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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七大反烟团体和五名儿科专家将美国食

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告上法庭。主要是因为FDA

将提交电子烟上市前申请的截止日期从2018年8月

推迟到了2022年。

FDA推迟截止日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可以

收集到更多的信息，以便更清楚地了解电子烟的影

响。人们不禁要问：FDA准备历经漫长的过程，以

真正了解电子烟，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这些反

烟团体和儿科医生为何反对FDA此举，不允许该机构用更多时间来收集科学

数据，以帮助澄清一些日益激烈辩论的问题？例如，电子烟是否真的是可燃

式卷烟的一种风险较低的替代品？或者电子烟真的能帮助人们戒烟吗？电子

烟不好吗？

英国公共卫生委员会（PHE）委托对电子烟证据进行了审查，发现电子

烟每年约能帮助2万名吸烟者戒烟。审查还发现，使用电子烟至少比吸食可

燃式卷烟的危害性降低95%，并且对周边人几乎无任何风险。

有趣的是，在PHE发布报告之前，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院也

报告了电子烟，后者基于数百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电子烟的危害可能

远远低于普通卷烟。用PHE健康改善教授兼主任John Newton的话说：“大量

吸烟者能通过电子烟来戒烟。但如果只是因为担忧电子烟的安全就推迟上市

申请日期，对吸烟者而言，那将是一个悲剧。”

反烟团体这起针对FDA的诉讼表达了对电子烟的滞后监管会给年轻人带

到伤害的担忧。然而，就非得损人不利己吗？难道不可以制定禁止向年轻人

出售电子烟的法规吗？例如禁止向21岁以下的人销售烟草的法律，不会影响

对新产品特性和潜在优劣势的深入了解。我们就不能采取客观、冷静的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吗？难道那个闪亮、令人恐慌的红色按钮就这么有诱惑力，

可以将所有理性都置之不顾？

还有一点，PHE报告发现有证据表明，使用电子烟不会导致青少年终生

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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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卫生组织起诉FDA推迟对电子
烟的监管

七大公共卫生组织以及几名儿

科医生共同提起了对美国食品与药

物管理局（FDA）的诉讼，原因是

FDA延迟了对电子烟和一些烟草产品

的监管。

起诉的组织包括无烟儿童运动

组织、美国癌症协会癌症行动网络、

美国心脏协会、美国肺脏协会、真相

倡议组织、美国儿科学会、民主推进

组织。个别儿科医生也参与其中。该

案件已于2018年3月底提交马里兰州

联邦法院审理。原告称，FDA发布的

指导意见具有随意性且反复无常，并

非是一个合理的决策。他们认为FDA

是在推卸责任，并更改了《烟草控制

法案》授予该机构的责任。同时，他

们还指责FDA在公布该规则之前未纳

入公众意见。

无烟儿童运动组织总裁马修•迈

尔斯表示：“令人担忧的是，在FDA

等待电子烟制造商递交申请时，我

们的孩子会受到伤害。”迈尔斯还

表示，他们希望FDA能够改变决定，

德国
2018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

今年9月21日至23日在多特蒙德举行的InterTabac展会将成为全球史

上规模最大的烟草产品和烟草配件贸易博览会，占据威斯特法伦会议中

心内其中一个展厅之外的所有展厅。剩下的大厅将继续布置InterSupply 

展会。两个展会同步举行。InterSupply展会的重点烟草业供应，包括生

烟叶、包装和制造烟草制品的机器。018年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 展

会强强联合，将打造成为烟草业各方面最大的贸易活动。

尽管今年展会还有其他大厅开放，但InterTabac展会门票有望售罄。

2017年，来自64个国家的560家参展商来到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参展，为12,500名参观者展示了产品的创新和发展趋势。预计今

年的展会至少会和去年一样取得圆满成功。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都是完美的交流沟通平台，参展商

在维持与当前客户的合作情况下，还能通过展会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超

过90％的参观者和参展商是批发商或零售商以及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最

高决策者。

有关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intertabac.de和www.intersupply.de网址。

但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对话后，FDA毫

无作为，提起诉讼成了他们唯一的

选择。

俄罗斯
日本烟草收购俄罗斯第四大卷
烟制造商Donskoy Tabak 

2018年3月中旬，日本烟草宣

布，集团同意收购 Donskoy Tabak 

（以下简称DT）公司，以巩固其在

全球第三大烟草市场——俄罗斯的

领先地位。

本次交易预计为900亿卢布（16

亿美元）左右。

“这次收购表明了我们强化在

俄罗斯首要地位的决心。多年来，

俄罗斯市场一直是我们集团盈利增

长的基石。这笔交易将使我们的市

场份额增加至约40％，为集团的利

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预计未来

几年将产生协同效应，”全球烟草

业务总裁Mutsuo Iwai说道。

DT是俄罗斯第四大烟草公司，

市场份额约为7％，公司旗下的品牌

Donskoy Tabak、Kiss和Play处于俄

罗斯价值最大且价格不断提高的市

场领域。

“2017年，我们已经恢复了在

俄罗斯的市场份额，这得益于我们

全球旗舰品牌云斯顿和LD卷烟的成

功。DT的品牌价值完善了现有的产

品组合，增加了销售精英，扩大了

分销网络，从而加强了我们在俄罗

斯的整体竞争力，”日烟国际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Eddy Pirard说。

该交易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

预计将在2018财年第三季度初完成。

新西兰
菲莫国际起诉英美烟草

近日，菲莫国际新西兰公司将

英美烟草新西兰公司告上奥克兰高

等法院，起诉理由是英美烟草与零

售商的合作违反了《商业法》。

诉讼中，菲莫国际指控英美烟

草“利用非法手段激励和迫使零售

商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供应”。菲

莫国际以违反《商业法》的5项诉因

寻求损害赔偿，具体数额未定。

在菲莫国际发布的诉讼中，总

经理贾森•埃里克森说，英美烟草的

行为“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我们

认为这构成了明显的违法行为。”

英美烟草的一位女发言人表

示，英美烟草“没有参与反竞争行

为，会在庭审时予以辩护。”

她说：“英美烟草坚决承诺，

会在这段时间内积极应对，使低风

险产品满足该国监管要求，为新西

兰成人吸烟者提供合法的低风险产

品。”

泰国
非法烟草销量翻番

受菲莫国际泰国公司的委托，

尼尔森开展了一项研究，将去年泰

国境内第四季度卷烟销量数据与

2016年同期进行对比，发现非法烟

草销量增长了一倍多，泰国税收收

入至少损失36亿泰铢。

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第四季

度非泰国产卷烟或未印制泰国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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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卷烟份额上涨至6.6％，比2016

年第四季度增加2.9％。

菲莫国际泰国公司事务总监

Pongsathorn Ansusinha表示，非法

卷烟的问题在南方最为普遍：沙敦州

的比率高达76.6％、宋卡省为67％、 

Patthalung省也达到了40％。

他们收集了上万个废弃烟盒的

样本用于研究。其中669个烟盒（约

为6.6％）上没有印制泰国印花税，

可以被认定是国外卷烟。有两个卷

烟品牌未在泰国消费税部门注册，

但销量却占国外卷烟样本约一半的

比例。

Ansusinha表示，自泰国2017

年9月消费税改革后，这些公司预计

今年合法卷烟消量将大幅减少，因

为一些吸烟者再也买不起合法卷烟

了。他们要么戒烟，要么转而使用

手卷烟或非法卷烟。“按照6.6％的

税率，我们估计，泰国非免税卷烟

的销量可能达到约1亿包。这意味着

每年的消费税至少损失36亿泰铢，

假设2018年的消费税为每包36泰

铢，”他说。

据Ansusinha称，这一数额可

能会随着消费税的再次上涨而提

高。2019年10月，所有卷烟特定税

为每包24泰铢，另加40％的从价

税。另外，假设非法卷烟销量仍保

持在6.6％，合法卷烟的销量会进一

步减少，到了2020年，消费税收损

失可能每年高达50亿泰铢。

乌克兰
帝国烟草净亏损大幅下降 

与2016年相比，总部位于基辅

的帝国烟草乌克兰公司2017年的净

亏损下降77.3％，达到9942万格里

夫纳。公司年报中，销售净收入增

长31.7％，至27亿格里夫纳。2017

年公司营业利润从2016年的1680万

格里夫纳增加至1.237亿格里夫纳，

毛利润几乎实现翻倍增长，达到

5.635亿格里夫纳。2017年，该公司

销售卷烟144.31亿支，销量与2016

年相比并无显著变化。

世界
卫生组织被敦促取消卷烟平装

日前，产权联盟向世界卫生组

织寄送的一封信中称，取消卷烟包

装上的品牌标识是一种粗野的、侵

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平装没有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预定的目标。信中说

道，现在是时候终结卷烟产品“无

效”的平装政策。

产权联盟是一个由62个智囊

团、倡导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

的国际联盟。

该联盟在信中引用了澳大利

亚实施平装的案例，称此举可谓 

“惨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

最新一批数据是2016年，首次公布

数据是23年前，在2013年（12.8％

）和2016年（12.2％）之间，整体

日均吸烟率没有统计学上的明显下

降，”信中写道。

该联盟还表示，由于“对经济

和社会的创新激励的缺失”以及“违

反既定的国际知识产权法”，平装所

花费的成本高昂而巨大。

“知识产权是人类的权利，载

入《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7条（所

有权）、第19条（言论自由权）和

第27条（保护物质利益的权利）。

从各层面来说，即使平装是有效力

的，仍应被废除，因为权利是不可

剥夺的，不应该为了政治目的而抛

弃权利，”信中说道。

世界
布隆伯格提出STOP倡议

前纽约市市长、彭博慈善事业

创始人布隆伯格，宣布了一项新提

议：禁止烟草机构以及烟草产品进

入第十七届世界烟草或健康会议，

该提议也被简称为STOP提议。 

STOP启动资金为200亿美元，

旨在帮助组织开发出强大的监测系

统，以找出并揭露破坏全球烟草控

制的行径。部分资金将用于彭博慈

善基金的小额赠款计划。

斯里兰卡
即将推出平装

斯里兰卡内阁批准了卫生部长

Rajitha Senaratne博士提交的一份

关于推出烟草制品平装的提案。

作为会员国，此举是为了履

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FCTC）。

政府预计在未来4年内将烟草使

用量降低15％。在这方面，作为阻

止吸烟的策略之一，就是引入“标

准化包装”，以尽量减少所有烟草

制品包装的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颜

色——黑色和白色可用于烟草制品

包装，除政府规定或强制要求的信

息外，例如商标名、产品名称、产

品数量、健康警语或任何符号都不

能出现在包装上。

奥地利
取消酒吧和餐馆吸烟禁令

日前，奥地利议会取消了5月份

即将生效的酒吧和餐馆的禁烟令，

尽管545,000人签名请愿，要求禁令

按时推行。

禁令是由上届政府提出的。它

的取消得到了保守派执政联盟和极

右翼自由党（FPO）立法者的批准。

为了安抚反对人士，国会议员

还投票决定将吸烟的最低年龄提高

到18岁，如果有未成年人在场，禁

止车内吸烟，该命令从2019年开始

生效。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现任

副总理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斯特拉

奇曾承诺推翻禁令，认为禁令会侵

犯“选择自由”，并希望能保护业

务受到影响的餐馆和酒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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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国际烟农协会（ITGA）召集

亚洲会员国举行会议，深入讨论亚洲烟农面

临的越来越多的挑战。在很多市场，烟草产

品出现的新趋势需要的烟叶数量减少，给烟

农遭受压缩的利润空间构成了威胁，因此，

烟草产品需求的不断下滑使本已陷入困境的

烟农境况雪上加霜。

来自阿塞拜疆、印度、印尼、菲律宾和

泰国的代表、其他利益相关方及地区和国家

政府官员参加了此次烟农大会，并提出了其

他一些重要的问题。

印尼农业部长在一份书面文件中指出了

烟叶这种商品对印尼经济的重要性，而且烟

草种植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烟草与丁香共

提供了400多万个直接就业岗位，而包括相

关产业在内，烟草和丁香提供的就业更是超

过了600万个。印尼政府强调，将继续支持

烟草业的发展，继续改进良好农业规范。

烟农将积极实施农
业可持续发展举措

本次会议涵盖与烟草产品的供需与消

费趋势相关的信息。全球烟草及烟草产品市

场经历了一些变化，国际烟农协会首席执行

官安东尼奥•阿布伦豪萨几年前预言，中国

烟草消费的增长将会抵消世界烟草消费的下

滑，但事实已发生变化，因为中国的烟草消

费情况也显示出下滑的趋势。据阿布伦豪萨

说，烟草业界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非法市

场。在巴西和南非等国家，非法市场的份额

可高达40%。

消费趋势显示，仍然有20%的世界人口

还在吸烟，消费者平均收入增加的同时，烟

叶价格也在上涨。尽管2015年中国的烟草消

费小幅减少了2%，但它仍占全球消费的46%。 

2016年，印尼的销量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全球烟叶产量数据也显示出下滑的趋

势。谈到主要烟草品种，唯一显示有所增长

的是香料烟叶，而弗吉尼亚烤烟的产量则出

国
际

烟
农

协
会

（
ITG

A
）

国际烟农协会（ITGA）召集亚洲成员国讨论可持续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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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降。马拉维白肋烟推动了全球产量的增长趋势，尽管由于气候条件的因

素，其产量也出现了重大波动。由于加热型卷烟需求增长，需要的香料烟叶

较多，因此，希腊的香料烟叶产量出现小幅增长。最后，据阿布伦豪萨说，

烟草业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可以概括为：未来的法规约束；烟草替代型产品；

对替烟产品的公共健康处理方法；占全球超过10%市场份额的非法贸易的增

长。不过，当前关于烟草的发展趋势显示，烟草市场仍然十分庞大，消费者

达到近10亿人。

鉴于这些发展趋势，阿布伦豪萨建议各代表团向各国政府报告会议情

况，提醒各自政府必须对可行的烟草补充作物或替代作物进行研究，以减少

各国商业与经济对烟草的依赖，从而确保各国农场的可持续发展。

谈到亚洲烟草产品的未来，来自欧睿国际公司的阿西提亚•楠格罗奥指

出了其销量下滑的趋势。数据显示亚洲各个地区均已出现烟草销量下滑的信

号，不过，由于消费者收入增长，烟草价值预计也将会增长。与2017年相

比，南亚2018年卷烟销量将出现下滑，而泰国下滑幅度最大（达11%），越

南则成为唯一一个卷烟销量有所增长的国家。消费者趋势受加热型烟草消费

增长显著影响。在日本和中国这些国家，加热型烟草产品非常重要。这种产

品在印尼也会有一定影响，但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因为印尼有一种特有的产

品——丁香烟，这是印尼消费者的最爱。

Budidoyo Siswoyo在代表印尼烟草共同体联盟发表讲话时，强调了烟

草业界将坚定遵守联合国批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Budidoyo表示：“烟

农为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付出了很多努力，正如十多年来遵守《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一样，但他们还是被排除在联合国各计划之外，即使其生计受

到威胁，这是联合国计划的直接目

标。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些目标，相

信烟农完全有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

发展目标。”

国际烟农协会的代表团还实地

考察了当地烟农协会AMTI，后者一

直致力于开展社区学习计划。在一

些计划当中，AMTI与当地合作方共

同致力于推动农村妇女赋权，推广

良好的农业规范。健康与有机农业

教育计划包括举行能力培养会议、

蔬菜和水果种子分销会议，以及开

展生产液体化肥和生物杀虫剂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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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帝国品牌计划出售其他烟草制
品业务

为精简美国业务板块，帝国品

牌计划出售旗下的OTP（其他烟草制

品）业务。

计划出售的板块包括手卷烟品

牌、烟管、滤嘴以及卷烟纸。此举是

公司进行资产持续评估的一部分。帝

国品牌期望这种处置方式能够简化其

在美国的投资组合，全身心地聚焦于

核心烟草品牌以及下一代产品（比如

电子烟）的收入增长。

“我们明确了公司发展的战略

重点以及核心增长业务，从而主动

进行新的资源配置，以便为公司股

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公司首席执

行官艾莉森•库珀说。

帝国品牌表示，将持续投入

下一代产品的创新技术。最近帝国

品牌在英国和美国推出了myblu电

子烟，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其推

向更多市场。传统烟草制品方面，

重点是在优先市场和增长型品牌中

获得收益，包括L&B (Lambert and 

Butler)、高卢金斯、云斯顿卷烟以

及大卫杜夫雪茄。

欧盟
瑞典鼻烟禁令被判有效

2018年4月初，欧盟最高法院顾

问表示，欧盟禁止销售瑞典火柴公

司鼻烟产品的禁令有效。

所有欧盟成员国都禁止使用鼻

烟。但瑞典在1995年加入欧盟时获

得了鼻烟使用豁免权。 

瑞典火柴公司对英国法院颁

布的此项禁令发出质疑。该公司表

示，新的科学实验数据表明，与卷

烟相比，鼻烟的危害更小。随后，

此案件被移交给欧洲法院（ECJ），

该院检察长表示该禁令是有效的，

法官一般会听从其建议。欧洲法院

将在两到四个月内做出最终裁决。 

欧洲法院检察长亨瑞克（Hen-

rik Saugignsgaard Oe）表示，“口

含烟可能会增加烟草的有害影响。

欧盟立法机构做出的此项规定，是

在有效范围内行使了自身的决定

权。” 

他补充说，他相信鼻烟市场并

不会因为这项规定而萎缩。因为口

含烟的新奇因素将会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去尝试。许多立法者正在担心

这一幕的发生。 

瑞典火柴公司法律总顾问玛丽•

路易斯•海曼（Marie-Louise Hei-

man）说：“这一决策令我们感到非

常失望，希望法院的最终裁决能带

来不一样的结果。” 

美国
FDA针对优质雪茄监管征集信息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正在重新审视优质雪茄，并就如何

监管雪茄市场征集相关信息。反烟

草团体担心FDA这一做法可能会削弱

法规效力。   

FDA正在为如何监管优质雪茄寻

求有效指导。2016年，FDA扩大了烟

草制品的定义，将优质雪茄纳入其监

管范围。FDA亟需收集更多的信息。 

2018年3月，FDA就拟议立法发

布预先通知，并表示，正在就优质

雪茄的定义、使用方法以及公共卫

生安全等方面寻求反馈意见，并希

望获取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数据和研

究结果。该机构还希望了解，与其

他可燃烟草产品相比，高档雪茄是

否具有不同的风险或使用方式。

美国
廓尔喀雪茄在盲测中获胜 

在古巴岛著名酒店——哈瓦那

国家酒店中，世界最受尊敬的雪茄

鉴定大师米拉格罗•莫拉莱斯（Mil-

agros Morales）对各种雪茄进行了

盲测，最终廓尔喀窖藏雪茄（Gur-

kha Cigar’s Cellar Reserve）被

评为“最佳雪茄”。 

在品尝Partagas D4、Hoyo de 

Monte Rey Epicure＃2和Monte Cristo 

＃2雪茄后，莫拉莱斯最喜欢的就是

廓尔喀窖藏雪茄。这种雪茄使用了

窖藏15年的优质茄叶，并由一种名

为Criollo 1998的油性包装纸卷制

而成。这些储存时间长达15年之久

的多米尼加烟叶原料，储备在地窖

独特的木盒中，如同精美制造的葡

萄酒桶一般。制作出来的雪茄口味

浓郁适当，味道复杂多变。 

廓尔喀雪茄公司总裁及执行总

监凯扎德•汉索蒂雅（Kaizad Hans-

otia）说：“我很荣幸廓尔喀窖藏

雪茄能够获胜，但并不感到惊讶。

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窖藏雪茄系列的

评价等级一直很高，而且我们也一

直在尽力满足需求。世界各地的烟

草商可以以此为例来改进自己的生

产，争取赶超古巴。”

新西兰
法院准许菲莫国际销售HEET
烟草棒   

惠灵顿法院驳回了一起针对

菲莫国际新西兰分公司的案件，并

允许该公司出售用于iQOS装置内的

HEET烟草棒。 

新西兰卫生部曾指出，根据

《无烟环境法》的规定，HEET产

品属于嚼烟或其他口用型烟草产

品，应当被禁止。

菲莫国际新西兰分公司总经理

杰森•埃里克森（Jason Erickson）

说：“我们赞同法院的决定。然

而，这个案例反映出，有必要对电

子烟和其他无烟烟草产品的监管进

行紧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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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英美烟草在意大利推出glo 

英美烟草最近在意大利推出了

glo烟草加热产品，使意大利成为继

日本、韩国、俄罗斯、罗马尼亚、

加拿大和瑞士之后的第七大市场。

意大利也是首个提供英美烟草公

司蒸汽型和加热型烟草产品的市场。

在都灵举行gl o发布会的同

时，glo工作室也在市中心开业。消

费者可以在这里了解更多有关该产

品的信息。  

英美烟草公司计划在今年后半年

进一步扩大glo在意大利的销售范围。

美国
奥驰亚集团提交低风险烟草产
品（MRTP）申请  

奥驰亚集团旗下的美国无烟烟

草公司就哥本哈根鼻烟细切烟湿润

型无烟烟草产品向美国食品与药物

管理局（FDA）提交了一份低风险烟

草产品申请。  

2017年11月，奥驰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马丁J.巴林顿（Martin 

J. Barrington）告诉投资者和分析

师，该公司一直在投资研究低风险

烟草产品，致力于使其成为“下一

个商业成功之路”。他说：“我们

希望成为国家授权的不可燃低风险

产品方面的领导者。”  

自2011年以来，FDA已经审查了

35份有关低风险烟草产品的申请，

但没有一项获得批准。其中一些仍

在审查中，而另一些则被该机构拒

绝或由提交公司撤回。

香港
电子烟使用人数增加   

香港政府统计处在2017年6至9

月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与

2015年实施的调查相比，使用过电

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的公民

数量有所增加。 

数据表明，2017年电子烟日均

使用人数为5,700人，而2015年使用

该产品的人数并不多。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

一项独立调查显示，学生使用电子

烟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目前仍有约

0.8％的中学生使用电子烟产品。 

希腊
菲莫国际子公司转型生产无烟
产品  

自2003年以来，菲莫国际子公

司Papastratos不再生产卷烟，转而

生产适用于菲莫国际iQOS装置的烟

草棒。

该卷烟厂的全面改造是菲莫国

际实现“无烟未来”愿景的重要里

程碑。今后，经过科学证实的无烟

产品将替代有害的尼古丁（卷烟）

产品。 

公司投资了3亿欧元用于建造三

座新建筑物和更换卷烟生产线。经

改进后的高科技设备每分钟可以生

产10,000支无烟产品。该工厂的改

造工作于2017年8月开始，预计将于

2018年底全面投入运营，并将提供

400个新的就业岗位。菲莫国际首席

执行官谭崇博（André Calantzopou-

los）表示：“这将成为历史性的一

刻。Papastratos是我们第一家终止

卷烟生产的工厂，并全面转向制造

无烟替代品。”他补充说：“我们

将继续改造现有厂区，并投资新的

设施，以满足全球成年吸烟者对卷

烟替代品的需求。我们承诺，将为

所有吸烟者提供潜在危害性更小的

产品。这一转变将使全球11亿吸烟

者、公众健康和整个社会受益。烟

草产品变革的势头正在迅猛发展，

我们将努力实现无烟未来。”菲莫

国际还宣布，计划全面或部分改造

该公司在韩国、罗马尼亚和俄罗斯

的卷烟工厂。 

日本
日 本 烟 草 将 于 6 月 推 出 骆 驼
新品

日本烟草公司将于2018年6月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推出两款骆驼

新品——特醇骆驼（Camel Lights 

Box）和薄荷特醇骆驼（Camel Men-

thol Lights Box）。

特醇骆驼含6毫克焦油，烟草口

感圆润，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味，

这是骆驼品牌的原始特色之一。薄

荷特醇骆驼含5毫克焦油，具有强烈

而清新的薄荷味道。这两款新品将

提供令人满意的味道，同时保留品

牌的传统品味，每包定价380日元。

1952年，骆驼品牌首发于日

本，至今已积累了坚实的消费者信

心。目前，在全球100多个市场有

售，其全球销量在2016位列第六。

日本
日本烟草一季度销量增加

日本烟草2018年一季度国际卷烟

销量上涨了7.3%，共出售980亿支。

日本烟草首席执行官Masamichi 

Terabatake说道：“我们的传统烟

草产品是集团的盈利平台，以国际

烟草业务定价引领强劲的顶线增

长。”

国际卷烟销量的增幅超过了日

本烟草的下一代产品Ploom Tech，

后者共售出3亿个。

然而，该公司的营业利润下降

了1.5%，但收购埃塞俄比亚、印度

尼西亚和菲律宾传统卷烟公司的举

措超出了分析师对一季度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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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产品一直是伪造者们的重点下手目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份调查，非法贸易每

年给欧盟税收管理部门造成的税收损失高达111亿欧元。为此，欧盟于2014年推出了《欧盟

烟草产品指令》（TPD），针对烟草产品生产、介绍、销售及其他烟草产品的法律法规做出

了规定，目前已颇有成效。实际上，欧盟委员会已于2017年12月15日开始实施一些授权法

案，明确规定《指令》第15和16条所需的技术细节，如烟草产品的追踪与跟踪、鉴定、干扰

检验和安全特征。

《委员会为建立和运作烟草产品可追溯系统所提出的技术标准章程规定》文件指出，

欧盟委员会表示所有单位的烟草产品都必须印制特殊的识别码，以确保所有的产品都能在整

个欧盟范围内进行追踪与跟踪。这些特殊识别码必须采用数字和字母形式，总长度不能超过

50个字符，必须确定多个信息，包括产品描述、产地、目标市场和预期运输路线等。信息必

须能够被供应链中所有相关运营者所记录和传递，也要与所有的扫描设备兼容。毫无疑问，

这些措施应该有助于减少市场上的非法产品数量，不论其产地是在欧盟各国还是在其他国际

市场。

对欧盟《烟草产品指令》
第15和16条款的回应

益
升

华
胶

带
公

司
Sam

antha C
ooper

益升华公司的标签
读取器——一种隐
蔽性司法鉴定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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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跟踪与追踪还不够。全球领先的卷烟包装商兼滤嘴生产商

益升华公司认为，应实施多层次解决方案，以加强安全和保障，正如TPD的

第16条及《欧盟委员会关于烟草制品安全特性的技术标准》所规定的一样。

实际上，除序列化之外，这份文件还规定所有烟草产品都必须带有“防篡改

的安全特征，要包含肉眼可见及不可见的部分”。这就保障了产品的可靠

性，确保它们来自正牌制造商。

规定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在处理烟草产品时要包括至少5个不同的防伪元

素，其中至少1个公开可见，1个半隐蔽，1个隐蔽。防伪元素必须来自1家独

立第三方供应商，比如益升华。

公开的防伪措施是肉眼可见的，终端用户也可以鉴别。这类措施，比

如油墨色差，既能提供安全保障，又能使产品在货架上脱颖而出，帮助推动

提升品牌知名度。但是，公开防伪技术所突出的内容，也就成了造假者们所

要伪造和复制的目标。单靠客户验证来辨别真伪，造假者们只需骗过无经验

的消费者。

与公开的防伪措施相比，隐蔽的防伪措施能够为产品提供更高级别的

保护，因为它们肉眼不可见，难以发现，不易成为目标。要使隐蔽性的特征

出现，必须采用正确的激活条件，如紫外线等。遗憾的是，造假者们逐渐意

识到隐蔽性防伪措施，也开始针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作假了。

更进一步地说，司法鉴定级别的特征能够为产品真伪提供有力的鉴

定，这就需要专业实验室设备来进行检测。益升华公司所大力倡导的标签系

统是一类隐蔽性的司法途径，也是最为高效实用的解决途径之一。

当前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标签系统使用的是升频转换的磷光体，其特

征是能够将肉眼不可见的红外光波长转换为肉眼可见的彩色光。实际上，这

些安全标签剂在遇到红外光线时就会发亮。但是，对升频转换的磷光体熟悉

的不止是全世界的制造商和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很多富有经验的伪造者也

都很擅长复制或模仿这些技术。因此，市面上最佳类型的安全标签系统所采

用的是均匀掺杂的稀土材料。这些材料会被红外光线激化，但在可见光谱中

并不发出荧光。这样一来，就为该领域提供了一个真正隐蔽的系统，非特定

读取装置无法检出。

安全标签剂有多种不同应用方式，包括凹印、胶印、柔印、网纹、喷

塑和注射成型法等等。对绝大多数封装应用来讲，设置系统时都十分简单易

用。作为透明油墨，安全标签剂适用于各处，不会对烟草自身包装或品牌形

象造成影响。但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还是建议将其用在特定且易辨别的位

置。这样一来，现场检验能够更加快速稳健，因为用户已经明确知晓在何处

能找到安全标签剂、如何检验标签剂，以验证产品真伪。

最后，防伪措施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确保他们拿到想购买的

产品。但是，验证真伪只是一种可行途径，并不能为品牌提供百分百的保

护。因此，设置多层元素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其中就包括序列化和篡改验证

的对策等。这也就意味着保护措施并未单纯依赖某一种要素，不仅进一步为

消费者提供了保障，也为造假者设置了重重关卡，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制造假

冒伪劣产品时的难度。

随着新授权法案的推出，加之《欧盟烟草产品指令》规定“所有卷烟

及手卷烟都必须在2019年5月前开始采用防伪标记”，大多数供应商都已经

确保其产品组合满足各类法规的要求。对那些还未达标的供应商来说，他们

现在也必须采取行动，确保明年一切安排妥当。

益升华胶带公司营销经理Samantha 
Cooper

益升华是全球领先的卷烟滤嘴与包装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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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UAE）由7个酋长国组成，过

去数十年间，已发展为波斯湾地区的经济

强国。由于该地区的石油储量预计将在本

世纪末耗尽，该国开始推行一系列精心制

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并由此带动了金融服

务、物流、商品制造等新兴产业。全国范围

内，包括迪拜南部杰贝阿里自贸区（Jebel 

Ali Free Zone）最先进的港口设施内的多

个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批卷烟公司来此建

立基地。例如Kaane、Al Matuco、Asspren

烟草、BMJ实业（该公司是“迪拜最大的私

营卷烟制造商”）、古尔巴哈国际烟草公

司（GTI）和印度BBM集团的洲际烟草公司

（ITC）以及其它诸多知名企业。  

阿联酋境内的国内外卷烟制造公司数量惊人。但是，这个国家凭借哪些条件
成为诱人的大本营的呢？几大卷烟制造商对此接受了《亚洲烟草》的采访。 

阿联酋卷烟制造业
蓬勃发展

阿联酋以阿富汗古尔巴哈集团起家 
走向全世界

阿联酋凭借其十分有利的投资环境，

吸引了大批国外卷烟制造企业。其中，古尔

巴哈国际烟草公司（Gulbahar Tobacco In-

ternational FZE，简称GTI）就是其中的典

型例子。阿富汗古尔巴哈集团于1996年决定

涉足卷烟制造业，于是就将制造厂建在了

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GTI是古尔巴哈集

*所有烟草类型
资料来源：GTI

2015-2017年*GTI公司烟草进口情况
年份 年进口总量
2015 3,600,000 kg(3,600吨)

2016 5,040,000 kg(5,040吨)

2017 7,200,000 kg(7,200吨)

Milano London SS“趣味包装” 草莓味Mond  SS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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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共有213名员工，他们都来自不

同的国家。这一情况在阿联酋各公司中普遍存在。该国

外籍员工数量占到员工总数的80％左右。“杰贝阿里自

贸区不对进口原材料征收关税，此外我们还享有一些其

它税收优惠政策，”GTI营销经理穆尼布•胡赛因•达尔

（Muneeb Hussain Dar）将这些政策称为重要的激励措

施。当然，该地区还有其它优势，包括杰贝阿里港口全

面现代化的物流基础设施，联通世界各地的众多航运线

路。当然，阿联酋还与GTI的主要市场距离很近。 

旗下三个品牌自产力达80％
作为一家卷烟制造商，GTI并不依赖贴牌加工

（OEM）业务，而是专注于自家品牌的生产、销售和分

销。达尔说：“我们公司每年生产的卷烟中，只有约1

％是为其他公司生产的，另外99％都是为我们自己的品

牌生产的。”他声称，该公司最大年产能为400亿支。

目前，该公司自主生产的卷烟产量占到80％，这意味着

GTI每年使用自有品牌生产的卷烟量近320亿支。这些产

品分布在GTI的三个品牌中：Cavallo、Milano和Mond（

参见表格）。该公司用于卷烟生产的弗吉尼亚烤烟和美

式混合型烟叶中，高达70％来自巴西、津巴布韦、印度

尼西亚和约旦等国，其余则来自当地烟草农场。其它原

材料，如卷烟纸、滤嘴丝束、滤棒、滤塞、滤嘴纸、内

衬和外包装等均来自亚洲和欧洲。

加快占领亚非市场
GTI旗下三个自主品牌在中东地区都占有较大的市

场份额，其中包括一些独联体国家。但是，这些品牌

只占有几个亚洲市场，因此达尔希望能够扩大亚洲市

场的渗透率。他说：“我们已经在中东地区占据了主

导地位，也希望能在亚洲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该地区

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的产品可以满足这里大众

消费群体的需求。”据达尔称，非洲是GTI又一中长期

扩张目标。该公司在非洲的“市场份额相对较低”，

因为“在那里寻找合适可靠的分销渠道一直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梦寐以求的市场——
欧洲和美国 

该公司同样也希望在

西欧和北美市场——尤其

是美国占据一席之地。但

达尔意识到，这个目标的

设定有点过于雄心勃勃，

至少从目前来看，确实如

此。“我们想在这里推广

我们的产品。然而，这些

地区的消费倾向与我们目

前的市场导向非常不同。

因此消费者可能不会优先选择我们的产品。”但是，GTI

已经开始为这一宏伟目标进行积极准备。虽然达尔无法

进一步说明，但他表示，公司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研发

一些新的品牌，来扩充其产品组合；或在杰贝阿里工厂

投放更多的制造设备。他说：“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现

代化的生产设备和最新的生产技术。但是，我们还计划

安装新机器，以便对产品组合进行扩展。”除此之外，

达尔未透露更多的消息。 

GTI卷烟品牌

*以上三个品牌均为GTI生产和经销的品牌。
资料来源：GTI

品牌名称*

Milano

Mond

Cavallo

现有规格

KS/QS/SS/Nano/“趣味包装”

KS/QS/SS/Nano

QS/SS/Nano/“趣味包装”

混合原料

美式 + 弗吉尼亚烤烟

美式 + 弗吉尼亚烤烟

美式

销售国家/地区
非洲/巴尔干/独联体/塞尔维亚和
黑山共和国/亚洲地区

非洲/巴尔干/独联体/塞尔维亚和
黑山共和国/亚洲地区

非洲/巴尔干/独联体/塞尔维亚和
黑山共和国/亚洲地区

发售年份

2006

1996

2016

Cavallo Sync SS Cavallo绿薄荷加香胶囊烟

GTI市场营销经理穆尼布•
胡赛因•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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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PECIFICATIONS

Camera: x15 High Speed 310,000 pixel
Optical Measurement Distance: 1–4 in (2.5–10 cm)
LED Illuminator:  White 
Weight: 32 lbs (14Kg)
Dimensions: Dependent upon configuration
Enclosure: Cast Aluminium, IP65 (NEMA 4), Optional Stainless
Power: 80–260 VAC (50/60 HZ)
Operating Temperature: 0–130°F (0–55°C) 
Configuration: Factory Pre-Configured, auto teach software included, 

routine reconfiguration not required
Sensor Input/Outputs: Encoder / Timing signal IN, PNP/NPN rejecter OUT,

RS-232/485, Ethernet TCP/IP
Operator interface Panel: 15” (38cm)

T P  V I S I O N
Tipping Zone Defect Detection System

Automated 
In Maker 
Inspection

Faulty 
cigarette 
rejection

Ensures 
quality to 
market 

Brand 
Protection

High speed high resolution camera and
image processor, that interfaces with any kind of 
making machine –single or twin track. 12,000 cpm 
with higher speed version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Faults detected include:

ü Flagging
ü Misalignment (Axis)
ü Wandering
ü Double Patch
ü V- Cut

MoistTech Vision   |   Suite 52 Austlink Corporate Centre 14 Narabang Way  |   Belrose NSW 2085 
Australia T: +61 2 9486 3501 | F: + 61 2 9986 3592 | seanh@moisttech.com | www.moisttec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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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始人兼CEO——Bommidala Bhanu Murthy的名字命名的印度综合企

业BBM集团，如今是印度最大的烟草及其副产品的生产贸易集团之一。该集

团下属包括许多高知名度的公司，例如希尔顿烟草（手卷烟、斗烟丝和卷

烟）、Premier Tobacco Packers（烟叶）、Bommidala公司（烟丝和卷烟）

和Bommidala Brothers（烟叶）等组成。同样，该集团的成员之一还包括洲

际烟草公司（简称ITC），总部位于阿吉曼酋长国经济自由区。2000年，BBM

决定成立一个新部门，最初将其职能定位于分销该集团印度团队提供的烟丝

和卷烟。但据总经理Naveen Natarajan所说，2012年4月，这个公司从其前任

拥有者手上收购了一家卷烟工厂，因此能够在阿联酋进行生产。对于BBM进军

阿联酋并最终将ITC的业务组合拓展到卷烟生产，他列出了两个主要原因：满

足具有合法品牌的烟草公司的需求，促进这些品牌所有公司增大供应其自身

未加工材料的能力，进而可以保持对自身品牌质量的完全控制。Natarajan表

示：“随着进入海湾地区持续将近20年，我们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和服

务已经很具竞争力。”

洲际烟草公司：印度母公司
BBM集团下属阿拉伯子公司

选址阿联酋带来的巨大收益
各企业在多个自由贸易区选址，零散分布在全国（包括阿吉曼的那

家），可以完全免除原材料进出口的关税（包括成品）。并且，Natarajan

说：“迪拜的航运枢纽不仅有着高效的货物处理设施，还提供针对该区域内

外主要港口的对接服务。”物流因素与阿联酋的地理位置互相补充，这使得

ITC非常易于靠近其在中东和非洲的核心市场。然而按照常规，世界上没有

任何一个地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ITC总经理Natarajan承认，这条规律也适

用于阿联酋和其中的阿吉曼酋长国。他表示：“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要面

对比在印度高得多的成本，比如员工薪水、公共建设、工厂维护和运营等方

面的成本。”

OEM代工拉动ITC经营
与竞争对手GTI不同的是，ITC主要的业务是合约制造。它的大部

分原材料是从委托代工的客户处运来，而后在阿吉曼的工厂内加工为成

品。Natarajan指出：“实际上，我们85%的年产量是为客户生产贴牌产

品。”剩下15%的产品是公司自己的卷烟品牌，最老的品牌于2012年发售，

最新的于2015年推出。ITC公司自创品牌只用弗吉尼亚烟和美国混合型烟，

尽管弗吉尼亚型烟草占进口的80%，而美国混合型烟草占剩下的20%。最主

要的供货国为乌克兰、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例如马拉维和津巴布韦。在

原材料需求上，ITC公司也极大地依赖外来供货。Natarajan说：“我们的

卷烟纸来自印度尼西亚和欧洲，接装纸和滤嘴来自中国。在本地采购的只

有包装材料。”

核心市场是非洲西部和中东
提到ITC自己的品牌，Natarajan指出非洲西部是其核心市场。“主要

原因是，我们能够以超值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弗吉尼亚型产品，这对非洲

西部分销合作伙伴与最终消费者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从作为合约制

文
/托

马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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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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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ELL YOUR BRAND 
Boegli–Gravures can help you to develop subtle, refined and 
ingenious ways of elevating your brand’s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your consumer brand experience. Let us partner 
with you to bring new dimensions to your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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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烟草类型
**只包括ITC自有品牌，不包括从代工客户处购入
的烟草
数据来源：ITC

2015-2017*年ITC烟草进口情况
年份 年进口总量
2015 >200,000 kg (200吨)

2016 >200,000 kg (200吨)

2017 352,000 kg (352吨)

造公司的生产能力角度来看，中东这个区

位对该公司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

东）靠近我们的生产基地，帮助我们缩短了

（到代工客户的）运货时间，这是决定性的

竞争优势。”虽然当前ITC在亚洲并不算活

跃，Natarajan透露公司也“将在亚洲核心市

场推出自己的品牌。”然而还需克服一些障

碍。“我们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必须克服那些

不同地区严格把控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法规

带来的困难，而且那些地区的强制健康警语

要求变动极大，而且还要把我们的价格保持

在可接受的水平。”即便如此，ITC一定会有

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此次市场扩张，将其自有

品牌和贴牌产品同时推进。最后，Natarajan

透露：“我们工厂的卷烟年产能是80亿支，

然而目前我们只利用了50%左右。”

ITC总经理Naveen 
Natara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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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a公司：永远先行一步
也许，克罗地亚较出名的是它那闲适

的岛屿、阳光普照的沙滩、历史悠久的古

城，以及健康的巴尔干烹饪，但出人意料的

是，这个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电子烟油

制造商之一的所在地。2008年，位于该国

Nova Gradiska市的Elda有限公司开始研发

和制造电子烟油，历经艰辛成为业界领先公

司之一。尤其是在最初的几年，那时行业增

长速度惊人，人们似乎突然间都争抢着赶上

电子烟油这股浪潮，Elda不得不在竞争中

坚守阵地。Elda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Dario 

Marenic说：“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电子烟油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法规，
竞争进一步加剧。只有直观的创意和聪明的创新才有助于从业者在这种艰难的
环境下生存下来。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两家顶级公司的一些情况。

创新是电子烟油市
场竞争的关键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取得成功，我们从一开始的战略就是提供最

优质的创新产品，一直比其他公司至少先行

一步。无论什么时候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

我们总是想到下一步，探索如何进行进一步

提升。”

从研究到成品
这并不意味着Marenic只是停留在取得的

荣誉上，仅仅重复改进一些老产品。Elda持

续投资于研发。Marenic解释说：“在我们的

业务当中，创新主要表现在研发新的不同类

型的味道，或者不同类型的包装，或是一种

生产电子烟油的不同的全新工艺。”由于市

在Elda的净化间里进行填充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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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如果要给极其重视质

量的客户和商业伙伴提供比“其他公司”更

好的产品和服务，他的公司只能保持领先。

为了完成这个既艰巨又需要密集资源

的任务，之前通常要进行“市场调研，以确

定当前蒸汽烟使用者中的流行趋势。”公司

的化学工程师们根据消费者调查结果，设计

众多的新配方，为了研制出工程师们预想的

芳香，其中一些样品需要30天或更长的时间

才能“成熟”。有些可能会失败，但那些没

有失败的样品随后要接受多轮严格的实验

室检测，这时又会有大多数样品不能通过检

测。Marenic说：“尽管我们有时候创造出50

多种新配方，但我们最终只会保留一个我们

认为适合于商业生产的配方，其味道和芳香

属性要与我们的消费者研究结果相吻合。”

丰富独特的创新香味
也许最能说明Elda通过创新推动产业发

展的稳健方法，是其名为Premium的最新产

品系列。该产品系列聚焦当前全球市场的发

展趋势，包含有一系列的电子烟油。这些电

子烟油的蒸汽浓厚，呈奶油色，有着香气芳

醇的水果味变体产品，如：粉红柠檬、热带

岛屿、奶昔、薄荷，哦，对了，还有外婆的

果馅卷。率先了解Premium产品的首批人群

（包括众多电影名人），是参加3月初在好

莱坞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独家观影晚宴上的

宾客。Marenic说：“我可以自信地说，Elda

公司是有史以来首家在如此重要、如此著名

的电影业盛会上展示自己产品的电子烟油制

造商，这对Premium和我们公司的其他产品而

言，都是一次极佳的宣传机会。”

这次活动让我们看到了4U——一个进一

步证明Elda公司创新能力的产品系列。这个

产品的目标受众，是那些更青睐更强味道，

更大“喉感冲击力”的消费者。4U产品具有

流行的香味，如冰爽、粉红水果、蓝蒸汽、

黄金烟草和森林浆果等，而且只使用完全源

自欧洲的材料，因此，能最大程度地保证产

品的质量。当然，我们还应该提到全绿（To-

tally Green）这个电子烟油产品系列。这

个系列产品十分吸引那些通常会放弃普通味

道的高度个性化的消费者。和Elda所有产品

一样，也是在一间干净的房间里对全绿产品

进行混合，在无可挑剔的卫生环境下进行包

装，全绿产品目前拥有4种尼古丁含量（分别

为0毫克、6毫克、12毫克和18毫克）和48种

不同味道，最受欢迎的是M烟草、牛仔混合

烟、黑莓、北极薄荷和太妃奶油。

包装也可创新
除了味道之外，Elda公司在包装领域

也显示出了特别的创新优势。例如，不久

前，Elda公司就开创了一个突破性的包装

样式，不再使用大多数电子烟油制造商目

前仍然依赖的常规玻璃瓶、玻璃管，或是

塑料瓶、塑料管。这款产品的品牌名称为

Elda2GO，就是一个内装2毫升电子烟油的多

层镀膜的小袋。开发该产品的初衷之一，

是很多消费者更喜欢在不同时段变换蒸汽

烟的味道。使用这款产品的吸烟者不需要

购买更大瓶的烟油，或是随身备着多个雾

化器液体容器，相反，他们现在只需换用

Eduardo Berea加
香烟草

AI实验室的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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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a2GO袋，因为2毫升电子烟油已经足够吸

一次电子烟。由于Elda的全部业务中，超过

80%是源自代工（OEM）客户，所以，这种小

袋也可以作为样品，用于他们自己的品牌产

品。Marenic说：“我们的一些业内客户，

甚至开始使用2GO液体袋作为抢眼的商务名

片，请我们在袋子上印上他们公司的logo和

详细的联系信息。”Elda公司推出的最新独

创包装产品，是其Premium DIY Nico Shot

系列产品。正如产品名称所示，它使消费者

能够正确地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自己制

造电子烟油。预先包装的套装有60毫升瓶或

120毫升瓶，瓶里预先充满不含尼古丁的雾

化基液，加上公司称之为“尼古丁针剂”的

含18毫克尼古丁溶液的10毫升瓶。将尼古丁

针剂混合到基液中，使用者立刻就可以配置

出一种电子烟油，随时可用于雾化使用，依

照个人喜好，雾化的电子烟油含有3毫克或6

毫克浓缩尼古丁。

“竞争使我们更强大”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一些公司最后会仿造（或者我们可以说是

盗版）时，Marenic说，其实仿造已经出现了。“有一些公司已经

开始模仿我们的产品，但对我们而言，这不是问题。这证实了我们

的产品相当有意思。此外，竞争只会使我们提高生产率，增强创新

能力。”Elda一直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其一开始的主要目标，就是

在外国市场开展业务。该公司称，目前欧洲市场的销售额高达65%

。Marenic解释说：“对我们而言，荷兰、德国、奥地利、英国、丹

麦和比利时是最重要的欧盟国家，因为它们的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用户的比例最高。”在亚洲，Elda认为中国和日本是其两大主要市

场。Marenic说：“今年，我们已经参加了两个蒸汽烟展会——一个

是在中国深圳，另一个是在大阪——在展会上，我们开展了很多有

价值的商业接洽。尽管目前我们在亚洲的销售额只有15%，但我们相

信，这两次参展将会增加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市场份额。”

替代成分：奇才Mother Murphy公司
从闲适的克罗地亚到Mother Murphy实验室公司所处的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镇，有着相当的距离。说到用于家庭烹饪与

商业食品业的优质调味香料与香精，多年来，Mother Murphy实验室

公司的品牌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当蒸汽烟在北美也站稳脚跟的

时候，Mother Murphy实验室公司在2012年决定将自己悠久的专业知

识也带入尼古丁输送系统行业。据报告，由于最初的客户反应非常

好，两年后，该公司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子公司——替代材料公司，

在行业内被简称为AI公司。 

以最高标准服务B2B
AI公司负责国际销售业务的董事爱德华多•贝雷亚解释说： 

“我们按照ISO7标准维护我们的生产设施，包括一个清洁间和一个

检测实验室，核查商品的重要参数，如比重、折射率、闪点、尼古

丁含量、pH值，以及感官评价等。作为一家具有传奇色彩的香料公

司的子公司，AI从一开始就希望主要为B2B领域的客户服务——而不

是与他们竞争。这就是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强项所在，”他补充说。

因此，蒸汽烟爱好者无法在零售店找到冠有AI品牌的电子烟油，因

为根本不存在。

400多种香味——而且还在增加
相反，AI公司在为B2B客户开发令人兴奋的新型香味时，展示

出了自己超常的创新特性。“我们与客户们密切协作，创造出他们

预想的各种香味、混合溶剂和尼古丁含量。”自2014年以来，这些

共同的努力——AI公司的创造专长与客户的市场知识——已经带来

了400多种不同的电子香味。尽管贝雷亚受保密协议的约束而不能泄

露关于这些混合香味成份的确切详细情况，但他说，创新基本上取

决于产品要展示的感官特点、市场营销（如：产品如何呈现给消费

者），以及这种创新产品最终将被用于什么类型的尼古丁输送系统

（密封型、预先填装型，还是开放型）。“想一想产品本身，最重

要的方面就是它必须与相应的品牌形象相匹配，适合尼古丁输送的

方法。我们AI人员必须要牢记在心，我们创造的是感觉，是感觉这

一词汇的含义的方方面面，这些感觉不仅包含烟油本身真正独特的

配方，也包含产品设计、形象和呈现的独特模式。”

Elda的Premium系列

Elda的4U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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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香料散发芳香的是什么？
“香味”当然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词语。欧洲的使用者们可以接受的东

西，世界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讨厌。贝雷亚说：“香味的偏好绝对是

受销售这些香料的地区甚至是个别国家的影响的。一种花生酱味道的产品可能

会让美国使用者高兴，但在亚洲，这种产品可能没什么吸引力。在人们熟悉众

多不同品种的芒果的亚太地区，芒果香味应该完全不同于欧盟和北美地区的芒

果香味，因为欧盟和北美的商店里，往往只有一两种不同品种的芒果。焦糖蛋

奶冻香味就是另一个例子，它在原产国法国配制的味道则不同于它在美国配制

的味道。”与2010年代初疯狂的全盛期相比，如今的新变体香味出现在市场上

的速度已经大为减缓。但贝雷亚说，目前，“品尝起来味道好且令人喜欢”的

混合什锦水果味、甜品型香味和模糊概念香味在各个市场都相当受欢迎。考虑

到大比例的尼古丁输送系统使用者原先都是吸食卷烟的人，因此，“传统”味

道在大多数国家仍然有几分标杆的意味。“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很多原先吸

烟的人继续享受那种熟悉的‘真’烟草或卷烟的味道。”

抢先出击
在法律方面，关于允许可用什

么样的成分的法规虽然说不上是禁

止性的，但确实在逐步变得越来越

严厉。如今，各公司不与法律冲突

变成了一种兼顾各方的平衡做法，

尤其当这些公司在世界各大洲的几

个国家经营非常活跃的时候。一种

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准使用的香料成

份，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已经被编入

禁止成份的索引。这些成份中有的

被禁止是出于好的理由（因为这些

成份可能对消费者健康具有潜在危

险），然而，对于另一些成份，禁

止的合理性则似乎不太明确，偶尔

甚至显得相当武断。

但AI显示出了值得称赞的专业

远见，早在2014年，它就确立了自

己的“成份否决清单”，这个清单

列出了40多种公司基于这些成份的

潜在毒性风险而自愿决定在产品中

停止使用的原材料。据贝雷亚说，

这些成份中，很多已经在欧盟各国

和美国被禁止，最明显的成份是二

乙酰和乙偶姻。贝雷亚说：“但在

我们的清单里，我们还列入了像醋

酸和糠醛这样的物质，这两种物质

在室温下都有相对较高的蒸气压，

而且允许暴露极限很低。”

Alternative Ingredients的研发实验室

Elda公司首席执行官Dario Marenic

Alternative Ingredients公司的净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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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圣达菲天然烟草公司将关闭办事处

圣达菲天然烟草公司即将关闭36年前在圣达菲成立

时设立的办事处。数十年前，该公司被位于北卡罗莱纳

州温斯顿－塞勒姆的雷诺美国公司收购，但它位于圣达

菲的办事处仍然保留。

然而，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到今年夏天的时

候，这种情况就会结束了。目前，在圣达菲南部边沿的

一座棕色灰泥大楼里，还有不足20名工作人员，他们将

必须迁往北卡罗莱纳州，或者离开公司。

圣达菲办事处将于6月30日停业，其保留下来的职

能部门将被重新安置到北卡罗莱纳州的牛津市。自1996

年以来，圣达菲天然烟草公司的制造与分销职能就已经

以这里为中心了。圣达菲办事处的关闭标志着这家在圣

达菲创办的较成功企业之一暂别舞台。

巴基斯坦
CCP建议降低追踪系统投标方标准

巴基斯坦竞争委员会（CCP）建议联邦税务委员会

（FBR）应降低其在一份提案文件中要求的资格标准——

招募企业在卷烟制造厂安装新的追踪系统。巴基斯坦竞

争委员会认为，联邦税务委员会的严格标准只会对一家

全球公司有利，并表示：“似乎全球只有一家防伪印刷

公司可以满足提案文件中提到的经验标准，该公司已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土耳其、巴西、肯尼亚、摩洛哥、

阿尔巴尼亚和格鲁吉亚采用了主要追踪系统。”

如果联邦税务委员会执行巴基斯坦竞争委员会的建

议，将会进一步推迟引进被搁置一年的新追踪系统。联

邦税务委员会的消息来源说，可以认真考虑巴基斯坦竞

争委员会的一些建议，尤其是关于投标方的年营业额的

建议。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委员会一直推迟引进新的追踪

系统，而一旦采用新系统，它将使政府的税收至少增加

500亿巴基斯坦卢比。

巴基斯坦竞争委员会主要担心关于投标方公司简介

的相关内容，包括高营业额、高产能、高销量，以及基

于在一些国家实施的项目、税票产量和产能作出的给予

最高分的评价标准。它还反对要求投标方的合并年收入

须达到１亿美元的条件，因为它认为只有很少几家公司

能够满足这个标准，这会限制竞争。 

柬埔寨
柬埔寨当局关闭违法卷烟厂

柬埔寨当局查封了Tbong Khmum省的一家卷烟制造

公司，因为该公司没有按要求在卷烟产品上印制警语标

识的二级法令。柬埔寨内政部、法院及地方官员齐齐出

动，停止了该烟厂的生产，查获并没收了1600多盒没有

健康标语的卷烟。Tbong Khmum 省法院发言人HakSiek 

Lim说，烟厂已经停产，并且要在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

义务之后，才会获准恢复生产。

美国
FDA修改成份清单指南

2018年4月13日，在推定烟草产品的大型制造商提

交报告的最后期限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发

布了修改后的《产业指南：烟草产品成份清单》。FDA打

算仅对那些用烟草制造、或来源于烟草的，或者含有在

使用过程中可燃烧、雾化或吞咽的成份的烟草产品零部

件强制执行成份清单要求。

不过，推定烟草成品可用零部件的成份清单报告的

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这类烟草产品的大型制造商还可

以在2018年5月8日之前来申报，而小规模烟草制造商则

可以到2018年11月8日之前申报相关产品的成份清单。

任何在2016年8月8日后旨在引入美国市场的新型雾化

装置也是这样，在上市销售前，需要获得《售前烟草产品

申请》批准（该申请要求提供成份信息，以及相当数量的

额外数据）；2016年8月8日在市场上销售的任何装置，则

可以到2022年8月22日，在《销售前烟草产品申请》到期前

提供成份清单，在这一天后，只有该产品的《销售前烟草

产品申请》被FDA接受审核，才可以继续在市场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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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卷烟机出现故障、校准错误或操作失误时，生产的滤嘴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下

垂、错位、偏离轨道、重复填装和V形切割。此外，还可能出现装填密度不当、末端遗失、

遗漏、纸管破裂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问题。烟支（比如细支烟、超细支烟或纳米卷烟）或滤

嘴（如复合滤嘴，有人了解吗？）技术越复杂，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复合滤嘴

在组装过程中，组装顺序可能发生错误。或在固定过程中发生倾斜，从而影响滤嘴的正常使

用。有时，在滤嘴或填充物内放置加香胶囊时，胶囊的位置也会发生偏差，这都会对卷烟的

味道或抽吸阻力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新式的卷烟规格，如超细支卷烟和纳米卷烟，由于其

过于纤细，而无法承受机器内部粗糙的机械应力。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许多精密配件供应

商可以帮助我们检测并排除有缺陷的烟支，以防这些残次品进入零售店，影响品牌形象。 

MOISTTECH VISION：在线捕获排除缺陷
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Moisttech Vision为烟草加工的初级阶段提供优质NIR湿度分析

仪，藉此闻名于烟草业。最近，该公司开发并推出了实时检测系统TP VISION，用于检测二

卷烟生产缺陷检测
系统的佼佼者 
卷烟机——或其操作人员——可能也是靠不住的。卷烟在任何生产过程中，
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缺陷。但是在进入市场前，我们可以借助检测技术
来识别并排除不合格产品。

利用OI进行TP Vision 常规安装（图片由Moisttech Vision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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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加工过程中卷烟产品在接装区出现的问题。该系统直接安装在卷烟机上，

利用安装在滚筒上方的超高速摄像机扫描每支卷烟。所获得的数据由专有的

软件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存在接装缺陷。有缺陷的卷烟被电子仪器标记

为“不合格”。这一过程可由操作员在系统的LED监视器上进行识辨。然后

使用制造商提供的集成气动拒收器来移除并丢弃不合格产品，有效阻止其进

入包装阶段。

测试结果良好，产品全面推行 
据悉，由于此项测试在特定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家澳大利亚公司

决定于2017年5月在全球全面发布该产品。董事总经理肖恩•赫林顿（Sean 

Herrington）说：“从那以后，该产品在业界的反响非常惊人。公司已经售

出了60多套系统，甚至一些业界巨头也使用了这项新兴技术。这无疑证明，

这种系统正在成为整个行业的必需品。”传统的接装缺陷系统只能检测到某

些缺陷，但TP Vision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类型的缺陷，包括重复填装、偏离

轨道、错位、V形切割和标记不当。 

轻松改造老旧机型 
TP Vision系统的一个独特而

重要的优势是，它可以轻松快速地

对现有任何类型和型号的卷烟机进

行改装，不管它有多么陈旧过时。

这是因为它被设计为一个专门的独

立系统，完全不会干预生产商的指

令。相反，它只会对内发送一个定

时信号，对外发出一个拒绝信号。

赫林顿表示：“该系统几乎可以应

用于所有品牌的制造机。正如我们

所看到的那样，它在任何情况下都

能够完美地完成工作。”  

扩大检测范围的插件 
针对那些新型的卷烟机型号，

即便它们已经配备了自动检测漏测

卷烟的压力测试系统，也可以从

TP Vision系统中受益。赫林顿解释

道：“[现代制造商的]压力测试系统

只能检测到V形切口和破损，并没有

涵盖所有类型的缺陷。例如，错位、

偏离轨道、重复填装和标记不当等

等。”他表示，TP Vision是一个非

常有用的插件，可以对所有常见的缺

陷进行更彻底的检查，而且还拥有闪

电般的速度：“该系统的检测率高达

每分钟12,000支。换句话说，也就是

每秒200支。”赫林顿补充道，无论

卷烟制造商的规模如何，他们在使用

了该系统后，都证实了TP Vision可

靠的检测性能和成本优势。“该系统

安装在烟机内的TP Vision装置

（
图
片
由
Moisttech Vision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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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自主学习，并且可以全天候运行。它既不需要校准也不需要维护，同

时精确度可以达到99.99％”。  

TEWS ELEKTRONIK：测试设备的“黄金标准” 
另一个全球缺陷检测系统供应商为TEWS Elektronik GmbH，其总部位

于德国北部城市汉堡。该公司凭借多种在线和离线检测仪器而在烟草行业享

有极高的声誉。TEWS公司的多个系统设备被许多生产商视为“黄金标准”；

可以这么说，这些系统是“必须配备”的。该公司执行经理安德烈•特夫斯

（André Tews）详细说道：“TEWS公司主要关注卷烟或滤嘴机械的在线重量

和质量控制问题。我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验来应对卷烟生产中出现的大多数

缺陷问题。其中，主要是解决填充和配置故障。此外还涉及到加香胶囊和复

合滤嘴问题，如遗漏、破裂、错位或重复填装胶囊、复合滤嘴部件的组装顺

序错误、木炭含量问题等等。但除了提供在线应用的解决方案之外，我们还

拥有用于离线实验室设置或安装在起摄线上的设备。”  

产生缺陷的诸多原因 
TEWS表示，缺陷可能是由多种原因产生的。例如卷烟机对产品施加的

机械压力、机器老旧、精准度失调或维护不足等等。他还声称，细支卷烟比

普通尺寸的卷烟更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细支烟或超细支卷烟中的加香胶

囊，有时可能特别难以处理。当然，为了节省生产成本而使用不合标准的原

材料时，也会出现问题。TEWS还警告说，所有的（当前可用的）检测系统都

不能保证100％的检测率。他坚持说：“至少目前来看，这是一个难以实现

的梦想，或者说，实现这一梦想的花费过于昂贵。但是，我们可以对用户进

行有效的培训，使其全面了解[检测]设备的工作过程，这样就可以非常接近

这一难以实现的检测率。” 

两种仪器，同样卓越
为了准确地检测出上述缺陷，TEWS推荐了他们公司各种水分和密度分

析仪器，这些仪器都采用了独特的微波方法。他特别强调了用于确定生产线

上卷烟重量和湿度，以及检查滤嘴堵塞性能的TEWS MW 3012机器。该系统最

早于1998年推出，如今在业界得以广泛使用。同时，该公司还开发了用于离

线使用的高标准TEWS MW 4420，但它的参数处理方式与MW 3012相同。TEWS

说：“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两大系统在速度、测量精度、检测率和整体易用

性方面都进行了持续改进。由于卷烟和滤嘴的设计不断发生变化，种类也在

（
图
片
由
Moisttech Vision公

司
提
供
）

TP Vision系统显示：一切正常 TP Vision系统显示：检测到偏离轨道TP Vision系统显示：检测到V形切割

TEWS Elektronik公司执行经理安德
烈•特夫斯

（
图
片
由
TEWS Elektronik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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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丰富。因此，[设备的]灵活性需

要不断提高。旧式标准的特大号卷

烟机和装置简单的醋酸纤维丝束过

滤器，都被添加了多种设计。通常

这些设计都极其复杂。”TEWS公司的

全球客户经理尤尔根•科勒格（Jür-

gen Kröger）解释说，在二次加工阶

段，MW 3012能够准确地检查卷烟的

密度，排除填充物中的杂质，校正卷

烟中的水分。而且该系统可以在单个

和复合滤嘴中识别出错位的胶囊以及

不恰当的木炭含量（太多或太少）。

这些都被滤嘴制造商视为质量缺陷。

之后，在加工控制过程中，MW 4420

可用于进行质量控制（QC）辅助检

测，以防止早期可能出现的缺陷。     

广泛的多语言服务网络
当然，TEWS公司不仅销售品

质卓越的仪器，还提供全面的售后

服务，包括操作员培训（内部或现

场）、试运行和试验。安德烈•特夫

斯说：“我们在亚太地区、欧洲和

美国都有自己的服务站，并在多个

国家建立了合作伙伴网络。我们的

服务团队可以前往任何需要我们的

地方，并使用近10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沟通。”但是，TEWS公司和机械制造商

以及卷烟制造商之间强大的合作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开放和合作的

环境，才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为此，我们公司甚至创造了一个词——‘共同

提高（co-improving）’”。 

许多制造商（包括本文未提及的其他领先制造商）已经提供了各种用

于检测缺陷的复杂系统，卷烟制造商可选择的范围十分广泛。在这种情况

下，本不应该有不合格的卷烟进入市场。但即使是最先进的系统也无法做到

绝对完美。Moisttech公司的肖恩•赫林顿说：“含有缺陷的卷烟产品仍会进

入市场，并引发客户投诉。如果不合格的产品频繁出现，会对品牌形象造成

毁灭性影响。尤其对于高端品牌而言，这非常重要。”

TP Vision：技术规范

来源：Moisttech Vision

摄像机

距离物体的光学测量距离

LED照明灯

电源

运行温度范围

传感器输入/输出

操作人员接口面板尺寸

配置

重量

规格

外壳材料

x15高速/310,000像素

1 – 4 英寸（2.5 – 10 cm）

白色

80 – 260 VAC (50 - 60 Hz)

0 – 130°F (0 – 55°C)

编码器/定时信号输入，PNP/NPN 陷波器信号输

出，RS-232/485，以太网TCP/IP

7英寸（18 cm）至15英寸（38 cm）

工厂预先配置，包括“自教”软件，不需要常

规重新配置

32磅（14 kg）

根据订单进行配置

铸铝，IP65 (NEMA 4)，备选：不锈钢 

TEWS MW 4420上显示的各种测量
曲线可帮助找出产品缺陷

TEWS MW 4420水分与密度测量系统

（
图
片
由
TEWS Elektronik公

司
提
供
）

（
图
片
由
TEWS Elektronik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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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是当前卷烟滤嘴最常用的原材料。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

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或许，这种垄断局面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毕

竟，CAT材料拥有卓越的过滤性能和留着性能。但是，这种材料的分

解过程十分缓慢。此外，在制造卷烟滤棒时，需要用合成胶或树脂将

单根纤维粘合在一起。其中，最常用的粘合剂是三乙酸甘油酯，这种

油脂本身也并不能有效提高CAT滤嘴的生物降解性。 

CAT废弃物造成全球环境污染问题
显而易见，随意丢弃由CAT制成的卷烟滤嘴已经造成了全球环境

污染问题。每年，多达1200亿个烟头被人们随意扔在街道和人行道

上，或是抛在水沟、森林、公园、湖泊、河流、海洋、海滩甚至看不

见的地方。几年前，旧金山市议会就烟头清理工作进行了一次审计。

结果显示，市政府（以及纳税人）每年为这些垃圾清理支付700多万

美元的高昂费用。尽管卷烟滤嘴由纤维丝束加工而成，但这种材料经

过化学变化后，形成了一种难以自然分解的聚合物。数十年来，各种

相关研究已经证实，CAT材料制成的滤嘴需要两到十年的时间才能被

生物降解。细菌和其他微生物难以消化它。

淘汰CAT：寻找卷烟滤
嘴替代品

醋酸纤维丝束（CAT）主要用于制作卷烟滤嘴。尽管其生物降解
性能较差，但已占领卷烟滤嘴市场长达数十年之久。目前，市场
上环保型滤嘴材料不断出现，CAT材料或将面对激烈的竞争。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McAirlaids销售副总监卡嘉•赛尔

McAirlaids位于德国施泰因福特县的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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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irlaids Vliesstoffe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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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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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McAirlaids Vliesstoffe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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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替代品困难重重
一直以来，各卷烟公司都在积极寻找CAT滤嘴替代材料，但收效甚

微。CAT在反复实验测试过程中显示出诸多优点：无味、导热性低、耐热性

高、易于加工，最重要的是具有成本效益，这些优势条件似乎是其它任何

材料无法比拟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一直采用CAT。或许还有其他选

择？实际上，如果其它材料的研发者或供应商能够全力以赴，那么，很多材

料将发挥重要作用，CAT最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干法造纸：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德国McAirlaids Vliesstoffe公司是全球丝束、无纺布或其它纤维材料的

主要供应商。这些材料广泛用于各行各业。该公司拥有一种名为“airlaying”

（干法造纸）的特殊制造技术。顺便提一下，公司名称巧妙地蕴含了这种技术

的特性，即McAirlaids。销售副总监卡嘉•赛尔（Katja Selle）解释说：“我

们将纯纤维丝束放置在与造纸类似的加工过程中。但是，我们不用水来沉积纤

维，而是使用干法造纸”。但是，在采用干法工艺后，仍需要用某些胶水对纤

维进行粘合处理......这种环保技术就连窗外的苍蝇也会连连称赞。”

淘汰胶水和树脂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McAirlaids发明的一项专利技术，可以使干法

造纸的纤维丝束在没有胶水或树脂的情况下自行粘合。这一过程可生产出一

种高纯度的耐用材料，适用于生产要求很高的食品、卫生和医疗行业。例如

制作肉垫、伤口敷料和女性卫生用品等等。由于该产品几乎完全由未经处理

的、无杂质的天然纤维丝束构成，因此其生物降解速度很快。赛尔说：“它

的降解速度只需几周，而不是几年。”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无味、口感中

性和耐热性。多么完美的卷烟滤嘴材料啊！难道不是吗？

天津荣唐纤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
售总监乔瑟夫•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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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低调，待时机成熟
这也正是McAirlaids公司的发展目

标。McAirlaids的销售总监皮特•加利（Peter 

Gawley）表示，经过大量的研究和研发，公

司于一年前推出了一种商业上可行的专利材

料。该材料完全可以用作CAT滤嘴材料的替

代品。不过，直到最近，该公司依然低调行

事，或许“仅仅是因为替代材料尚未做好大

规模公开上市的准备”。“卷烟滤嘴的业务

优化只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我们还没有

真正开始专注于品牌塑造和大力营销，”加

利解释说。 

未来商机无限
但情况很快将发生变化，因为商标注册

程序结束后，McAirlaids打算正式推出该产

品。赛尔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将要

在近期推出生物降解型滤嘴专用品牌——Ge-

nia。该名称是一个希腊词汇，意思为‘一

代’。我们将‘Genia’作为下一代滤嘴产

品进行销售。”加利补充道：“传统的干法

造纸纤维丝束已经在日本使用多年，但请记

住，它们一直都是使用合成胶作为粘合剂。

我们意识到，随着人们对环境的日益重视，

不含胶水或粘合剂的干法造纸纤维丝束可以

在整个行业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反复试验证实杰出的过滤属性
赛尔重申，几年前，公司已经在实验

室测试中证实，这种材料可在几周内完全降

解，并变成堆肥。这与CAT完全不同，“虽

然其它替代品，如纸质滤嘴也可进行生物降

解，但在吸烟过程中，‘Genia’不会产生

令人反感的味道，这正是它独特的优势所

在。”此外，测试还发现，我们可以很容易

地调整这种材料的压降。与CAT相比，在相

同的压降点，Genia可以更加有效去除焦油

和尼古丁。而且，它还对酚类物质具有选择

性。“我们正在进行另一轮实验。但这次是

在真实过滤状态下，对‘Genia’的生物降

解性进行测试。”赛尔补充道。“老实说，

我们预计实验结果会与最初的研究一样，不

会产生任何差异。此次测试再次更清楚地确

认‘Genia’要优于传统CAT材料”。 

变革前夕
与此同时，加利坚持认为，卷烟滤嘴行

业停滞不前，CAT材料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此，需要进行一些剧变。他说：“在过去

50年里，滤嘴材料行业并没有真正改变，所

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更

加可持续的材料将会取代现有的产品。”显

然，感兴趣的各方已经开始参与其中（加利

说：“现在还处于完全保密状态”）。使用

Genia滤嘴的卷烟，计划于2018年年中进入欧

洲市场，并在年底前进入部分亚洲市场。 

PLA：与CAT相似吗？并不完全是
卷烟滤嘴材料行业的另一大有利竞争者

是聚乳酸（PLA）。这种聚合物与醋酸纤维

素并不完全相同。它先进行发酵，然后进行

植物淀粉酯化（通常来自玉米或甜菜）。这

种材料最早合成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用于

生产复合薄膜、清漆或最近的生物降解型塑

料袋、花盆以及类似产品。但是，使用PLA

丝束来生产卷烟滤嘴仅是近几年才开始的。

目前的供应商主要来自几个中国企业。天津

荣唐纤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

唐）位列其中。  

荣唐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工业纤维。其于

2009年开始生产PLA纤维丝束。销售总监乔瑟

夫•唐（Joseph Tang）说：“经过验证，PLA

拥有100％可生物降解性和环保性，这成为我

们向卷烟滤嘴制造商推荐该材料的主要优势

所在。另一方面，由于醋酸纤维丝束常常供

不应求，因此PLA的出口潜力很大。”该公司

合成PLA的原材料通常为玉米。但是唐先生希

望对这一加工过程进行保密。 

快速完全分解——但价格是个问题
尽管在任何环境条件下，PLA都可在短

短的几周内迅速分解，但目前并未大规模用

工厂生产的PLA纤维
丝束和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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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卷烟滤嘴生产。唐先生也承认，他的公司在2017年出口的过滤级PLA丝束

还不足5吨（5,000公斤）。计算过程很简单：平均每根滤棒重约0.4克。除

去在制造过程中会产生的耗损，5000公斤足以生产出1200万到1300万个标准

尺寸的滤棒。当然，与去年全球预计生产的5.5万亿支卷烟相比，这个数字

微不足道。唐先生表示：“但是我们的出口量每年都在缓慢增加。我认为，

烟草公司的环境意识日益提高，他们会愿意尝试将PLA作为CAT材料的替代

品。只不过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然而我们怀疑，PLA销量低的真正原因在于：PLA的生产成本至少是CAT

的2倍。在烟草行业领域，价格优势极其重要，PLA材料的成本过于昂贵。但

这并不妨碍唐先生继续推销他的产品。他确信，“随着订单数量的增加，我

们会转向大规模生产，到那时，PLA的价格将会下降。作为PLA产品的先驱，

我们也拥有自己的原料来源，这也会帮助我们降低成本。” 

天才的灵光一现
并不总是大公司以其取之不尽的研发预算推动着世界前进。有时候，

某个人在洞察了周遭环境后，也会灵光乍现。在卷烟滤嘴领域，这位有天赋

的人就是Thuan Lu。这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盛年（Centennial）小

镇的中国裔美国公民。他深信，他的发明和苦心经营的产品可能会对烟草业

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我是一名吸烟者，总是将抽完的烟头丢到后院。有一天，我把它们

都捡了起来。它们的数量多到令我无比震惊。而我只是世界众多吸烟者中的

一个！我很困惑，为什么即使在露天环境中搁置了几个月，滤嘴似乎也没有

完全分解，”他回忆道。出于好奇，他进行了一些关于常规滤嘴制造的在线

研究，以及为什么它们不会降解。他说：“我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环境问

题，我决定要解决它。” 

嘿，黄麻！ 
Thuan想发明一种可完全降解的有机滤嘴。他在自己的小工作间里，将

各种潜在的天然材料制成滤嘴，以测试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你可以想象

得出，我做了很多实验，”他笑着说，“我甚至让我的朋友尝试我自制的各

种滤嘴。”最终，他将目标原材料锁定到黄麻。黄麻生长在亚热带地区，其

纤维粗壮，通常用来制作粗麻布袋或其他坚固的织物。当然，如果不进行处

理，粗硬的黄麻纤维不适合制造滤嘴。因此，经过不断努力和严密的防护方

法，他终于制造出比头发更细的黄麻纤维。他说：“我对这些纤维进行了

基本的减压、干燥和净化，但我不

能告诉你确切的生产过程。”他补

充道，这些纤维拥有极低的热传导

性，这十分重要，“因为谁都不想

在吸烟时烧伤自己的嘴”。  

分散只需数小时
Thuan声称，他的“生物滤嘴”

（他起了一个合适的名字）具有高吸

收性，并且“比传统的[醋酸酯]滤嘴

具有更佳的过滤性能”，甚至“还可

以吸收一些焦油”。同时，通过调整

纸塞内的压力，可以很容易地控制纤

维的拉伸强度。“我甚至可以用这种

方法来生产轻型卷烟。而且，这些纤

维不用粘合树脂，就可以通过纸塞包

装完全结合在一起。这完全符合生物

降解的要求。Thuan Lu称，“当这些

滤嘴被丢弃后，特殊的插头设计会使

滤嘴卡到一半的位置。此时，空气中

的水分会在数小时内迅速分解纤维。

然后随风或水流分散，变成堆肥。”

申请专利，寻找投资者 

Thuan已经在美国申请了专利，

他预计将在2018年10月获得批准。

他确信该发明已经做好了投入商业

生产的准备，并于最近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BioFil Inc。该公司已通过美

国证券和外汇委员会审核。他希望

成立该公司，能够帮助他更容易吸

引投资者的目光，并引起合作伙伴

的兴趣。不过，这可不像在公园散

步那么简单。Thuan Lu随即透露说，

他向一些大型烟草公司展示了他的

滤嘴发明，但都遭到了拒绝。“他

们表示想先看一些消费者测试。由

于各种原因，我没有经济能力来进

行全国性的消费者测试。”但他并

没有放弃。他指出，许多国家正在

寻求方法来减少日益恶化的环境污

染问题。随意丢弃CAT滤嘴正是其中

的问题之一。或许，在科罗拉多州

小镇，这位谦逊温和的人能够凭借

自己的发明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

谁又能预料到呢？

黄麻滤嘴发明人Thuan Lu Biofil公司的黄麻纤维滤嘴样品

（
图
片
由
Biofil公

司
提
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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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细支卷烟的快速发展，给国产

烟机企业在设备细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采用技贸结

合的方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

卷接技术后进行再创新，研发出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卷接设备。但没有一款是专

门针对细支卷烟生产的设备，大部分卷烟厂

在进行异型烟产品开发时，都是在现有设备

上进行零部件的更换和调整。而现有的中高

速设备整体柔性不高，特别是当卷烟品牌或

规格需要变化时，现有机型还不能实现快速

细支烟发展推动中国烟
机设备细分创新

转换，零部件的更换和设备的调整普遍存在

操作繁琐、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

随着细支卷烟的快速发展，卷烟工业

企业对细支烟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满

足市场需求，为细支烟发展提供装备保障和

服务保障，中国国内的烟机公司快速响应市

场需求，积极为工业企业提供国产细支烟设

备，并针对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服

务”，为行业打造经济新亮点提供了及时有

力的技术装备支撑与保障。

文
/烟

草
在

线

应对细支烟需求的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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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发破解技术难题
工业企业对细支卷烟的每一项设计，最终都要靠生产设备来支撑。这

给中国国产烟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国产细支烟设备是以常规卷烟设备为开发平台进行的“再创造”。 

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早在2007年就开始进行细支烟设备研发。常

德烟机公司在ZJ17型卷接机组的基础上，于2008年年底完成了ZJ17D型卷接

机组研发工作；上海烟机公司随即推出ZB45改进型细支烟包装机组，做好了

迎接细支卷烟市场到来的技术准备。

因为烟支变细，若烟丝中含

有烟梗，可能会把烟纸扎破；烟支

变细带来烟纸变窄，耐受力变小，

生产中烟纸容易断裂；烟支直径变

小，长度增加，烟支吸阻变大……

一道道难题摆在中国国产烟机研发

人员的面前。

卷接机组方面，需要有完善

的梗丝分离装置对烟丝进行除杂处

理，防止梗签扎破烟纸；需要控制

烟丝量及均匀性，降低烟支吸阻；

需要重新设计烟支卷制成型、接装

滤嘴等部分，适应细支卷烟的生产

要求。包装机组需要重新设计和安

装相关的基础零件；改动与烟包规

格及烟支排列有关的所有专用零

件，仅包装机组需重新设计和改造

的零件就有700多种。

技术改进的道路上，充满各种

困难。中国国产烟机企业经过反反

复复的讨论、研究、模拟、测试、

修改，最终成功推出了国产细支烟

设备。

在2014年细支卷烟市场活力

集中释放、工业企业设备需求十分

急迫的情况下，国产烟机企业迅速

响应，填补了市场空白，为江苏、

湖北、川渝等中烟工业公司提供了

15组细支烟设备，为行业打造经济

运行新亮点提供了及时的技术装备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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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服务满足市场需求
2014年，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了《关于规范和

支持细支卷烟发展的通知》，规定细支卷烟的烟周为17

毫米±1毫米。烟周，在中国国产烟机研发人员眼里会被

换算成另外一个测量单位——烟支直径，因为在烟支生

产的过程中，比如烟支成形、添加滤棒、卷接包装等环

节，烟支直径的应用更加广泛。

为满足市场需求，中国国产烟机企业根据卷烟品牌

的不同需求重新调整设备。现在，国产烟机已经能够把

烟支直径最细做到5.19毫米，长度在84毫米到100毫米之

间。在这个区间内，工业企业能进行“菜单式点餐”。

在细支卷烟的花式包装上，中国国产烟机企业有效

利用成熟技术平台，完成了细支双排、八角包装、独立

条透、五包平装、两列五包堆叠等异型包装设备开发，

并通过新机改制和大修改造等生产组织方式缩短供货周

期，提高了满足工业企业需求的速度。

技术储备快速响应市场
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只要卷烟工业企业对设备提出

要求，中国国产烟机企业可以马上投入设计，通过新机

改制和大修改造等方式，最快三个月内就能为工业企业

整线提供细支卷烟设备，包括卷接机组、包装机组加上

卷烟储存输送装置的“一条线”设备，在规格变化较大

的情况下，供货周期也仅为半年。

目前，国产细支烟设备已经形成了两条完备的生产

线：一条是生产能力5000支/分的ZJ17D卷接机组+ZB45 

（改进型）包装机组；一条是生产能力7000支/分的

ZJ112（改进型）卷接机组+ZB47（改进型）包装机组。

正是由于国产烟机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供货

周期短，为工业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才打破了国外细

支烟设备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了与进口设备的同台竞

技。目前在各家卷烟厂，使用中的国产细支烟设备已经

有30组。从使用情况来看，无论从运行速度、有效作业

率、产品质量、材料消耗上，均与进口设备保持了同样

的水准，受到工业企业的好评。

为提高国产细支烟设备的竞争力，尽快达到国际同

类先进机组水平，中国国产烟机企业积极组织细支烟设

备调研、技术改进及配套设备后续研发，为支撑细支卷

烟的未来发展做好技术储备。

不仅如此，国产烟机企业还持续跟踪各型细支烟机

组的运行状态，为工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充分吸收先

进机型的经验和用户的改进建议，提前了解和掌握市场

信息，对卷烟市场的流行包装进行整理，不断完善机组

技术性能和细支卷烟产品内在质量的保障能力。

经过多年努力，2017年，国产烟机10000支/分

钟、500包/分钟超高速细支烟卷接包机组，已在国家局

立项；6000支/分钟、7000支/分钟细支卷接机组样机完

成客户交验；400包/分钟细支包装机组、400米/分钟细

支滤棒成型机等产品完成验收，至此，细支烟设备基本

实现系列化，可有效满足不同用户的产量要求。

创新是新机械的关键所在

目前，细支烟设备基本实
现系列化，可有效满足不

同用户的产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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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更名

从2018年3月1日起，明星烟草

国际公司（STI）正式更名为明星农

业技术国际公司（Star Agritech 

International）。该公司仍会继续

专注于烟草贸易，同时也将开始涉

足其他农产品交易。

公司总部现详细地址为：新加

坡莱佛士码头16号丰隆大厦33-03号

楼，邮编：048581，邮箱：info@

staragritech.biz。

马拉维
烟叶销售态势喜人 

马拉维的烟叶销售旺季起步良

好，每公斤价格达到2.10美元。尽

管低质量烟叶价格仅为每公斤0.80

美元，但也超过了利隆圭拍卖市场

（Lilongwe Auction Floor）预计的

最低价格。

烟草控制委员会（TCC）执行总

监卡伊斯•萨达拉（Kayisi Sadala）

表示，与上一季相比，今年的开盘

价更高。他还表示，开盘价预示烟

叶价格可能会上涨。因为在销售季

初期，烟农通常会提供质量较低的

烟叶。随后，随着烟农供给市场上

烟叶质量的提高，价格也会升高。 

印度
FDI相关问题态度迥异  

在工业政策与发展部（DIPP）

秘书拉梅什•阿布舍克（Ramesh Ab-

hishek）担任商业和工业部会议主

席期间，农民协会和行业各界人士

对烟草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相

关问题看法不一。

目前，印度禁止在雪茄、卷烟

和烟草替代品生产等方面使用外国

直接投资。但是，它可以通过任何

形式进行技术合作，包括批准特许

经营、商标、品牌名称和烟草行业

管理合同等。 

Modi Enterprises董事长克

利山•库玛•莫迪（Krishan Kumar 

Modi）表示，目前，该行业中外国

直接投资政策应该保持不变。他

说：“没有必要限制（外国直接投

资），因为我们是卷烟等产品的主

要出口国，其他国家也会对我们施

加限制。”莫迪还表示，国内和国

外企业都应保持公平竞争。此外，

由于没有获得新的制造许可证，该

行业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 

全 印 度 农 民 协 会 联 合 会

（FAIFA）和卡纳塔克邦烟农论坛

（KTGF）强烈反对外国直接投资进

入烟草行业，而且想完全禁止该行

业中的外国投资。全印度农民协会

联合会主席B.V.杰拉•戈夫达（B.V. 

Javare Gowda）说：“我们拥有现

代化的生产技术，并不需要任何类

型的外国直接投资。” 

另一方面，Peridepi烟农协会

代表Yashwanth K.C.则表示，不应

该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它可以

给我们带来新的生产技术，这将有

助于为农民带来更加有利的价格优

势。他说：“我们支持外国直接投

资政策。我们需要引进新的生产技

术，多年以来，对烟农来说，市场

一直停滞不前。部分竞争者对商品

和贸易拥有独家控制权。如果跨国

公司参与进来，会创造一个公平竞

争的环境。如果竞争者增加，竞争

也会加剧，那么烟农就会有更多的

选择。” 

津巴布韦
预计烟叶产量增加

烟农开始在拍卖场进行烟叶拍

卖，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预

计，今年津巴布韦的烟叶产量将由

原来的1.89亿公斤增加至2亿公斤，

增幅为5.8％。

在过去5年中，越来越多的公司

为农民提供烟叶生产资金，帮助他

们提高烟叶产量。  

在拍卖季开始时，康斯坦丁诺•

奇翁加（Constantino Chiwenga）

副主席告诉烟农：“在2017-2018

年农季期间，82％烟叶种植获得

资助，这些公司受到了政府的赞

赏。”他还表示，政府正在将烟叶

融资模式扩展到小麦和大豆等其他

作物。由于种植这些作物的农民缺

乏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的资金，

产量一直很低。

巴基斯坦
烟叶种植为75,000个农村家庭
提供就业机会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烟草公司

（AKKP）副总裁尼阿马特•沙•罗哈

尼（Niamat Shah Roghani）表示，

巴基斯坦约有0.25％的土地种植烟

叶。这为75,000个农村家庭提供了

就业机会，并为其他行业直接或间

接提供了100万多个就业岗位。  

罗哈尼称，由于恐怖袭击和经

济疲软，所有商业行为和就业来源

已被破坏。烟叶种植成为该地区唯

一的赚钱手段。但不幸的是，税收

增加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无法继续种

植烟叶。 

他还补充道，造成农民损失的

另一个原因是卷烟销量减少，第三

级税收导致消费税减少了50％。 

罗哈尼希望政府在税收方面将

烟叶与其他作物同等对待，希望将5

％的预扣税，每公斤烟叶联邦消费

税10卢比，联邦政府税3.67卢比纳

入卷烟生产的联邦消费税里，而不

是强加给烟农。此外，他还要求消

除2017年预算中的第三级税收，并

减少50％的消费税。     

土耳其
土耳其成伊朗最大烟叶出口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关管理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截至2月19

日，土耳其在过去的11个月内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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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最大的烟草出口商，总价值超

过4235万美元。

在此期间，伊朗进口的烟叶数

量高达16,100吨，总价值接近34亿

里亚尔（1.18亿美元）。继土耳其

之后，伊朗境内主要出口国还有约

旦、德国、阿联酋、巴西、津巴布

韦、法国、韩国、瑞士、泰国、印

度尼西亚、保加利亚和俄罗斯。

烟草规划监督中心负责人阿

里•阿斯加尔•拉姆齐（Ali Asghar 

Ramzi）说：“伊朗大约20％的烟叶

由国内生产。”他之前也表示过，

伊朗已于去年制定计划，欲将烟叶

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500％，以实现

自给自足。他还指出，进口烟叶比

当地烟叶贵30-40％。据格勒斯坦工

业公司（Golestan Industries）

矿业和贸易组织负责人胡赛纳里

（Hosseinali Qavanlou）介绍，约

有65％的烟叶（超过5000吨）种植

于伊朗北部。

马拉维
烟叶作物的替代品？

由于反吸烟游说群体的不断施

压，无烟世界基金会（FSFW）建议

烟农改种其它可能成为该国今后主

要收入来源的农作物。  

无烟世界基金会负责农业和

生计的副主席吉姆•鲁特斯维勒尔

（Jim Lutzweiler）说：“如果马

拉维烟叶被一种稳定的经济作物完

全取代，我们希望鼓励感兴趣的人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寻找有正规市

场的其它经济作物，帮助农民在经

济上实现良好过渡。” 

农业灌溉和水利发展部推广服

务总监阿尔伯特（Albert Changa-

ya）表示，种植烟叶替代作物的提

议并不新鲜。倡导者们应该从以前

的事例中汲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议会农业委员会副主席詹姆斯•蒙塔

利（James Munthali）说，我们应

该从实际出发，确保烟叶种植多样

化。“我认为，取代烟叶种植不能

操之过急，而应当循序渐进，”他

补充说。

泰国
TTM被迫高价收购国产烟叶

国营泰国烟草专卖公司（TTM）

总经理Daonoi Suttiniphapunt表

示，国家要求该公司以“罕见高

价”收购国产烟叶。

根据Suttiniphapunt的说法，

泰国烟草专卖公司向烟农购买的价

格达每公斤22泰铢（0.70美元），远

高于市场价格。由于消费税上调，

烟叶价格上涨，卷烟销量不断下

降。Suttiniphapunt预计泰国烟草专

卖公司购买的烟叶量将减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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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亚•德尼加拉瓜雪茄（以下简称霍

亚）公司的沉浮与原产国的历史兴衰紧密相

连，荣辱与共，命运是如此非比寻常。

诞生与涅槃
1959年，大量古巴制造商外逃，尼加拉

瓜雪茄的历史也由此应运而生。尼加拉瓜种

植卷烟烟叶已有多年历史，但直到索莫扎政

府决定资助雪茄产业成为新兴产业，这才得

到政府资金支持。

50年前，也就是1968年，两名古巴人

（Juan Bermejo和Simón Camacho）在埃斯

特利创建了现在所熟知的霍亚•德尼加拉瓜

雪茄公司，起初命名为尼加拉瓜雪茄公司。

公司成立两年后，所生产的旗舰产品霍亚•

德尼加拉瓜雪茄成为了美国时任总统理查

德•尼克松入驻白宫的官方雪茄。上世纪70

年代，尼加拉瓜的独裁者Anastasio Somoza 

历经沉浮的霍亚•德尼
加拉瓜雪茄再现辉煌 

DeBayle在白宫出席官方晚宴，认出白宫官

方雪茄来自本国国土，他提出愿意成为霍亚

公司的一员，这使公司创始人难以回绝。

从1979年开始，在尼加拉瓜左派桑定

执政期内，该国烟草区的农场和工厂被国

有化，财产在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下被重新

进行分配。1984年，美国对尼加拉瓜实施

商业封锁，使其失去了当时雪茄出售的最

大市场。为此，除了本国工厂外，还在洪

都拉斯建立了一个出口到美国的新工厂，

但销量开始下跌。

内战结束（5万人丧生）后，Violetta 

Barrios de Chamorro在1990年赢得选举，

工人重建了尼加拉瓜雪茄工厂。美国的解禁

政策让“真正的”尼加拉瓜雪茄（来自尼加

拉瓜而不是洪都拉斯）在美国市场上又获得

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Eric Piras

霍亚•德尼加拉瓜雪茄公司的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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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Alejandro Martinez-Cuenca博士开始与该工厂合作。

根据某种租赁协议，Alejandro Martinez-Cuenca提供资本、烟叶和

销售渠道。那时，该工厂仍由69名正在寻找投资者的工人拥有。1994

年，Martinez-Cuenca根据工人业主的要求，收购了该公司，并将其更名

为Tabacos Puros de Nicaragua。

1998年，米奇飓风给尼加拉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给种植烟叶的农场

以及雪茄工厂也造成严重影响，然而农场也藉此再现今日之辉煌。而这一年

Martinez Cuenca从Tabacalera手上（Tabacalera在购买Hollco-Rohr时获得

了霍亚的经销权）购回了霍亚品牌在美国的经销权。

自此，公司生产的全系列雪茄再次进入美国市场。为了反映出这一变

化并宣传公司最知名的品牌，Martinez-Cuenca将公司的名字改为霍亚•德尼

加拉瓜。

家族一瞥
Alejandro Martinez-Cuenca博士执掌重建后的霍亚•德尼加拉瓜雪茄

公司，他本人并非来自烟草世家。相反，他最初是一位经济学家和学者，就

职于政府部门。但是，他是一名雪茄爱好者，拥有伟大的愿景。最初也是

困难重重，但在霍亚员工的支持和参与下，他获得了知识、经验和遗产。正

是由于这些人，公司取得了成功。直至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公司工作，

这非常了不起。Alejandro Martinez-Cuenca担任公司总裁，他的儿子Juan 

Martinez担任公司副总裁。

因为父母告诉子女要走自己的路，Juan Martinez选择的专业是经济和

商业（他的妹妹是医生，弟弟是摄影师）。2008到2009年期间，Juan Mar-

tinez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逐步了解公司的员工、员工的家庭、客户以

及合作伙伴。2011年，他开始涉足公司的各个方面。

当参观工厂，和员工交谈时，可以真诚而强烈地感到，公司不仅仅是

一个人或一对父子管理的愿景，而且传承着所有员工多年来的奉献。过去的

50年里，霍亚已经成为凝聚力和恢复力极强的品牌。

尼加拉瓜最古老的雪茄品牌将何去何从？
如今，基于其传统、社会和平、经济增长以及地质多样性的因素，尼

加拉瓜在雪茄行业正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尼加拉瓜和烟草业密不可分：

烟草业是该国最大的雇主之一，约30％的人口依靠该产业谋生。

霍亚•德尼加拉瓜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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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历史最悠久的雪茄品牌霍

亚，年产550万支高级雪茄，主要以自己

的品牌销售，但他们也为美国（Dubarton 

Tobacco＆Co.和Fratello）或一些欧洲公司

（Villiger、Bentley或Robert Graham）制

作雪茄。美国是霍亚雪茄最大的单一市场，

但世界其他地区的地位也等同或超过美国。

霍亚善于改变，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极

强。他们的目标是为所有类型的消费者制作

雪茄，无论是配置还是价格方面，因为他们

相信每个人的味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和提升。

他们不断将此愿景融入到产品组合当

中。霍亚雪茄是否畅销取决于市场，比如

Antaño因浓郁和浑厚的烟草味位列美国最受

欢迎的雪茄。而Clásico因温和圆润的回味

感领跑欧洲雪茄市场。

“传统”系列品牌（Antaño、Clásico、 

Cuatro Cinco）都是浓郁香型的雪茄，具有

经典的尼加拉瓜特色，也只有尼加拉瓜才能

生产出这些雪茄。在设计霍亚雪茄产品系

列，霍亚•红、霍亚•黑和Cabinetta等品牌

时考虑了现代年轻的雪茄爱好者，将其他品

种的烟叶引入到混合物中。霍亚•Cabinetta

口感温和，霍亚•红味道居中，霍亚•黑口感

则更加多样和复杂。

亚洲新篇章
在品牌成立50周年这一里程碑的日子

里，霍亚雪茄坚定地聚焦亚洲，通过Ci-

graal开始在大中华区和越南进行分销，还

将在Alejandro Martinez-Cuenca博士6月访

问期间举行一系列活动。

基于对产区的深入了解、拓展国际市场

的冲劲以及对技术传承的意愿（毕竟他们的

品牌承载着其国家的名字），肩负重任的霍

亚雪茄成功地攻克了一个个艰难的挑战。我

们期待尼加拉瓜和霍亚雪茄在未来取得更好

的成绩。

来源：Joya de Nicaragua，Cigar Insider, 

Tobacco Business

霍亚•德尼加拉瓜雪茄公司的烤房

雪茄成品

Alejandro Marti-
nez-Cuenca博士执
掌重建后的霍亚•德
尼加拉瓜雪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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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烟叶生产扎根于广袤农村，

既是中国烟草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又

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

一直以来，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局）

一直高度重视烟叶生产稳定可持续发展。通

过，拓宽烟农增收渠道，推进烟农转型发

展，进行专项补贴的政策等等。在烟叶库存

增高，烟叶面积控制等背景下，中国烟草持

续稳步推进烟农增收工作。

现如今，中国烟草面临着外部随着控烟

环境的日益严峻，卷烟消费的理性回归，卷

烟整体销量的减少，内部年轻人不愿种烟、

种烟有一定风险，易遭受自然灾害、土地流

转困难，无田种烟等……内外因共同作用，

逐渐出现了烟农流失的现象，为烟草行业的

可持续性发展敲响了警钟。

中国烟草：积极探索烟农增
收途径　稳步推进烟农增收

更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烟叶总量过

剩、库存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烟叶生产乃

至中国烟草行业稳定发展的巨大忧患。中

国烟草行业从2013年开始逐步实施总量规模

调控，全国烟叶收购量由2012年最高峰时的

5488万担，调减至2017年的3765万担左右，

减幅超过30%。从目前国内烟叶库存现状

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烟叶库存仍在继续

增加，库存量（把片混算）可使用年限从37

个月增加到43个月。按照2018年全国烟草工

作会议的工作部署，今年全国烟叶生产收购

计划3500万担，比上年计划调减600万担，

调减力度为2013年烟叶生产实行总量宏观调

控以来之最。

同时，在中国超过70%的烟叶产区分布

在老少边穷地区，种植烟叶是当地群众主要

种植烟叶是当地群众的重要收入来源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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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来源，对当地脱贫攻坚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烟叶生产既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

基，又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

支撑。

因此，中国烟草面临着既要坚决打好烟

叶调控持久战，又要大力支持贫困县打赢脱

贫攻坚战。

一直以来，国家局高度重视烟叶生产稳

定可持续发展，更加重视通过，拓宽烟农增

收渠道，推进烟农转型发展，进行专项补贴

的政策等等。在烟叶库存增高，烟叶面积控

制等背景下，中国烟草持续稳步推进烟农增

收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7年，在抓好烟叶主业增收的前提

下，中国烟草大力推进设施资源综合利用、

多元经营和辅助产业发展，积极拓宽烟农

增收渠道，全年实现烟农种烟总收入565亿

元，实现烟叶税110亿元，烟农户均种烟收

入4.91万元，同比增加0.19万元。测算烟农

增加非烟收入148亿元，有效弥补因烟叶计

划下调而减少的收入。

在2017年中国烟草进一步加大了烟叶工

作宏观调控力度，并对烟叶产区贫困县调减

种烟面积进行专项补贴的政策：进一步加大

精准帮扶力度，以2017年烟叶种植计划面积

为基数，按照国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

规划》贫困县的范围，对贫困县烟农减少的

种植面积，由烟草行业每亩补助400元，用

于烟农调整产业结构，巩固脱贫成果。该政

中国烟农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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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一定三年不变。此项工作将在今年烟叶种植的大田移

栽环节之后开展，以2018年移栽后的核实面积为基础，

计算出与2017年烟叶种植计划面积差，减少种植的差

值，每亩补贴400元。

除了中国烟草行业整体的布局与努力。各烟叶产区

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部署，积极探索、创新实践，涌现

出了贵州、四川等一批先进示范区域，为促进烟农增收

积累了宝贵经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加强对烟农队伍的管理和帮扶力度，提高烟农

技术水平，稳定烟农发展，烟草行业将促进烟农增收提

到了战略性的高度。过去，烟草对烟农增收的扶持上，

更多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修水窖，修山路，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解决了烟田灌溉、烟叶运输等诸多问

题，造福了当地的农业。如今的烟农增收更加应该重视

为烟农创造烟农增收的条件，通过授之以渔，让烟农自

觉参与到增收的进程里。在2017年全国烟农增收工作现

场会上，贵州省局展示了其在促进烟农增收工作中做出

的努力。

贵州是全国第二大烟叶产区，为增加烟农收入，贵

州探索实践出了一条依托主业、多元发展的烟农增收新

路子，并因地制宜确定烟农增收项目、建立技术体系、

构建销售渠道、完善工作机制，烟农增收取得了明显成

效， 2017年，在种植计划减少47万担的情况下，贵州烟

草努力实现烟农种烟收入64.2亿元、专分散收等现金补

贴3.6亿元、多元化收入3.2亿元，烟农总收入达到71亿

元，户均收入7.25万元。

四川省烟草商业努力用好计划资源、烟叶政策、

捐赠资金等方式，帮助广大烟农脱贫致富。在烟区，加

强了对育苗棚、密集烤房、烟草农机等基础设施的综

合利用，在茬口期、冬闲期提高烟地复种指数，延伸了

产业链，拓展了多元化经营，开辟了促进烟农增收新路

径。2017年，四川省户均烟叶种植规模达到15.4亩，烟

农总收入50亿元，户均收入6.1万元；其中非烟收入7.6

亿元，户均增收8900元。

从中国烟草发展的历史来看，1997年烟叶超产给烟

草行业留下了深刻教训，全行业用了近十年时间才使烟

叶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由于多年优质原料供给不足，

卷烟工业企业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工商双方为此都付

出了沉重代价；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总量控制将成为

新一轮发展常态。受控烟形势影响，未来卷烟产销量难

有大的提升。随着卷烟消费多样性、个性化发展，细支

烟、短支烟比重逐步增加，烟叶消耗量将进一步降低。

烟叶用途单一，一旦烟草制造企业消化不良，势必影响

烟叶生产和烟农利益，从长远考虑，从现实需要看，控

总量的工作还要坚持不懈抓下去，因此，保障促进烟农

增收还将是中国烟草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之一。中

国烟草期望通过更多政策的出台，更多实际性的烟农增

收工作等能够更好地解决烟农种烟面积减少带来的相关

问题。

种烟区改善了基础设施 控制生产可帮助提供烟农收入

中国烟草加大投资，改善烟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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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反烟组织缺乏资金援助 行动受阻

加拿大两大反烟草组织致力于

在加拿大乃至全球范围内宣传反对

吸烟和烟草产品活动。在最新联邦

预算无法兑现其期盼已久的资金支

持后，目前准备停止活动。

自从上一届保守派政府停止

联邦基金援助后，非吸烟者权利协

会（NSRA）和加拿大无烟医师联盟

（PSC）已依靠存款、地方性援助和

志愿者的工作苦苦支撑许久。

现任自由党执政政府许诺重新

审查3月31日到期的联邦控烟政策，

首当其冲的是NRSA和PSC这两大组

织。然而，据政府所言，决定针对

以上政策投入1100万加元，明年将

投入1600万加元来阻止走私卷烟流

入，并用来为不确定的“针对性行

动”买单来支持加拿大禁烟。从政

府拿不到任何新资金，NSRA和PSC已

经走到了尽头。

NSRA曾牵头在卷烟包装上使

用图片警语，如今在蒙特利尔只有

一个工作人员，已关闭渥太华办事

处，多伦多总部也正在关闭进程中。

PSC目前由志愿者运营，并以一

个志愿者基地为中心继续活动。PSC

研究主任Neil Collishaw说，组织将

继续“坚持下去”，但没有受薪人

员和资金支持，能做的只是很小的

一部分。

埃及
计划将烟草税收入增加4.02亿
美元

根据2018-2019年度预算草案，

埃及欲将烟草税收入增加70.72亿埃

及磅（4.02亿美元），达到585.24

亿埃及磅（33.3亿美元）。

截止到今年6月结束的财政

年度，政府预期烟草税收能达到

514.52亿埃及磅（29.3亿美元）。

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埃及

已经通过提升税收并削减补助金的

方式来缩减预算赤字。这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120亿美元的经济振兴

项目有关。

瑞士
禁止烟草广告新倡议

今年3月民众提出新倡议，全面

禁止面向儿童和青少年宣传烟草广

告。

倡议运动参加者称，此倡议是

为了回应国会此前拒绝通过政府提

出的烟草广告法和“削弱”提案。

如今有17个月的时间来收集至少10

万人签名，才能发起全国投票。

倡议名为“允许保护儿童和青

少年免受烟草广告危害”，由“健

康瑞士”联盟发起，并受到很多公

共健康机构的支持，包括瑞士癌症

联盟、瑞士肺脏联盟和瑞士医药协

会等。

瑞士政府这份新提案包括禁止

向青少年儿童销售卷烟制品的全国

性禁令，并且已经在瑞士大多数州

生效。倡议下一步以禁止网络和免

费报纸刊登烟草制品广告为目标，

也计划禁止故意将卷烟制品摆放在

明显位置来针对年轻人销售，比如

将卷烟摆放在糖果的旁边销售。

美国
Facebook出现烟草广告

斯 坦 福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了 F a c e b o o k 公 司 的 一 个 问

题：Facebook平台出现“大范围”

烟草制品推广。

研究人员发现烟草制品通过

Facebook推广并销售，无视社交媒

体平台禁止此类做法的相关政策。

还发现有一些电子烟页面显示产品

照片和产品口味列表选项，并附有

一个大大的“现在购买”按键，将

使用者从Facebook网页直接链接到

该公司运营的单独的网购网站。

不论是“现在购买”按键还

是烟草产品的照片，都是被Face-

book烟草广告规范所禁止的。然

而，Facebook允许发表关于烟草产

品的博客或者对烟草感兴趣的人们

成立小组，只要不推广或直接销售

烟草制品。

当发现青少年Facebook使用

者也能看到烟草广告和推广，这个

调查小组开始担心并公开其研究结

果，希望当前的环境可以激励Face-

book改正其错误。

阿曼
烟草税增幅将翻倍

阿曼卫生部高级官员宣布，烟

草税不久将翻倍征收。

这次烟草税增幅高达200%，

是阿曼最近发布的“防控非传染性

疾病全国多目标经济计划”的一部

分。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

非传染性疾病（NCD）死亡率降低

25%。

作为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合作成果，这个计划在Qaboos bin 

Said国王顾问HH Sayyid Shihab bin 

Tariq Al Said的资助下发布。

阿曼 

禁止社交媒体和广告牌刊登烟
草广告

阿曼新闻部宣布，在社交媒

体和广告牌上禁止刊登烟草制品广

告。

新法令由新闻部 Abdel Mon’em 

Al Hassani博士颁布：“无论任何地

方，禁止以任何媒体形式对烟草制

品或其衍生品进行广告宣传，包括

音频、视频、电子形式和任何广告

牌。”

当地媒体也报道称，阿曼王

国将很快采取类似沙特阿拉伯、阿

联酋和巴林的举措，调涨烟草、酒

精、软饮料和能量饮料的税率。另

外，阿曼官方正在考虑提高快餐税

率。

美国
烟草被用于培育流感疫苗

卷烟烟叶同类物正被用于培育

流感疫苗，期望能以更快速度生产

更多剂量疫苗，使其在血液循环中

对流感病毒株更具自反性。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温室

中，Medicago公司全年都种植着数

千棵烟株。该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

魁北克，菲莫国际持有其40%的股





66 tobaccoasia  

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权。这个温室位于达勒姆的研究三

角工业园内——这是北美最大的先

进高新技术科研工业园。温室内种

植的是Nicotiana benthamiana——

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的开花植物，

是烟草（Nicotiana tabacum）的同

类物。

科学家们希望能更快生产更多

的疫苗。这种植株和疫苗均在5到6

周内培育完成，而在鸡蛋内培育疫

苗则需要5到6个月，相比之下，能

生产更多的剂量。

Medicago公司正在进行流感

疫苗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有望在

2020-2021年的流感季投入市场。本

研究已招收了1万名年龄为18-64岁

的人，其中有4000人来自美国，这

也是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试验

的一部分。

这种用烟草植物培育的疫苗已

获得其他7个国家的批准，包括加拿

大。目前为止试验结果是令人振奋

的：本疫苗对烟草过敏的人没有副

作用，而对家禽过敏的人注射鸡蛋

基质疫苗则会有风险。

日本
吸烟者必需烟后45分钟才可
进入电梯

奈良县生驹市政府强制吸烟者

在走进电梯之前忍耐一段“净化”时

间，一些人赞扬这种严格规定有利于

健康，但另一些人认为过于严苛。

从今年4月开始，进入生驹市政

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访客，在吸

烟后必需等待45分钟才可以乘坐楼

内电梯，因为“吸烟者呼出的气味

会引起被动吸烟，在密闭空间影响

尤其严重”。

违反规定者不会受到任何特别

的处罚，但是即便是访客也要遵守

这条规则。

由日本职业和环境健康大学的

健康发展学教授Hiroshi Yamato主持

的研究促成了这条新的电梯政策。

在研究中Yamato教授每5分钟测

量一次呼出的气体中含有的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总量（TVOC）。结果发

现，会导致病态建筑综合征的TVOC需

要45分钟才能降至吸烟前的水平。

阿联酋
“罪恶税”对控烟收效甚微

阿联酋政府从去年开始征收

100%的“罪恶税”后，只有1/4的吸

烟者改变了吸烟习惯。

最近的民意调查切实反映了

medwakh这种口味强烈的斗烟开始越

来越受欢迎。呼吸系统专家Saheer 

Sainalabdeen博士表示，吸一口med-

wakh相当于吸4至5支卷烟。他特别指

出一些人相当于每天吸5包卷烟。

尽管不放弃吸烟，吸烟者开始

转而吸更加便宜的品牌。最知名的

品牌目前每包售价22迪拉姆（6美

元），吸烟者仍然可以买到每包仅

售3迪拉姆（0.80美元）的卷烟。

英国
饮用啤酒会导致类似吸烟的后果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饮用1品

脱啤酒或会和吸一支烟一样降低预

期寿命。

该研究名为“酒精消耗的风险

临界值：83个前瞻性调查中599,912

名当前饮酒者个体数据综合分析”，

由Angela M. Wood博士率领的研究者

团队实施。研究表明一个人饮酒量越

大，中风、致命动脉瘤、心力衰竭和

早亡的风险就越大。过量饮酒将预期

寿命缩短5年。

这项调查对比了全球19个国

家超过60万饮酒者的健康和饮酒习

惯，并控制了样本之间的差异，如

性别、疾病（包括糖尿病）和生活

方式（例如吸烟）。

乌克兰
帝国烟草公司净亏损下降

2017年，设于基辅的帝国烟草

公司乌克兰分公司净亏损比2016年下

降了77.3%，降至9942万格里夫纳。

据年度报告显示，乌克兰分公

司销售净收益增加了31.7%，达到27

亿格里夫纳。2017年，乌克兰分公

司发布其运营收益为1.237亿格里

夫纳，而2016年运营亏损为1680万

格里夫纳。其总利润几乎翻倍，至

5.635亿格里夫纳。2017年，乌克兰

分公司出售了144.31亿支卷烟，与

2016年相比变化不明显。

津巴布韦
TIMB暂停Agritrade Leaf公司
采购烟叶资格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暂

停Agritrade Leaf公司从鲁洒佩购

买烟叶的资格，因为有人举报该公

司从未签约烟农处购买黄金叶，这

是违反既定程序的行为。

TIMB在已向多个烟草协会和批

发商发信告知此次暂停事件。落款

为TIMB首席执行官Andrew Matibiri

的信中写道：“请注意，TIMB董事

会在会议上指示立即暂停Agritrade

在鲁洒佩的合同销售拍卖。”

美国
大部分人误解尼古丁致癌

一项最近的研究表示，大部分

人错误地认为，吸传统卷烟时产生

的尼古丁是引发癌症的诱因。

这项研究由Pinney Associ-

ates研究所实施，分析了来自政府

开展的2017全国健康信息趋势调查

中1736名成人的数据。研究结果显

示，大约85%的人说尼古丁会让人

吸烟上瘾，53%的人认为尼古丁会

引发绝大部分与吸烟相关的癌症。

研究还发现，相比于电子烟使用

者，52.5%的吸烟者相信尼古丁会引

发癌症，而持该观点的电子烟使用

者仅为14.6%，只有31.6%的吸烟者

赞同电子烟比卷烟危害小。

研究者表示，这种误解使得吸

烟者不相信电子烟相对于传统卷烟

显著降低了危害。研究者还指出研

究结果显示，联邦管理者需要诚实

且明确地告知民众：“对于公众，

特别是吸烟者来说，尼古丁不会引

发吸烟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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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如果不是祖父的建议，NewCo国际烟

草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唯一的总经理Rainer 

Busch很可能不会进入烟草行业。“我当时

想学经济和法律，对烟草贸易完全没有兴

趣，”Busch回忆道。但当时老祖父看到了

一篇新闻，总部位于德国不来梅的Gebrüder 

Kulenkampff GmbH烟草贸易公司（简称GK，

此后被环球烟叶公司收购），正在招募对外

烟草贸易学徒。Busch解释说：“当时为了

不让祖父失望，我提交了求职申请并参加了

面试。”

NewCo：充满激情的
烟草贸易独立供应商
作为一个独立供货商，NewCo公司毫无烟草储备库存，却在业内受到极大
的尊崇，皆因其扮演着透明且可靠的推进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将全球的烟草
卖家和买家连结到一起。

Busch表现非常出色。他在得到这份工

作后，最初几年负责GK在巴西的运营。之

后，他代表公司跑遍全球，从烟草的购买、

分级、加工到销售，进一步在烟草贸易各

个领域磨练了自己。Busch讲述道：“1990

年，我成为了GK在阿根廷的总经理，1991

年获得了全权代理权。”GK被环球烟叶公

司收购后，他在1994年加入了意大利的Di-

brell，出任董事总经理，一路高升为负责

运营和企业规划的高级副总裁，统管中东欧

和当时独联体区域。“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Rainer Busch及其烟叶团队在一家印度工厂内检查手工烟条包装（图片由NewCo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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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从没有一刻感到后悔，

即便让我重来一次，只要我祖父劝

我试试，我还是会作出相同的决

定。烟草的世界是独特的，”Busch

如此认为。

如今，Busch经营着他自己的烟

草贸易公司——NewCo，其前身早在

2005年就已创立。现今公司已经扩

展到了相当规模，在德国和新加坡

都设有办事处。此外，NewCo这个名

字，不是很多人认为的“New Com-

pany（新公司）”的缩写，实际上据

Busch解释应为“New Concept（新

理念）”的缩写。这个称呼的确影

射了这个企业的核心经营理念与策

略。Busch宣称：“我最初提出的这

个‘新理念’是要针对中小型烟草供

货商提供推销和市场合作服务，为供

货商和其客户公开透明地工作，期间

不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向贸易

商收取固定的服务费，NewCo免费为其提供支持，代表他们在全球促成交易。

交易成功完成，供货商分别付款交货后，NewCo才可以对其收取佣金。“一直

以来，我们的格言是：不成功，无费用，”Busch如此总结。

这种相当独特的经营方式，使得NewCo拥有非常广泛的产品组合信息，

但不必自身切实保有庞大的库存，并避免支付昂贵的库房租金。“我们更倾

向于将自己视为中立的顾问，在卖家和买家间斡旋协调，不局限产地，为买

家推荐最好的购买选择。”为保证这条能接触到全球所有种类的未加工烟草

产品的通路，NewCo多年来与所有主要出口市场的供应商开展合作。

Busch承认，有时依然难以对潜在买家解释清楚，NewCo是其分属供应

商在实际销售和营销上的先头部队。“我偶尔还会听到（来自上述买家的）

这种说法，他们只从有自己的加工机器并和烟农签了合同的原产地烟叶供货

商手中买货。他们尚未意识到，我们本就是这些公司的销售组织。的确，我

们既没有烟草库存，也没有和烟农签合同，但以上这些我们的供货商合作伙

伴都有。”

2008年，NewCo成立了其新加坡办事处，组成NewCo亚洲烟叶新加坡私

人有限公司，藉此进入亚洲市场。Busch说：“（亚洲）毋庸置疑是（全

球）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或者说至少不会以与其他地区相同的比率下滑。

依靠新加坡办事处，我们可以在这里保证较强的市场份额。”公司现在从远

东的多个产地获取烟草产品，也正在培养几个亚洲客户。“我确信随着信任

度的累积，并逐渐证明NewCo的服务是极为专业且完全可靠的，我们的业务

会在这片区域拓展开来。”

尽管NewCo强推亚洲业务，Busch依旧将欧洲看做公司的关键市场。他

确定地说：“如果必须选出一个关键市场，我依旧会选欧洲。”这有着双

重原因。2013年，NewCo确实启动了自己的烟丝干冰膨胀系统设备，安装在

大陆烟叶的匈牙利公司。“大陆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是我们的投资伙伴，持

有40%的股份，我在NewCo的前生意伙伴Birgül Sandal（2017年6月与Busch

分道扬镳）和我各持30%的股份。”

NewCo所有人兼董事总经理Rainer 
B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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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Busch所说，对于这家当然应该是首

个NewCo样板公司的投资显然已经得到了很

好的回报，因为它已经吸引了“主要来自欧

洲客户”的大量生意。“这或许是因为工厂

选址在匈牙利，使其同时临近欧盟的买家和

供货商，”他说，“我们的公司长期设在欧

盟内并且是欧盟的一部分，这也起到了积累

信用、培养关系的作用。”

Busch重视欧洲市场的第二个原因是

NewCo在2017年与两个大型欧洲烟草企业建

立了合作关系。“去年，我们开始与德国烟

草农民协会（简称EZG）和意大利制造商FC 

Verona（简称FCV）紧密合作。”德国烟草

农民协会是德国烟农和他们的产品代理，FC 

Verona提供加工设备和航运物流，NewCo则

从市场和销售方面予以协助。

他说：“成立这家合资企业的主要目

标是在透明环境下让更多客户接触到德国烟

草。我们甚至可以提供100%纯度的相对高价

的德国烟草，另外也有能力混合德国烟草和

其他产地烟草提供给追求适合他们的最佳性

价比的客户。”他补充说大部分客户是水烟

制造商。

在透明化策略的基础上，Busch还希望

三方合作能顺利帮助淘汰很多水烟市场参与

者间持久存在的不正做法。他说：“那些被

打上纯法国或德国原产标签的水烟产品交易

中依旧玩着太多把戏。事实上水烟混合物里

大部分是低质烟草，仅仅一小部分真正产自

德国或法国。”

但以上还不是Busch、整个NewCo团队

和合作供应商要考虑的所有事情。社会发展

问题也很快提上公司的日程。公司的多个项

目提供了可观的捐款并积极参与，根本目标

是帮助弱势群体或身体有障碍的孩子及其家

庭。“比如，与我们在印度合作伙伴S.B. 

Impex一起赞助了两家在贡土尔城的学校；

在库什蒂亚的孟加拉区，NewCo修建了一个

紧邻我们合作伙伴Biswas烟草的综合诊所并

为其提供设备，如此一来，来自附近村子里

的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欢呼雀跃，终于能看上

医生，得到基础的医疗护理。”NewCo公司

目前也在尝试在印度修建另一所学校。“或

许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小事一桩，但对于其他

很多人来说是相当大的改变，”Busch理性

地说道。

关于NewCo的未来，Rainer Busch也十

分用心关注。他的夫人Susanne从创业之初

就开始非正式地辅助他的工作，如今正式掌

管公司的行政和财政工作。就在去年，他们

的女儿Teresa也加入了，并开始了为期两年

的贸易和零售管理实习。Busch说：“她以

后想攻读管理学硕士学位。”当然他希望女

儿今后能留在烟草行业并最终接管公司。

回顾过去，这一切源于祖父的英明建

议…… 

印尼贸易展会上的
NewCo展位

NewCo在过去几年
积极资助印度甘特
市的Dakshinya精神
障碍研究所，这是
公司社会责任政策
的一部分。
（
图
片
由
NewCo公

司
提
供
）

（
图
片
由
NewCo公

司
提
供
）

来源
NewCo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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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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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73346 - Method for the production 
of homogenized tobacco material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method for produc-
tion of a slurry for homogenized tobacco material, 
said method comprising: —Selecting tobacco of one 
or more tobacco types; —Coarse grinding said 
tobacco; —Blending said tobacco of one or more 
tobacco types; and —Fine grinding said tobacco of 
one or more tobacco types....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273346 
Inventors: Yorick Klipfel, Johannes Petrus Maria 
Pijnenburg, Michael Elliott Doyle, Juan David Manzur 
Bedoya, Pascal Rausis

20170273351 - Recovery of tobacco constituents from 
processing
A method includes volatilizing one or more compounds from 
tobacco, or reaction products thereof, into a gas stream and 
recovering at least one of the one or more volatilized compounds or 
reaction products from the gas stream. The method may be carried 
out in connection with a dry ice expanded...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273351 
Inventors: Clement Besso

20170280769 - Electronic vaping device and kit
An electronic vaping device includes a roll of material 
that is impregnated with or includes a coating of at least 
one additive. The roll of material is positioned between a 
heater and a mouth-end insert. The additive may include 
a flavorant, a pH adjusting agent, a vapor former, 
tobacco material,...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280769 
Inventors: San Li, George Karles, Richard Jupe, Gerd 
Kobal, Munmaya K. Mishra

20170297892 - Refillable device
The present disclosure relates to a refillable device. The refillable 
devi ce includes a liquid chamber in the refillable device, a 
connection end, a sealing component arranged in the connection 
end, and a rotating mechanism. The liquid chamber is configured 
for storing tobacco liquid. The connection end is configured for 
connecting...
Browse recent Shenzhen First Union Technology Co., Ltd.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297892 
Inventors: Yonghai Li, Zhongli Xu, Changzheng Dai, Xingbing 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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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7)

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Page 15)

Alternative Ingredients, Inc.
Tel +1 336 893 0680
sale@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www.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Page 34)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8-9)

Bobst
www.bobst.com
(Page C-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27)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39)

Decouflé
www.decoufle.com
(Page C-3)

Essentra
www.essentra.com/filters
(Pag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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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55)

Hauni Machinenbau AG
www.hauni.com 
(Page C-2)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19)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vsnl.com
(Page 61)

InterSupply
www.intersupply.com
(Page 5)

ITM
www.itmgroup.eu
(Page 69)

KT International
www.ktinternational.eu
(Page 23, 65)

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Tel +49(0) 7324/15-0
www.esband.de
(Page 37)

Moist Tech Vision
Tel +61 2 9986 3592
seanh@moisttech.com
www.moisttech.com.au
(Page 25)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49)

NewCo
www.newco-online.com
(Page 13)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41)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17)

Socotab Frana S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1)

SPI
Tel +44 (0) 1709 541143
enquiries@spidevelopments.com
www.spidevelopments.com
(Page 31)

Spikker Specials B.V.
Tel +31(0)316-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Page 45)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3, 53)

NV STTC
Tel +65 633 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35)

TANN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7)

Tobacco Technology Inc.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33)

TSAL
alper@tsal.biz (Alper Cetin)
afsaneh@tsal.biz 
(Afsaneh Ghorbani)
www.tsal.biz
(Page 47, 63 )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59)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11)

WT Europe 2018
Tel +44 (0) 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www.wtevents.com/middle-east
(Page 71)

Events  展
会

尽管《亚洲烟草》出版商尽力提供最精确的广告商索引信息，但是我们对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页码、拼写、遗漏）的有
效性不做任何保证性承诺。

2018年5月
亚太免税品博览会
2018年5月6-10日

新加坡

www.tfwa.com/tfwa-asia-pa-

cific-exhibition-conference

主题：免税/旅游零售展览

2018年欧洲世界烟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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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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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尼古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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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ICPCR第86届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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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
2018年全球烟草和尼古丁论
坛（GTNF）
2018年9月11-14日
英国伦敦
www.gtnf-2018.com
主题：烟草会议

烟草化学家研究会（TCRC） 
2018年9月16-18日
美国孟菲斯
www.tcrcinfo.com
主题：烟草科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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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

bi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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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
瑞士日内瓦
主题：反烟会议

2018年CORESTA大会
10月22-25日
中国昆明
www.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技会议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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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
InterTabac烟草制品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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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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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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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fle 的下一代小雪茄制造机：Nan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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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bst.com

Fully integrated printing and converting solutions

LEMANIC® DELTA

BOBST Web-Fed Solutions is the single-source   
supplier trusted by the packaging industry for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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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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