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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烟草业近些年的发展趋势最为合适。菲莫国际公
司于1847年开始销售土耳其手卷烟，自此以后传统
卷烟经历了万千变化，直到目前现代卷烟拥有各种
尺寸，滤嘴、香料甚至是尼古丁含量也各异，这一
路走来，实属不易。这个过程用了170多年的时间。
在21世纪初期，中国药剂师兼发明家韩力推出的首支电子烟取得了商
业上的成功，引领了蒸汽烟、斗烟、电子水烟和电子雪茄的发展，以及相关
产品例如电子烟油、香料和配件的发展。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不到20年，与
传统卷烟相比，时间周期大大缩短。
当电子烟迅速受到消费者青睐，致使政府及控烟机构匆忙制定监
管规则的时候，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很快又悄无声息地研发出一种传统卷
烟替代品——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HNB）。自iQOS于2014年成功推出
后，iFuse、glo和Ploom

Tech相继推出，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变得炙手可

热，所用的时间甚至少于电子烟。今年，InterTabac展会的一个展厅将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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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
各大烟草巨头意识到了由传统烟草制品向全新替代型无烟制品的转变
趋势，现在更加专注于新产品的发展。菲莫国际年初发布了一份“声明”，
声称“菲莫国际的未来将建立在无烟产品的基础之上。相较于卷烟而言，无
烟产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菲莫国际的一位知情人士向《亚洲烟草》透
露，公司内部计划于2025年停售传统卷烟。
这么看来，烟草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和公
众健康的需要，而且随着烟草业科技的发展，这种变化会越来越快。好消息
是科技会不断向前发展，这意味着烟草业和消费者可以期待未来更多的新发
展。在未来，谁能发展的更快速，谁就能获得明显的发展优势。
所以，请各大烟草巨头整装待发！

©2018十月多媒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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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月多媒体有限公司出版发行。《亚洲烟草》由十月多
媒体有限公司监制。地址：Interchange 21 Bldg. Fl 32, Rm 3225, 399 Sukhumvit Road,
North Klong Toey,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泰国）。电话：+66 2 660 3789.
传真：+66 2 660 3881. 邮箱：info@octobermultimedia.com 网址: www.tobacco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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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佛罗里达上诉法院维持对烟草公司的原判
佛罗里达上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70多起针对烟草公司的诉
讼，并且不允许律师修改起诉书，因为诉讼中的原告在提起诉讼
前已经死亡。
4个月前，联邦法院对杰克逊维尔的威尔纳公司和法拉赫法拉
公司以及他们的负责人查理•法拉和诺伍德•威尔纳实施罚款900万美
元的制裁。“通过维持1000多起不可行的索赔，避免对司法资源造

成巨大的浪费。这两家公司曾在佛罗里达州
和联邦法院提交过大约3700个Engle的子案
例。”
在2月8日的判决中，佛罗里达州第一区
上诉法院维持了一项下院的判决，驳回了73
起案件，因为委托人已经死亡。
法官Timothy

Osterhaus、Clay

Rob-

erts和M. Kemmerly Thomas认为杜瓦尔县巡
回法官拒绝律师修改起诉书以替代死者客户
的遗产或幸存者（如有）是正确的。
法官还谴责原告律师没能确认起诉书中
的指控。“但原告律师在提起诉讼前未核实
他们的诉求。相反，他们的指控明显存在错
误，例如原告的受伤和损失将来还会持续。
提出立案申请后，8年内都未开庭，期间未
与‘客户’或者其代理核实指控，也未对需
要修改的内容进行更新，”奥斯特豪斯法官

德国

InterTabac 展会将启用威斯特法伦竞技场
除了沿用去年所使用的几个展厅外，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制品及吸烟
配件展览会InterTabac，今年还将启用威斯特法伦竞技场。竞技场的场
馆高29米，是展示电子烟和烟油等下一代产品的专属场馆。
展会参观者可通过竞技场的入口直接进入场馆，也可通过其他连接
大厅进入竞技场场馆内。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通常在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的Hall
3B展厅举办，是烟草业高层决策者和买家相互交流的国际盛会。2018
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将启用2-8号展厅及威斯特法伦竞技场。
4-8号厅的展品包括优质雪茄、小雪茄、斗烟、烟叶、卷烟、卷烟纸
以及吸烟配件。车间设备、现金点钞机、辅料产品/服务将在InterTabac
上展示，为零售贸易业务发展提供新灵感。在Hall 3B展厅，InterSupply
仍将主要展示烟草制品。
2017年，560家参展商向来自全球64个国家的12,500位参展者展示
了产品的创新和发展趋势。今年的展会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将在2018年9月21-23日举办。有关
展会的更多信息和咨询，请发送邮件至gaj@octobermultimedia.com。

写道：“原告律师最终将案子交给法庭，希
望法庭为他们已去世的客户及其不可行的诉
求伸张正义。”
在2017年10月18日的裁决中，律所被
罚款900万美元。联邦地区法官抨击威尔纳
和法拉赫公司犯下各种不法行为，包括代
表死亡客户提起诉讼。“事实证明，许多
原告从未授权威尔纳和法拉赫公司提起诉
讼。有些人几乎没有听说过他们，”联邦
法官在148页的判决中写道。
“正是这种阻挠、欺骗和顽固的行为，
再加上数百项轻率的起诉，迫使法院启动了
制裁程序，”美国地区法官威廉•杨、蒂莫
西•科里根、玛西娅•莫拉莱斯•霍华德和罗
伊•道尔顿写道。

印度

政府施压剥夺烟草贸易权
路透社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政府施压
最高法院实施一项很少使用的规定，该规定
能剥夺110亿美元烟草业的合法贸易权。这
是政府为了阻止烟草公司挑战严苛新法规采
取的措施。
路透社回顾了1月8日卫生部未公布的
法庭文件，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将烟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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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res extra commercium”，这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

研究所智库估算，基于早前针

是一个拉丁短语，意思是“外部商

减少吸烟，尤其是让他们远离儿

对黑市贸易的学术研究及去年非法烟

业”。如果适用，该规定会否认烟

童，”市议员Eric van der Burg

草市场共造成44亿令吉税收损失，烟

草业在贸易方面的法定地位，并赋

的发言人说，“例如，穿梭在整

草业税收收入损失占估算值的56%，

予当局更大的自主权来对烟草施以

个IJ（荷兰著名的跳蚤市场）间的

其次是汽车领域，占17.8%，再次是

限制。

渡轮、游泳池的室外区域以及奥林

非电力机械领域，占2.2%。

政府律师R. Balasubramanian表

匹克体育场的溜冰场不允许吸烟。

示，政府不是讨论禁止烟草，援引

我们仍在和阿蒂斯和博物馆保持联

罗马法学说的目的只是为了削减该

系，以避免吸烟对那里的孩子们带

行业的合法权利。这是除了最近调

来不利影响。”

涨烟草税、开展戒烟运动以及要求
涵盖健康警语的大部分内容的法律
之外的又一举措。
政府寻求将该法规应用于烟草
申请，认为政府有权“监管商业和
减轻邪恶”，保护公共健康。
Sajan

Poovayya是代表印度顶

级卷烟制造商ITC公司和菲莫国际公

发言人表示，不仅对这一诉讼
表示声援，还发表了另一项声明。

贸易权利将危害数百万依靠烟草谋
生的印度农民。业内估计，印度有
4570万人靠烟草维生。“印度是一
个种植烟草的国家，需要考虑行业
内的人的利益。烟草对健康没有破
坏性。如果非说有，那么糖类也是
如此，”他说。

荷兰

阿姆斯特丹声援烟草诉讼
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市政府
宣布，他们将支持Benedicte

Ficq

施并无法帮助企业，反成企业的祸
策。沙曼认为，政府应成立跨部门

支持这起诉讼。

的执法委员会，并与相关行业者合

东欧、中东和非洲
菲莫国际卷烟出货量下滑

称，公司在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
（EEMA）的总市场出货量下降了
2.8％，其中包括公司的国际免税
业务。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于2017年
实施的新消费税导致零售价格翻倍，
造成菲莫国际在两国的卷烟出货量
下降了35.8％。东欧、中东和非洲地
区的总出货量下降2.8％，约为1万亿
支。公司在这一区域的市场份额下降
了0.3个百分点，至24.9％。
菲莫国际第4季度总出货量增加
部分因EEMA卷烟发货量的下降所抵
消。由于新消费税的影响，部分增
长被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土
耳其）所抵消。

脚。Poovayya说，剥夺这个行业的

床，显示价格控制和反暴利等措

克多•埃弗哈特宣布，乌得勒支也将

的资深律师。他说，如果法院对烟

他说，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策，使之成为非法产品猖獗的温

根，政府应制定鼓励市场供应的政

菲莫国际公布的一份报告

利将受到严重限制。

该国对烟草与酒精产品的高征税政

此后不久，乌得勒支市议员维

司的印度合作伙伴戈弗雷•菲利普斯
草业实施该法规，该行业的合法权

研究所总监阿里•沙曼推测，

马来西亚

黑市烟草逃税80亿令吉

作打击走私、黑市等非法贸易，同
时也需应用验证技术与设备，检查
及防止冒牌及赝制商品。

新加坡

新加坡卫生部就卷烟平装征求
公众意见
新加坡卫生部正在征求公众对
烟草制品平装的反馈意见，其中包
括在2018年2月5日至3月16日期间
举行的为期6周的咨询活动中将图形
健康警语的面积增加25％。
卫生部称，烟草使用仍然是一
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
吸烟率下降的速度已经放缓，并且
难以维持。过去10年，吸烟率在12%
到14%之间波动，未表现出明显的
连续下降的趋势。如果通过平装提
案，这将成为实现无烟社会战略的
一部分。

律师提起的一项针对烟草业的诉

马来西亚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

该提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监管烟

讼。多家医院、许多肺癌患者、癌

所(IDEAS)估计，黑市导致政府每年

草包装的宣传方面，实现烟草包装

症协会KWF和毒瘾中心的代理律师

的税收损失约为80亿令吉，尤其烟

元素统一化，如商标、标识、配色

草、饮食及交通工具领域的逃税最

方案和图像，并将包装上的图形健

猖獗。

康警语的面积从50％增加到75％。

Benedicte

Ficq，指责荷兰四家最

大的烟草制造商涉嫌死亡伤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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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Report

世界四大烟草巨头
业绩回顾与展望
2017年，烟草行业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
情。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对电子烟的立场
有所改变，将电子烟的监管时间延期至2022
年，以收集更多相关数据；加热不燃烧产品
异军突起，成为消费者和制造商热议的话题
之一；菲莫国际甚至宣布计划从传统卷烟转
向新型烟草产品。本文将深入探究2017年菲
莫国际、英美烟草、帝国烟草和日烟国际的
运营情况，并展望2018年的发展前景。

菲莫国际
菲莫国际报告称，公司全年净收入增
长4.2％，达到781亿美元。不含消费税的净
收入为287亿美元，涨幅为7.7％。剔除4.37
亿美元的不利汇率影响后，不计消费税的净
收入增长9.4％，原因是受到了全年所有地
区（俄罗斯售价低迷除外）14亿美元的价格
差，以及亚洲11亿美元的销量/产品组合的
有利推动。但是，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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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MA）受到了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销量/
产品组合的不利影响。
菲莫国际全年营收118亿美元，增长6％。
剔除1.55亿美元的不利汇率影响后，营收增长
7.4％。调整后的营收数额与比例与全年营收
一致。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谭崇博表示：“第
四季度销售业绩增长强劲，推动了全年营收
的增长，剔除货币影响，调整后每股收益两
位数的增幅就是例证。尽管之前俄罗斯和沙
特阿拉伯曾对收益增长带来威胁。”
“我们的旗舰级无烟产品iQOS不仅在
亚洲，而且在绝大多数地区表现卓越，表明
了其光明的前景，我们的员工也致力于带领
行业朝着无烟未来转型。预计2018年将对
iQOS持续投资，进一步推动其良好的发展势
头。”
“2011年以来，我们首次进行一年一度
的指导，货币影响积极正面。可燃产品组合

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烟替代品的发展潜
力让我们坚定了运用必要资源来部署全系列产品
以提高发展速度的决心，这将推动我们业务取得
成功，对股东致以回报。”
2018年，菲莫国际预计净收入增幅将超过8%
（不含消费税，剔除货币影响），经营现金流超
过90亿美元，资本支出约17亿美元。

英美烟草
在2018年1月1日关账之前，英美烟草2017年
下半年交易更新报告显示，公司卷烟销售表现良
好，符合预期目标。
公司表示，有信心在固定汇率下再创佳绩，
由全球驱动品牌（GDB）推动市场份额的持续增
长。下半年有机营业利润的增长得益于批量出货
的阶段性收益，但利润被一些市场艰难的定价
环境所抵消。公司对于雷诺美国烟草公司的收购
已经正式进入整合的轨道，后者业绩表现得尤其
强劲。市场份额增长，价格优势凸显。英美烟草
预计，受益于货币换算率的降低，全年每股收益
（EPS）率将达到5％。
下半年有机卷烟的销量将受益于包括巴基斯
坦在内的多个主要市场的出货量的分阶段实施，
但海湾国家上涨的消费税会对销量带来一定影
响。预计全年行业总销量将下降4％左右。基于
下一代产品的收入增长以及大多数市场的整体定
价，有机卷烟虽然能在营业额上占据优势，但由
于海湾国家的低迷交易以及某些市场（尤其是俄
罗斯）的艰难定价环境，有机卷烟的价格组合会
在下半年有所下降，全年保持在历史范围内。
在日本市场推出Glo装置后，销售业绩良
好，已占有日本2.7%的市场份额。Glo还在加拿
大、瑞士、韩国和俄罗斯成功上市，目前共有5个
国家售卖。在蒸汽烟领域，英美烟草在西欧的市
场份额持续增加，Vuse在美国市场上也表现出了
强劲的势头。

帝国烟草
帝国烟草的成长型品牌销量增长5.5％，达
到1596亿支，市场份额增加80个百分点。按固定
汇率计算，烟草净收入下降2.6％，按实际汇率计
算，增加8.2％至78亿英镑。英美烟草63%的净收
入来自于成长型品牌和特色品牌，相较于去年有
所增加。成长型品牌包括云斯顿、高炉金丝和大
卫杜夫。
帝国烟草首席执行官艾莉森•库珀在2017年
最新年度报告中指出，公司投入3.1亿英镑，加
大对成长型品牌和特色品牌的投资力度，包括简
化投资组合、广告营销、统一定价、强化销售团
队和客户参与等各项支出。“随着市场可重复模

型的推出，这种高层次的水平支撑让我们在许多
重点市场的份额得到增长，并改善了其他市场的
份额比例。成长型品牌销售业绩良好，增长率领
跑市场。我们在电子烟蒸汽装置上也取得了良好
进展，研发能力和对消费者的洞察力得到进一步
加强，为2018年升级版活动计划做好了准备，”
她说。
市场可重复模型包含6个要素，模型的设立
是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增长。要素包括：简单的
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组合、可持续的品牌投资、
价格策略、全时段和全覆盖的核心范围、定制解
决方案以及诚恳且精准的学习。
库珀还补充说，2018年帝国烟草将提高下一
代产品的推广力度，在新老市场上推出新产品。
电子烟蒸汽装置也将继续占据帝国烟草的优先
地位。

日烟国际
2017年，按固定汇率计算，日烟国际的核心
业务收入为104.6亿美元，下降0.3％，约3300万
美元，尽管价格/组合增长了9000万美元。按固
定汇率计算，调整后的经营利润增长4.0％，约
1.25亿美元，达到32.2亿美元。由于非经常性损
益的影响，利润减少1.82亿美元。剔除非经常性
损益以及为实现未来可持续增长对新兴市场和低
风险产品进行的投资后，按固定汇率计算，调整
后的营业利润增长9.9％，约3.06亿美元，达到
34亿美元，得益于成本优化和价格/产品组合差
异的积极推动。
据报告称，核心业务收入增长0.1％。调整
后的营业利润增长1.4％，但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影响，利润增长7.7％。
由于云斯顿的强劲表现（上涨3.5％），以
及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持续的市场份额增长，日
烟国际的全球旗舰品牌出货量增长0.8％。总出货
量保持稳定，仅下降0.1％，如果剔除印度尼西亚
和菲律宾的收购影响，总出货量下降2.1％。
由于收购和持续的市场份额增长，核心业务
收入具有弹性，按固定汇率计算，下跌0.3％。有
利的货币走势推动核心业务收入上涨0.1％。法
国、西班牙、俄罗斯和台湾等主要市场的份额同
比有所增加。
日烟国际旗下的减害产品Logic和Ploom目前
在日本以外的11个市场上销售。
日烟国际的执行总裁Masamichi Terabatake
说道：“在我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一年，我将聚
焦和确保国内烟草业务取得成功，这是我们未来
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还将继续积极投资于传统
烟草和低风险产品，并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在日
本低风险产品市场份额上独占鳌头。”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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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烟草推出多款梅维斯限量
版新包装
日本烟草宣布梅维斯15款
限量版包装将于2018年3月下旬
面向全国推出。梅维斯系列中的
Soft packs、boxes、Mevius100’s
boxes、Mevius Lights、Mevius Super Lights、Mevius Extra Lights
以及Mevius One将在指定商店中限
量发售。在过去的30年里，梅维斯
的品牌知名度一直是其占据市场领
先份额的主要驱动力。
最新的梅维斯品牌限量版的设
计是令人振奋和富有启发意义的，
意在鼓励消费者接受新包装。新限
量版包装展现了樱花盛开季节的景
象，让人联想到日本樱花的美丽。
日本烟草还宣布，将Mevius
Mode、Mevius Impact 和 Mevius
Style Plus 系列中现有的7个产品纳
入 Mevius Gold 品牌系列。因此，
新的名称和包装设计将在2018年3
月中旬推出。相较于梅维斯常规系
列，Mevius Gold具有特殊的配方，
拥有更丰富和醇和的口味，并采用
日本烟草创新的LSS技术，减少了卷
烟烟雾的气味。

新加坡

禁止“仿制烟草制品”
2018年2月1日，新加坡《烟草
（广告和销售管制）法案》修正案
第一阶段的规定生效，其中规定：
购买、使用和持有“新型烟草制品
和仿烟草制品”属违法行为，例
如：无烟烟草产品、嚼烟和水烟。
卫生部在1月下旬的一份声明中
明确：自现在起，任何人购买、持
有或使用这些产品将面临高达2000
新加坡元（1505美元）的罚款。
2月1日前，只有进口、销售
和分销此类产品属于非法行为。一
经发现，初犯将面临长达6个月的
监禁，并（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
（7523美元），二次犯罪将面临双
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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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修正案还禁止任何像烟草
产品的设备或物品，其中包括电
子烟、电子烟斗烟、电子雪茄烟等
电子烟产品。该修正案下步预计生
效的内容包括逐步将购买、使用、
持有、销售和供给的最低法定年龄
由18岁提高至21岁。2019年1月1日
起，最低法定年龄从18岁提高至19
岁；2020年1月1日起，最低法定年
龄提高至20岁；2021年1月1日起，
最低法定年龄提高至21岁。
该法案还将禁止人们购买、使
用和持有仿烟草产品，如电子烟、
电子雪茄烟、电子烟斗烟。

日本

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或将受到
监管
监管机构现在盯上了加热不燃
烧烟草产品，准备扩大被动吸烟的
监管范围。这将给在全国烟草市场
中占有越来越大份额的加热不燃烧
型产品的命运蒙上一层阴影。
加热不燃烧型产品的制造商表
示该类型产品不产生二手烟，对使
用者周围的人有相对较少的健康影
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规定控制
其在公共场所使用。然而，随着卫
生、劳工和福利部按计划启动相关
规定后，在公共场所自由使用加热
不燃烧烟草产品将受到限制。这些
条例目前仍在起草之中。
菲莫国际日本分公司总裁Shea
Lih Goh估计，到2020年，加热不燃
烧烟草的市场份额将达到50%。制造
商声称产品产生的有害物质比传统
卷烟少，由此塑造了它们的健康形
象，这也是加热型烟草产品快速增
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两年前加热
不燃烧烟草产品进入日本以来，其
销售在日本迅速发展，目前已占据
全国近20%的烟草销售额。
然而，卫生部表示，加热烟草
雾气含有有害物质。
由于规定仍在起草之中，目前
尚不清楚最终的法规将如何限制加
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的使用。

日本

日本烟草年底将推出新的加热
不燃烧型产品
日本烟草宣布，预计今年年
底，将在日本市场推出一款新的加
热不燃烧型产品。
该公司表示，在未来3年，将投
入超过1000亿日元（9.17亿美元）用
于开发生产“低风险产品”，或不
需要燃烧释放烟碱的卷烟替代品。在
财报发布会上，公司首席执行官Masamichi Terabatake表示：“日本烟
草要想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在‘低风
险产品’中赢得胜利。”
瑞穗证券公司的分析师Hiroshi
Saji估计，2018年加热不燃烧型产
品在日本烟草市场的份额将由2017
年的16%提高至29%。

印度尼西亚

政府拟对电子烟征税
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采取措施，
从今年夏天开始对卷烟替代品征收
57%的税，从而打压正在蓬勃发展的
电子烟业。
此举引发了外界的批评，政府
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偏袒大型烟
草公司。
全国烟草控制委员会的健康
专家兼顾问Hasbullah Thabrany警
告说，虽然海关和消费税法要求政
府为此类产品设置税收，但当局可
能会利用征税来偏袒一方，并表
示，“我相信政策偏向于烟草行
业。”作为全球烟草公司的关键增
长市场，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吸烟
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很难找到
戒烟产品。
尽管如此，伴随着对其安全性
的争论，近几年电子烟咖啡馆在印
度尼西亚各地相继出现。
印度尼西亚个人电子烟协会发
言人Rhomedal Aquino说，“我们同
意通过税收计划来控制消费，但57%
的税率太高，它会扼杀一个发展中
的行业。这会让我们看起来像个杀
人机器。”

SOLUTIONS FOR SUCCESS.
INTERSUPPLY 2018
21 – 23 SEPTEMBER
DORTMUND, GERMANY
›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goods,
e-cigarettes, pipes and shishas

›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process ranging from leaf tobacco to
packaging under one roof

› Co-located with the renowned InterTabac trade fair
› Top-class exhibitors will meet decision-makers fro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urchasing and Production Departments

www.intersup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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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海关表
示，希望高税能让孩子们负担不起
电子烟的消费。而卫生部表示电子
烟还处在是否安全的争论中，不会
售卖。
“电子烟和普通卷烟同样危
险，甚至比其致癌几率更高，”部门
高级官员Muhammad Subuh说，“我们
拒绝传统卷烟和电子烟，最好是全部
戒烟。谈到吸烟，就没有所谓‘不那
么危险’的东西。”

日本

Ploom Tech销售范围不断扩大
自2018年2月5日以来，Ploom
Tech的Starter Kit套装和胶囊已扩大
其销售区域至札幌、仙台、横滨、名
古屋、大阪和广岛。
2016年3月，Ploom Tech在福冈
的指定商店和Ploom品牌网上专卖店
推出。2017年6月，Ploom销售范围
扩大到东京都市圈。
福冈目前有近900家Ploom商
店。在东京，有7家Ploom商店、以及
近500家烟草专卖店和近7000家便利
店都售有Ploom Tech的Starter Kit
套装和胶囊。在札幌、仙台、横滨、
名古屋、大阪和广岛，Starter Kit
套装和胶囊将在近150家烟草专卖店
和Ploom商店出售。

美国

FDA顾问小组反对有关iQOS
的“低风险”表述
2018年1月，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FDA）的顾问小组做出决定，
认为菲莫国际不应宣称其加热不燃
烧型装置iQOS比吸烟更安全。
该顾问小组的9名成员开会讨
论该装置是否以及如何在美国市场
销售。iQOS已经在全球29个国家销
售。菲莫国际已经提交了一个单独
在美国销售iQOS的申请，并仍在与
FDA沟通中。
会议期间，小组成员投票表
决了一系列关于该装置的问题，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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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一致反对“从卷烟转向iQOS能减
少吸烟与烟草相关的疾病风险”的
表述，最终以5比4的投票决定反对
“使用iQOS比继续吸烟危害小”的
表述。尽管顾问小组的建议没有约
束力，但如果FDA听从顾问小组的建
议，将打击在烟草行业试图扩大吸
烟替代品市场的努力。
然而，顾问小组的做法，更
多的是支持了菲莫国际的断言：
有证据表明，“完全从卷烟转换到
iQOS系统可以显著降低身体接触有
害或潜在有害化学物质的风险。”
在这一问题上，顾问小组以8-1的
投票结果支持了菲莫国际，但拒绝
了“iQOS最终将减少用户的疾病和
死亡风险”这一观点。

欧盟

目前不对电子烟征收消费税
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由于数
据有限，在获取到更多相关信息之
前，无法提出一个统一的方法，对
电子烟和其他新型烟草产品征收消
费税。
欧盟委员会将在下一次定期报
告中再次审查2019年度烟草税的情
况。欧盟理事会于2016年3月提出了
修订《烟草消费税指令》的建议，
这是基于烟草市场从传统的烟草制
品转变到如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
草制品等新产品，以及非法烟草贸
易取得新发展的趋势提出的。这项
立法的制定是在欧盟层面上对烟草
制品消费税税率的统一规定。
目前，未将电子烟和其他新
型烟草制品纳入该指令，各成员
国要求委员会进行一项研究，以探
讨征收消费税的可能性。通过委员
会了解到，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
不会对电子烟和新型烟草制品征收
消费税。欧盟委员会强调对电子烟
的可用信息是有限的，因此，很难
对市场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从
健康的角度来看，应该采取谨慎的
措施，以实现对电子烟的统一征

税，”该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报告
还指出，到2016年底，这些产品只
进入了几个成员国的市场。
“考虑到市场的新颖性和演
进性，在这个阶段发展一个统一的
明确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它可以捕
捉到这些产品的当前和未来的发
展，”该委员会指出，并补充说，
对这些产品的一种可能的处理方式
是按照该指令对烟草征税。

英国

英国公共卫生部：电子烟应该
纳入医疗处方
英国公共卫生部表示应将电子
烟纳入医疗处方。
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可以将电子
烟纳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因
为它们一直在帮助人们戒烟。英国
公共卫生部发布的一个独立审查的
最新证据显示，每年至少有2万人在
电子烟的帮助下戒烟。报告还说，
使用电子烟比吸食卷烟至少减少95%
的危害。此外，英国公共卫生部希
望医院能够出售电子烟并提供使用
场所。该机构还鼓励雇主提供电子
烟使用区域。
目前，在英国没有一种电子烟
作为戒烟辅助工具获得许可。英国
公共卫生部呼吁为制造商提供申请
药用许可的简易方法。
英国公共卫生部健康改善主任
John Newton说，“英国药品和健康
产品管理局能做的、能提供的帮助
就是使这个许可更容易申请。”
John Newton主任还表示，有“压
倒性的证据”表明电子烟比吸烟安
全得多，“对旁观者的风险可忽略
不计”。他说，“几乎有一半的吸
烟者从未尝试过电子烟，可能是因
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也没有具体证据明确危害程度。我
们真的想要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他
们真的应该考虑使用电子烟，因为
电子烟对他们来说比继续吸烟要好
得多。”

菲律宾控烟法规日趋严苛
卷烟市场竞争激烈
日本烟草收购菲律宾Mighty公司

场份额位居第二，但远远落后于持有该国2/3

文/欧睿国际研究分析师纳撒尼尔•利姆

2017年初，菲律宾政府发现，国内烟草企

左右市场份额的菲莫福川烟草公司。自日本烟

业Mighty公司为逃避政府征税，竟在产品上贴

草表示将执行菲律宾政府的监管措施之后，菲

伪造的税票。为此，国税局对Mighty公司的逃

律宾市场上的竞争格局已发生改变，国际烟草

税行为提起了三起诉讼。为讨回税收，只能将

公司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行业竞争环境也

Mighty公司卖给国际烟草公司。2017年8月，

更趋公平。此外，日本烟草市场影响力增强

日本烟草斥资470亿菲律宾比索，完成了对

后，将以菲律宾为区域枢纽，加大其分销能

Mighty公司的收购，这家菲律宾烟草公司随之

力，加强其品牌组合。在这种背景下，菲律宾

分崩瓦解。

国内烟草企业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2017年，对日本烟草而言，是内忧外患的

本次收购后，日本烟草已经渗透到市占率

一年：国内，可燃卷烟的销量持续下滑，与

1/3以上的经济型卷烟市场。此外，公司还向

菲莫国际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iQOS的创新竞

传统商店进行渗透，比如占据菲律宾卷烟市场

争愈演愈烈；国外，日本烟草在2017年年末关

分销一半的sari-sari店（菲律宾售卖各种东

闭了马来西亚的工厂。因此，日本烟草在菲律

西的小商店），有利于扩大消费群体，吸引低

宾的扩展被视为在亚太地区进行发展的重要一

收入消费者。

步。菲律宾是继印度尼西亚之后，零售卷烟销

与此同时，英美烟草宣布退出菲律宾市

量位居第二的国家，此次收购无疑保持了其在

场。作为早期有意收购Mighty公司的竞争者之

菲律宾市场上的竞争力。收购后，日本烟草在

一，收购Mighty的失利让英美烟草公司想在

菲律宾的市场份额已经增至1/4以上，虽然市

菲律宾占据一席之地的愿望变得极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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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7年12月通过的《加速和包容税收改革法案》规定调涨消费税的情况
周期

对每包卷烟征税

2018.1.1-2018.6.30

32.5 比索

2018.7.1- 2019.12.31

35.0 比索

2020.1.1-2021.12.31

37.5 比索

2022.1.1-2023.12.31

40.0 比索

2024.1.1 之后

每年增长4%

来源：官方公报——http://www.officialgazette.gov.ph/downloads/2017/12dec/20171219-RA-10963-RRD.pdf

表2：调涨消费税对大马尼拉地区sari-sari店卷烟品牌价格的影响
价位
品牌
		
经济型
Fortune
Jackpot
中等价位
云斯顿（红）
Hope
高端型
万宝路
菲莫

单包零售价
—2017年3月
50.0比索
42.0比索
56.5比索
55.5比索
64.5比索
65.0比索

单包零售价—
—2018年1月
55.0比索
54.0比索
62 0比索
55.0比索
85.0比索
80.0比索

价格涨幅
（%）
10%
28%
10%
0%
31%
23%

来源：2017年3月数据来自库存盘点，2018年1月数据来自sari-sari店，例如冈萨雷斯店

由于菲莫国际和日烟国际公司主导市场，英美烟草旗下的好彩等品牌竞争力不
强，市占率不足1％。因此，英美烟草决定于2017年12月退出菲律宾市场，这意
味着该国卷烟市场将由日本烟草和菲莫国际两大公司主宰，尽管政府规定更严
格，但菲莫国际仍旧掌控菲律宾烟草市场。自2013年起，菲律宾的税收减免政

欧睿国际研究分析师纳撒尼尔•利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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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所有的卷烟产品价格产生了影响，导致该

的新零售价格表明，高档卷烟和经济型卷烟之

公司销售额下滑。据菲莫国际称，公司在2017

间的价格差距拉大，这是烟草商试图区分低收

年第三季度的市场份额同比下降。尽管销售额

入消费群体和高收入消费群体的一个尝试。

下滑，但年度税收的增长缩小了价格差距，使
高端品牌受益，因为高收入者认为物有所值。

菲律宾卷烟市场展望

例如，万宝路因其强大的品牌价值实现市场份

尽管菲律宾是东南亚最大的卷烟市场，但

额增加，而Fortune和Jackpot等经济品牌却因

预计未来几年的竞争态势将日趋艰难。菲律宾

为无法抑制税收上涨对低收入消费者产生的影

政府将出台更多更为严苛的立法来减少吸烟

响，销量也随之下滑。因此，为了避免缴纳高

率，也将出台其他东南亚国家陆续出台的政

额税收，这部分消费群体放弃购买经济型的卷

策，比如提高吸烟的法定年龄段，禁止销售点

烟，转而购买非法卷烟。

展示等。因此，菲律宾的卷烟市场将会持续下
滑。事实上，菲莫国际发布的数据显示，菲律

政府控烟力度日益增强
在总统杜特尔特的号召下，菲律宾政府

宾2017年第三季度的卷烟销量同比降幅较大，
出现较高个位数下滑。

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减少吸烟的力度。例

尽管日本烟草公司收购Mighty公司带来了

如，2017年年中实施的《第二十六号行政命

强劲的销售额增长，尤其是经济型卷烟品牌，

令》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吸烟，但指定的吸烟区

但未来几年日本烟草在菲律宾的卷烟销量不会

内除外。其他政府举措包括无烟菲律宾、无烟

大幅提高，因为很大一部分低收入的消费者对

商队、无烟突击队等，对卷烟销售和广告宣传

上涨的价格较为敏感。因此，消费者戒烟或者

进行严格限制。然而，对于消费者和烟草商来

转而购买非法卷烟制品会让经济型卷烟品牌的

说，最重要的规定是2017年12月通过的《加速

销量下滑。此外，年轻的成年吸烟者预计会选

和包容税收改革法案》（TRAIN）要求持续增

择蒸汽烟来替代传统卷烟。公司对Mighty卷烟

加卷烟税。

的严重依赖也会对整体销售额造成影响。因为

表1强调了未来六年的消费税增长趋势，烟

日本烟草经济型卷烟约占市场的1/5，其高档

草企业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表2强调了消

品牌梅维斯市占率不到1％。2018年的税收上

费税上涨对特定卷烟品牌零售价的影响，并将

调使得烟草商给经济型卷烟品牌定价较低，潜

2017年3月和2018年1月sari-sari店的价格涨

在地限制了销售额的增长。因此，公司需平衡

幅进行了比较。例如，Fortune等经济品牌的

其经济型Mighty卷烟和优质梅维斯卷烟品牌组

价格上涨了10％，而像万宝路这样的高端品牌

合，以确保公司销售额的增长。

则上涨了31％。尽管这是基于2018年1月份终

综上所述，在控制卷烟成本措施难以为继

端调查数据做出的评估，但高端品牌价格的上

的基础上，卷烟企业唯有不断提高市场竞争

涨可能会让消费者转而去购买价格可负担得起

力。因此，烟草商寻求通过各种手段来强化长

的经济型品牌。与此同时，经济品牌涨幅较低

期销售额的增长，特别是非价格战略。一个潜

的数据表明，烟草税保持价格竞争力的目的在

在的增长点将是扩大其分销网络，特别是在占

于吸引低收入消费者，因为这可能会提高经济

据菲律宾渠道分销一半以上的sari-sari店进

型品牌的市场份额。鉴于经济型卷烟占据菲律

行卷烟销售。其他措施可能包括通过营销努力

宾卷烟市场份额50％以上，烟草商会继续关注

和新产品创新（例如薄荷醇或加香胶囊），向

这一细分市场，通过提高销量和维持价格的竞

高收入消费者推广高端卷烟品牌。

争力来吸引低收入消费者。此外，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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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雪茄咖啡馆

太平洋雪茄有限公
司访谈记
By Eric Piras

在一个细雨纷纷的早晨，我们与太平洋雪

一个女朋友，你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当时，我生

茄有限公司的地区营销总监诺里奥•哈托里相约

活在东京，然后去巴黎度假。我去了丽兹酒店的

在其在香港开办的迷人港湾雪茄咖啡馆（Har-

海明威酒吧，那里相当出名的酒吧服务员小科林

bour Cigar Divan），对雪茄等话题进行了一番

拿着自己的雪茄盒来到我身边，并让我尝试抽雪

对话。

茄。他抽雪茄的方法简直太迷人了，一下就吸引

诺里奥•哈托里对奢侈品世界并不陌生，他

了我，自那之后，我就成雪茄迷了。

接受过作为宝石鉴定师的培训，曾经为非常高端
的腕表和宝石品牌工作。诺里奥在担任太平洋雪
茄公司地区营销总监的第6年，还经营管理着非
常成功的雪茄配件品牌——SIGLO，并持有令人
尊敬的哈瓦那学院资深培训师证书。

埃里克•皮拉斯：您一天里通常在什么时候抽

第一支雪茄，关于抽雪茄，您喜欢它的什么呢？
诺里奥•哈托里：我通常在早上抽第一支雪
茄，如果我品尝的是一支新雪茄（新发布的产品
或是我们产品系列中的新存货），我总是在早上

埃里克•皮拉斯： 您 是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吸 烟
的？还记得自己抽的第一支雪茄吗？

味觉清新的时候品尝它。实际上我并不是每天都

诺里奥•哈托里：我 在 2 0 多 岁 的 时 候 “ 真

一天里最好的雪茄总是用在社交时。通过雪茄跟

正”开始吸烟。第一支雪茄的体验……就像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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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品雪茄常常是我的一项工作，但我必须说，
人建立起来的联系总是相当特别的。

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的Silver
Jubilee雪茄
埃里克•皮拉斯： 您能介绍一下在
SIGLO的工作吗？
诺里奥•哈托里：SIGLO是太平洋雪
茄有限公司在2003年创立的一个品牌。
其初衷是创立一个配件系列产品，以
完善雪茄系列产品。4年前，我接管了
SIGLO的管理工作，真的特别有趣，因为
我们要非常有创造力，要跳出固有的思
维模式。这个品牌如今在国际上获得了
赞赏，赢得了雪茄迷们的认可。如今在
包括亚太地区、瑞士、德国、法国、比
利时、加拿大，以及中东几个国家在内
的全球20多个国家经销，而且很快也将
会在土耳其经销。我们在美国也有一些
非常忠诚于这个品牌的零售商。
埃里克•皮拉斯： 这个品牌的定位
是什么呢？
诺里奥•哈托里：SIGLO品质优良，
价格也相当实惠，这可以用“买得起的
奢侈品”这一术语来很好地加以概括。
我们打算推出打火机、雪茄剪、烟
盒、烟灰缸和雪茄盒等产品系列。我们
的目标是产品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客户
的需求，我们每年都提出新的设计。
雪茄盒实质上就是一个盒子，它
的功能就是将雪茄保持在一种原始的
状态……而人们往往忘记，装在雪茄
盒里的雪茄的价值会比雪茄盒本身要
高。市场上开始出现很多时髦的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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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Flor de Selva发布会——诺
里奥•哈托里、公司员工、Maya Selva

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
港湾雪茄咖啡
馆——哈瓦那精品

盒，其外观看起来很漂亮，但性能并不稳定。
这就是SIGLO的重要所在：我们的雪茄盒能完
美地保存雪茄，从外观上看，也与众不同，且
具有独创性。
我们的打火机和雪茄剪非常成功。我们最
近为美国市场推出了具有现代设计感的V型雪茄
剪，极受客户的欢迎，而且给吸食雪茄提供了一
种新的方式。人的味蕾对第一口烟的反应非常强
烈，雪茄的切口对首次认知会产生影响，并能彻
底改变抽雪茄的体验。实际上，我们邀请了一些
客户来尝试他们各自喜欢的带有不同切口的雪
茄，开展了一些实验。
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些“内部消息”：我
们目前正在研发一款面向摩托车手的新产品系

SIGLO Dragon系列
雪茄剪

烟零售商协会贸易展（IPCPR），因为在美国，
有很多摩托车手是真正的雪茄迷。

列——人们可以放置在摩托车上的特殊配件。我
的灵感源于上次在美国参加的国际优质雪茄及斗

埃里克•皮拉斯：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开始
看到来自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或多米尼加共和国
等“新世界”的更多雪茄。您如何看待这些品牌
在以古巴产品领军的亚洲市场的发展？如果零售
这其中的一些品牌，您会如何选择？
诺里奥•哈托里：确实，驱动亚洲市场的多
半是古巴品牌。自从美国对古巴产品实施禁运之
后，亚洲市场就一直向“新世界”生产国开放，
也很愿意尝试新产地的产品。在亚洲，我们很容
易就可以获得古巴产品，这种情况可以与葡萄酒
做一个对比：多年来，波尔多葡萄酒一直引领风
骚，紧随其后的是勃艮第葡萄酒，但葡萄酒消费
者现在学会了发现和享受不同原产地的产品。
这是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的目标之一：我
们希望成为亚洲的一站式雪茄店。我们相信，我
们应该能够带来每个产地的最佳产品，我们选择
的品牌，是我们认为会成功吸引那些已经习惯了
古巴雪茄味道与烟劲的顾客的品牌。
我们希望推出一个新品牌或一种新产品
时，通常会召集我们的零售经理举行品尝会。我
们一直邀请品牌大使来解释产地、卷制等信息。
我们的零售团队必须了解我们所推出的东西，必
须品尝这些雪茄，并对这些雪茄展开讨论。
例如，我们现在正在零售一款产自洪都拉
斯的雪茄热点雨林（Flor de Selva），它很受
我们客户的欢迎，尤其是专门为亚洲人味蕾打造
的20周年纪念系列产品。VegaFina是我们的顾客
非常喜欢的另一个品牌，我们正计划将Ashton和
Joya de Nicaragua两款产品纳入我们的精选产品
系列。
我们的定位首先是哈瓦那经销商；不过，
我们也在尝试为这些“新世界”品牌开放更多的
货架空位。我们既新增货架空位，也肩负教育使
命——我们定期组织活动，这样，我们的会员就
可以发现新的产品领域，他们接受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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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le short lead times and premium parts
which make your machines even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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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各品牌代表向我们的会
员直接介绍其产品，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喜欢看到制造商，也喜欢了解产品
的背景信息。例如，Maya Selva就在香港
为推广热点雨林做准备，这样一位热情
洋溢的女士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会员。
而且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品牌并不是在复
制古巴雪茄，而是竭力打造洪都拉斯这
个产地的最佳品牌，这确实让人耳目一
新。因此，该雪茄在2016年被列为洪都拉
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足为奇了。

太平洋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达格•霍姆伯

埃里克•皮拉斯： 您自己在什么地
方购买雪茄呢？
诺里奥•哈托里：很明显，我一般
是从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购买，但我也
是雪茄收藏者，所以我旅行时也会尽力

与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达格•霍姆伯的另一场采访。
埃里克•皮拉斯：业内很多人问经常问：大卫爵士去世之后，公司发生了什么变
化？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的未来如何？或者说您如何看待公司今后两年的发展？
达格•霍姆伯：是的，大卫爵士的去世是令人悲伤的事情，不仅对于我们太平洋雪
茄有限公司的人而言，对于整个雪茄界，对于香港，他的去世都是不幸的损失。但正如
人们常说：“生活还要继续”，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将继续在亚洲经销哈瓦那雪茄，并
进一步拓展业务。这是大卫爵士本来想去做，也是我们将要去做的事情。两年后，我希
望我们进一步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
埃里克•皮拉斯：您是怎样加入到这个行业的？您管理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有多少
年了？2001年是您管理这家公司的第一年吗？
达格•霍姆伯：是的，我在2001年加入了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所以这么算起来，
还真是有些年头了！此前我在古巴生活工作，并不是从事雪茄业，但我确实抽雪茄。总
之，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古巴雪茄业的很多人士，几年后，当我搬到英国的时候，我在
古巴的朋友将我介绍给了大卫•唐。我当时在寻找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大卫•唐则在寻
找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人选，我们开始认识，相处而相互了解，6个月后，我搬到了香港。
埃里克•皮拉斯：因为您拥有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产业的从业经验，与其他公司相
比，经营管理像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这样规模的雪茄公司有什么特别之处？
达格•霍姆伯：我认为，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拥有一个非凡的
工作团队，其中的很多人已经共事了很多很多年。我们刚刚参加了庆祝公司成立25周年
的年会，了解到公司的香港员工中，有40多位已经在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以
上，有3人从25年前大卫爵士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埃里克•皮拉斯：在2015年9月您接受《亚洲烟草》杂志采访时，我问过您一个关
于美国取消古巴雪茄禁运的问题。如今将近3年过去了，到了2018年，我想问同样的问
题，您有不同的看法吗？
达格•霍姆伯：还是问特朗普总统吧！
埃里克•皮拉斯：还是要问一个反复提及的问题：哈瓦那的“领先品牌”的供应如
何？2018年价格会上涨吗？
达格•霍姆伯：供应有了改善，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良好状态。
埃里克•皮拉斯：高希霸和特立尼达这两款雪茄的假冒产品似乎出现很多。您或者
哈瓦那公司有采取什么严厉的应对措施吗？
达格•霍姆伯：是的。在像越南这样的一些国家，有很多假冒产品，特别是高希霸
的假冒产品，尤其是“高希霸Behike”。我们尽可能反复提醒顾客和消费者：装雪茄的
盒子上有太平洋雪茄一些公司的担保标签的才是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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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当地雪茄。人们必须谨慎选择雪茄
产地，我只从哈瓦那雪茄之家（La Casa
del Habano）和高希霸魅力雪茄俱乐部
（Cohiba Atmosphere）等官方公认的哈
瓦那烟草店购买。
埃里克•皮拉斯： 您吸雪茄的时候
会喝些什么？
诺里奥•哈托里：这是个非常重要
的问题，这可没有标准答案，我通常只
喝抽雪茄时自己想喝的东西。如果是为
社交活动抽雪茄，我真的喜欢波尔特酒
搭配雪茄，不过，我对朗姆酒也一样喜
欢。但如果我是尝试一种新雪茄，那我
就希望喝水，保持味觉清新，这样就可
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雪茄味道上了。雪茄
品尝者们会喝茶来净化味觉，所以我也
喜欢茶搭配雪茄。
埃里克•皮拉斯： 您最难忘的雪茄
是什么呢？
诺里奥•哈托里：实际上，让我难
忘的雪茄有两支。第一支是1987年的
Bolivar Especiales。这款雪茄极其罕
见，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顾客好意送给
我的。另一支雪茄是一支非常古老的高
档经典雪茄，市面上早已没有了，为庆
祝我女儿的出生，我和我太太在古巴将
它尽情享用完了。
埃里克•皮拉斯： 您对2018年有何
展望？
诺里奥•哈托里：这绝对是Siglo扩
张发展的一年！如果有机会，我们将在
更多亚洲国家开设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
零售商店，不过，我们已经在大多数亚
洲国家的市场崭露头角。我们的下一个
国家是柬埔寨：我们将在金边的拉弗尔
斯饭店设立一家雪茄俱乐部——高希霸
魅力雪茄俱乐部。
2017年是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的一
个里程碑，我们在这一年举行了公司成
立25周年大庆，为周年纪念推出了两款
地区版雪茄：带有“活动茄帽”的Silver Jubilee Bolivar Robusto Extra雪
茄和Ramon AllonesMontesco雪茄。
遗憾的是，这一年也是令人难过的
一年，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大卫•唐爵士在
这年去世了。
最后，2018年应该是令人兴奋的
一年，因为古巴将会雄心勃勃地推出新
品！

MANUFACTURING NEWS

欧盟

Schur公司推出水烟包装创新
技术
Schur公司现推出一个全自动
称量和全封闭式的水烟烟草装袋系
统。这种高阻隔Schur®Star直立
袋，容量为200克至1000克，配备拉
链装置，确保水烟烟草在储存和使
用过程中保持湿润。
水烟烟草制造商面临的挑战通
常来自水烟烟草的特质：它是一种
黏稠的物质，由烟草、糖浆或蜂蜜
以及香料组成。在填充过程中，产
品残渣往往粘在袋子的开口上，使
包装袋无法有效密封。
Schur公司Schur®Star设计概
念现在采用的创新技术能够克服水
烟烟草包装带来的挑战。举例来
说，这项技术利用了一种专用功能
部件，将产品计量并压制成块，然
后通过特制的填充漏斗填充到袋子
里。这就使得产品残渣不再附着于
袋口，从而消除了因污染造成的密
封问题。也无需更多代价高昂的停
机时间，而且在没有增加人员配备
的情况下，包装速度和整体生产能
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Schur®Star包装机可以高
效地将水烟烟草装进Schur®Star
直立袋。预制袋通过一根绳子
连在一起，以确保包装过程顺
利。Schur®Star设计概念为生产者
带来最佳灵活性和便捷性，换句话
说，在包装过程和包装设计中提供
了最广泛的选择。产品品种、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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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规格或包装袋结构之间的转换只

带，RNT和SCM公司将紧密合作，为

需要几分钟即可完成。几乎不需要

雪茄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客户提供全

安装时间，机器很容易集成到现有

面服务。

的生产程序中，并且填装可以与标
记设备结合使用。

多米尼加共和国

ITM集团收购RNT机械公司
收购RNT机械公司后，ITM集团

英国

ITM Services接管AccuPac公
司的产品组合
ITM

Services已经接管了Ac-

cuPac公司的产品组合。从现在开

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始，ITM

的业务范围。连同其现有的SCM公

机械上提供AccuPac公司的印刷位置

司，ITM集团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业

技术解决方案。

务基地将为全球雪茄业提供全方位
服务。
ITM集团的SCM公司与全球雪茄

Services将在包装和包装

使用AccuPac公司技术的公司可
以联系ITM Services公司，为AccuPac产品提供服务和维护。

制造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越

AccuPac公司已通过发展印刷定

来越多的顾客表示，他们对雪茄包

位技术，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此项

装机械也有兴趣。通过收购RNT机械

技术应用于预印膜、撕带、内架、

公司，ITM集团能够为烟草行业提供

内箔，使之适合于包装或包装机的

这类机械。RNT烟草袋制造商可以

任何制作或模型。这为在卷烟包装

将每2到5支雪茄包装为1袋，每分

上交流品牌和活动信息提供了广泛

钟的包装速度为150袋。在2018年

的机会。

末，RNT将推出一款展示包装机，每

ITM Services是ITM集团的子公

个展示盒的容量为15袋。这些机器

司，为全球烟草机械提供服务、维护

也能处理袋装食品。

和零配件。ITM集团总部位于荷兰坎

在过去5年中，SCM公司将雪

彭，负责协调该子公司的大部分活

茄业务从欧洲转移到多米尼加共

动。服务中心遍布美国、马来西亚、

和国。该公司现库存700多台旧雪

俄罗斯、南非和其他地区，使该公司

茄机，并改造雪茄制造机和包装

能够在全球各地提供快速和实际的支

机。SCM公司拥有50多名员工，经功

援。AccuPac公司和ITM

能性大修或改造机械设备后，能够

结合的优势是能够给安装有AccuPac

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多米尼加共和国

公司产品的机械提供足够的服务和维

不断增长的雪茄行业。

护。ITM

两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多米
尼加共和国雪茄生产区的核心地

Services相

Services也致力于投资Ac-

cuPac公司产品组合的开发，例如改
进印刷位置技术中的软件和电路。

虹霓公司的凹槽复兴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Use 100% expanded fine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urn-key. We
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refine
the DIET process and our DIET
plants have above 95% uptime
with a dry yield better than 98.5%
through the plant.

www.aircodi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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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虹霓公司推出KD 5RT凹槽过滤嘴

随着全球加热型烟草产品的蓬勃发展，在凹槽管领域优化生产工
艺的需求不断增长。虹霓公司为应对需求，推出新款KDF 5RT。
3年前，虹霓公司开始开发KDF 5RT时，没有人能预测到会有如此
高的需求。最初的目标是设计一种基于KDF-5的解决方案，它能确保呈
现完美的圆形，从而突出凹槽过滤嘴卷烟的高品质。现有的制造工艺
尚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虹霓公司产品咨询工程师Alexandra Wollin
解释道：“传统的凹槽过滤嘴的生产会在两个醋酸阶段之间留有一个
双倍长度的间隙。为了稳定产品质量，最后包装采用的是非常高克重
的纸张。使用非常重的纸（高达110g/mm²）会影响机器的性能，造成
磨损，关键是会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适当的椭圆度一直是很难做到
的。KDF RT却改变了这个局面：由RT创建的硬纸管作为一个单独的部
分，被插入到过滤器制造机中且不会留下空隙。我们在最后只使用一
个薄的滤棒盘纸包装过滤嘴来确保更稳定的质量、成品和工艺。凹槽
部分是单独制造出来的。”预期效益包括降低过滤嘴的生产成本，提
高凹槽饮嘴的质量。
在开发过程中，加热型烟草产品突然在全球流行起来。作为功能
部件的凹槽过滤嘴承担了新的重要等级，对材料成本、磨损程度、机
械撕裂和速度优化的工艺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加热型烟草
产品的过滤嘴中含有可以使烟雾空间冷却的凹槽管。毕竟它被加热到
大约350℃，”Alexandra Wollin继续说道，“在KDF 5RT上做的凹槽管
通常适用于市面上所有的加热型烟草产品”。
KDF 5RT是基于虹霓平台战略，并结合试验和测试的组件，为制造
纸管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新的凹槽制造工艺的关键优点是，双宽度的
纸是纵向切割的。然后将其粘在一个支管装置上，以达到所需的厚度
和强度。当过滤器是圆形的时候，边缘就会相互匹配，而不会有重叠
的缝。视觉外观和圆度比传统的凹槽口要高得多。
“取决于所选的格式，无论是超薄还是超大尺寸，KDF
5RT速度
最高可达200m/min，”Alexandra Wollin说，“与此同时，我们通过
降低损耗和材料成本，成功地降低了制造成本。”正如Wollin所指出
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机器的自动化水平。“唯一需要的部件是纸和冷
胶。KDF 5RT是高度自动化的，为未来的生产技术发展奠定了完美的基
础。”

SIZE CHANGE

FORMAT CHANGE

TRAINING OF OPERATORS

CONTACT PERSON
Alper Çetin

alper@tsal.biz

FULL ON SITE SERVICING OF EQUIPME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OPERATIONS

布拉本德有限公司水分测量仪应用于实验室环境

水分测量仪——高
品质卷烟的保障者
文/托马斯•施密德

在卷烟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严格的水分检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也是
确保优质产品的重要因素。《亚洲烟草》汇总了一些最新的水分测量设备，
有的可脱机使用，有的可在线使用。
德国布拉本德有限公司生产供应多种
分析设备，几十年来一直在烟草行业享誉。
该公司拥有大约100家经销商，分布在全球
130个国家，但亚洲、中东和北非地区是其
最重要的市场。“在亚洲，我们与代理德国
美最时技术出口公司（Melchers Techexport
GmbH）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其在中
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越南的当
地办事处以及合作伙伴。此外，还有位于日
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台湾以
及中东的地方代理商，”负责公司欧洲和东
南亚地区的销售经理Alexandra Petz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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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型号 一种应用
布拉本德公司提供的MT-CA水分测定
仪，虽然只有一个型号，但是在行业内应
用普遍。“MT-CA水分测定仪及其前代产品
MT-C和MT-E（或称HAV）几乎被世界上所有
的烟草制造商所熟知，同时，我们也通过
我们广泛的和可持续的代理商网络来保持
这种声誉，”Alexandra
Petz经理说。当
然MT-CA水分测定仪是专为脱机使用而设计
的，就是在实验室环境中使用。“正如我们
的（其他）仪器一样，我们的水分测定仪也
同样适用于实验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
有考虑将水分测量系统应用到生产线上，也
没有客户向我们询问能否提供这种设备，但

图片由Brabender公司提供

图片由Brabender公司提供

布拉本德有限公司
的MT-CA，俯视图

图片由Brabender公司提供

布拉本德有限公司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销售
经理Alexandra Petz
如果有足够的客户需求，我们会考虑开发一
个设备，”Alexandra Petz经理解释道。

合测量系统，因此在烘箱、干燥器和最后的测量过程中不会出现样
品处理不当的问题。”

一个可靠的参考方法

蒸发的是水分还是其他物质？

MT-CA水分测定仪采用久经试验、非常
可靠的烘干炉（又名干燥室）来分析水分含
量，与其他像近红外计量等分析方法相比有
很多优点。首先，干燥室法是一种全球公认
的参考方法，换句话说，不需要对不同样品
类型进行特殊校准。其次，其干燥过程温和
均匀，确保了结果的准确性，任何样品的水
分含量精度为+/-0.1%。该仪器可以同时处
理10个样品，因此还可以节省时间。因为将
样本放入干燥炉的过程是一个封闭系统，操
作者或环境对其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错误
的测试结果）是最小的。Alexandra Petz经
理解释道：“由于MT-CA水分测定仪运行时
隔绝了周围的影响，该系统提供了高精度的
结果，读数误差小于0.1%，是可以忽略的，
而（手动）烘箱法的测试结果往往取决于实
验室里当时的环境条件，比如空气温度和湿
度。由于MT-CA水分测定仪是一个封闭的综

但Alexandra Petz经理承认，就连MT-CA水分测定仪都无法确定
蒸发物质只是水分或者可能是其他一些挥发性物质。“当然，基于
分析方法，这种区分不能100%实现。但由于在烟草行业中使用的是
非常低的干燥温度110℃，按照欧洲委员会（EC）《第2182/2005号法
规》，其他蒸发物质的影响与水分相比是非常低的，因此这种情况
下可以忽略不计。”

不可移动 但可远程操控
该装置不可移动使用，而是严格固定的。“可将其安放在实验
室，由实验室工作人员操作，”Alexandra Petz经理说。不过，布拉本
德一款不错的MetaBridge专有软件，可以集成到客户的公司网络，允许
一定程度的移动部署。“该软件是基于网络的，允许在不同的设备上
图片由Sensortech Systems公司提供

图片由Sensortech Systems公司提供

三瑟德仪器有限公司的NIR6508

三瑟德仪器有限公司NIR-6800在线应用，配有OI-6000（操作人员
界面）本地HMI显示10.07%水分读数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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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TEWS公司提供

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访问软件，查
找测试结果，比如在远程位置的仓库中的原材
料接收区。”

面向移动化办公的时尚设计

TEWS MW4300/MW4310
图片由TEWS公司提供

图片由TEWS公司提供

TEWS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全球客户经理
Jürgen Kröger

TEWS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汉堡
独立地跟踪结果，如移动电话、平板电脑或个
人电脑，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点任何时候都可
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浏览器登录，”Alexandra
Petz经理解释道，“几个用户可以以这种方式
同时检索测量结果，并且该软件还允许跨平台
监测。我们的客户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商业核心
虽然正文中提到的大部分水分计量设备都可以应用于加
工过程和最终产品，不夸张地说，TEWS公司提供的传输测量仪
器MW-T成为了商业核心。C48包装箱、烟叶捆尤其重视核心水
分。不考虑产品密度，MW-T可以非接触式测量核心水分。它有
两个天线作为连接器，可以安装在测试产品的任何一端进行测
试。MW-T中起发送作用的天线发射微波，穿透产品后被另一侧
的天线接收，然后通过MT的电子控制分析信号，从而计算水分
和密度。读数是数字存储的，也可以打印到标签上。TEWS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已获得了传输技术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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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的界面采用一个现代风格、富
有吸引力的块面式设计，独立的块面可供访
问简易操作的应用程序和可能的网络选项，
包括响应式网页设计。Alexandra Petz经理
说：“该款智能软件自动适应每个显示器的
分辨率和屏幕尺寸，这意味着它也是移动终
端设备的理想选择。”因此，在各自实验
室工作站的独立设备可以与分散工作地点的
设备相连，例如在家庭办公室中。“由于团
队成员间持续不断地交换信息，这种多址接
入功能有效地节省了时间，尤其是在对质量
管理负责的部分做决策时，这种优势更加明
显。” Alexandra Petz经理称，“当然，可
对一个公司的整个测量结果进行集中保存和
管理，这样每个用户都可以访问任何定义的
设备环境的数据和文档。”最后要提到的，
同时也是很重要的是，MT-CA水分测定仪也满
足烟草水分测量的内部标准。“可将这些标
准存储在MetaBridge软件中，从而与生产过
程进行比较。”
同时，另一家成立已久的德国TEWS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了一整套的微波水分测
量仪器。产品范围内的所有型号都使用了微
波法，即将测试材料经受波频共振，监测振
幅和频率的变化，并由此计算水分。

一款真正满足任何需要的产品系列
系列中最小的型号是手持便携式MW1100，
重量轻，应用单一，允许在货物接收站或质
量控制部门快速、准确地监测水分。然而，
微波的穿透深度只有约5cm。更复杂的型号
是MW1150和MW4300/4310,除了测试产品外，
如果给它们配备一个适当的传感器头，也
可用于读取烟叶原料，如叶片、薄片或烟茎
的水分含量。接下来的批次是MW4420，一种
用于过滤器、卷烟和雪茄成品的独特试验
站。MW4430的测量幅度是圆形的，专门用来
测量雪茄烟的水分。该公司的全球客户经理
Jürgen Kröger说：“然而，TEWS公司的MW系
列产品在测量水分含量的同时也测量了产品
的密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计算卷烟
中的烟丝重量，确定制烟设备中烟丝里的非

烟物质，可以看到滤嘴棒中胶囊的
位置等等。TEWS公司甚至可以提供
一个测量进料包和GLT出料C48的水
分与密度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微波
传输系统MW-T（详见附录）输出，
以及通过安装在生产过程不同阶段
的MW4260传感器完成初加工。”

闪电般的速度 无损害计量
“烘箱法非常快，只需要几秒
钟，而不是几分钟甚至几小时，不像
核子系统那样需要遵循复杂的规则，
而且该方法安全、无风险，”Jürgen
Kröger经理称赞微波法优于其他测量
方法。此外，与近红外反射技术相
比，表面和核心的水分测定可以不受
产品颜色、表面结构或环境杂散光的
影响。与必须插入产品中的测量棒
不同，微波传感器可以在产品流水线
中甚至在高速条件下进行直接测量。
根据Jürgen Kröger经理的表述：该
方法操作简单，无磨损（因此低维护
成本），还无需样品制备。虽然仍然
需要校准单元，但操作简易，并在
附带的手册中详细说明。“直观的用
户界面能在整个过程中引导操作者使
用，所以连最基础的用户，经过短期
训练就可以进行测量操作，”Jürgen
Kröger经理断言，“当然，我们会通
过我们的分销或服务合作伙伴为高级
用户和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全面的培训
和额外的技术信息。”
TEWS公司最大的官方分销商和
服务合作伙伴之一是英国的斯茹林公
司，承载了整个MW业务组合。但该公
司还提供自制的水分测量设备，包括
C2、Quantum和QTM系列，所有这些都
应用于最终产品包括卷烟、雪茄和滤
嘴棒。就像TEWS的测量方式一样，该
公司也使用微波法。

方面有所改进，包括减少环境噪声的影响、增大测量强度，降低高度的敏感
性，更好的耐久性和可靠性。该设备设置简单、操作简易。

适用于GLT和初级技工
不像本文已提到的其他水分测量仪器，NIR-6800并非主要部署在生产
线、卷烟机和实验室，而是主要用在GLT和初级加工中确定产品的水分含
量，例如烟叶、烟丝、复烤烟叶、混合烟叶终品、卷制烟茎和水处理的烟
茎，以及膨胀烟丝等等。NIR-6800是专为在线应用设计，并且部署了近红外
反射技术来测量水分。而计量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设备的安装位置。根
据Keith McCallion经理的表述，“它一般为+/-0.10%+/-0.50%”。

投资近红外反射技术
三瑟德仪器有限公司最好、
最新的水分测量仪是2014年推出的
NIR-6800。Keith McCallion 经理说
道：“我们的设计理念深深植根于我
们对持续改进仪器的承诺中，确保我
们的客户可采用最新的红外技术。”
而相比其已过时的前代产品，依靠其
全新的模块化结构，NIR-6800在很多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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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烟草专卖公司位于大城府的工厂的办公楼入口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
在重重挑战中奋力前行
文/托马斯•施密德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执行董事Daonoi Suttiniphapunt接受了《亚洲烟草》的
独家专访，并向《亚洲烟草》记者透露自己对于该机构未来发展和作为国有
企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独到见解。
成立于1939年的泰国烟草专卖公司隶属
于泰国财政部，至今仍是该国唯一授权生产
和经营烟草产品的合法实体，主要产品为卷
烟。在这种体制下，该机构理应发展顺利，
然而其发展之路却面临着各种挑战：改革后
的消费税结构使泰国烟草专卖公司自营品牌
在与进口品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税收
的增加导致消费者流失，跨国企业抢占市场
份额。但是无论如何，泰国烟草专卖公司勇
往直前，走到现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了
减轻目前的不利影响、扩大业务基础，泰国
烟草专卖公司即将改革成为一个新的法律实
体。此措施预计将于2018年4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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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能否向我们介绍下新的
运行机制？
Daonoi Suttiniphapunt（以下简称
DS）：新的运行机制将有助于我们扩大产
品范围。例如，我们将在国内市场和国际
市场上经销烟丝、烟叶以及膨胀烟丝。此
外，我们正计划开始生产和销售我们自己
的吸烟配件，如卷烟筒、过滤嘴丝束、碾
压机等。不过，目前我们仍在研究这些措
施的可行性。
《亚洲烟草》：听说，贵公司计划建造
一个或多个大麻种植园…

图片由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提供

DS：我们打算建造我们自己的大麻种
植园。但请不要把这与泰国能不能使药用大
麻种植合法化的新闻报道混为一谈。我们现
在讨论的种植园要种植的大麻品种，其四氢
大麻酚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其纤维将用于制
造卷烟纸和过滤嘴丝束。另外，我们正在研
究大麻油的提取，看看是否能生产出一种用
于烟草产品的调香添加剂。
《亚洲烟草》：泰国烟草专卖公司目前
在其产品组合中有多少不同的卷烟品牌？
DS：目前我们有16个品牌。（实际上
只有8个品牌，其余的8个是因为口味不同或
制造方式不同所取的品牌名称不一样，例
如：美式混合型、美式薄荷香型指的只是一
种口味。详情请见附录。）
图片由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提供

《亚洲烟草》：所有的卷烟品牌都是在
曼谷生产的吗？
DS：不是的。在全国我们有7个工厂，
总面积7000rai，即11.2平方公里。其中4个
属于生产制造工厂，3个位于曼谷，一个新
建的位于主首都北部的大城府；一个印刷工
厂也位于曼谷，主要的印刷设备是博斯特凹
印技术和KBS生产线。我们还有两个初级处

理工厂，一个位于北部的登猜县内，另一个
在东北部的孔敬市内。不过，我们计划到
2020年，关闭曼谷所有的卷烟厂，并将整个

敏锐的发现能力
创新科技、良好契机、众多选择
益升华创新的感觉系列设计旨在营造一种个性体验的吸
烟感觉，包括其形如其味以及其味如其效的滤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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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提供

《亚洲烟草》：目前所有工厂加起来的
最大年产能是多少？
DS：我们目前每年只生产大约300亿支
卷烟，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设备的利用率还
不到实际产能的一半。
《亚洲烟草》：这是否意味着贵公司可
以很容易地承接来自其他公司的卷烟生产订
单，比方说来自国外的订单？
DS：不完全是，至少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目前只能接受来自私营企业的代工订
单，还不能接受卷烟生产订单。作为一家国
有垄断企业，处理此类私营企业的生产订单
目前来说还不合法。不过，一旦我们重组成
为一个法律实体，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说到
代工订单的交货方，我们已经在与来自亚洲
和中东的4家公司进行谈判，他们希望我们向
他们提供烟丝、膨胀烟丝这样的代工产品。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
执行董事Daonoi
Suttiniphapunt
生产基地转移到位于大城府的工厂内。该工厂自去年开始已经在承
担部分卷烟生产工作。
《亚洲烟草》：这将需要巨额投资。同时考虑到贵公司打算将
产品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并希望在国外市场变得更加活跃。政府
是否会为贵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DS：新成立的企业实体仍将隶属于财政部，但重组将允许私营部
门投资合作。因此，我们正在寻求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双向投资。
《亚洲烟草》：私营企业是否愿意在没有决策权和管理发言权
的情况下向国有垄断企业投资？
DS：是的，私营企业的投资会流入我们将要设立的附属公司。
品牌组合——泰国烟草专卖公司
品牌名称
Falling Rain 90
Goal Red
Goal Green
Gold City 90
Krong Thip 90
Krong Thip 7.1 (slim)
LINE Red
LINE Green
LINE 7.1 Red (slim)
LINE 7.1 Green (slim)
Royal 90 (super slim)
Samit 90
SMS Red
SMS Green
Wonder Red
Wonder Green

混合
美式薄荷香型
美式风味

长度(mm)
84
84

美式薄荷香型
美式风味
美式风味

84
84

美式风味

《亚洲烟草》：贵公司自己生产膨胀烟
丝吗？
DS：是的，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是整
个东盟唯一一个自己生产干冰膨胀烟丝的企
业，我们的技术来自丹麦的Airco DIET公司。
《亚洲烟草》：让我们继续讨论另一个
问题。根据报道，对于在2017年9月开始生效
的消费税结构，泰国烟草专卖公司认为其有失
公允。新的消费税结构使泰国烟草专卖公司在
与国外进口卷烟品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就此，您能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吗？
DS：新的消费税结构是双管齐下的。
首先，每支烟要征收固定的税，为1.20泰铢
(0.035美元)。其次，新的消费税结构采用
了附加消费税税率，这是根据一包卷烟的零
售价格计算的。如果一包卷烟零售价格超过
60.00泰铢(1.75美元)或以上，则该消费税
税率定为40%，如果零售价格低于60.00泰
铢，则定为20%。

美式风味
美式薄荷香型
美式风味

84

美式薄荷香型
烤烟型
烤烟型
美式风味

99
84
84

美式薄荷香型
美式风味
美式薄荷香型

来源：泰国烟草专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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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所以您的关注点是什么呢？
DS：卷烟的零售价格是由制造商决定
后通过消费税部门公开定价的。这造成了一
种情况，即外国制造商进口卷烟到泰国时所
面临的总税收负担与我们为本地生产卷烟所
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进口商的净
税收负担实际上只占到每包卷烟零售价格的
15%，但我们的税收负担接近80%。这是一个
巨大的差异并导致我们处于劣势。在现行税
收结构生效之前，消费税是按基本价格，

也就是到岸价格来计算的，使税务负担更平
衡，对进口商和我们都更公平。
《亚洲烟草》：我无法理解。进口商和
国产卷烟制造商的税收结构是一样的吗?问
题出在哪里？
DS：问题在于公开的零售价格。外国
公司可以公开任何他们想要的零售价格，进
口商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也就是说，过去的
某个进口品牌在当地的商店里每包的零售
价是100泰铢。但现在，在新的消费税结构
下，同一进口商可以将每包卷烟的零售价格
定为60泰铢，这样他们就可以享受20%的低
消费税税率。
《亚洲烟草》：这听起来很有意思。这么
说也会对贵公司的消费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
DS：确实。如今，与本土品牌相比，
许多外国品牌突然变得出奇的便宜，以至于
许多消费者毫不犹豫地购买进口品牌的卷
烟，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因
为在旧的税收结构下，情况正好相反：进口
的品牌总是比本地的更贵。

《亚洲烟草》：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
成本加税的例子，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这
个问题?
DS（一边说着一边在纸上画了个表
格）：当然可以。让我们假设我们的一个品
牌在商店里以每包60泰铢的价格出售。在这
个售价中，各种税收总计48泰铢，其中也包
括7%的增值税，所以每包卷烟只剩下了12泰
铢供我们分配。12泰铢中我们必须扣除每包
卷烟6泰铢的营销成本，因此，最终我们只
剩下6泰铢来填补每包卷烟的制造成本，然
后才是我们少得可怜的纯利润。
《亚洲烟草》：那么，外国品牌怎么会
在泰国如此便宜呢?我的意思是，运输商品
到泰国必须有额外的成本，比如支付进口税
和关税等等…
DS：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全球大型
跨国烟草公司。对他们来说，在泰国占据并
扩大他们各自的市场份额更为重要。当然他
们的生产成本也可以很低，比如在印尼或菲
律宾生产。

Window of Opportunity

Steve Pratt, GM
steve@burleytobacco.com
www.burleytobacco.com

Classic Burley Leaf

P: +1.859.252.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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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泰国烟草专卖公司提供

《亚洲烟草》： 我明白了。但是，那

些想要在这种设备的帮助下戒烟的普通烟
民呢?
DS：从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绝大多
数长期尝试这些吸烟设备的普通烟民对这些
吸烟设备带来的味觉体验和总体吸烟感受并
不满意。他们迟早会因为这一点又重新拾起
传统卷烟。因此，我不相信这些吸烟设备对
吸烟者戒烟有帮助。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
大城府工厂效果图

《亚洲烟草》：因此，这一全面禁令与

《亚洲烟草》：目前，泰国烟草专卖公
司的市场份额总额是多少？
DS：2017年，我们持有大约80%的市场
份额，相较于2016年78%左右的市场份额增
长了2%。但2018年，由于我所描述的税收影
响和市场形势，我们预计会下滑15%。

保护泰国烟草专卖公司的业务，在已经非常
困难、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上立足完全没有
关系。
DS：是的。毫无联系。

《亚洲烟草》： 多年来，泰国政府一
直致力于通过各种措施降低吸烟者数量，例
如，大幅增加税收。这对贵公司业务的生存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DS：我们无条件支持政府的政策和战
略。我们不希望鼓励人们吸烟。但是只要有
烟草消费，我们就想保持我们的市场份额。
市场规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份额。因
为当我们的销量由于市场萎缩而减少时，对
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同样的。

《亚洲烟草》：不仅是在泰国境内以商
业目的销售这些吸烟设备，就连进口，甚至
是个人买卖都会面临监禁等严厉的惩罚。泰
国是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他们
中的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项禁令。如果外国
游客只是因为把他们自己的个人设备带到泰
国，而受到巨额罚款甚至监禁的惩罚，不会
对泰国产生负面的影响吗？
DS：是的，会有影响。但这取决于像
旅游局、移民局等政府部门更好地沟通和宣
传这一禁令，让游客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亚洲烟草》：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泰国
在面对电子烟和新一代烟草产品上的立场，
比如“加热不燃烧型”吸烟设备。为什么在
世界上，当其他许多国家都可以自由使用这
些替代品时，泰国却完全禁止呢？
DS：电子烟和雾化器使用的是电子烟
液，其成分可能对身体健康有害。而“加热
不燃烧型”吸烟设备也同样危险，尽管其危
害性比电子烟小一点。
《亚洲烟草》：那传统的可燃卷烟就不
会有这种问题吗？
DS：你没有抓住要点。政府担心电子
烟和“加热不燃烧型”吸烟设备的出现会鼓
励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吸烟。我们不想推广
它们，不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吸烟。可以这么
说，这些吸烟设备主要面向初学者。随着初
学者吸烟习惯的养成，他们可能最终会转向
普通卷烟。这就是我们为何禁止这些吸烟设
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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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在访谈的最后，您方便

透露一下贵公司2016年和2017年的营业总额
是多少吗？您预期2018年的收入是多少呢?
DS：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但在2016
年，营业总额超过了720亿泰铢（21亿美
元）。2017年，虽然我们的市场份额比2016
年增长了约2%，但我们的营业总额低至700
亿泰铢。在2018年，预计由于市场份额的损
失，我们的收入将低于700亿泰铢。
《亚洲烟草》：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

受采访。在我们结束访谈之前您还有什么想
说的吗?
DS：2018年对我们来说是充满期待的
一年。我们将面临所有的挑战：组织结构
改革、税收管理、即将到来的生产厂址转
移（生产基地即将迁至大城府）以及我们
的业务扩张计划。

中烟施伟策（云南）再造烟叶有限公司

崛起的再造烟叶企业

施伟策-摩迪中国合资再造烟叶企业——中烟施伟策调查
文/烟草在线

造纸法再造烟叶生产工艺是上世纪五
十年代由美国施伟策造纸公司的内德-弗莱
克斯曼(Ned Flaxman)开发出来的，最初的
目的主要是用来充分利用烟草加工过程中产
生的烟草碎片，提高烟草原料利用率，八十
年代开始用于制作雪茄烟的包衣材料。自上
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入烟草工业规模应用以
来，全球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用量逐年上升。
这与当今世界卷烟降焦减害的趋势，以及烟
草原料的综合利用率不断提升有密切关系。
其中，造纸法再造烟叶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提到造纸法再造烟叶的生产企业，人
们首先想到的莫过于美国施伟策-摩迪国际
公司（SWM），它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造纸法
再造烟叶生产商，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两步
造纸法技术生产再造烟叶的企业，其技术最
早是由该公司的Peter J•Schweitzer先生于
20世纪50年代发明，1965年，其法国分公
司——法国摩迪公司成立于法国勒芒并开始
正式生产再造烟叶。到目前，该公司年造纸
法再造烟叶产能8万吨,产品品类涵盖混合
型、烤烟型、白肋烟型、香料烟型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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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约250批次60多个品种的产品销往全
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SWM是一家多元化的国际化企业，业务
遍及四大洲。公司对最先进的生产设施和创
新中心进行持续投资，为客户创造价值，并
提供高技能全球人才库。
SWM由两个值得称赞的业务单位组成：
工程纸张(EP)和高级材料与结构(AMS)，SWM
工程造纸部门拥有纤维技术、造纸和再造
业务，在巴西、法国、波兰、美国设有生
产设施，并在中国建有两家合资企业。SWM
生产的再造烟叶产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是中国卷烟制造企业使用再造烟叶的主要来
源，2011年，SWM的造纸法再造烟叶技术正
式许可在中国使用。
SWM通过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与中国烟
草总公司下属的四家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了中烟施伟策（云南）再造烟叶有限公司
（简称：中烟施伟策，英文简写：CTS），
其中，中国烟草和SWM各控制50%的股权。通
过签署《专有技术许可合同》后，SWM同意
向中烟施伟策提供其拥有的最先进的再造烟
叶专有技术以及不断的技术改进。

中烟施伟策总经理John Tennier
中烟施伟策投资项目在2009年9月29日已经得到了中国国家发
改委批准，2011年8月注册成立，2014年8月正式投产，作为中外合
资企业，中烟施伟策集中了双方的资源优势，让这个年轻的企业，
从企业管理、工艺技术、产品品质到市场营销等方面都站在了很高
的起点。

先进的企业管理
SWM向中烟施伟策委派了具有丰富经验的总经理。中烟施伟策
现任总经理John
Tennier（谭晔）来自SWM在美国的安克拉姆工厂
（SWM-Ancram Mill），他给该公司带来了组织管理的改进和职能、
流程的优化，引入了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更加重视使其与国际
烟草进行信息和资源的互通。
他介绍说，“国际烟草行业所处的环境与中国类似，也在高度
监管的环境下。SWM通过自身的资源优势与经验，让中烟施伟策更加
了解世界烟草的规则，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你所生产的产品都要受
到你所销售国家的监管，SWM将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中烟施伟策，助其
减少试错的几率。”
John Tennier还提到说：“烟草产品的开发，区域性是比较强
的，当中烟施伟策的产品想要在市场推广的时候，能够生产出适应
当地需求的风格的产品，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世界上各个地方的
人们对卷烟的吸味需求不一样，SWM可以为该公司提供国际市场的信
息，这一点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十分重要的。”

领先的工艺技术
SWM的造纸法再造烟叶工艺技术位居世界前列，所生产的产品
无论内在质量还是物理指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烟施伟策获
得了法国LTRI公司最先进的再造烟叶生产线，该生产线通过50年来
的持续发展改进，装备精良、运行稳定、集控先进，单线产能达3万
吨/年，是目前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再造烟叶生产线。
在此基础上，中烟施伟策的中方股东为其委派了产品开发副总
经理和产品开发总监，现任产品开发副总经理周桂园是云南中烟技
术中心的首席原料工程师，他带领的研发团队根据中式卷烟的独特
香味风格要求，在再造烟叶中加入了天然植物香原料，创造出了不
同于SWM传统产品的新型功能型再造烟叶，使得中烟施伟策的产品更
加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

中烟施伟策现场设备
周桂园先生说：“近年来，卷烟消费需
求越来越向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中国烟草
行业也做了很多创新和升级工作，细支烟、
爆珠烟、短支烟等等新形式越来越多，口味
创新、玩趣性创新各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可以说，这种创新形式的出现也对再造烟叶
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周桂园先生认为：“再造烟叶产品要
想赢得市场，必须突破传统再造烟叶的品质
禁锢，突出特色，目前中烟施伟策不再满足
于生产产品，开始聚焦重组烟草技术的研究
和创新，凭借技术的灵活性不断地进行多种
风格和个性化产品的开发，并根据不同卷烟
风格特征需求，提供不同吸味的再造烟叶产
品。比如橙子、梅子、可可等口味。同时，
中烟施伟策在迈向国际市场的同时紧盯国际
烟草发展新态势，开发出了HnB（加热不燃
烧）等新型烟草产品”。
在独立研发的同时，中烟施伟策还通过
与客户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展国内和国
际的技术交流合作，保持了产品优异性和产
品研发创新能力。

持续提升的产品质量
中烟施伟策不仅得到了先进生产设备和
工艺技术，更重要的是执行了SWM严格的生产
工艺标准以及“对结果的管控以及快速反应机
制”的生产管理理念，使其产品质量指标明显
优于中国烟草行业的同类产品质量允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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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完整的安全管理规范和理念。从起初的安全认知，到如今已
经形成的行为习惯，中烟施伟策的安全管控贯彻于每一个细节。”
他还提到：“安全投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资源投入，保障中烟
施伟策减少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提高了生产效率，最大的亮点
是到2016年12月8日，公司实现‘百万工时无损失工时事故’。到
2017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了1,288天无损工事故。”

国际化的人才培养
现任分管行政人事部和供应链部的副总经理屠彦刚来自红塔烟
中烟施伟策生产工艺副总经理Michel Barale

草集团，他见证了中烟施伟策的建设历程。
屠彦刚先生介绍说：“在人才储备方面，除各股东方派驻的公

中烟施伟策生产工艺副总经理Michel

司高管之外，还拥有一支年轻的人才队伍，员工平均年龄约32岁，

Barale（米歇尔）来自SWM，拥有31年的生产

为企业注入活力和创新力。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外先进人才管理

管理经验。Michel Barale通过一组数据介绍

经验形成一套较具特色的人才管理机制，部分员工通过到SWM在美

了中烟施伟策在产品质量上的持续性改善和

国、法国的工厂实地学习培训和邀请国外先进人才管理咨询公司到

工艺的提升。“首先，在质量控制的参数提

中烟施伟策进行岗位培训，使人才凸显出了国际化的管理素质和系

升方面，2016年初时，产品合格率是93%，经

统思维”。

过一系列可持续提升和改造后，目前产品的
合格率已经达到了99.6%。另外一个案例是原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营销理念

料预处理得率的提升，2016年通过持续性的

从2014年投产的磨合阶段，到2016年的稳定提升阶段，再到

调整，得率已经提高了8个点；第三个例子是

2017年的走向市场阶段，中烟施伟策由成长到逐渐成熟。由于中国

关于停机时间，2015年是23%，但现在已经降

烟草和SWM的各方股东不断的优势资源投入和自身不断投资升级，中

到10%了，停机时间和SWM一样了。”

烟施伟策在中国市场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具备了面向国际市

通过持续的改进提升，如今中烟施伟策

场的实力。

在生产与设备自主维修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

中烟施伟策的现任销售副总经理金毅刚来自红云红河烟草（集

提升，实现了自主管理，一线员工已经完全

团）有限责任公司，有着丰富的国内外合作生产管理和市场营销经

掌握了驾驭先进生产设备的技能，在保障生

验。他为中烟施伟策引入了国内外的客户资源和全新的营销理念。

产线的稳定运行的同时制定了预防性的维修
计划，能够预防因事故而引起的停机。

金毅刚先生介绍说，“中烟施伟策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我们
不仅向中国烟草企业提供差异化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也十分重视向
国外的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再造烟叶行业将会在今后

细化于行的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是保障生产质量和效率的重要

的几年中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我们需要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储备，
与中国的全部客户都建立联系”。

基石，中烟施伟策的到访者如果有幸参观生

金毅刚先生说：“中烟施伟策不仅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

产车间，一定会被一套完整的安全保障管理

更重视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不仅重视产品销售，更加要重视客户

措施及细节所震撼：在通往车间的路上，细

关系管理。我们不仅关注为购买我们产品的客户提供主动的售后服

到公司厂区人车分流的人行道管控方式，以

务，我们同样重视向没有购买我们产品的烟草企业提供信息和技术

及参观厂区的全方位防护用品穿戴和安全告

咨询服务。我们的客户关系管理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为客

知等等。

户提供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售后服务，第二个层次是为客户提供最新

中烟施伟策现任分管财务和企业管理的
副总经理刘长波来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对企业风险防控、利润把控和安
全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的有价值的信息咨询服务，第三个层次是通过与客户共建联合实验
室等方式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SWM在向中烟施伟策提供先进技术和管理、国际烟草信息的过
程中，中烟施伟策也成为SWM了解中国烟草市场的窗口，为SWM提供

刘长波先生介绍说：“安全无小事。这

不同的文化视角。如果以前他们的关系可以用股东与被投资者来形

些细化的措施，起初是从SWM引进的，中烟

容，那么现在更多的是伙伴关系了。对今后的发展，中烟施伟策充

施伟策在引进生产线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的

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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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智多星烟草公司拖欠烟农款项
遭抗议
数百名烟农聚集在西库利亚
县Kehancha镇，抗议智多星烟草公
司，指责该公司自2014年以来一直
未支付烟农的欠款，而且现在从坦
桑尼亚采购低价烟叶。
这些烟农来自西库利亚县、
东库利亚县以及Migori县的其他地
区。据负责烟农集会的主席Chacha
Mwita Rantai称，智多星烟草公司现
在通过一家卡特尔企业从坦桑尼亚
购买低价走私烟叶，然后运往Meru
进行加工。
智多星烟草公司Nyabohanse地
区的烟叶经理Edward Kareithi承认
公司确实还欠着烟农钱，但淡化了
所欠数额，说只有很少一部分。然
而，他拒绝承认该公司从邻国坦桑
尼亚购买烟叶。
烟农扬言称要坚持抗议示威，
直到要回全部欠款。目前，他们正
在呼吁总统乌呼噜•肯雅塔和县级领
导对此事进行干预，确保烟农要回
欠款。

津巴布韦

预期烟叶产量或可挽救拍卖系统
津巴布韦储备银行推出了2800
万美元的信贷融通，从中获益的烟农
生产的烟叶产量预估为4400万公斤，
预计可大大有助于保护津巴布韦受到
合约销售严重威胁的拍卖系统。
津巴布韦的烟叶销售系统分
为两种，一种是拍卖系统，一种是
合约系统。官方数据显示，拍卖系
统——决定合约销售最低等级价
格——的成交量持续下滑，因为目
前80%的烟叶通过合约系统销售。因
此，人们担忧拍卖系统衰落可能会
导致大范围的价格由合约销售操控
的现象，因为大部分烟农与私人公
司签有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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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系统曾是全世界采用的一
种烟叶销售模式，但是从土地改革
中获益的大多数烟农，由于缺乏种
植烟叶的资金，加入了合约计划，
导致通过拍卖系统“自由交易的”
烟叶产量出现下降。
然而，分析师对4400万公斤
的产量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
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干旱，会对预
期产量产生影响。一位当地的烟叶
承包商负责人称，“理论上可以，
但是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烟叶
产量很难达到预期。干旱确实对烟
农产生了影响，有些烟叶已干枯死
亡。”
2月初，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
员会首席执行官Andrew Matibiri表
示，干旱的天气导致烟叶枯萎，影
响烟农追肥。持续干旱的天气甚至
影响了部分烟叶的生长。他希望当
前降雨能够挽救一些烟叶，但是也
强调，已损失了部分烟叶。
他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农作物估值工作，明确作物的受损
程度。

津巴布韦

外汇激励政策刺激烟农注册人
数增长42%
由于外汇激励政策的实施，注
册2017/18销售季的烟农人数从去年
同期的82,110人增至116,000人，同
比增长了42%。其中至少33,307人是
新注册的烟农。
2016年，政府推出了一项出口
激励政策，把烟叶出口收入的12.5%
奖励给烟农。由于烟农需要获取个
人种植者注册号才能从激励政策中
受益，受此影响，烟农注册人数大
幅增加。
烟农的收款方式不再是现金
了，而是通过银行账户或者通过
EcoCash等“塑料货币”支付，从而
使得烟农在出售烟叶后很难再使用

现金。引入塑料货币及外汇激励政
策后，曾使用其他烟农注册号出售烟
叶的烟农，很难继续使用在烟叶种植
领域非常流行的“再生产”（齐切瓦
语：kuberekana）系统。由于上个销
售季无法获得外汇激励，现在，烟农
不得不申请种植者注册号。

印度尼西亚

烟草产量与天气情况息息相关
2018年，印度尼西亚的烟叶产
量将主要依赖天气情况。如果天气
情况稳定，烟叶产量有望达到20万
吨。如果出现不利的天气状况（雨
季延长或者干旱季缩短），2018年
的烟叶产量就很难预估了。
印度尼西亚2017年的烟叶产量
约为16万吨，同比增长129%，因为
2016年干旱期内出现了反常的湿润
天气，产量只有7万吨。这个增幅得
益于2017年较好的天气情况。
印度尼西亚烟农协会（APTI）
主席Soeseno表示，烟叶种植季将从
5月启动。如果雨季在4月底或者5
月初结束，烟农就能移栽大量的烟
苗。但是，如果干旱季短于预期的
话，烟叶产量估计会令人失望。因
而，像往年一样，2018年的烟叶产
量主要依赖于天气情况。
Soesen还说道，印度尼西亚的
烟叶全部由国内市场主要是国内的
卷烟企业消化。预计该国的卷烟企
业每年需要大约30万吨烟叶，这说
明印度尼西亚需要大量进口烟叶，
因为当地的烟叶产量无法满足本地
卷烟企业的需求。此外，有些烟叶
类型（例如白肋烟）无法在国内种
植（或者产量很低），需要从国外
进口。
印度尼西亚烟草社区联盟
（AMTI）主席Budidoyo
Siswoyo呼
吁政府鼓励加强本国烟农与卷烟企业
的合作。从而对烟叶的产量和质量产
生积极影响，也能改善烟农的福利待

烟叶新闻

遇。Siswoyo表示，烟草业存在的一

示：“我们打算在未来3-4年内扩展

个问题是，在当地小型烟农与卷烟企

业务组合，聚焦以消费者为导向的

业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商，导致烟农赚

农产品，在传统烟叶业务上增加营

取的烟叶收入比例最低。

业利润率。”

加拿大

联一国际进军大麻市场

该公司还表示：“我们的目标
是在2020年前从高利润率的新业务
中获得显著增加的部分利润。”然

通过收购两家加拿大公司，联

后用于实行一项新的战略，即加大

一国际（AOI）成功进军加拿大大麻

对大麻、工业大麻和雾化液体的关

市场。

注。”

联一国际的全资子公司——加

加拿大的Island

Garden

Inc

拿大种植产品有限责任公司（Cana-

公司是唯一获得PEI许可的大麻生

dian Cultivated Products）购买

产商，公司的规模并不大。据公司

了位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PEI）

总裁爱德温•朱厄尔称，公司最近与

上的加拿大Island Garden Inc.公司

PEI政府签订了一份1000公斤的供应

75％的股份以及安大略省Goldleaf

合约，大部分的区域将用来种植大

Pharm Inc.公司80％的股权。

麻。但是，未来几年，公司计划斥

该公司在2018年2月发布的第
二季度财务报告所附的新闻稿中表

资2500到4000万美元将其2万平方英
尺的设施扩建至25万平方英尺。

LEAF NEWS

朱厄尔解释说：“建设完成
后，几年内，我们的产量就将达到
现在的30倍，我认为届时这里会有
150到200名员工工作。”
朱厄尔说，过去的一年半中，
多个潜在合作伙伴设法联系了加拿
大的Island Garden Inc，但无一合
适。联一国际给人的感觉不同，在
11月与朱厄尔联系后，1月底就达成
了交易。
“纵观全球烟草业，并没有处
于上升势头，而是在下降。反观我
们所做的，我们在生产帮助人们的
产品，所以我认为，我们是联一国
际不断变化的一部分，”他说。
安大略省的Goldleaf，仍在根
据加拿大医疗用途大麻规定申请执
照。联一国际表示，Goldleaf目前
正在建造一个面积达2万平方英尺的
室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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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站式烟草
服务供应国
文/托马斯•施密德

印度是南亚主要的烟草生产国与进口国之一，多个烟草品种发展势头良好。
《亚洲烟草》的托马斯•施密德采访了一些业界主要机构的要员。
1975年，印度通过《烟草委员会法案》，
籍此于1976年成立了印度烟草委员会，总
部位于印度东海岸的贡土尔城，归属于商
业部。该委员会负有各种职责、职能和职
权（见侧边栏）。据现任委员会秘书斯里达
尔•巴布（Addanki Sridhar Babu）称，26
位委员均由商业部遴选并指定，个人任期通
常为3年。

控制、监管和支持
印度烟草委员是印度唯一的烟草管理机
构，全面掌控弗吉尼亚烤烟烟草种植法规、
烟草育苗及国内外弗吉尼亚烤烟的生产、加
工处理与市场营销等。委员会决定并设定国
内安得拉邦和卡纳塔克邦这两个弗吉尼亚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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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种植邦的产量，并登记商业农艺师、烟
农和仓库经营者。直至2014-2015农事年，
全国的弗吉尼亚烤烟产量预定为3亿公斤
（30万吨）左右，然而从2015-2016农事年
开始，预定产量却开始因全球性需求紧缩而
大幅下滑。斯里达尔•巴布解释道：“在印
度，弗吉尼亚烤烟是唯一一种从区域种植、
烟草产量到市场营销都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
作物。甚至，超量生产烟草将会遭到很重的
处罚，以此阻止烟农不要在批准区域外超规
模种植。”

烟草品种丰富多样
印度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民族众多，
因此，不会局限于种植弗吉尼亚烤烟。虽说

农事年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产量

图片由Ram Mohan Reddy提供

2012–2017农事年 弗吉尼亚烤烟产量和农
场均价

农场均价		

（百万公斤）

（美元/公斤）

270.51
315.95
293.45
190.19
204.07

2.01
1.97
1.55
1.85
2.04

数据来源：印度烟草委员会

由印度烟草委员会提供

安得拉邦和卡纳塔克邦最著名的就是这种
烟，但也同样种植了极多其他烟草品种，
可以生产各类烟草产品。例如白肋烟、Natu
烟和Lanka烟不仅产自以上两个邦，也产自
泰伦加纳邦。比迪烟大多产自卡纳塔克邦和
古吉拉特邦。雪茄烟和方头雪茄烟等种植在
比哈尔邦和孟加拉邦西部，印度水烟是阿萨
姆邦、孟加拉邦西部、比哈尔、北方邦和古
吉拉特邦的农业特产。嚼烟和鼻烟产自泰米
尔纳德邦、孟加拉邦西部、古吉拉特邦、阿
萨姆邦、北方邦、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深
色明火烤烟（DFC）是泰伦加纳邦的主要作
物，picca烟主要种植地为奥里萨邦。

小农场主是供应链的主干
在印度，烟草作物一般是由小农场主
和规模更小的个体农户种植。斯里达尔•巴
布说：“种植烟草的大型庄园和大农场主占
烟农总数的比例不到1%。”他补充道，一个
典型的小农场主会拨出1.2到2公顷的土地来
种植弗吉尼亚烤烟。大约印度国产70-75%的
卷烟型烟草均用于出口，而只有12-15%的
非卷烟型烟草以整叶、叶丝、叶梗等形式出
口，其余烟草被国内消耗。对于国外客户来
说，印度完全是烟草行业的麦加圣地。斯里
达尔•巴布宣称：“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国是
真正能全年提供超高品质的一站式多品类烟
草服务的地方，受益于不同的气候和土质区
域，全年都能出产烟草。”

全方位的政府援助
为援助烟农，政府正在通过烟草委员
会实施许多可持续发展项目。比如给烟农提
供育苗咨询服务和销售设施方面的支持，鼓
励以下倡议：专注于提升农作物产量和质量
的《良好农业规范》（GAP）、有害生物综
合治理（IPM）、非烟草杂物项目剔除、药
物和健康产品管理（PHPM）项目、自种烟加

农业科学家到烟地考察
工处理燃料倡议、完善的加工处理实操项目等等。与此同时，中央
烟草研究所（CTRI）、国家植物健康管理研究所（NIPHM）和多个个
体烟草公司的研究发展机构决定引入新烟草品种。斯里达尔•巴布解
释：“委员会也针对安德拉邦烟农组织了投资和烟草作物贷款，用
于购买肥料，贷款利率设置得比较低。”还针对降低种植成本、制
烟时的热量维持和收获后的生产管理等问题制定了长远的方案。目
前，有168家公司在烟草委员会注册为烟叶出口商，另有282家注册
为烟草制品成品出口商。但斯里达尔•巴布透露，其中只有64家烟叶
出口商和133家烟草制品出口商在刚刚结束的农事年（2016-2017）
积极出口了产品。

ITC：开拓者与公认的烟叶出口领导者
印度目前最大的烟叶出口商是ITC集团旗下的农业业务。ITC
集团是一个多元化业务企业，总市值500亿美元，年营业额80亿美
元。ITC是印度烟草种植和发展的开拓者，将弗吉尼亚烤烟与白肋
烟的自然品种和改进品种引入印度，与合同烟农建立积极的合作关
系。ITC农业部门出口供应链副总裁拉姆派塞特宣称：“即便只将全
国不足0.24%的总耕地划给烟草种植业，烟草作物及其制品产生了超
过3400亿印度卢比（53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并且，出口烟叶和烟草制品每年换取大约600亿印度卢比的外
汇收入。”他还补充道：“烟草是极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年度总产

ITC：2015-2018年出口数据（所有烟叶种类）
2015年出口量
（百万公斤）
77

2016年出口量
（百万公斤）
67

2017年出口量
（百万公斤）
72

2018年出口量
（百万公斤）（预估数据）
66

数据来源：ITC

ITC：加工烟草出口比率（2017年）
烟草种类

类型

弗吉尼亚烤烟

加工片烟 – 70%
烟梗/烟叶 – 10%
手撕片烟&脚叶 – 20%
加工片烟 – 100%
加工片烟 – 100%
加工片烟 – 50%
全叶/把烟/脚叶 – 50%

白肋烟 (DAC)
轻质白肋烟
非卷烟用烟草
数据来源：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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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ITC公司Agri业务部提供

图片由ITC公司Agri业务部提供

ITC保护育苗技术，改善健康烟叶育苗

ITC运营的世界一流的综合仓库

量约80万吨（包括所有烟草品种），为4570万农民和农场工人及其
家人解决了生计问题。”

整个村庄的发展。”欲了解更多ITC的可持续
发展倡议，请详见表格和侧边栏内容。

出口数据令人称奇

世界一流设备

ITC所有烟草种类的出口总量令人瞩目（见表格）。2017年，
印度未加工烟草出口总量约2亿公斤，其中7200万公斤由ITC出口，
约占出口总量的35%，更让人吃惊的是占出口总值的43%，其中弗吉
尼亚烤烟占大部分。另外，2017年ITC将其收获烟草的40%（产量）
用于自己的工厂，另外5%的产量供应给其他国内公司。
据拉姆派塞特称，相比之下，公司内部使用的所有烟草只有1%
是进口自津巴布韦、巴西、希腊和土耳其。ITC公司目前出口到全球
45个国家，若不考虑出口的烟草类型，按照市场的重要性排序，依
次是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

关于基础设施，ITC在安德拉邦和卡纳
塔克邦运营着三组世界一流的烟草加工设
备。这些设备在实现可持续性、满足环境要
求和客户标准方面堪称世界最佳。该设备所
需超过85%的电能来自风能，拉姆派塞特认
为100%重复利用、废物循环和零污水排放是
今后的关键问题。

扩展仍有空间
拉姆派塞特表示，ITC仍想渗透进一些个别市场或区域来扩展
自身的业务。“放眼全球，有172个国家参与烟草贸易，其中87个从
印度进口烟草。经过对这些国家的深度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和伊朗
将成为印度烟草的潜在市场。目前，我们与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密
切合作，希望与中国和伊朗国家烟草总公司建立联系，讨论印度向
两国出口烟草的问题。虽然欧洲种植的烟草品种和印度非常类似，
但价格却越来越昂贵，因此我们认为印度也有很大的机会来服务欧
洲客户。ITC设立了一个非常强的后向集成项目，可以满足欧洲客户
的苛刻需求。”

可持续的货源和生产模式
ITC从两个渠道采购烟草：一个是由印度烟草委员会组织的常规
拍卖；一个是在公司自己分布于全国的采购站，直接从烟农手中购买
（非弗吉尼亚烤烟）。ITC与烟农一起经营的烟叶业务合作模式，已经
实施了近100年。用据拉姆派塞特的话说，“这种合作关系真正体现了
公司的口号‘超越市场，守信重诺’”。因此，ITC这种集成式作物发
育实践使超过12万烟农获益，直接与352个示范村庄中超过6万烟农达
成合作。“公司在示范村中的可持续作物生产实践打造了一个充满生
机的农村生态系统，从而提升了烟农的社会地位，并改善了烟农的经
济生活。这是我们的乡村发展之路，保证农村地区烟农创收，并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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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I：中流砥柱
印度戈弗雷•菲利普斯有限公司（GPI）
始建于1936或1937年，总部位于德里。GPI
公司是印度烟草生产出口界的中流砥柱，产
品销售范围遍及全球90个国家。GPI公司每
年各种类型烟叶的出口量约2000万公斤（2
万吨），约占该公司年出口业务的一半。这
些烟草全部产自印度。（详见表格）

弗吉尼亚烤烟出口量日趋下滑
尽管公司方面拒绝透露，副总裁D.S.吉
滕德拉•库马尔却预料到了2018年出口量下
降，“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所产）弗吉尼亚烟
草产量下降，主要客户不再从印度采购”。与
此同时，GPI还从位于马拉维、巴西和孟加拉
国的贸易伙伴处进口了少量烟草，用于自身的
卷烟生产。库马尔表示，GPI公司将印度本土
烟草原料供应的40%用于公司生产，余下的60%
用于销售或出口。库马尔说：“我们将印度原
产烟草用于卷烟填料，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成本优势，再就是因为很多卷烟进口商在其他
市场份额不足时，会把印度市场视为机会性的
采购货源。”

图片由印度戈弗雷-菲利普斯公司提供

图片由印度戈弗雷-菲利普斯公司提供

GPI的GL打叶生产线

将烟叶放进GPI公司的GLT生产线

2015-2018年烟草出口额
与烟农携手并进
GPI公司在收购烟草时，80%通过拍卖购得，余下
20%则来自合约烟农，他们是公司集成化生产系统的一
部分。库马尔说：“就维努科恩达镇（Vinukonda）的
白肋烟供应而言，有4702家烟农与我们签署了合同。安
得拉邦HDBR有74家合约烟农，科努尔（Kurnool）有74
家，Lalchopadia则有82家。我们与烟农携手合作，在烟
草作物种植生长的各个阶段都提供技术指导。”公司于
每一烟季初与烟农签订合同，其中包括采购履约担保。
此外，GPI公司还发起了各种倡议，如增加产量、提高烟
草质量、加强农业劳动保护、改善烟农整体社会经济状
况等。

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
尽管GPI公司业务遍及全球各大烟草市场，库马尔
却透露说，公司方面“仍然想进一步进军独联体和东南
亚的烟草行业。”由于来自中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国家的
竞争压力逐渐增强，库马尔表示：“中国无疑是最大的
烟草生产国之一，由于高产量和巨大的结转库存量，烟
草出口价格的竞争力也高于印度。但作为印度烟草业竞
争对手的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
坦等，烟草种植都是合同承包制。因此，蓝筹公司有必
要从这些国家购买烟草。”库马尔表示，印度仍然有着
巨大的潜力，但也需要提高成本竞争力。他说：“确保
市场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生产率，使印度的烟草价
格比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

扩大产品范围，满足挑剔客户的需求
在加工设备方面，GPI公司资金投入充足，在安得
拉邦的贡土尔和普拉喀桑（Prakasam）均有设备。在上
述地区，GPI公司还组建了技术机构，随时可以生产打叶
复烤片烟、手撕片烟、分层烟叶、混合烟叶、带烟蒂分
层卷烟和带烟蒂混合烟叶，以及库马尔所强调的“可满
足挑剔客户需求、各种包装类型的卷烟”。GPI公司业务
内容还包括再造烟叶，但有计划直接经营烟草薄片，以

农事年

		

财年

（百万美元）

出口额

2015-2016

2015年4月-2016年3月

925.33

2016-2017

2016年4月-2017年3月

891.91

2017-2018

2017年4月-2018年3月

825.00（估算）

2018-2019

2018年4月-2019年3月

875.00（计划）

来源：印度烟草委员会

2015-2019年烟草产量情况
烟草种植种类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百万公斤）

（百万公斤）

（百万公斤）

（百万公斤）

（估算）

（计划）

			

弗吉尼亚烤烟

190.19

204.07

226.00

230.00

卷烟烟草
（包括弗吉尼亚烤烟）

230.00

248.67

260.00

265.00

非卷烟烟草

587.50

571.00

566.00

565.00

总计（2+3项）

817.50

819.67

826.00

830.00

数据来源：印度烟草协会

满足主要的出口需求。公司还计划增加白肋烟生产量，
以迎合更广泛的客户群。库马尔说：“这样一来，我们
的价格优势就大大高于其他国际性的烟草种植市场和销
售者了。”

ITC的可持续性绩效：烟草可持续发展项目
（STP）审核中的领衔者
近日，ITC烟草业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措施，获得了
由第三方国际审计机构AB Sustain代表各个国际烟草制造
商进行的“烟草可持续发展项目”（STP）的认可。STP项
目将审查烟草供应商操作的可持续性绩效，涵盖领域包括
管理、作物、环境、实施和人员。STP项目的第一次审查
于2016年末实施，ITC的经营确保了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
草种植区域81%的产量。特别是在迈索尔（Mysore），该地
的弗吉尼亚烤烟种植区产量达到86%，加工处理率达到92%
。ITC的最高纪录代表印度烟草供应商所能达到的最佳成
绩，也是全球范围内STP项目各大中坚力量的标杆。STP项
目反映了产业生态系统的自洽能力，经过多年努力，ITC与
烟农们合作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团队，其中包括农艺师、农
业专家、工程师、现场技术人员和开发经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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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东方烟叶、再造烟叶和细料。对于明星烟草国际在欧洲和中美洲的卷烟
和雪茄生产客户而言，FELI还是印尼烟草的主要出口商。
举办此次活动的FELI副总裁Mehmet Ayyildiz表示：“此次乔迁至新总
部，广阔的办公空间能容纳人数更多的团队，这能拉近我们和客户、供应商
之间的距离，实现紧密互动，从而践行我们的口号——与FELI携手并进。”

沙特阿拉伯

违规使用烟草将被罚1300美元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总部

土耳其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新总部揭幕
日前，明星烟草国际公司宣
布，在伊斯坦布尔的新设总部正式
揭牌。由于之前的办公建筑不足以
支撑公司的发展，因此，明星烟草
国际公司搬入6层高的新大楼，以便
为员工创造更多空间。这座新建筑
面积宽广，可容纳50名员工的办公
空间，会议楼层以及员工在业余时
间使用的社交楼层。
新总部的地址是：
Mecidiye Mahallesi, Taş Basamak
Sokak. No: 15
Beşiktaş-Ortaköy, İstanbul, Turkey

印度尼西亚

远东烟叶公司总部揭幕
日前，明星烟草国际的全资
子公司印度尼西亚远东烟叶公司
（FELI），在前东帝汶领事馆大
楼，即位于巴厘岛登巴萨雷南街的
外交郊区为其新总部揭幕。
FELI的20多个大客户和10家主
要供应商参加了此次活动。
过去5年来，FELI一直活跃于
印度尼西亚，并已成为爪哇地区中
小型公司的主流供应商。这一成绩
的取得归功于FELI对杰贝尔烟草贮
存基地的基础设施投资。该基地拥
有全系列的进口弗吉尼亚烟、白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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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反烟条例的规定，沙特国家烟草控制委员会将对几个地点的吸烟者
罚款5000雷亚尔（折合1300美元）。罚款适用范围包括卷烟、雪茄、烟斗、
夹具、水烟、嚼烟、储存或任何其他相关方法的烟草摄入。
法规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包括清真寺周围的广场、教育、健康、体
育、文化、社会和慈善机构，以及公司、机构、团体、工厂、银行等工作场
所。它还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陆地、空中或海上），提供食品和饮料的地
方或任何加工和包装食品的工厂吸烟。此外，在石油生产分配，运输和精炼
场所（包括燃料和天然气分配站、仓库、电梯和洗手间）也禁止吸烟。

阿曼

烟草税将翻倍增长
阿曼卫生部高级官员宣布，烟草税将很快翻倍。作为阿曼最近推出的
国家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多部门计划的一部分，烟草税的比例将提高至
200％。该计划旨在到2025年将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死亡人数降低25％。
该计划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一致，由苏丹卡布斯陛下顾问HH Sayyid Shihab
bin Tariq Al Said发起。

菲律宾

突击搜查假烟厂
日前，菲律宾第3区刑事调查和检测组（CIDG）、当地警察局和国内税局
（BIR）突击搜查了Guiguinto RIS Compound Barangay Tabe地区的一家假烟工
厂。最初，该工厂被怀疑是存放非法卷烟的仓库，但实质却是个假冒工厂。
这次突击检查是基于工厂分开操作的信息开展的。官员发现了两条卷烟生产
线，一条是制作和包装卷烟，包括手工包装和密封设备、假税票箱、滤棒
和包装材料，另一条则是其他原材料。他们还发现了菲莫福川公司、Mighty
公司生产的卷烟品牌，以及和非法白烟和走私烟品牌。成品有万宝路（黑与
红）、Fortune（红与绿）、Jackpot、Mark、Champion、Mighty（淡绿）、
Marvels、Two Moon、Fort和Union。

美国

伊士曼化工公司将醋酸盐转化为服装材料
伊士曼化工公司已研发出解决方案——将木浆转化为醋酸纤维束的化
学工艺调整为将其转化为纺织品。Naia是该公司的新材料，其性能类似于合
成纤维织物，但具有天然纤维的舒适性，由“可再生木浆”制成，因此属于
环保型材料。
Naia是该公司于2017年商业化的50种新纤维之一。伊士曼化工公司首席
执行官Mark Costa表示：“纺织品是将卷烟市场的两种资产重新用于更快更
新的增长市场的一种方式。我们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稳定纤维，而是将其转
变为专业成长业务。”该公司预计到2020年纤维年度收入增长达到1-3％。

AircoDIET每小时处理2400公斤烟丝的工厂

干冰膨胀烟丝和再造烟叶在
烟草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文/托马斯•施密德

干冰膨胀烟丝（DIET）和再造烟叶已经成为传统卷烟、自卷烟甚至是雪茄和
小雪茄等烟草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亚洲烟草》采访了其中两家最
重要的供应商。
丹麦Airco DIET公司多年来一直是世界
领先的干冰膨胀烟丝供应商，其产品可满足
中小型工厂以及每小时产能达几千公斤的大
型工厂的不同需求。该公司总部位于弗雷德
里西亚小镇，最近刚搬到离旧总部只有几公
里的新工厂。公司主管Keld M.P.Laigaard
说：“我们设计这些新建筑的目的是满足我
们的需要，这样的地理位置能将我们的总部
和工程办公室与生产工厂串联起来。”
Laigaard称，“Airco DIET公司拥有一
段漫长且引人注目的发展历程。1978年与菲
莫公司联合发明了干冰膨胀烟丝技术。之前
的膨胀技术因使用了对环境有害的膨胀剂而
被此项技术所取代。此项技术使用的固体冷
冻二氧化碳（也被称为干冰）利用了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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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特殊性质，而且是100%天然采集的二氧
化碳。”干冰膨胀烟丝技术不会以化学手段
改变烟株的叶片或其他部分。相反，此项技
术主要是恢复在烘烤过程中受到破坏的植物
细胞。
“我们现在已经参与了全球100多个
干冰膨胀烟丝项目，并在不断改进我们的
技术。Airco DIET 公司和我们的团队非常
专业，专门与干冰膨胀烟丝工厂和设备合
作，”Laigaard说道。我们建造的第一家
工厂，与目前的总体设计有点类似，是为
位于西班牙的加的斯的塔巴克莱拉公司建造
的。“这是一个设计新颖的大型干冰膨胀烟
丝工厂，因此在安装和测试过程中，工厂的
许多部分仍然需要优化。”Laigaard回忆

图片由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提供

图片由Airco DIET公司提供

再造烟叶样品
图片由Airco DIET公司提供

AircoDIET安装在现场的每小时处理300公斤烟丝的工厂
图片由Airco DIET公司提供

说，“当然，跟这个项目相比，我们今天在所有地区建造的工厂更为高端
和高效。但即便如此，加的斯工厂也几乎完美地运行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
纪。”
正是这种不断追求技术革新和完善的动力，使Airco DIET公司成为今天
的市场领导者。一个现代化的干冰膨胀烟丝工厂将以最小的损耗和有效的资
源节约实现高产量。Laigaard说道：“我们目前的干冰膨胀烟丝工厂的损失
率通常只有1%左右，与我们10年前建造的工厂相比，节省了30%的能耗。”除
了能够每小时处理2400公斤（2.4吨）烟丝的大型工厂外，尤其是近年来建造
的多个小型工厂，给了公司快速创新和测试改进的机会。“一个每小时产能
可达300公斤的工厂，在14个月内就能建成并启用，而大型干冰膨胀烟丝工厂
需要2年才能建成，之后才开始提供实际的操作反馈。”Laigaard说。所有工
厂都会把超过99%的未使用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然后投回到系统中再利用。
但Laigaard表示，实际消耗量（即二氧化碳吸收量）提供了一个更有趣和更
有意义的数据。“在新的干冰膨胀烟丝工厂，每公斤膨胀烟丝成品所消耗的
二氧化碳量已下降到只有0.25公斤。”
从很早开始，干冰膨胀烟丝的应用范围就在不断扩大。最初，干冰膨
胀烟丝只被用作中性填充物。但是，今天的干冰膨胀烟丝在制作过程中产生
了自己独特的香味，可作为烟草产品的主要成分。“自卷烟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你会发现全欧洲烟草品牌的特大号集装箱里几乎都塞满了干冰膨胀烟
丝，”Laigaard解释道。“消费者普遍了解到卷烟中的干冰膨胀烟丝成分，
并发现它非常有利于提高装填容量，因此，这种类型的自卷烟成为畅销产
品。”
干冰膨胀烟丝也被用于大规模的雪茄生产，它不仅为制造商节约大量
成本，同时赋予制造商拥有设计出具有更佳烟气流和外观特性的能力，并使
雪茄产生一种淡淡的香味。“目前，干冰膨胀烟丝开始应用于水烟烟丝改
良。”Laigaard说道，“通过干冰膨胀烟丝技术，水烟烟叶能够更好的吸收
香味，从而在制造过程中少消耗30%的调香剂。膨胀后的水烟烟丝在测试时
燃烧时间更长，从40分钟到55分钟不等；而且烟丝光泽的维持时间更长，从
而延长上架寿命。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干冰膨胀烟丝技术降低了烟丝中烟碱
的含量。”
由于在现代烟草业中使用广泛，干冰膨胀烟丝一直在不断发展。它成为现
代烟草业的核心角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香精、调节剂和添加剂的法规

干冰膨胀后显示储存分层结构的烟
叶薄片

Impex技术Vs.干冰膨胀烟丝
Impex技术是由帝国烟草公
司发明的，最初的目的是利用
气态异戊烷替代干冰膨胀烟丝技
术。帝国烟草公司拥有这项技术
的所有权，可以免交当时针对
干冰膨胀烟丝技术的特许使用
金。然而，使用Impex技术过程
中，除了部分危害环境的化学
物质进入大气外，成品中也会残
留异戊烷。如果产品含有Impex
技术加工的烟叶成分，其包装上
标注的添加剂成分中也会标明
异戊烷。据Airco DIET公司主管
Keld Laigaard 称，干冰膨胀烟
丝技术与此相反，用干冰膨胀
烟丝技术加工的烟草成品几乎
是零残留，其膨胀率（25-50%）
远高于Impex技术加工的烟草成
品。Airco DIET公司也生产Impex
技术加工的烟叶，但是Laigaard
坦言，“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并
没有出售。”

tobaccoasia

57

图片由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提供

包装在箱子里并储
存在明星烟草国际
公司仓库里的再造
烟叶
图片由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提供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Iqbal Lambat博士
（右）；明星烟草
公司再造烟叶与东
北亚区经理Jason
Hwang
图片由 Airco DIET公司提供

AircoDIET公司董事
Keld M. P. Laigaard

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来越严格，很多药剂都已
被禁用。此外，干冰膨胀烟丝是允许制造商在
设计产品时添加的少数成分之一。来自美国食
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最新消息称：可能会强制降
低所有卷烟品牌中的烟碱含量，这会推动更多
的制造商通过干冰膨胀烟丝技术探索更多的可
能性。
另一种在现代烟草业中变得非常重要的
商品就是再造烟叶，它当前的主要用途是作为
增香剂使用，以及降低卷烟叶组配方的成本和
降低烟碱含量。然而，将烟丝颗粒和烟末重
新加工成可重复使用产品的想法，最初在20世
纪70年代是一项节省成本的措施，它是由所谓
的“金伯利克拉克工序”倡导发起的。
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三大再造烟叶供应
商，伊斯坦布尔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每年的贸
易量约为2500公吨，为政府垄断的烟草企业
和私营中小企业供货。“该交易量约占公司
收入的15%，”明星烟草国际公司的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Iqbal
Lambat博士公开表示，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比率一直在上升，
尤其表现在供货给政府垄断的烟草企业中，
明星烟草占很大优势。”Iqbal Lambat博士
还预测，由于在中小型烟草生产企业中的应
用日益广泛，再造烟叶领域将会继续发展。
同时，政府针对“低烟碱含量产品”更加严
格的立法也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再造烟叶被用
于烟草制品。
因此，明星烟草认为再造烟叶是其产
品系列的核心（详见侧边栏），目前提供的
主要类型有美式混合型、弗吉尼亚烤烟型、
香料烟类型，从2018起，甚至还提供丁香烟
再造烟叶。尽管该公司目前从非自有工厂采
购商品，但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
该公司将于2018在其供应链中增加两个自有
工厂，一处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文多禾梭，一
处位于南非的彼得马里茨堡。“印尼工厂专
门用于将丁香烟工厂的烟草废料和烟末转化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各种再造烟叶占年度贸易总额的比例
再造烟叶类型及出产国家
纳米纤维型-巴西
泥浆型-阿根廷
薄片型-中国
均质型-塞尔维亚
总计
来源：明星烟草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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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年度贸易总额中比例
50 %
20 %
25 %
5%
100%

成丁香烟再造烟叶，并将产品提供给印度尼
西亚的中小型丁香烟制造企业。与此同时，
我们的南非工厂将生产一种纸片型微纤维产
品，出售给欧洲、中东和南美洲的政府垄断
企业和私营制造商。”qbal Lambat 博士表
示。北非、中东、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目前
是明星烟草公司再造烟叶的主要市场，Iqbal
Lambat博士计划短期内将南美、南非和欧盟
发展成为客户。
虽然再造烟叶主要用于混合型卷烟，
但越来越多的廉价机制雪茄也在使用再造烟
叶。“这些雪茄实际上是市场上比较便宜的
品类，但因为种植这种烟叶的烟农数量已经
严重下降，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地区，导致
纯天然的绑叶烟叶和外包烟叶的价格一路飙
升，”Iqbal Lambat博士解释道，“因此，
再造的绑叶烟叶和外包烟叶是一个很经济的
选择，可以确保雪茄烟较为便宜的价格。”
然而，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雪茄市场——美
国和欧洲，现行的立法要求再造外包烟叶中
的天然烟草含量必须超过75%才能成为合格
的雪茄烟。
正如Iqbal Lambat 博士所说，从长期
来看，再造烟叶在全球的使用将会越来越普
遍。再造烟叶与膨胀烟梗（CRES）在混合配
方中的使用比例会越来越大，可以降低烟碱
含量以及成本。然而，明星烟草公司再造烟
叶东北亚区的韩国总部经理Jason Hwang认
为：“由于再造烟叶供过于求，短期内市场
将面临增长停滞。”另外，天然烟叶的价格
和库存量对再造烟叶的市场形势有很大影
响。“例如，如果天然烟叶库存量太多，
卷烟公司将在卷烟配方中使用更多的天然烟
叶，这样会减少使用再造烟叶，从而引发再
造烟叶的市场衰退。”
除了这种跷跷板机制，再造烟叶的应
用范围仍有望扩大，Iqbal Lambat博士补充
说：“预计在未来三年里，我们再造烟叶的
销售量能增加2倍。”Jason Hwang经理认同
Lambat博士的观点，并暗示在丁香烟和“加
热不燃烧”卷烟市场亦可能产生影响。首
先，我们坚信丁香烟再造烟叶在印度尼西亚
的总需求会持续扩张。而且明星烟草作为印
度尼西亚的再造烟叶制造商（其工厂即将在
印度尼西亚开业）将引领这种需求扩张。其
次，“加热不燃烧”等下一代产品也会对再
造烟叶产生新需求。明星烟草在应对下一代
产品方面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并且做好了
准备。”

中国“互联网+”开启卷烟零售终端新变革

中国烟草：“互联网+”开
启卷烟零售终端新变革
文/烟草在线

2017年11月，中国卷烟营销网络建设
现场会在滨海城市大连召开，来自中国各地
的170余名烟草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总结卷
烟“网建”工作情况，交流学习大连经验。
此次会议把“以经营方式转型为契机，
推动卷烟营销网络提质升级”作为主题，目
的是为了破解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情况下，
如何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式，持续深
化卷烟营销网络建设这一现实课题。
卷烟营销网络建设被视为中国烟草最具
价值的战略性工程，在推动卷烟市场发展进
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零售
终端处于卷烟营销网络的关键节点，关系卷
烟营销网络建设的成败。正是这样的重要价
值，使中国烟草人士意识到卷烟零售终端已
经到了变革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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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样的节点上，在中国大连举办的
这场卷烟营销网络建设现场会，极有可能会
成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这从会议
讨论的议题就能看出端倪。

中国烟草商业企业对卷烟“新零售”的
探索
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卷烟市场消费需求拐点
提前到来，市场状态从稍紧平衡变为供大于
求，社会库存增加、卷烟价格疲软、客户盈
利走低等问题凸显。
201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实
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对实体零售业发
展明确了新的方向、作出了新的部署。中国
两大电商巨头：京东和阿里，分别以“京东

MARKE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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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ERS TRUST

便利店”和“天猫小店”等形式布局“新零
售”，着手改造线下实体终端、抢占传统销
售资源，对中国烟草商业企业的渠道地位和
客我关系带来严峻挑战。
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烟草面对零售业
发展的新态势，将如何推动新时期卷烟零售
终端建设呢？这一次在大连召开的网建现场
会，让烟草行业对“新零售”有了新的认识
和实践。
大连烟草从2016年开始，通过新市场营
造、新平台搭建以及新终端建设等工作的推
进，积极探索卷烟“新零售”发展方向，谋
求卷烟营销的转型升级。
营造新市场。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是推
动卷烟营销转型升级的基础。大连烟草狠抓
大户治理，通过经济手段搭配行政手段，卷
烟营销部门联合专卖部门，扎紧市场的“篱
笆”，织就了一张“天网”，彻底让违法违
规大户无处藏身。截至2017年8月末，大连烟
草清理卷烟批发商户175户，100%完成清理计
划，得到了行业内外好评；大连烟草还狠抓
价格自律互助小组建设，全地区共建成小组
942个，涵盖11417个客户，覆盖率达47%。通
过狠抓大户治理和自律互助小组建设，大连
烟草营造了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新环境。
搭建新平台。推动零售终端变革的重要
力量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技术手段的发展。
从2016年起，大连烟草充分利用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技术，先后构建
了三个新平台：移动订货新平台——“微商
盟”；终端管理新平台——“新商通”；消费
者营销新平台——“春天服务”，逐步构建起
了工商零共同面向消费者的现代营销体系。
截至目前，大连有超过90%的客户绑定
了“微商盟”订货平台，接近70%的客户以
微信订货为主；“新商通”终端管理平台为
大连的1050家新现代终端零售店提供了标准
化的快捷收银结算，与此同时，销售数据和
消费信息会同步采集上传，为后台营销人员
提供了实时市场销售数据；在消费者营销方
面，累计有近5.3万名消费者关注了“春天
服务”这个消费者营销新平台。
从“微商盟”到“新商通”，再到“春
天服务”，大连烟草构建起的闭环营销服务
体系，正成为工商零共同面向消费者的现代
卷烟营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打造五种终端。零售终端是品牌培育的
重要窗口，大连烟草在坚持专卖体制的前提
下，积极探索卷烟“新零售”，打造了五种
新型零售终端：以消费体验为主导，推进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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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营终端建设；以数据营销为方向，推进新现代终端建设；以“春
天便利”为形式，推进加盟终端建设；以资源共享为目的，推进合
作终端建设；以跨界营销为亮点，推进特色终端建设。
“五种终端”就是彻底打破格式化零售，从店铺规划、商品组
合、零售促销、门店运营等各个方面，实现真正的个性化零售、差异
化经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零售店的吸客能
力和经营活力，从而为卷烟营销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线下支撑。

“互联网+”推动中国卷烟“新零售”系统实践
如果我们剥离外在的表现形式探寻内在规律的话，可以发现大
连烟草在零售终端的变革真正做到了“互联网+”，是中国烟草商业
企业推进“新零售”的系统实践。大连烟草通过数据与商业逻辑的
深度结合，构建出了烟草“新零售”的雏形。
“微商盟”将订货平台从电脑转移到手机上，实现了卷烟订
购、余额查询、订单处理、物流跟踪功能移动化，而且实时生成订
单，实时削减库存，实时跨行结算，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
“新商通”则以云计算、全商品、全付通帮助零售客户强化了
后台管理，解决了中小快消品零售的经营痛点，从过去的糊涂账变
成了实时、全过程的覆盖与指导。
“春天便利”对零售店面的全方位、立体化改造，不仅形象上
焕然一新，更是管理的升级换代，这里面所体现的是专业化技术指
导和系统化运营维护。
“新零售”是以人为核心，以数据为驱动力，通过新科技提
升用户体验，从而改变零售业的形态。区别与以往任何一次零售变
革，“新零售”将通过数据与商业逻辑的深度结合，真正实现销售
方式逆向牵引生产变革，将为传统零售业态插上数据的“翅膀”，
优化资产配置，孵化新型零售物种，重塑价值链，创造高效企业，
引领消费升级，催生新型服务商并形成零售新形态。
可以说，大连烟草以卷烟经营为主要载体，以消费者需求为核
心，充分利用云技术、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手段，将技术手段
与工商零消逻辑链深度结合，提供从品牌、信用、技术、金融、管
理到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帮助零售客户更好地连接互联网、连结
烟草、连接全商品、连接消费者。这既是“互联网+”在中国烟草商
业企业的生动应用，也是其推进“新零售”的系统实践。

Controlling the Moisture Content in
Tobacco Yields a More Fruitful Product
MoistTech Instant NIR Online Moisture Sensors
Having the correct moisture levels in Tobacco has become a critical component during the
various stages of production. Processors are constantly adjusting moisture and heat during the
conditioning proces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With the help of industry partners
and 30 years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MoistTech has developed the 828 Tobacco Moisture
Sensor that is ideally suited to measure the moisture levels in leaf processing, expanded, cut
and reconstituted tobacco.
The sensor’s ability to measure under the widest
variations in process temperature, material height, color
and ambient lighting is just a few of its features. A major
propriety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 in the system is its
product loss software capability where small gaps, inert
material or foreign objects are removed from the
measurement calculation thus providing the most
accurate and true moisture reading.

The 828 is designed for the harshest process environments.
Unlike other moisture sensors on the market, dust and steam do not affect on MoistTech’s 828
readings. However, if the sensor must be installed close to the dryer outlet where it will be
susceptible to extreme heat conditions, it may be necessary to cool the sensor with either air or
water.
Sensor calibrations, measurement wavelengths, algorithms
and sensor optical requirements are pre‐set at the factory.
With automatic internal reference standards included, the
instrument is self checking and Nil Drift. Typical accuracy is
about ±0.1% low moisture applications and ±0.25% on high
moisture applications. Complete measurement ranges are 0‐
65% moisture.
We recommend installing the 828 sensors in several locations throughout process beginning with
feed forward control, post dryer, cutting, conditioning and prior to primary processing. The sensor
should be mounted several inches above the conveyor so that it can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process and can control the moisture content either manually or automatically.
MoistTech’s tobacco sensors have outperformed all major suppliers’ equipment in head to head
moisture testing evaluations. The 828 Tobacco Moisture Sensor has proven to be the most
accurate over all tobacco process moisture ranges.
MoistTech Corp.™
Asia Pacific HQ ‐ Suites 52 & 53, Auslink Corporate Center, 14 Narabang Way, Belrose NSW 2085
Tel: +61 2 94384544 Email: info@moisttech.com.au
USA HQ ‐ 6408 Parkland Drive Suite 104 Sarasota, FL 34243 941.727.1800 info@moisttech.com

The Essential Industry Event in Europe
Bulgaria sets the
stage for WT Europe
Join us for this international
trade event for manufacturing
and ﬁnished product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wtevents.com/europe
Organised by

In association with

LIMITED EXHIBITION STANDS STILL AVAILABLE
Contact us now to discuss stand packages and sponsorship options

Email colincase@quartzltd.com or call +44 1737 85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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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2018年4月

深圳国际电子烟展会

展会

2018年4月14-16日
中国深圳
www.iecie.com
主题：展览/电子烟与烟油

2018年5月

2018年6月

2018年9月

2018年6月5-6日
英国伦敦
www.ends-conference.com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会议

2018年9月21-23日
德国多特蒙德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tabac.com
主题：展览/烟草制品与配件，
电子烟/烟油

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论坛

亚太免税品博览会

2018年全球尼古丁论坛

2018年5月6-10日
新加坡
www.tfwa.com/tfwa-asia-pacific-exhibition-conference
主题：免税/旅游零售展览

2018年6月14-16日
波兰华沙
https://gfn.net.co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会议

2018年欧洲世界烟草展

ICPCR第86届年会

2018年5月30-31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
www.wtevents/europe
主题：展览/设备与机械

2018年7月

2018年7月13-17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icprc.org
主题：展览/烟草制品与配件

InterTabac烟草制品展会

InterSupply烟机辅料展会
2018年9月21-23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supply.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展览/烟草设备、机械、
烟叶等

全球免税博览会（TFWA）
2018年9月30-10月5日
法国戛纳
www.tfwa.com/tfwa-world-exhibition-conference
主题：免税/旅游零售展览

2018年10月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
方会议（FCTC COP8）
2018年10月1-6日
瑞士日内瓦
主题：反烟会议

2018年11月
（被取消）

2018年亚洲世界烟草展
www.wtevents.com/asia
主题：展览/设备与机械

iSmokexpo
2018年11月27-29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www.internationalsmoke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下一代烟
草制品展览

2019年2月

美国国际烟草博览会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下一代烟
草制品展览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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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 Floor, Jason Trade Centre, 39-A/1, Block 6, P.E.C.H.S.,Shahrah-e-Faisal, Karachi-75400, Pakistan.
Tele: (92-21) 3452.9141-2, 3453.6202 Fax: (92.21) 3454.9407, 3453.6237
Email: filpak@cyber.net.pk, filpak2@gmail.com Website: www.filterspakistan.com

Nano-C

智能。
用途广泛。
紧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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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ecoufle.com

SLIM / SUPERSLIM
Tailored to your needs - precision 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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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idi.it - sales @ gidi.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