成为法

律30天后开始生效。



70 tobaccoasia / Issue 5, 2017 November / December

Staff R
eport

2017年德国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展会再续辉煌

9月，在德国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举办

的展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12500多名参观

者（FKM认证）和560家参展商汇聚一堂。海

外参观者占到了41％，比去年增加了10％。

他们主要来自比荷卢经济联盟、丹麦、法

国、英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巴西、

以色列、黎巴嫩、阿联酋、中国、澳大利亚

和美国。560家参展商中，65％来自国外。

今年的展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共设置了八个展厅来供参展商和参观者

会面、建立人脉资源以及洽谈业务。

InterTabac一直被誉为全球最大的烟

草制品和吸烟配件展览会，是行业内部人士

齐聚的盛宴。一项独立调查发现，79.4％的

参展商表示完全或部分实现了预期，7.9％

表示甚至超过他们的预期。93%的参观者表

示不虚此行。84％的参观者表示该展会非常

成功。62％的参观者表示他们只参加Inter-

Tabac展会，因为其他展会都无法和InterT-

abac展会相提并论。

2017年，烟草制品和吸烟配件展览会

上最大的参观者团体仍然来自零售业，其次

是批发部门和工业部门。最大的专业团体是

企业家、管理者、董事总经理和部门经理。

这些人中的90％以上都为各自公司以提供咨

询、协商决定或决策的方式参与采购决策。

雪茄、小雪茄、卷烟、吸烟配件和卷烟

纸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产品。据调查，参观者

对电子烟和水烟的兴趣上涨，因此这两类展

览人气最高。参观者对整个交易会报价范围

的评估有所提高，达到1.9等级。

电子烟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加，这一点在

今年的贸易展览会上得到了体现。今年电子

烟在新的2号、2N和3A展厅均有展出，打造

买卖双方在2017年InterSupply展会上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今年的InterTabac展会全面展示了雾化装置
和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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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更加全面的平台。据电子烟贸易协会

（VdeH）主席Dac Sprengel称：“电子烟市

场正在扩大。事实上，2017年德国电子烟市

场较之2016年迅猛增长了约50％的份额。这

一增长在InterTabac贸易展览会上也有所表

现。众多新老贸易商针对烟草产品的交易情

况对自身产品进行了调整。”

电子烟贸易协会与威斯特法伦展览中

心在此次展会上签署了合作协议。Sprengel

说：“电子烟贸易协会与多特蒙德威斯特法

伦展览会有限公司达成协议，以便今后继续

强化电子烟交易业务。协会会员将有机会参

加展会。这使得贸易展览会更有吸引力，我

们对这个前景广阔的发展态势感到高兴。”

2017年展会的一大焦点是水烟，集中在8

号展厅展出。该展厅经完善布局后，使得所有

的贸易参观者能够轻松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因为这些主要产品被集中在一起进行展示。

同样以烟草产品生产为主的InterSup-

ply展会此次也受益于全新的展厅布置。该

展会四周全部是InterTabac展会的展台，它

处于核心位置，也因此更方便两大展会的参

观者相互交流。InterTabac展会约一半的参

观者表示希望参观InterSupply展，即3B展

厅，这里汇集了26个国家的95家参展商。在

InterSupply展览上，贸易参观者主要关注

新鲜烟叶、加香调料、添加剂、包装和生产

烟草制品的机械产品。

调查发现，InterSupply展会85.4％的

参展商表示完全或部分实现了预期，另有

8.8％表示甚至超过其预期。

在2017年展会还未结束之前，参展商和

参观者已在计划明年的参展。大约93％的参

观者表示2018年会继续参加展会，而91％的

InterTabac参展商和94％的InterSupply参

展商也表示将再次参展。

2018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

将于9月21日至23日举行。

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是展示
新产品的最佳平台

吸烟者配件依然是2017年InterTabac展会
的热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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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非洲地区滤
嘴市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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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实施的烟草立法和法规日益复

杂，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室内禁烟

令、营销、包装和烟草成分等方面的限制。

而且各国烟草立法的严厉程度也不尽相同。

以烟草包装为例，中国立法要求“吸烟危

害”警语标识需覆盖包装面积的35％；菲

律宾和新加坡增加到50％；而印度则增加

到85％。更严格的是，自2012年以来，澳大

利亚的卷烟平装法已经生效：所有烟草包装

都必须是统一的橄榄色，所有品牌名称都必

须以较小的、无辨识度的字体印刷。其它烟

草法规，如巴拉克•奥巴马在2009年签署的

《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全面授权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监管该国烟

草制品的制造、营销和销售。根据《烟草产

品指令》，欧盟各国将在2020年5月前禁止

销售薄荷烟。

在中东和非洲，立法的重点主要包括

禁止公共场所吸烟、广告、包装和进口的商

品，而不是烟草成分、原料和烟草口味。据

2017年欧睿国际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中

东和非洲地区（MEA）总体稳步增长，按支

计算的烟草产品零售量从2011年的4399.56

亿支增加到2016年的4761.31亿支；事实

上，单是2015年和2016年，烟草市场的整体

销量增长了4.5％。从各国来看，伊拉克的

零售量增长了41.2％（从2015年的186.22亿

支增加到2016年的262.94亿支）。与此同

时，其它国家——如喀麦隆、以色列、南

非、坦桑尼亚和加纳——2015年到2016年烟

草销量都有所下降。其中，加纳降幅最大，

为11.4％（从7.85亿支降至6.95亿支）。

欧睿国际最新的数据表明，中东和非洲

地区市场仍然以单醋酸盐滤嘴为主，其2016

年的市场份额为92％，销量增长2.8％。尽

管这种滤嘴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但是其它类

型的滤嘴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包括碳滤嘴、

加香滤嘴、胶囊滤嘴和细支滤嘴。例如，碳

滤嘴的销量在2016年增长了8％，突显了其

在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可以给消费者更清凉

和更平滑的口味体验以及与众不同的消费体

验。在中东和非洲地区，伊朗是碳滤嘴最大

的消费市场，2016年销量为183.16亿支，比

2011年翻了一番。

细型滤嘴是中东和
非洲市场增长较快

的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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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滤嘴产品的尺寸变化趋势来看，我们

可以将其市场分为常规型、细型、超细型。

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常规型滤嘴占据绝大多

数市场份额，需求量相当稳定，自2011年以

来每年增长约1-2％。然而，2015年至2016

年，细型和超细型滤嘴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两位数，其中，细型滤嘴增长了11.8％，超

细型滤嘴增长了14.2％。在尼日利亚，细型

滤嘴的销量激增：欧睿国际数据显示，从

2015年到2016年，其零售量从2.941亿支增加

到7.13亿支，增长了142.4％。这一事实表

明，细型和超细过滤嘴是新的市场增长点，

也是烟草公司产品差异化的有效途径。细

型滤嘴最大的市场位于伊朗，2016年销量为

50.37亿支，而超细型滤嘴在该地区2016年的

销量为62.39亿支。

这种显著的增长不仅可以在中东和非

洲地区看到；实际上，超细型滤嘴是全球

卷烟市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使用较少

材料的细支型卷烟不仅更环保，而且，当

它与新型包装相结合时，可以被定位为更

高级的产品，从而给烟草公司带来高额利

润。为了迎合这一趋势，益升华（Essen-

tra）开发出了细型、超细型以及微型滤

嘴，其直径缩至14.5mm。同样地，为了响

应对细型滤嘴的高需求，益升华扩大了其

生产范围，确保公司其它的创新产品，例

如管式滤嘴、凹槽滤嘴和CPS滤嘴等，也可

以应用于直径较小的产品中。

益升华最新的产品是超细Corinthian

滤嘴，这是一款包含烟嘴端的多段产品，正

在申请专利，这种滤嘴的烟嘴端段周围具有

醋酸纤维制成的槽纹，可以与其它技术相结

合，如碳滤嘴、加香滤嘴或彩色丝束，进而

益升华超细型
Corinthian滤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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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一种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优质产品。从全球烟草产品的销量趋势来

看，最受欢迎的香味是薄荷口味。2015 - 2016年，薄荷烟在中东和非

洲地区的零售量增长了5.1％。其中，伊朗的增幅最高，达到16.9％。

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东和非洲的市场增幅普遍较小，但有一

些细分市场仍然具有增长的潜力，特别是在特殊滤嘴方面。制造商

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以满足每一个消费者

的需求。为此，益升华迪拜分公司扩大了生

产双重碳滤嘴的能力，并正在研发凹槽滤

嘴。益升华公司将参加12月5日至6日在迪拜

举行的2017年世界烟草中东展会（WT Mid-

dle East 2017），分享研发进展并探讨烟

草未来的行业趋势。除了展示其新型滤嘴之

外，益升华还将展示烟草包装和标签技术，

包括装饰性标签和AquaSense™标签。益升华

的装饰性标签使消费者能够简单地重新密封

卷烟包装，确保原料的新鲜度。此外，通过

专业的数字标签打印技术，还可以在标签上

印出引人注目的品牌设计，以此增加品牌的

辨识度。而AquaSense™标签可以控制湿度和

干燥度，并通过储存和吸收任何液体来提高

产品的新鲜度。

作为烟草业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益升

华致力于投资和研发新产品，籍此满足市场

需求，比如更严格的监管、新的立法和消费

者的多种口味。如上所述，尽管烟草市场地

区差异很大，但随着益升华在全球范围内的

扩张，包括其在迪拜的制造设施，相信它能

够为其合作伙伴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支持。 

益升华公司的
AquaSense 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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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58407 - Humidity Control Insert for 
Cigarette Packs
Provided herein is a humidity control insert for packages 
such as cigarette packs. The humidity control insert 
com-prises a porous nonwoven fibrous substrate and a 
hygro-scopic powder material dispersed within the porous 
nonwo-ven fibrous substrate. Further provided is a 
package, such as a cigarette pack, comprising the humidity 
control insert, wherein the humidity control insert is 
adapted to release moisture retained therein into an 
internal air space of the cigarette pack. 
R.J. REYNOLDS TOBACCO PRODUCTS, Winston-
Salem, NC (US) Patent 
USPTO Application#: #20170158407
Inventors: Andries Don Sebastian, Clemmons, NC (US); 
Lisa Brown, Lexington, NC (US); Frank Kelley St. Charles, 
Lewisville, NC (US); Ercilia B. Hernandez Garcia, Cary, NC 
(US); Pankaj C. Patel, Clemmons, NC (US); Craig T. 
Demarest, Oak Ridge, NC (US); Daniel V. Cantrell, 
Lewisville, NC (US)

20170156408 - Atomizer and Electronic Cigarette Having Same
An atomizer includes a housing assembly, an atom1zmg core, a lid, a liquid blocking 
cover, and an elastic element. The housing assembly defines a liquid chamber. The 

20160255877 - Atomizing Devic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An atomizing device of an electronic cigarette is disclosed. 
The atomizing device comprises a liquid cup used for 
accom-modating tobacco liquid, an outer tube wrapped 
outside the liquid cup and a heating atomizing component 
disposed at a bottom of the liquid cup. A bottom of the 
heating atomizing component is sealed by a liquid blocking 
plug. A top of the liquid cup is provided and disposed with 
a detachable top cover and a detachable sealing plug used 
to seal the top of the liquid cup. A liquid filling hole and an 
exhaust hole are respectively disposed and installed at the 
liquid cup. The atomizing device of an electronic cigarette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is able to avoid any difficulty of 
pouring tobacco liquid due to incapability of exhausting air 
resided in the liquid cup out, and to accelerate a pouring 
speed of tobacco liquid so that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enhanced. 
Pub. No.: US 2016/0255877 Al
Applicant: SHENZHEN SMACO TECHNOLOGY LIMITED, 
Shenzhen City (CN) 

20170275101 - Cleaning system for a transporting and storing device 
having adjustable capacity for tobacco industry rod-like elements
A cleaning system for a transporting and storing device having adjustable capacity for 
tobacco industry rod-like elements, the device comprising at least one circular 
con-veyor located on a stationary support element of the device and at least one 
circular conveyor of the device located on a rotary support element, wherein the 
conveyors are arranged one above another. The cleaning system comprises a 
plurality of cleaning units attached to the support elements and oriented towards a 
transporting surface of the conveyor located below a corresponding cleaning unit of 
the plurality of cleaning units and configured to remove contaminations from the 
transporting surface of the conveyor. At least a first cleaning unit of the plurality of 
cleaning units is attached to the stationary support element and at least a second 
cleaning unit of the plurality of cleaning units is attached to the rotary support element.

Browse recent International Tobacco Machinery Poland Spolka 
Z Ograniczona Odpowiedzialnoscia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275101 
Inventors: Radoslaw Owczarek, Adam Gielniewski, Jakub Poter

atom-izing core is configured for atomizing the tobacco 
liquid. The lid is configured for sealing the liquid chamber, 
and is detachable from the housing assembly. The liquid 
blocking cover is movably arranged in the housing 
assembly. The elastic element elastically abuts against the 
liquid blocking cover. When the lid is connected with the 
liquid blocking cover, the lid is capable of driving the liquid 
blocking cover to move to a first position where the tobacco 
liquid in the liquid chamber can flow to the atomizing core. 
When the lid is detached from the housing assembly, the 
liquid blocking cover is driven by the elastic element to a 
second position where the atomizing core is isolated from 
the liquid cham-ber. 
Shenzhen First Union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City 
(CN) Patent 
USPTO Application#: #20170156408
Inventors: YONGHAI LI, Shenzhen City (CN); ZHONGLI XU, 
Shenzhen City (CN); YOULI SHEN, Shenzhen City (CN) 



  tobaccoasia  77 

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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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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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J
www.bmjpaperpa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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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st
www.bob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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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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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gartabac
www.bulgartab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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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27)

Decouflé
www.decouf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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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ia Degesch GmbH
Tel +49 (0) 6201-708-0
export@detia-degesch.de
www.detia-degesc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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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Fiber
Tel +86 21 6393 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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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1 22 908 3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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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cot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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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kker Specials B.V.
Tel +31(0)316-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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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Tobacco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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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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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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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sal.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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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852 2402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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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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网址：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middleeast

主题：展览/设备与机械

2018年1月
TPE烟草展会
时间：2018年1月31日－2月1日

地点：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

加斯

网址：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展览/烟草产品及配件

2018年4月
深圳电子烟展
时间：2018年4月14-16日

地点：中国深圳

网址：www.iecie .com

主题：展览/电子烟和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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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保加利亚索菲亚

网址：www.wtevents/europe

2018年9月
InterTabac展会
时间：2018年9月21-23日

地点：德国多特蒙德

Email：gaj@octobermultimedia.com

网址：www.intertabac.com

主题：展览/烟草产品、配件、

电子烟/烟油

InterSupply展会
时间：2018年9月21-23日

地点：德国多特蒙德

网址：www.intersupply.com

Email：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展览/烟草设备、机

械、烟叶等

2018年11月
2018年世界烟草亚洲
展会
时间：2018年11月7-9日

地点：中国澳门

网址：www.wtevents.com/asia

主题：展览/烟草设备/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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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fle 的下一代小雪茄制造机：Nano-C
基于 Nano 平台的定制解决方案 

智能。
用途广泛。
紧凑型。Nan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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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bst.com

BOBST Web-Fed Solutions is the single-source supplier
trusted by the packaging industry for 75 years!
With dedicated solutions for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industry,
the fully integrated LEMANIC® DELTA lines meet the demanding 
innovation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industry.

LEMANIC® DELTA

OUR INTEGRATED
SOLUTIONS ARE
INCOMPAR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