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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州将可合法购买烟草产

品的年龄提至21岁。很多其他地区的此类法案也处

在通过进程当中。此举背后的原因是防止或至少控

制青少年吸烟。

在以上趋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是烟草21运

动（简称T21），名字朗朗上口，由预防烟草上瘾

基金会创建和资助。该运动先从个别州或市开始，

将购买烟草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至21岁，然后逐渐

扩大至全美。

人们或许会认为21岁这个年龄是根据合法购买酒精制品的年龄选定

的。然而T21官方网站上的解释是，“在当下的粗糙执法环境下，购买者年

龄越小，他们越难买到烟草产品。甚至，青少年从社会获取的绝大部分烟草

来源于未满21岁的同龄人。21岁限制法令减少了更小的孩子接触烟草的机

会，并控制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对烟草彻底上瘾。”

大量的健康与禁烟机构以及研究开始支持T21。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美

国医学研究所，该机构于2015年发布报告《关于提高合法购买烟草制品最低

年龄的公共健康意义》。报告中提到“……如果将全国合法购买烟草制品的

最低年龄提至21岁，过早死亡的未成年大约会减少223000人，因肺癌而死

亡的人数会减少50000人，2000到2019年出生的人将总共减少420万年的生

命。”这一声明夯实了T21运动的地位。

所有人都不会原谅孩子吸烟，而且也不会鼓励孩子吸烟，就如同所有

人都认为孩子不该喝酒。但是问题在于，你是否还记得喝第一次酒精饮料时

究竟是多大？无论是啤酒、威士忌、红酒或者其他酒类。有多少人在那时的

确已满或超过21岁？又是如何接触到第一杯酒？或许是用了假身份证件？更

重要的是，为什么那么想要喝酒，以至于不惜大费周章去违反法律也要喝？

或许是禁忌的诱惑，我们都知道，越是限制，越是有吸引力。

如果彻底禁烟，那么吸烟瞬间就会变得“酷酷”的，致使孩子想尝试

吸烟。相对于此，还有更加有效的方法来防止青少年吸烟，例如教育、良好

的养育和树立榜样等，对于只有3分钟热度、几句话就想解决重大问题的方

式，要做到这些也非常困难。因此，把打击青少年吸烟的全部努力付诸于

T21，是无法有效实现其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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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调查显示英国公众不支持卷烟
平装政策

在英国推行颇有争议的卷烟平

装政策一年后，日烟国际委托独立

调查公司Kantar TNS进行了一项研

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公众并

不支持平装政策。

针对平装政策开展的最为广泛

的民意调查发现，英国人认为政府

在没有充分考虑潜在负面影响的情

况下，照搬了澳大利亚失败的平装

政策。

近2/3（65%）的调查者认为平

装不但没有降低吸烟率这一首要目

标，还造成了政府资源的浪费。

3/5（58%）的人认为平装会刺

激英国非法卷烟贸易的增长。

如果英国政府把是否决定启用

和推出平装政策放在现在来讨论的

话，69%的人赞成取消这项政策或拭

目以待，其中35%的人认为政府应该

取消，34%的人建议等待澳大利亚出

示更多的证据后再决定。

72％的受访者持下面观点：其

中，29%的人认为政府会重新对政策

进行审视或对新证据置若罔闻；如

果证据显示平装政策无效，43%的受

访者认为政府会勉强改变该政策。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日烟国际

全球对外发言人Jonathan Duce表

示：“如同我们之前警告的一样，

英国推行平装政策的失败和澳大利

亚还有法国如出一辙。卫生部长

Jeremy Hunt违背最初的承诺，在没

拿到澳大利亚推行平装政策的结果

之前或是等到有力证据的出台时就

在英国推行这项政策。英国真不应

该推行这项政策，希望其他正在考

虑该措施的政府三思而后行。”

英美烟草全年盈利预计增长
尽管英镑疲软，日本加热烟草

装置的市场增速放缓，但英美烟草

公司预计全年将取得不错的增长收

益。6月12日的交易中，英美烟草称

上半年的交易符合预期，调整后的

收入和利润增长将有利于下半年，

因为有几个项目影响了上半年的收

入和利润增长。

公司还表示，按目前的即期汇

率计算，上半年变化率大约9％，全

年变化率为6％，这种显著的货币换

算会影响调整后的固定货币每股盈

利增长。

尽管日本烟草加热产品市场增

长有所放缓，但英美烟草的glo品牌

继续增长，已获得4.3％的全国市场

份额，下半年还将在日本和其他国

家扩展该品牌的推广范围。

烟草业被指控利用控制追踪系
统参与走私

烟草业被指控试图控制追踪系

统来走私各自的品牌卷烟。英国巴

斯大学烟草控制研究小组开展了一

项详细研究，审查了内部文件，也

采纳了举报人证词，声称烟草行业

正在想法设法控制全球“跟踪和追

踪”系统，而联合国表示该系统必

须用来打击烟草走私活动。

尽管烟草公司对非法廉价卷

烟产品抱怨颇多，但非法烟草市场

的2/3是由真正的产品组成。有证

据表明，烟草公司未能控制其供应

链，在某些市场（如乌克兰）过度

生产，在另外一些市场（比如比利

时）供应过剩，而这些产品最终将

进入非法市场。

此外，该研究还指控业界试图

通过一个复杂的合法组织和第三方

为追踪系统Codentify打造一个独立

的形象，以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规定。

法国
要求烟草业回收并消除烟蒂

如果烟草公司在未来3个月不对

烟蒂采取回收行动，那政府将出面

强制要求烟草公司执行，以摆脱烟

蒂污染。

环境部的年轻官员Brune Poir-

son说：“如果9月份烟草公司没

有提出切实有效的举措，政府将强

迫烟草业参与收集和消除废物的行

动。”据Poirson所言，卫生部估

计，每年法国要丢弃约300亿个烟

蒂，其中2/5被扔到了海滩、森林、

河流和海洋。她表示，由于烟蒂含

有化学物质，一个过滤嘴就能污染

数百升的水，烟蒂的分解需要十年

以上的时间。

尽管政府没有可能会采取何种措

施，但强制性回收是其中一个选择。

这位官员说：“环境部不会采

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会坚定目标。

治理污染是首要之事，必须采取强

而有力的举措。”

美国
民主党参议员建议在电影中禁烟

美国电影协会（MPPA）新首

席执行官查尔斯•里夫金近日收到

民主党参议员写的一封信，信中鼓

励MPPA在播放含有烟草内容的电影

中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他们认为禁

止播放吸烟画面便可阻止年轻人吸

烟。信中引用了美国外科医生2012

年的一项研究，研究结果称：“电

影中的吸烟场景与年轻人开始吸烟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参议员的信中说：“证据表

明，吸烟影像与青少年吸烟之间有

很直接的关系，但MPAA尚未采取有

意义的行动来阻止电影中出现烟草

影像，或对观影的群众或者父母提

出有效的烟草警告。美国年轻人烟

草使用率大幅下降是一项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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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但屏幕上的烟草影像对这一

进展构成了威胁，并有可能让国家

的烟草使用回归历史水平。那样的

代价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FDA就合并雪茄遭拒案件提起
上诉

6月初，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针对法院拒绝将该机构请求

将雪茄法规两起诉讼合并为一起案

件的裁决提起上诉。

FDA律师曾要求得克萨斯州达拉

斯地区零售商En Fuego、城市联盟

的制造商和零售商El Cubano Cigars

和德克萨斯雪茄商人协会（TXCMA）

提交的诉讼与美国雪茄协会（CAA）

、美国雪茄权利机构（CRA）和国际

优质雪茄及斗烟零售商协会（IP-

CPR）提交的DC案件合并。上个月，

法官Kimberly C. Priest Johnson

裁定，由德克萨斯东区的美国地方

法院审理本案。

在下达该命令的前一周，FDA赢

得了一项关键性的裁决，可以不用

承担三大雪茄贸易集团提出的大部

分索赔。

本起德克萨斯州案件于6月26日

开始庭上辩论。

青少年吸烟率下降
美 国 疾 病 控 制 与 预 防 中 心

（CD C）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2017年美国高中和初中生的吸

烟率继续下降。据悉，约有1/5的

高中生和1/18的初中生使用烟草制

品，而2011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4

和1/13。

美国疾控预防中心吸烟与健

康办公室的布赖恩金博士说：“自

2011年以来，在各种类型的烟草制

品消费中，使用过各种烟草产品的

青少年人数减少了100多万。坏消息

是美国仍有350万名青少年消费某种

类型的烟草产品，其中有一半人使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烟草产品。”

旧金山投票反对加香烟草销售
旧金山居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决

定在该市禁止销售加香烟草产品，包

括加香蒸汽产品、薄荷烟、加香水烟

和雪茄。近70％的旧金山选民赞成推

行这一禁令，《政客》杂志称该禁令

是“全美最强悍的城市法”。

禁令的倡导者说：“给烟草产

品加香，使其味道像糖果、水果、

巧克力、香草、蜂蜜、可可、薄荷

脑、薄荷、冬青、草药或香料。这

些产品的外包装看起来跟市面上流

行的儿童糖果一样，比如Sour Patch 

kids（酸甜儿童软糖）、Jolly 

Ranchers（一种水果硬糖）和戈咪

熊（小熊软糖）。”

但是，该市的一些居民也指

出，全面禁止可能是危险的。“不

幸的是，旧金山的大多数选民认为

解决诸如未成年使用烟草等问题的

最佳方式是重新采纳过去的直接禁

止政策，”旧金山的西班牙裔商会

首席执行官CarlosSolórzano说道。

奥驰亚组建烟草新部门
奥驰亚宣布设立两个新部门，

一个部门负责卷烟等核心烟草产

品，另一个用于创新电子烟装置。

新烟草部门将由菲莫美国、约翰•米

德尔顿公司、美国无烟烟草公司、

纳特•谢尔曼公司及旗下的高级卷烟

和雪茄公司组成。奥驰亚Nu Mark公

司总裁兼总经理的Jody Begley将担

任部门负责人。

创新部门由美国无烟烟草公司

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rian Quig-

ley领导。该部门将专注于不可燃

的产品，如含尼古丁的口服产品、

电子烟和其他可吸入产品。奥驰

亚还增设了一个新的职位，即首

席增长官，负责选择和确定具有

战略重要性的优先事项。首席增

长官由菲莫美国公司的现任总裁

K.C.Crosthwaite担任。

青年电子烟使用者与往年持平
美 国 疾 病 预 防 与 控 制 中 心

（ C D C ） 发 布 的 一 项 新 研 究 表

明，2017年青年电子烟使用量与

2016年几乎持平。

CDC和FDA烟草产品中心发布的

一份关于《2017年全国青年烟草调

查》（NYTS）的数据显示，过去1个

月，有360万中学生使用烟草。在

这360万人中，210万用过电子烟，

而2016年使用电子烟的人数接近220

万，几乎持平。

该研究每年会向大约2万名6至12

年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重点关注青

少年近1个月使用烟草制品的情况。

泰国
泰国烟草专卖局不再是国有企业

据泰国皇家政府公布的《2018

年泰国烟草管理局法案》，截至

2018年5月14日，泰国烟草专卖局

（TTM）被改制为泰国烟草管理局

（TAOT），属于公司性质。

TAOT开展的相关业务包括卷

烟、烟叶、国内外卷烟生产中使用

的其他植物产品；生产用于出口的

卷烟；开展研究，控制并提升符合

行业发展趋势的烟草生产质量的标

准；与政府机构合作，打击烟草或

其他植物产品的非法贸易。

法案允许泰国烟草管理局成立

业务相关的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

允许外国股东最多持股49％。如果

与TAOT的业务相关，TAOT也可以持

有其他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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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FDA对菲莫国际提交的加热

不燃烧产品IQOS的上市申请审核，引起美国

烟草业的热切关注。像往常一样，冗长的申

请材料、科学数据和企业预期共同构成了这

份市场准入申请。IQOS面临的风险很高，因

为菲莫国际和美国奥驰亚公司签订的市场准

入授权协议不仅会彻底改变菲莫国际的业

务，还会颠覆整个行业，因为其他公司也在

不断发展，努力摆脱传统卷烟。

4月初，在初步调研阶段，FDA发言人

Michael Felberbaum被问到，IQOS是否是当

前公众最热衷的关键烟草话题。Felberbaum

回答道：“的确如此，媒体的关注和接到的

电话都能证明这一点。”

当时情况确实如此。但几天后，事情

发生了变化，FDA的工作重点和媒体目光从

IQOS转移到国会几位议员联名签署的一封

由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也负责管理烟草产品，那么其资源一定

会被分散。

美国FDA烟草监管
面临多项棘手问题 

信上。信中要求FDA对市场上最流行的雾化

产品Juul采取措施。最近，Juul的畅销衍

生出了一个词Juuling——青少年谨慎地、

悄无声息地、偷偷地抽吸Juul，甚至在教

室里使用。Juul跟外形时尚的USB很像，插

在笔记本电脑上就能充电，口感很不错。国

会对此很反感，因为Juul含有较高的尼古丁

剂量，学生们摄入量自然不会小。许多人在

学校上学的时候抽吸Juul，纽约市更是如

此。Juul的外观跟USB差别不大，老师也经

常被糊弄。本文作者采访过Juul的创造者

James Monsees和Adam Bowen，对该产品比较

熟悉，即便如此，他也误以为儿子的Juul设

备是USB，还将整个家庭的文本群发到Juul

上，以防某人丢失重要信息。普通的烟草作

家居然都被Juul成功蒙骗。

FDA总部：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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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纽约市学生抽吸Juul的比例

高达20％。2017年10月，参议员查克•舒默

（D-NY）给FDA写了一封信，舒默反对向青

年传播烟草产品的运动颇具规模。他在网

站上披露了一些事实，如FDA没有将电子烟

纳入监管范围。他敦促该机构介入加香烟

草的讨论，并抱怨称，FDA根据2009年通过

的《家庭吸烟预防与烟草控制法》有权监管

电子烟，但却推迟实施一项规定，导致电子

烟可以继续上市至2022年。舒默指出：“该

规定包括18岁的年龄限制，禁止自动售货机

销售和发放免费样品。此外，规定要求制造

商列出含有尼古丁的烟草产品成分，并附上

成瘾性警告标签，新产品或更换后的烟草产

品在上市之前必须经过FDA的批准。”

4月，国会小组给FDA发送的一份函件被

公布，FDA不得不向零售商和其他执法机构

发出警告。

FDA网站首页引用了局长斯科特•戈特

利布博士的一份声明，称FDA采取积极主动

的举措，这是该机构反对青少年吸烟的部

分议程，也是对2018年4月的国会函件进行

回应：

•FDA列出了40家违规向青少年销售Juul

电子烟的零售商；

•FDA对违规向青少销售的新零售机构进

行了突击检查；

•FDA采取新行动，审查Juul对青少年的

吸引力；

•FDA采取措施禁止向未成年人在线销售

Juul；

•上述措施是阻止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

第一步。

在FDA网站上，戈特利布还将机构的首

要任务进行具体化阐述：“保护美国青少

年免受烟草制品危害是FDA最重要的责任之

一，也是我个人应承担的义务。我们认识

到，如果FDA要结束代代吸食尼古丁和烟草

成瘾的悲剧性循环，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从根源上避免青少年接触和使用烟草制品。

这是2017年7月份宣布的全面计划的一部分

内容，我们正在实施一项政策，通过降低或

扼制卷烟的上瘾性，从而保护子孙后代。

计划的关键是构建一个基本框架，对成人

消费的不可燃烟草产品进行监管，例如电子

烟。”

4月30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万豪

酒店，电子烟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参加了电子

烟峰会。全天的会议围绕烟草科学、雾化问

题及常规议题展开。有些问题充满争议，但

都对低风险产品的连续风险和/或制造和上

持肯定态度。FDA烟草产品中心主任在一次

主旨发言中谈到，我们正处在促进健康与电

子烟辩论的十字路口，机构正利用监管工具

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努力创造一个没有卷

烟或卷烟不再让人上瘾的世界，在这里，成

人能找到卷烟的替代品。

5月初，舒默参议员再次致信FDA局长

戈特利布说：“虽然高中生吸烟率处于历

史最低水平，截至2016年仅为8％，但由于

非传统卷烟，比如电子烟和Juul雾化设备

的增加，成就里也伴随着风险；2011年至

2016年，初、高中学生的电子烟使用量增加

了两倍以上，电子烟公司正在攫取惊人的

利润。”舒默信中继续写道：“纽约大学医

学中心的一位领先的儿童精神病学家说：25

岁以上的人是否将焦糖布丁作为吸烟体验的

一部分？我赞赏2018年5月1日发布的公告，

其中FDA和FTC发出了13封警告信，警告制造

商、分销商和零售商销售带有广告的电子烟

油，这些烟油看起来与儿童食品（如糖、饼

干或果汁盒）类似。收到警告信的公司包括

Vape Heads Sour Smurf Sauce、V’Nilla 

Cookies & Milk、Golden Oreo、Whip’d 

Strawberry和Twirly Pop，上述公司的产品

在销售时均配有独角兽棒棒糖标签。尽管最

近FDA采取的行动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但是

还有很多事需要去做。”

目前，Juul广受欢迎，全民抽吸Juul的

趋势让其炙手可热，使其他产品黯然失色，

但其他产品也在通过各自的渠道进行发售。

分析师一直看好IQOS的前景，认为该产品会

获得美国FDA批准并在美国市场上发布，可

能在今年秋季会面市。考虑到IQOS正面的科

学数据以及迄今为止国际市场对该产品的反

馈，这种推测并不令人意外。



16 tobaccoasia / Issue 3, 2018 July / August

美国FDA出台“尼古丁
限定”法规进入倒计时
继近期公布法规制定提案预告（ANPRM）之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准备颁布一项新法规：要求该国销售的所有卷烟的尼古丁降至“最低
含量或非致瘾水平”。尽管这个消息让许多相关企业感到不安，但至少有一家
公司早已未雨绸缪。文

/托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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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

tlieb）博士于2017年7月投出了一枚“重磅

炸弹”，宣布联邦机构有意引入新的法规，

即卷烟中的尼古丁需减少到“最低含量或非

致瘾水平”。这一消息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

烟草公司中引起轰动。戈特利布当时说道，

人们早就知晓尼古丁是卷烟产品的主要致瘾

成分。如果吸烟者想要戒除烟瘾，他们有

权“自由选择吸烟时间以及频率。”从广义

上来说，限制卷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可以挽救

数百万人的生命，帮助吸烟者戒烟，并且防

止未来的无数吸烟者上瘾。

戈特利布的“重磅炸弹”并不只是“过

眼云烟”，尽管一些烟草业高管希望如此。

今年3月16日，FDA开始进行法规制定过程的

第二步（见侧边栏）。该机构通过发布法规

制定提案预告（ANPRM）获取相关信息，为

烟草制品中尼古丁含量的最大限定值提供

参考价值。利益相关者们，如烟农、生产

商、学术机构、公共卫生组织、非政府组织

等，需要在6月14日之前就该法规的可行性

或不可行性提交详细论据，尤其是“科学数

据以及与尼古丁产品标准监管相关的实验研

究。”由于法规制定提案预告的内容十分复

杂，它为烟草生产者和制造商带来了许多难

以预料的后果。许多利益相关者不知所措，

其中一部分提出了延长评议期的请求。

其实早在2009年6月22日，《家庭吸烟

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案》（简称《烟草控制法

案》）生效时，FDA就已被授权制定一项降

22世纪集团培育的烟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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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卷烟尼古丁含量的法规。虽然该法律不允

许FDA使用新产品标准，将烟草产品尼古丁

含量降低至零水平。但FDA有权确定尼古丁

含量是否降至非致瘾水平，否则将需要进一

步降低尼古丁含量。因此，烟草业理应在大

约10年前就意识到这一迹象，尼古丁含量缩

减法规迟早会出现。但是，似乎没有人做出

相应措施来面对这一现状。尽管在新法规生

效之前还有几年时间，但这一时刻一定会来

临。戈特利布博士于2017年7月发布公告之

时，倒计时就已经开始了。

22世纪集团迎来曙光 
22世纪集团是一家植物生物技术公司。

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威廉斯维尔小镇，于纽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XXII。该公

司数年来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资金，致力于研

究“减少吸烟相关危害”。迄今为止最重要

的成果是开发了一种专有基因工程技术，

能够调节烟草植物本身的尼古丁（和其他烟

碱类生物碱）水平。此外，该公司还开发了

Spectrum®——这是一种极低尼古丁（VLN）

研究用卷烟品牌，长期用于一系列关于戒烟

和减少吸烟危害的研究和临床实验。

烟叶新品种
通讯总监詹姆斯•韦尔（James Vail）表

示，22世纪集团声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

够种植出几乎不含尼古丁的烟株的公司”。

更确切的说法是：该公司的科学家们已经对

烟叶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在自然生长阶段

22世纪集团已开发
了突破性改良生物
技术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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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尼古丁含量（以及相关的烟碱类生物碱）比传统植株

减少了95％。这意味着在收割和烘烤过程中，不需要采

用特殊的提取工艺来人为地将尼古丁含量降低至所需水

平。22世纪集团生产的卷烟完全符合FDA强烈要求的尼古

丁“最低含量或非致瘾水平”。“我们种植的烟叶尼古

丁含量很低，而且不需要[后来]的提取过程，”该公司

研发副总裁胡安•桑切斯•坦布瑞诺（Juan Sanchez Tam-

burrino）博士证实道。

当然也存在收割后再提取尼古丁的方法。烟叶中的

高尼古丁含量，可以通过蒸汽、溶剂或所谓的超临界流

体工艺来降低。但是，这些方法的缺点是它们也会去除

烟叶中对感官特性至关重要的物质，影响卷烟的口感和

香气。简而言之，卷烟的味道和气味将会变淡，变得乏

味。相比之下，“22世纪集团的技术为成本颇高且不利

的提取工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这将对卷烟口

感产生重大影响，”坦布瑞诺说。  

22世纪集团的改良烟叶已经在美国许多个体农场大

规模种植，然后将其用于包括Spectrum®研究用卷烟在内

的许多产品（见下文）。为维护和保护其知识产权，该

公司目前在全球拥有大量已发布和正在申请的专利，其

中包含上述烟叶改良生物技术。

Spectrum®卷烟介绍    
22世纪集团与一些独立研究人员以及美国国家药物

滥用研究所（NIDA）、FDA、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和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官员开展合作，研制出了

突破性的Spectrum®研究用卷烟。该产品还未商业化，

仅用于一些研究项目。Spectrum®的主要产品线包括一

系列卷烟规格，产出的尼古丁含量可以在50倍范围内变

化——从极低尼古丁含量产品（比传统卷烟低98％——

4mg/g vs.20mg/g）到尼古丁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 

作为联邦政府的合作商，截至目前，该公司为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

（NIDA）提供了超过2400万支Spectrum®卷烟。这些卷

烟已被许多独立大学研究人员用于戒烟和吸烟行为的重

要研究中。经同行评议文章中发表的其他临床试验的要

点表明，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为VLN型卷烟（即每支卷烟

只含约0.25mg尼古丁，而传统卷烟的含量为18-24mg）投

入了超过1亿美元的预算，用于帮助人们戒烟或减少烟

草制品的消费。这一方法比其它辅助手段，如尼古丁贴

剂、电子烟或尼古丁口香糖更加有效。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亨利•希塞戈纳诺（Henry Sicignano III）解释

说：“22世纪集团的Spectrum®卷烟加快了数十项独立研

究，最终证明了尼古丁最低含量或非致瘾卷烟对公共健

康的益处。更重要的是，22世纪集团专有的VLN型卷烟表

明，FDA计划强制大幅降低卷烟中的尼古丁含量是非常可

行的。能为这项极其重要的公共卫生倡议做出贡献，我

们感到非常自豪。”

“A品牌”卷烟MRTP申请 
Spectrum®卷烟只用于研究，并不出售给零售商店的

消费者。但这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改变。22世纪集

团很快将向FDA重新申请风险改良型烟草产品（MRTP）用

于内部开发的商用卷烟品牌，并将品牌名称暂定为“A品

牌”。如果“A品牌”被批准并被认定为真正的风险改良

型烟草产品，它将打破长期的咒语——迄今为止没有一家

烟草公司成功申请到风险改良型烟草产品。詹姆斯•维尔

（James Vail）说：“我们正在针对‘A品牌’VLN型卷烟

向FDA烟草产品中心提交大规模MRTP申请”。   

亨利•希塞戈纳诺 胡安•桑切斯•坦布瑞诺博士

Spectrum薄荷烟常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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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详细阐述道，每支“A品牌”卷烟的尼古丁含量约为

0.25mg，或低于0.05mg，与烟草巨头的卷烟品牌相比，减少了至少

95％的尼古丁含量。维尔补充说：“向CTP或FDA提交的MRTP申请将

要求公司将‘A品牌’的包装和销售向消费者公开说明，该卷烟产

品可以减少吸烟者吸入的尼古丁含量”。与Spectrum®一样，“A品

牌”卷烟也将由该公司专有的生物技术工程尼古丁含量极低型烟叶

制成。而且由于烟叶未经物理或化学操作去除尼古丁，因此将具有

传统卷烟的味道和感官特征。“我们相信，‘A品牌’的VLN型卷烟

在减少吸烟者吸入尼古丁方面将显示出无法估量的价值，”22世纪

集团的亨利解释道，“为此，22世纪集团期待继续与FDA就这一重要

的公共卫生事宜进行密切合作。”

我们已经研制出了该产品，FDA出台新的法规只不过是一个时

间问题。如果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目标，法规生效的时间可能缩短

至两年。美国FD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在2018年5月21日发表

的公开信中表示，共有41家美国顶级公共健康和医疗组织要求新的

法规于2020年3月前生效。全球许多烟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都有同一

个问题——FDA的新规是否会产生多米诺效应。从历史上看，许多国

家——特别是欧洲各国——每当FDA颁布一项重要的新法规时，常常

觉得有必要追随FDA的步伐，修改各自相应的法规。

美国独立农场里种植的改良烟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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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纽约市每包卷烟售价涨至13美元  

从6月1日起，纽约市卷烟价

格重新涨至全美最高，每包售价13

美元起。此前每包卷烟最低售价为

10.50美元。这项法案出台后，卷烟

售卖点将会减少。 

卫生局长玛丽•巴塞特（Mary 

Bassett）博士说:“纽约市的卷烟

成本正在逐渐上涨。历史经验表

明，卷烟价格上涨意味着吸烟者

人数的减少。我很高兴我市卷烟以

最高价格重回榜首。现在正是戒烟

的好时机，我们的‘纽约市戒烟计

划’（NYC Quits）也会对其有所帮

助。即使每天只抽几支烟或者并非

每天抽烟，但日积月累，也会花费

很多钱，同时对健康的风险也会大

大增加。”

市长办公室的目标是到2020

年，纽约市吸烟者人数减少16万人。

美国 
JUUL电子烟开展针对未成年
人的教育活动 

JUUL实验室（Juul Labs）于

2018年6月初宣布，将推出一项教育

活动，向公众宣传无烟烟草，并警

示青少年注意蒸汽烟的危害。

此次活动是“走进社区计划”

的第一步。该计划将在未来三年内

投入3000万美元，旨在控制未成年

人使用JUUL产品。广告的部分内容

是:“JUUL是为成年吸烟者准备的。

如果你不吸烟或不使用蒸汽烟，请

不要尝试我们的产品。”

美国
Diesel品牌推出威士忌雪茄系列  

A.J.费尔南德斯为Diesel品牌

推出了新的威士忌雪茄系列。该系列

是与Rabbit Hole Bourbon共同开发

的。新威士忌雪茄系列的特点是填料

采用来自三个地区的混合烟叶，包括

奥梅特佩、康德加和哈拉帕三个地区

的尼加拉瓜烟草。每一种混合填充用

烟草都有5-8年的历史，并由存放在

波本桶中的墨西哥茄衣进行粘合。这

是费尔南德斯为提高雪茄的外形而开

发的专利工艺。最后，用存放了五年

的Ecuadoran Habano将所有填充物包

裹起来。 

Diesel威士忌产品有四种尺寸规

格，每包25支，包括：Robusto(5 1/2 

x 52)、Toro (6 x 54)、Churchill(7 

x 49)和Gigante(6 x 60)。

美国
Blind Faith将在2018 IPCPR
上亮相 

Alec & Bradley公司的Blind 

Faith产品将在2018年拉斯维加斯举

行的国际优质雪茄及斗烟零售商协会

贸易展（IPCPR）上公开亮相。该产

品由Alec Bradley和Bradley Rubin

共同研发，并由这两个公司共同命

名。新生产线位于洪都拉斯的Raices 

Cubanas工厂，洪都拉斯茄衣选自

Trojes地区。Blind Faith茄套选自

尼加拉瓜的哈拉帕地区和洪都拉斯

的Trojes地区，茄芯选自尼加拉瓜的

Esteli地区的criollo 98和corojo 

99品种。 

Blind Faith产品有三种规格，

每盒20支，包括：Robusto(5 x 52)、 

Toro(6 x 52)和Gordo(6 x 60)。

英国
帝国烟草推出冰感自卷烟

帝国烟草公司新推出了金叶冰

感薄荷自卷烟。该产品已于7月1日

开始在便利店销售，零售价为11英

镑。该公司之前已经成功发布了简

易包装的薄荷金叶，每包30g。此次

推出的新产品每包含有30克金叶手

卷烟。该产品还包括2 x 40瑞兹拉

（Rizla）普通绿色卷烟纸和72瑞兹

拉超薄薄荷过滤嘴。

据品牌经理吉米•伯恩斯•斯密斯

（Jamie-Burns Smith）介绍，“自

2007年推出以来，金叶已成为帝国

烟草最知名的自卷烟品牌，并成为

英国最畅销的经济型自卷烟品牌，

占到整个行业份额的18％。独特

的冰袋成分——以及薄荷口味过滤

嘴——展现了该品牌对创新的持续

追求，确保我们能够满足现代成年

吸烟者的需求。”

加拿大
帝国烟草推出Vype电子烟

帝国烟草集团于2018年5月底正

式向加拿大市场推出了Vype电子烟产

品，称该公司正在帮助烟民从可燃卷

烟转向潜在危害较小的产品。Vype是

一种可填充式电子烟产品，产生气雾

剂，有多种口味，尼古丁含量不同，

也可以不含尼古丁。 

帝国烟草加拿大公司总裁乔治•

阿拉亚（Jorge Araya）表示，Vype

和该公司去年推出的加热不燃烧烟

草制品Glo共同助推加拿大卫生部门

（Health Canada）实现其目标，即

到2035年使用传统卷烟的人数比例

低于5％。

据阿拉亚称，大约17％的加拿

大成年人（约450万人）目前正在使

用可燃卷烟。但在过去的四到五年

里，近200万加拿大人已成为“电子

烟用户”，其中既有新用户，也有

放弃可燃卷烟的用户。他说，帝国

烟草占据了加拿大卷烟市场的半壁

江山，主导电子烟市场也将成为该

公司的目标。 

“我们称之为‘烟草转型’的

进程，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控制

权和选择权。烟草转型表明社会和

行业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承诺将会

赋予消费者更多选择，来更好地适

应这一变化，”他说。

加拿大
新法案将允许电子烟公开宣传 

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了《烟草

与雾化产品法案》，该法案将允许

电子烟公司进行公开宣传，并于5

月23日获得了批准。根据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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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在任何媒体上合法宣传电

子烟。但有一些限制：广告不能包

含任何人、动物、对健康有利的信

息，也不能出现受到儿童和青少年

欢迎的任何口味。   

然而，加拿大癌症协会表示将

继续争取更高的限制。“我们不希望

看到这些产品投放广告，”该协会的

代表Donna Pasiechnik说，“我们希

望这些产品受到和烟草一样严格的控

制，就像对大麻宣传的控制一样。”

日本
菲莫国际采取新战略吸引保守
派烟民 

IQOS产品销售放缓后，菲莫国

际公司正在尝试一项新的战略，以吸

引更保守的日本烟民。这些烟民通常

不愿意放弃卷烟改用高科技产品。

由于难以突破落后的农村地

区，该公司正在实施两部分计划。第

一部分是引入价格较低的产品，第

二部分则是吸引落后和保守的农村

用户。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谭崇博表

示，这样做是为了激发一种社区文化

意识。“我们需要提升我们的沟通技

巧，给他们一个类似于‘让日本无

烟’的愿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远

超出对个人的重要性，当然这对我也

好，”他说。

日本
日烟国际与菲莫国际开启价格战 

日烟国际降低了其加热型烟草

产品的价格，此前其竞争对手菲莫

国际公司也采取同样举措，这表明

日本卷烟替代产品市场竞争加剧。

日烟国际将其Ploom Tech装置的价

格从4,000日元下调至3,000日元

（27.61美元）。菲莫国际将其IQOS

的价格降低了30％至980日元。英

美烟草公司今年5月开始，将原先

5,980日元的glo降至2,980日元，作

为截止到12月底的限时优惠。 

分析人士表示，那些迫切想要

尝试加热不燃烧产品的用户促成了

最初的销量激增，业界可能需要其

它催化剂才能实现更多的增长。

印度
IQOS瞄准印度市场 

据路透社报道，菲莫国际计划

在世界第二大吸烟国——印度推出

iQOS产品。

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如果菲莫

国际寻找机会接洽政府，讨论帮助

人们戒烟的装置，他们会保持“开

放态度”。但补充说，如果发现这

些装置有害，包括电子烟在内的这

类装置可能会被禁止。

罗马尼亚
烟草制品出口量占食品、饮料
和烟草出口总额4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烟

草制品出口量占罗马尼亚食品、饮

料和烟草出口总额的42％，占消费

品出口总额的6％。2018年，烟草原

料和加工烟草出口总值为7.305亿欧

元，是其它所有食品出口额总量的4

倍。其中约有60％是由英美烟草公

司出口的。英美烟草公司是罗马尼

亚烟草市场中份额最大的公司，该

公司在普洛耶什蒂进行生产活动。 

“普洛耶什蒂的英美烟草工

厂近年来生产能力翻了一番，出口

量增加，”英美烟草公司法律总监

兼公共关系总监Ileana Dumitru表

示，“普洛耶什蒂生产的卷烟中，

超过60％出口到包括俄罗斯、日

本、巴西、意大利、英国和丹麦在

内的45个国家。投资开发该工厂的

力度取决于罗马尼亚可预测的经济

环境。”

韩国
HNB制造商驳斥食品与药物部
研究结果

食品与药物安全部在6月初发布

加热不燃烧（HNB）产品安全性研究

结果时声明，HNB与传统卷烟含有的

有害物质相同（或更多）。HNB产品

制造商对此发起反击，驳斥该部的

研究结果。该部门称，与传统卷烟

（尼古丁含量为0.01-0.7毫克）相

比，用于烟草加热装置的单支HNB卷

烟棒释放出相似含量的尼古丁，同

时产生4.8-9.3mg焦油，而常规卷烟

只产生0.1-9.3mg焦油。

然而，该部门也表承认，与传

统卷烟相比，HNB含有较少的有害物

质。但它们仍然可能导致包括癌症

在内的严重疾病，因此很难说它们

的危害比传统卷烟小。

业内人士反击说，该部门测量HNB

中有害化学物质含量的方法不明确。 

“HNB将加热装置内部的卷烟棒

加热到300摄氏度后，通过释放蒸汽

产生吸烟效果。这与通过燃烧产生烟

雾的传统卷烟不同。比较两种完全不

同工作原理的产品是没有意义的，”

英美烟草韩国公司的一位官员说。 

“虽然他们采用的安全测试方

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加

拿大卫生部的方法——是可信的，

但该部并没有设立对比HNB产生有

害化学物质的明确标准，”他补充

道。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简单

地比较总量”并不合适，因为来自

HNB的蒸汽成分与传统烟草产生的烟

雾性质不同。

泰国
将为中国两家烟草公司生产卷烟

泰 国 新 成 立 的 烟 草 管 理 局

（TAOT）计划于今年10月向市场推

出中国卷烟，目标人群是越来越多

的中国游客。烟草管理局局长Da-

onoi Sutthinipapan宣布，该机构

已与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和云南瑞升烟草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为这两家

中国公司生产卷烟。 

根据Sutthinipapan的说法，烟

草管理局将利用两家公司对中国消费

者偏爱的原料、口味和包装的研究结

果，开发一种新产品。新产品将于中

国国庆日10月1日在泰国市场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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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地区乃至伊拉克的卷烟销售如同“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但是烟草供应
商愿意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局面。《亚洲烟草》采访了该地活跃的供应商。

近东卷烟市场：极具
挑战却又不容忽视

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等近东国家被统称为黎凡特地区。这些国家，连同地理位置相

近的伊拉克，常常发生动乱。无论是战争、内乱还是政治动荡，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保持这

个地区表面上的永久控制权，只不过控制程度不同而已。但几经起落，几度沉浮，生活和商

业活动仍会继续。商店必须存货，商品必须交易；当然，也会继续消费烟草。  

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少，但它们仍是烟草供应商的重要市场，如跨国公司、大

量独立的外国公司和本地制造商。尽管目前来看，一些国家的局势较为稳定，可以进行业务

开展，并维持通畅的分销网络。但从国内外动态来看，另一些国家的局势仍旧时好时坏。这

些情况的确像坐“过山车”一样，但烟草业内人士勇于接受这一现实。   

很难在一篇文章的有限空间内谈及整个区域的烟草市场，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进行系

统处理。最为合适的方法是依次介绍每个国家，并概述其基本的市场条件。为此，《亚洲烟

草》与当前在该地区活跃的主要跨国企业之一的日烟国际负责人进行了交谈。该公司以遍布

全球市场而闻名，在整个黎凡特地区销售一系列知名卷烟品牌。为避免偏见，我们并未按照

市场规模、年销售量或实际价值的排名进行排序，而是按照字母顺序列出了所有涉及的国

家。尽管埃及也与黎凡特地区有着密切关系，但由于烟草市场在其国内所占比例很大，因

此，我们将在下一期《亚洲烟草》对该国进行专门报道。 

日烟国际云斯顿（蓝）、云斯顿（紧凑蓝）和云斯顿（紧凑银）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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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虽然在过去几年内，伊拉克国内局势逐渐好转，但

仍然很不稳定，部分地区依旧是销售禁区。出于安全考

虑，许多卷烟制造商根本不会冒险派遣员工到那里，或

在那里建立子公司。至少暂时需要依靠当地分销商来进

行销售活动。 

“虽然为伊拉克精选了几种卷烟品牌，但我们在市

场上的所有销售行为都是由指定的分销商合作伙伴来承担

的，”日烟国际负责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和黎凡特地

区事务和通信总监哈迪•史莱门（Hadi Sleiman）解释说。

该国销售的所有日烟国际的品牌均为独家进口产品。公司

目前最畅销的品牌是Aspen，而高端品牌则是云斯顿。

约旦
虽然日烟国际选择独家合作伙伴将其品牌出口到伊

拉克，但该公司在约旦的情况完全相反。日烟国际约旦

有限公司的公司事务和通讯总监Alaa Al Maaytah详细说

明了这一点。  

目前，日烟国际是约旦市场的领导者，其中包括

Gold Coas、云斯顿（日烟国际于1999年从雷诺公司收

购了该品牌）和LD。公司在该地区最大的竞争对手有菲

莫国际、英美烟草和帝国烟草公司。尽管进入约旦的卷

烟市场看起来像在“公园漫步”一样轻而易举，但这只

是表象，因为该国的烟草法十分严格。例如，绝对禁止

烟草产品投放广告；促销活动受到限制；禁止在公共场

所吸烟，否则将会受到严厉惩罚。Al Maaytah解释说，

严苛的烟草税收（见表格）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

售。此外，该国所有烟草行业的参与者都需要申请一系

列的批准和许可程序。Al Maaytah说：“我们必须获得

云斯顿（红）30g袋装云斯顿（蓝）30g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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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标准和计量组织以及收入和销售税部门

（ISTD）的批准，才能推出烟草产品、更改

产品或进行生产。” 

黎巴嫩 

据日烟国际黎巴嫩公司经理兼运营总监

法迪•厄尔•海格（Fadi El Hage）说，2002

年，该公司在黎巴嫩设立了办事处。直到

2014年，该公司才在当地成立了子公司，即

日本烟草黎巴嫩有限责任公司。该子公司主

要提供沟通和销售服务。海格表示：“一直

以来，我们在黎巴嫩的业务都是通过进口来

实现的，我们并不在当地进行生产。” 

海格详细阐述道：“所有烟草产品的

分销都是经由黎巴嫩国家烟草局（RLTT）卖

给有执照的批发商。然后他们将商品卖给中

间商，最后再供应给零售商。但是，当我们

推出新品牌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供足量

的产品来进行分销工作。我们也为自己的品

牌进行商品销售活动和交流计划，”海格

说。“允许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零售

层面的，”RLTT法规规定，这种活动“不应

该广而告之”。

叙利亚
由于伊拉克局势有所改善，而叙利亚正

饱受持续不断的内战和不时爆发的ISIS叛乱

的双重蹂躏，因此该国成为我们整个市场中

最具挑战的部分。这两个国家的烟草市场都

遭到破坏。据哈迪称，“日烟国际在2012年

初停止向叙利亚供应烟草产品。”其他跨国

公司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但据报道称，一些

外国制造商趁虚而入，通过当地经销商和企

业在该国分销烟草产品。 

卷烟税收和关税

来源：日烟国际 

国家
伊拉克

约旦

黎巴嫩

叙利亚

税收和关税
进口关税：按照海关估价的30%统一征收 

本地制造产品
征收税率为81％，包括：特定（烟草）税、消费税和销售税

进口产品
按照海关估价的155%征税。

本地制造产品
特定（烟草）税为9.20美元/千支（固定税率）；若申报价格低于

LBP2,250（黎巴嫩镑），每包另增收到岸价格的41%作为从价税；若

申报价格高于LBP2,250，则每包另增收到岸价格的49%作为从价税。

进口产品
特定（烟草）税同上；

每包另增收所报到岸价格的113%作为从价税.

无参考数据

日烟国际卷烟品牌销售区域 

*仅列出各区域畅销品牌。 
来源：日烟国际

国家
伊拉克

约旦

黎巴嫩

叙利亚

卷烟品牌*
Aspen

云斯顿

Gold Coast

云斯顿

LD

Glamour

云斯顿

Camel Filter

Glamour

Winchester

无

(暂停销售)

日烟国际的Sobranie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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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J：近东地区一支
异军突起的新力军
阿联酋拥有不少卷烟制造商，它们在全球的活动日益活跃。其中，BMJ工业
公司（BMJ Industries）选择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市场——近东地区：包括
伊拉克和叙利亚。而其它制造商正在极力避开该市场。

早在2000年，BMJ工业公司就在阿联酋

七个酋长国之一的哈伊马角注册成立。但直

到2011年，该公司才实现其全部运营能力。

公司销售和市场经理Malik Warrayat表示，

目前该公司是“当地最大的私营卷烟制造

商”。他说，这一事实可以用实际参数进行

评估：年产量和营业额、员工数量、公司

资本总额等。当前，BMJ每月的卷烟生产量

超过50万箱。这些生产活动主要在3个地区

的3个工厂内进行：迪拜、哈伊马角和黑山

的巴尔干国。“这些工厂共有25台烟机，

可生产各种规格的卷烟产品，有标准特大

号、圆角到大号；从100s软包到纳米尺寸；

标准或大号外包装；以及超薄和特大号滤

嘴，”Warrayat解释道。

该公司还经营着自己的初级加工设

备——一个椰子炭和水烟糖蜜厂，生产一

次性水烟管、滤嘴和内包装箔；并运行多

台接装纸印刷机。尽管位于迪拜的工厂目

前每年最大产能为90亿支卷烟，但哈伊马

角和黑山工厂的产能分别高达300亿支和210

亿支。Warrayat透露，产能利用率达80％

以上，其中80％是制造BMJ自己的产品，

另外20％为其它签订合同的公司制造。目

前，BMJ产品远销32个国家以上，重点放在

中东和北非地区。公司生意一直很好，销量

持续增长。2015年，公司销售总量比2014年

增长17％；2016年同比突升41％；2017年同

比增长26％；Warrayat预计2018年又将上涨

20％。

BMJ目前每月生产超过50万箱卷烟



  tobaccoasia  29 

细规格 
大潜能
探索广泛的超细规格选项

益升华创新超细系列产品有助于您充分满足视觉差异化、提升消费者口感
与吸烟体验的需求。超细系列不仅具有益升华标准尺寸特殊滤嘴的所有
优势，还具有超细的外观。此系列中的广泛选项还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拓展品牌和创建新产品提供了无限的潜力。

在此探索更多信息： 
WWW.ESSENTRAFILTERS.COM

益升华——您必不可少的解决方案

视觉吸引力和差异化

提升吸烟体验

多达三种烟段配置

全方位的消费者互动

©2017 Essentra

64213_Tobacco_Asia_SuperSlim-Filters_HP_Chinese_090816_BH.indd   1 09/08/2016   09:38

Warrayat说，通过不断增加的产量以及

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来衡量，BMJ的成功秘

诀在于“保持卓越的质量标准。”他声称，

这离不开“卓有远见的公司董事长Ahmad 

Bkairat。他要求公司对每个主要的卷烟组

件进行严格直接的控制”，不从外部供应商

购买，坚持内部生产。但这个“新生儿”获

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愿意进入那

些其他人不敢冒险的市场；其他人要么觉得

太困难，要么是因为当地的安全局势不稳

定。这种敢于冒险的态度使得BMI成为挑战

重重的近东地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伊拉克。2 0 1 1

年，BMJ开始在该地区销售卷烟产品。自那

时起，该公司就已经取得了当地市场的领

导地位，韩国KT＆G只得屈居亚军。“在近

东地区所有国家中，从销量来说，伊拉克

目前是我们最大的销售市场，”Warrayat

证实。然而，由于该公司尚未在该国设立

子公司，只能完全依赖当地的分销商。但

是，Warrayat还透露说：“在地区冲突期

间，我们遇到了产品销售问题，这给我们带

来了巨大的损失。尽管最近这一情况已经有

所改善，但有些时候，我们仍无法在当地运

输货物，因此不得不支付数月的滞期费用。

市场份额由此遭受严重下滑。”

仅在一年之后，即2012年，BMJ就把目

光投向一个更加平稳有序的国家——约旦，

并将其作为下一个区域市场。该公司仍然选

择与当地的分销商进行合作。最终，BMJ戒

BMJ卷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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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品牌Oscar、MAC和Napoli成为消费者钟爱的品牌。“如同其它市

场一样，我们从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接受到的大部分投诉，都是关

于现有品牌质量稳定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产品最终满足了客

户要求的质量，”Warrayat说。

BMJ进入黎巴嫩的时间大约与上述提到的几个国家相同。据报

道，MAC和Super Grand是该公司最畅销的品牌。尽管Warrayat拒绝

透露更多市场情况，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和其他地区一样，BMJ

仍在该地使用当地分销服务。也许，公司将来最具挑战性的营销部

分是：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供应产品。除了约旦河西岸的加沙

地区外，这些领土还包括由以色列包围的小块儿地区。所有物资必

须经过这些地区。BMJ计划在那里先销售其畅销品牌Oscar，如果进

展顺利，这将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Warrayat坦言：“我们已

经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注册了该品牌。第一批货物随时都会运

出”，但他又谨慎地补充道，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运输问题”。

目前，BMJ并未在以色列销售其产品，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与其它大多数阿拉

伯国家一样，阿联酋政府与以色列并无外交

关系。事实上，阿联酋还对以色列进行经济

制裁，禁止当地企业与以色列进行任何贸易

活动。Warrayat声称，BMJ无意违反这一规

定。

BMJ工业公司烟草品牌销售区域

*尚未推出该品牌，但已经注册。“可随时发出”第一批产品。

来源：BMJ工业公司

国家/地区
伊拉克

以色列

约旦

黎巴嫩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

领土

叙利亚

卷烟品牌
MAC
Oscar
Napoli
Super Grand
A&B
Max 7
无

Oscar
MAC
Napoli
MAC
Super Grand
Oscar*

MAC
Oscar
Maxico

BMJ每年销量持续增加

BMJ也生产滤嘴和内衬，运行着几台接装纸
印刷机

BMJ产品目前已在32个国家以上上市，主要是中东和北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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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种创新型卷烟层出不穷，从2009年开始，细支、爆珠、短
支等细分品类相继爆红。2017年初，在“中华”品牌的强势引领下，
以“中华（金中支）”和“中华（双中支）”这两款新品为契机，中
支品类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成为行业追逐的又一个风口。

中支烟市场兴起 云南引人注目
什么是中支烟？根据国家局定义在《关于规范和支持细支卷烟发展

的通知》中，细支卷烟是烟周长为17.0±1毫米的卷烟。但国家目前对中
支烟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将中支烟定义为烟周长大于19.0且小于23毫
米的卷烟产品。

2016年12月份，上海烟草集团的“中华 （金中支）”上市，直接
打出了“中支”这样一个品类名称，2017年年初“中华（双中支）”
再发力，两款中支产品进一步扩大“中支”品类在行业内外的知名
度。2018年，中国烟草市场举足轻重的大企业——云南中烟将2018年定
位于“中支烟元年”，集中上市8款中支产品，可以看出云南中烟在中
支品类开拓上做出的努力。这两大企业的大动作，无疑会继续让“中
支”越来越热，其他各大中烟公司也分别有自己的中支烟计划。

中支烟，中国烟草
新兴的蓝海市场

从目前市场上的中支烟产品来看，云南
中烟旗下的产品可谓是最引人注目。

云南中烟将2018年定义于“新时代中支
元年”，将中支烟作为战略性品类，努力打
造引领中支市场标杆性产品。意图通过中支
烟来推动云产烟结构升级、改变品牌形象，
抢占发展先机，实现引领行业中支烟发展的
愿景。云南中烟上市的中支烟新品并统一采
用20mm的卷烟周长和88mm烟支长度设计，产品
线长跨度覆盖了180、300、400、500、1000元
等关键价位。云南中烟的这一系列中支烟不
断强化云产高端烟品牌形象和价值，具有很
强的市场影响力和冲击力。

2018年伊始，云南中烟就有三款及颜值
和品质于一身的中支产品亮相：“云烟（中支
大重九）”、“云烟（中支金腰带）”和“钓
鱼台（中支）”，全部为高端烟，三款产品的
风格特征及文化传承完全符合中式卷烟2.0时
代的时代特征。让我们分别以这三款中支烟新
品为例，从价值定位、文化背书、原料工艺等
方面来一窥云南中烟的中支烟逻辑。

中支烟新品的价值主张
从价值定位层面来看，中支烟所出现的

时代背景就决定了中支产品的定价必须是高
端，那样才符合中支产品独特的存在。从“中
华”的中支产品开始，就注定了中支烟必须
是高颜值、高品质和高价值的所在。尤其是国
家烟草专卖局对新品细支烟的价格定位的新
规定出台后，中支产品作为比细支烟更加具有
厚重感的存在，其价值感的体现和价格有着密
切的关系，中支烟产品定价在高端价位已是共
识。此次云南中烟率先推出的三款中支产品，
均是“云烟”或者集团核心品牌的规格延伸产
品，依托品牌本身的价值背书，非常符合中支
烟的定价逻辑。

“云烟（中支大重九）”作为“大重
九”系列的中支产品，自然会延续高价烟的
定价策略，彰显“大重九”在中支集群中的
引领价值；“云烟（中支金腰带）”作为 
“云烟（珍品）”系列的中支产品，更是 
“云烟”去年新推出的细支产品“云烟（金
腰带）”在中支产品上的延伸，价值感自然
也与生俱来，定价为300元/条；“钓鱼台 
（中支）”继续延续“钓鱼台”品牌华贵典
雅的特点，价位也是与其他“钓鱼台”规格
一脉相承，500元/条。

传统经典的文化背书
从文化背书层面来看，“大重九”系

列和“珍品金腰带”系列堪称“云烟”品牌
文化传承之经典，而“钓鱼台”又属于特色
品牌文化之经典，选择此三个品牌进行中支
产品的延伸，就是云南中烟在拓展中支品类
的同时坚持传统文化传承的真实体现。具体
而言，“云烟（大重九）”是百年品牌的代
表，经典重启六年多来，更是成为中式高价

中支烟：战略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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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的佼佼者，其所传递的爱国、情义的品牌价值深入高端

消费者的心智。“云烟（中支大重九）”在传承了“大重

九”的品牌价值基础上，采用创新的保鲜包设计，并首次

采用凹凸及蓝色印刷工艺，更显高端雅致的质感。

2017年在细支烟市场大热的“云烟（金腰带）”

将“云烟（珍品）”系列的文化价值进一步彰显，独特

的“金腰带”就是云烟传统的如意祥云在新品上的升级体

现，传统的朱砂红底色配上云纹图案更加彰显中国传统文

化的经典魅力。“云烟（中支金腰带）”完全沿袭了“云

烟（金腰带）”的包装设计，以中支烟的烟支形态进一步

强化云烟品牌文化的厚重与时尚。“钓鱼台”品牌最经典

的就是传统“景泰蓝”的设计体现，凸显古风古韵的高贵

典雅气质。此次上市的“钓鱼台（中支）”以黄色为主色

调，整体包装的色调和图案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涵，也传承了“钓鱼台”尊贵、高雅的品牌韵味。“大重

九”、“云烟（金腰带）”、“钓鱼台”，三个拥有历史

和价值的品牌本身就是三款中支产品最强大的背书和市场

号召力。

多维度品质保障
消费升级时代最突出需求就是品质需求，中支烟

的出现也是品质需求凸显之后最直接的体现。拥有原料

优势的云南中烟，势必要在中支新品上彰显出绝对的领

先品质优势，从原料、工艺及生产等多维度保障产品品

质，占领中支烟品质价值“高地”。

“云烟（中支大重九）”优选津巴布韦、美国、

云南三大黄金产区的烟叶，手工挑选出切合使用的顶级

原料，应用分子技术手段对产品进行定向增香、增甜和

增润。精选原生态特色药材，复配老树普洱茶，打造专

属颗粒，进而制备“云烟（中支大重九）”专用颗粒嘴

棒。“云烟（中支金腰带）”对云烟主要原料产区的烟叶

原料进行全方位筛选，同时精选津巴布韦等世界知名地区

的优质烟叶作为原料补充，以云烟高端制丝专线为依托，

形成“中支烟个性化加工工艺技术”，同时充分发挥云

南丰富的植物资源优势，丰富产品的保润加香技术，使烟

气更为甜润和柔和。“钓鱼台（中支）”秉承原料至上之

道，甄选云南、津巴布韦特色优质烟叶，集成应用多项保

润技术，全面提升产品的舒适感。同时充分利用印象烟庄

的香料植物资源，制成特色香料植物薄片，提高产品的香

气醇和性和甜润感。

云南中烟在三款中支新品中充分集合了技术中心的

领先工艺和优秀科研成果，注重高品质的打造和呈现，

将用卓越的品质来定义中支烟品质品牌。

结语
随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卷烟消费日

益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中支烟的出现，与细支

烟、短支烟、爆珠烟一样，都是消费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新

市场、新现象。中支烟作为中式卷烟真正具有中国智慧的

创新，将会在2018年大放异彩。随着越来越多中支产品的

加入，中支品类势必会成为成长更加迅速的中式卷烟又一

全新品类。从上述的三款中支烟新品也能看出，云南中烟

作为先行者将在中支品类不断壮大中实现价值的升级，成

为这一全新品类的引领品牌。

2018年被定义于“新时代中支烟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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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报道，其中包括反吸烟团

体撰写的文章，都表明人们有重拾手卷烟的

迹象。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手卷

烟（RYO）真的在显著增长吗？”“手卷烟

市场稳定吗？”或者“‘手卷烟趋势’”一

词的引用只是用来支持截然不同的论点？在

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一些快速研究和一

系列调查论证了手卷烟发展的一些苗头。基

本上，手卷烟的发展是稳定的。

和许多故事一样，手卷烟的过去就像一

个谜。第一个谜就是时间，只有说到时间，

人们才能记起手卷烟的历史。100多年前，

手卷烟并非稀奇的事物，而是司空见惯的存

在。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代表烟草发展真

正趋势的手卷烟衍生出了大量的包装式卷

烟。包装卷烟市场不断蓬勃发展，成长为成

功的消费品，手卷烟“被出局”。“如果你

愿意，也可以抽手卷烟，但包装式卷烟新市

场发展使手卷烟就黯然失色。手卷烟一方面

成为特立独行、独树一帜的个人选择，另一

顺势而为的手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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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还充当了包装式卷烟的经济替代品。如

今，从时尚达人到节俭独立派，手卷烟越来

越成为一种“百搭”的消费品。

无论是主流的方式或是其他的一些用

途，手卷烟都应用广泛。但手卷烟无论过去

还是未来都不太可能被边缘化。在可预见的

未来，它还会保持在烟草制品中一贯的地

位。实际上，我们在新泽西州发现手卷烟企

业之间的竞争很激烈。

非法贸易——烟草发展趋势的难掩之

殇，不断给烟草行业带来滋扰，手卷烟也无

法幸免。以位于纽约市外新泽西州新米尔

福德的美国烟草公司为例，退休警察巴迪•

贝雷特是该公司的老板/经营者。他和蔼可

亲、开朗友好，鉴于之前在执法部门的工作

经验，他能慧眼识人，还擅长交朋友和开展

烟草商店业务，为志同道合的顾客提供社区

体验。无论从哪里看，贝雷特投资精准，致

力于发展壮大公司。美国烟草坐落在一个漂

亮沿公路商业区，有充足的停车位，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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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远方和周围繁忙的街道。店里配有皮沙发、雕刻的木制雪茄盒，还有储物

柜。店里面只有一个热情的工作人员和五个月大的小猎犬。每当贝雷特聊的

投入时，小猎犬都会来啃咬游戏桌的腿。和贝雷特以及他的一位雪茄顾客聊

天很有趣，我们问到了手卷烟的形势，他是否认为手卷烟会继续发展，这戳

到了他心中的痛处。

贝雷特对《亚洲烟草》表示：“说实话，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

这几年我都不清楚手卷烟在从事什么业务。附近有一个小伙子也开了一家烟

草店，抢走了我们90%的手卷烟生意。那家店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公司现

款买烟叶，以逃避上税。为此，我只能转行开雪茄休闲吧。一包烟含税我这

卖30美元，七年来都没涨价。他们不交税只需要付22美元，却以每包30到31

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抢走了我们所有的客户。”

贝雷特店里仍然销售手卷烟产品，但已今非昔比。当问到其他店卖的

是不是正规渠道生产的产品时，贝雷特说：“他们销售的是像美国精神一样

的正品，我卖的所有品牌亦是如此，但他们付现逃过了缴纳州税。”

美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情况。《亚洲烟草》还从公司层面，对烟叶

在内的批发分销商的龙头企业AMCON进行了采访。AMCON在伊利诺伊州、密

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等多个州设有分销中

心。AMCON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Christopher H. Atayan向我们介绍了公

司对手卷烟发展趋势的看法。

“手卷烟发展趋势不是特别明显。对公司而言，手卷烟是稳定发展的

业务，但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就看到了这种走势。我们为5000个零售店服务，

如果真出现某种趋势，我想我们会注意到。我们发现的其中一个趋势是包装

式的卷烟销量在持续下滑，但被销售价格定期调涨所抵消。这是卷烟的趋

势。但就手卷烟而言，只能说还算稳定。”

据卷烟制造商可靠消息渠道称，一些欧洲人在卷烟提税后，转而购买

手卷烟。该消息来源称：“购买手卷烟的人已不是少数。但除此之外，没发

现其他趋势。”

最近，纸媒认为手卷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澳大利亚推行平装

政策已好几年了，该地的烟草业不仅要处理平装的问题，还要应对世界上

最为严厉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尽管这些因素给澳大利亚的传统卷烟市场都

带来了不可置疑的影响，但平面媒体关于手卷烟的报道并不是描述其发展

趋势，而是宣传反吸烟活动相关的主题。最近，澳大利亚刊登的报道部分

来自地区反烟团体，报道内容显然与政府的反烟政策相一致。有一篇报道

称“年轻吸烟者错误地认为手卷烟比传统工厂生产的卷烟危害小”（SBS新

闻）。在这种情况下，天平倒向了另外一边，手卷烟的市场走势也演变为

旨在让年轻吸烟者远离所有烟草制品，手卷烟可能会带来或产生副作用。

该故事引用了《维多利亚州吸烟与健康调查》对4000名成年用户的调查数

据。在这4000人中，18-29岁的年轻成年吸烟者占到了被调查人群数的43

％，其中一半人表示使用过手卷烟。但是，虽然年轻人说自己卷过烟，但

不清楚是否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来完成手卷过程，亦或只是简单地卷了一两

次。而且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把大麻也混卷进手卷烟里，这对美国某些

人口统计数据而言，这是另一个边缘趋势。

另一方面，文章还提到了手卷烟比包装式卷烟更具有性价比，是包装式

卷烟的理想替代品。手卷烟的这个优点常常被提及，也的确是事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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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市场而言，菲莫国际的报道指

出IQOS现在已经在38个国家的城市上市，

而且在美国之外的地方一直保持着销售佳

绩。IQOS在日本上市取得了显著成功，去年

在韩国推出时，再次获得成功。尽管如此，

在本文的截稿日，亚洲的数据表明，日本的

IQOS销量已进入停滞状态。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财经频道（CNBC）最近报道称：“日前，

菲莫国际公布了第一季度业绩，导致公司股

价下跌16％，这是菲莫国际2008年从奥驰亚

分离出来后最糟糕的股价，并且加热不燃烧

产品IQOS在日本的销量放缓。”在收益电话

会议上，菲莫首席财务官马丁•金对此问题

做出回应，并附上了相应资料和表格。“一

般来说，在初期，消费者进入低风险产品

（RRP）类别的步伐会比较慢。也就是说，

他们不太可能加入‘创新者’和‘早期使用

者’的群体中。这点在图表中有所反映。相

反，他们在规模较大的‘后期大多数’和 

‘落后’群体中的占比过高。这在任何新产

品类别中都很常见，尤其是RRP。IQOS在日

本的增长速度惊人。因此，我们正根据时

间、强度和沟通内容调整我们的商业计划，

以专门满足这些成年吸烟者的需求。同时，

随着竞争加剧，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提高

IQOS现有用户的忠诚度。”在同场会议中，

菲莫国际IQOS有望获美
国FDA低风险产品申请

菲莫国际执行总裁谭崇博对IQOS的发展表示

乐观：“排除日本市场的暂时动态，与2017

年相比，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的全球市场销

量仍然实现了翻倍增长。”

关于IQOS首次上市的大部分数据，包

括各国推出IQOS的区域性科学产品测试数

据，披露了FDA对IQOS上市申请的详细审查

信息。

FDA咨询委员会对菲莫提出的上市申

请进行了初步审查，IQOS只要获得预上市

批准，那获得减害产品的认证便可水到渠

成。FDA仍在进行审查程序，审查过程中披

露了大量细节和客观分析。但迄今为止，

该机构似乎普遍认同菲莫国际申请中宣称

的内容，即菲莫国际的改良风险烟草产品

（MRTP）评估计划显示，IQOS符合市场秩

序的法定标准，并且科学评估计划已经证

明，IQOS能帮助那些从卷烟转用IQOS的吸烟

者降低烟草相关疾病的危害和风险。

菲莫国际向FDA提交的市场准入申请不

仅描述详尽，而且细节充实。总而言之，在

报告中摘录的信息（无论信息来自FDA还是

菲莫国际）应该被视为概述而不是全面的简

报，该公司称“MRTPA能为所有讨论提供论

据和支撑”：

菲莫国际加热不燃烧产品IQOS已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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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卷烟烟雾相比，IQOS产生的HPHCs水

平更低；

•IQOS气雾剂不包含卷烟烟雾中发现的

碳基超细固体颗粒；

•IQOS气雾剂的毒性明显低于卷烟烟雾；

•IQOS气雾剂在体外和体内引起的与疾

病相关的机制扰动大大减少；

•IQOS气雾剂在动物疾病模型中产生的

肺气肿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大大减少；

•临床研究表明，从卷烟转用IQOS的人

的HPHC摄入明显减少，接近戒烟时减少的摄

入量；

•临床研究表明，从吸烟到IQOS的转换

会带来临床风险标志物的积极变化，与戒烟

后出现的早期变化类似。

FDA关注的重点是IQOS的上市申请以及

其他事项，比如减少烟草产品中的尼古丁含

量来帮助成年人戒烟。菲莫国际正致力于推

进无烟产品在其广泛产品组合中的比重。公

司对未来几年实现最低目标感到乐观。虽然

这些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但业内至少有一个

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菲莫国际可能会在

2025年完全从传统卷烟中消失。然而，《亚

洲烟草》的报告显示，这一估算比实际进度

要早一些。菲莫国际正朝着无烟的方向努

力，但更准确的预测是，到2025年，菲莫国

际无烟产品销量将占总销量30％以上，占总

净收入42％以上。

显然，IQOS是推进该目标的关键，而

且随着菲莫国际将其业务从传统卷烟转移到

IQOS和其他无烟产品，公司的进展并非严格

按照产品发布来衡量。菲莫国际一直在致力

于将常规卷烟工厂转变为加热棒工厂。菲莫

国际已经将希腊一家传统卷烟厂全面转型为

只生产加热棒的工厂，并计划对罗马尼亚工

厂采取相同措施，同时，还宣布计划在德国

建造一座全新的加热棒工厂。

根据已有的公司结构，菲莫国际将和

美国合作伙伴奥驰亚达成协议，授权后者在

美国销售IQOS。实际上，菲莫国际已与奥驰

亚客户服务有限责任公司（ALCS）达成协

议，ALCS和/或运营公司有权在美国分销和

销售IQOS。负责该计划的ALCS运营公司是菲

莫美国公司。

尽管FDA批准IQOS上市的过程充满变数

和挑战，但目标是明确的，论据是充分的。

与其他国家烟草监管机构相比，FDA的响应

速度往往更快，特别是在开发替烟产品方

面。一些南美国家禁止电子烟。在澳大利

亚，监管环境不同而且更为艰难......电子

烟是非法产品，菲莫国际无法销售像IQOS这

样的加热不燃烧产品。加拿大的监管机构职

IQOS是菲莫国际实
现无烟世界愿景的
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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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模糊，不利于加拿大IQOS业务的开展。例

如，在电子烟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加拿大卫

生部尚未批准电子烟油。在美国，将产品推

向市场是非常可能的，但在市场推广之前，

必须拿出科学依据，FDA需要做出审批。

尽管面临的风险很高，但IQOS产品减害

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要说全民关注FDA

也不为过。重要的是，加热不燃烧产品IQOS

的研发并非全新技术，而是商业上已变得可

行，因为某些电池和电力问题已得以解决，

它也一直致力于成为真正的卷烟替品，不仅

具有高性价比，而且令消费者满意。

对于消费者而言，美国是IQOS独特的潜

在市场，因为美国有4000万吸烟者。在2017

年11月举行的投资者日活动中，奥驰亚指

出，FDA吸烟人口评估和健康研究的数据显

示，如果该类产品真能降低危害，超过一半

的成年吸烟者会考虑使用低害烟草产品。因

此，美国可能有2000万或更多的吸烟者选择

IQOS。如果IQOS被贴上减害的标识，那销量

增长将无可限量。根据菲莫国际提供的辅助

材料，全球有500多万成年吸烟者已经完全

戒掉常规卷烟，成为IQOS的独家用户。公司

估计每天还有1万名吸烟者正在进行这种转

换。毫不奇怪，IQOS获批上市美国的希望很

大。希望IQOS随后能获得经过全面改良的风

险烟草产品批准（也正在等待FDA批准）。 

基于这一点，菲莫国际认为IQOS的客户群体

是那些希望从卷烟改抽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

的人。

IQOS成为FDA过去几个月的重中之重，

这也是菲莫国际采取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公

司的年度报告中，菲莫国际执行总裁谭崇博

表示：“RRP是加速业务发展的最佳机会。

该组合还能让股东赚个盆满钵盈。2018年我

们将进行更多重大投资，为今后的增长注入

动力......制造减害产品的动力不减，这得

益于我们对无烟未来的愿景。虽然任务艰

巨，但我们信念坚定，相信菲莫国际的杰出

人才将直面挑战。”

如果IQOS能获得FDA批准投放美国市

场，显然菲莫国际还希望能从该机构获得

全面的MRTP认证。因为在将申请提交给FDA

时，菲莫国际仔细强调了在试验期间传递消

息时注意区分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意图。菲

莫国际的摘要内容如下：“总体而言，美国

成年吸烟者似乎对IQOS的试用和使用都很感

兴趣。成人吸烟者和成人非吸烟者都理解

IQOS所倡导的产品主张。总体而言，菲莫国

际修改风险信息和说明在成年吸烟者中滋生

了大量使用IQOS的意图，但并不鼓励不吸烟

的成年人尝试或使用IQOS。这是IQOS作为低

危害产品所遵循的重要准则。”

目前，一旦FDA批准了菲莫国际的申

请，那这将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传递出积

极的信号——FDA允许IQOS出售。如果IQOS

再作为低风险产品出售的话，IQOS将独占加

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市场鳌头。

菲莫国际向FDA递交IQOS改良型
风险烟草产品申请
在批准上市前，FDA将审核产品的科学依据。以下是菲莫

国际向FDA递交IQOS的改良型风险烟草产品申请摘录。 

IQOS产生的气溶胶的化学分析证实，IQOS气雾剂含有更少的

HPHC（与3R4F7卷烟烟雾相比，HPHC的平均水平降低了90％）。

在毒理学中使用标准方法进行了六项体外研究和两项体

内研究，以比较IQOS气雾剂与卷烟烟雾剂的影响。这些研究显

示，与卷烟烟雾相比，IQOS气雾剂的细胞毒性、遗传毒性、炎

症、呼吸器官毒性和全身毒性均一致且实质性减少。

此外，在A/J小白鼠的慢性毒性研究所开展的肺部炎症、

肺气肿和肺功能测量数据显示，吸入IQOS气溶胶的小白鼠比吸

入卷烟烟雾的动物，反应更小。IQOS气溶胶对小白鼠肺产生的

结果与暴露于空气的动物的肺没有差异。

先进的非临床系统毒理学研究，能够详细比较卷烟雾和

IQOS气溶胶对与吸烟相关疾病致因有关的生物学机制的影响。

除了在毒性研究中使用的标准测量和疾病动物模型（肺气肿、

肺功能和动脉粥样硬化）的疾病终点评估之外，这些研究采用

计算方法来进行广泛的综合分子分析测量（转录组学、蛋白质

组学、脂质组学的斑块大小）。

完全改抽IQOS的吸烟者结果显示，15种测量的暴露生物标

志物（BoExp）以及HPHCs均有减少，并且测量的六种临床相关

风险标志物与涉及吸烟相关疾病的身体机制相关。例如，在研

究期间，改抽IQOS的人吸入的烟雾比吸传统卷烟的人的摄入量

减低了90%以上。

这些结果证实IQOS减少了HPHC的形成，让成人吸烟者摄入

量减少，这反过来改善了临床风险标志物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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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tec董事总经理马克•库克

美国
Sewtec新追踪系统

专业自动化公司Sewtec宣布将发布现有的大型追踪

系统（简称T&T）精简版，以保证所有的烟草制造商都

能够遵守欧盟烟草产品指令。该法令将于2019年5月20

日生效。

Sewtec计划于2018年底发布这款精简版T&T系统，

烟草制造商便可在法令生效之前安装该系统。该公司这

款系统将会传送运营效率数据，帮助制造商了解提升供

应链管理以及丰富数据带来的商业利益。

谈论起该公司的新T&T系统，Sewtec董事总经理马

克•库克说道：“尽管这是一则法令，但所有烟草公司均

将从T&T系统中获益，因其能对产品进行端到端追踪。它

将在避免高额罚款的同时提升运营和物流。”

“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成功地为大型制造商服务

的高效系统。所以我们进行了修改，使其适合较小的企

业，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该法令为今后烟草企业提供

了诸多机会：提升配销水平、整理更丰富的数据，最终

直接盈利。”

美国
Radient公司申请减少烟草中尼古丁的新专利

Radient技术公司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交

了一项临时专利申请，专利是关于在无需实质性改变烟

草期望特性的情况下获取耗尽尼古丁烟草的方法。这份

专利申请提供了一种通过Radient公司的连续流微波辅助

处理（MAP™）提取技术，从烟草中选择性提取尼古丁的

手段，并能分析出耗尽尼古丁后的烟草成分，但仍能保

持烟草的表面形态和感官特征。

这项发明披露了Radient公司可以在多种加工烟草

类型上消耗尼古丁达95%以上的专利技术能力，余下已经

消耗掉尼古丁完好无损的烟草仍适于加工为卷烟和其他

可燃烟草产品。这项临时专利首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

出申请，并创建了优先权日，日后酌情允许在其他特定

管辖范围内提交专利申请。

这次专利申请也包括回收和提纯尼古丁为副产品的

方法。尼古丁作为戒烟产品、电子烟油、电子烟和蒸汽

烟产品的成分，具有商业价值。

Radient创始人兼技术总监Steven Splinter博士说： 

“Radient致力于全新发展中烟草工业中的创新，并且

我们从烟草，特别是在卷烟或其他可燃型烟草产品的初

加工阶段提取尼古丁而提供安全高效的产业规模级方

法，并从中看到了潜在的市场机会。更进一步说，高纯

度尼古丁副产品能广泛应用于蓬勃发展的戒烟产品市场

中。”

俄罗斯
菲莫国际计划新投资 无视制裁

据国家杜马第一副发言人Alexander Zhukov说，

菲莫国际正计划在俄罗斯进行新投资。Zhukov表示，

他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见了几个主要的美国企

业代表。

“我特别会见了菲莫国际的代表，他们在俄罗斯的

投资非常抢眼，其工厂也在很好地运作”，他说，“他

们正在推广新产品，并计划在俄罗斯进行新投资，丝毫

不在意关于制裁的准则。”

罗马尼亚
英美烟草公司在普罗耶什蒂投资8亿欧元

英美烟草公司接下来的5年即将对其普罗耶什蒂的

工厂投资8亿欧元。其中一半资金即将投入一个全新的专

用于制造与Glo配套的Neostick生产厂，将新增7000平米

的生产面积。其余投资将用于增加20%的传统卷烟产能。

普罗耶什蒂的工厂将成为该公司在全球的第三大工

厂，紧随韩国和俄罗斯之后，也是欧洲首家生产与Glo配

套的Neostick的工厂。该工厂85%的产品用于出口，意图

满足全部欧洲市场对Neosticks的需求量。

普洛耶什蒂工厂成立于20年前，此后英美烟草对其

投资了近3.1亿欧元，将其打造为全球拥有最先进技术的

生产工厂之一。增加新产量后，该工厂将成为全球五大

最重要的英美烟草生产工厂之一。

波兰
首家日本境外的Ploom Tech工厂

日烟国际向位于罗兹市附近Stary Gostków村的制

造工厂投资1亿美元，来生产其Ploom Tech品牌的烟草

胶囊。该厂区占地28000平米，计划年底开始生产Ploom 

Tech，届时将成为日本境外第一家生产该产品的工厂。

这家工厂将雇佣80人以上，将使日烟国际在波兰的

雇佣人数增至1800人以上。该厂目前生产卷烟、吸用烟

草、雪茄、小雪茄和烟斗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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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世界上大

部分国家都排斥伊朗，时至今日，该国已经

取得很大进步。当时国际贸易制裁从经济上

孤立了伊朗，同时伊朗政府自身也实行一系

列自我孤立政策，这严重阻碍了外国公司在

该国设立销售点。但近年随着制裁一项项解

除，情势缓和了许多，使得政府终于有机会

引入急需的国外投资。

欢迎外资
从伊朗的烟草工业来看，仍在进行中的

经济回暖已经带来了相当大的发展成果。国

伊朗成为全球各大烟草
公司青睐的投资热土

伊朗是目前整个中东最大的卷烟市场。该国烟草专卖局私有化后，经济自由

化持续进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亚洲烟草》对此进行了采访。

家垄断的伊朗烟草公司曾经一直是国家唯一

允许烟叶采购与卷烟加工的合法实体，2012

年，政府将其作为市场自由化努力的先锋进

行了私有化改制。之前几年，一些跨国企业

比如英美烟草、日烟国际和韩国KT&G公司，

已经在伊朗开设了子公司，引发此前只能通

过走私（如有）才能获得的国外卷烟品牌的

逐渐涌入。与此同时，当地烟草行业相关的

私营企业也受到了鼓励。这催生出大量国内

企业，包括利用外资的合资企业，也允许他

们直接向当地烟农采购烟叶，可以按自身需

求进口商品，也可以加工和推销烟草制品。

Parsian烟草公司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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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些新企业可以参与迄今为止被

曾经的国家烟草专卖局独占的贸易。同时后

者仍然控制着可观的市场份额（一些资料来

源显示这个份额在15-20%左右），绝大多数

由其主要品牌巴赫曼支撑，但在愈发激烈的

竞争下失去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目前毫无

争议的市场领导者是日烟国际。

一些障碍
但市场自由化也暴露了该国产烟叶供应

持续不足的糟糕情况。约80%的烟叶总量需

要从拉丁美洲、非洲和印度等地进口，仅依

靠当地烟农无法满足需求。然而，伊朗已经

公布了一个激励计划，使国内烟叶五年内年

种植量达到40000吨。虽然这仍旧很难从实

质意义上消除昂贵的进口，但这是迈向正确

道路的第一步。

全权监管机构
该国的烟草工业监管机构为国家烟草计

划与监督中心，是工业、矿业和贸易部的下

属部门。2012年10月设立了该部门，它实际

上监管烟草业的各个方面，包括签发经营、

制造、进口、烟草贸易和品牌的许可证，判

定烟叶种植区域和农业用地配置，监督管理

所有本地烟农供应的烟叶。但这个部门最为

困难的工作或许是与猖獗的卷烟走私做斗争

（参见补充内容）。当然该中心也负责征收

烟草产品税收与进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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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ian烟草公司的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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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ian烟草公司（PTC）：拥抱自
由化大潮

本地烟草公司积极响应此前曾完全封

闭的烟草业提供的诱人机会，其中PTC脱颖

而出。实际上，这家私营企业是一家全新公

司，尚未投入生产，但完全是可以运行的，

在德黑兰设有行政办公室，在首都西北300

公里处的赞詹城附近设有现代厂区。

为蓬勃发展蓄力
PTC总经理萨拉•海德向《亚洲烟草》讲

述：“看到一批国际卷烟制造商争先恐后抢

占伊朗国内卷烟生产，我们的投资者决定是

时候参与其中了，2016年收购了赞詹这家烟

草工厂。”我们公司80%的资本来自外资，

剩下20%由本地投资者资助，对厂房进行了

现代化改造。海德说：“我们安装了新的卷

烟制造机械来装备和升级设备系统，并装备

了所有畅销卷烟类型的生产线。经过数月的

努力，如今PTC已准备好开始生产，并且具

备了所有需要的证件。”然而，她承认当下

厂房仍然缺乏初级加工能力。但她也表示 

“作为未来工厂发展的一步”，PTC计划安

装一条初级加工生产线。

准备进行合约交易
那么为何设备仍然闲置？除了上文提到

的，该厂具备所有必须的营业证件和许可，

还有7000平方米的工场，包括一个大仓库、

一个实验室和年最大产能不低于80亿支卷烟

的三条现代生产线。海德表示，这是最初的

打算。她解释道：“在生产初期，PTC将自己

定位在一流的合约生产商，但是最开始我们

只想吸引品牌持有商来委托我们为国内外市

场生产高品质的卷烟。”她补充说，PTC目前

已经开始“与三大品牌持有商协商，一旦达

成一致，工厂就会投产”。目前协商接近尾

声，海德拒绝透露品牌持有商的具体信息。

打造自有品牌是“第二步”
海德表示，待合约生产进入一个令人满

意的水平，PTC会进一步考虑推出自己的品

牌。但何时发布、如何发布，很大程度上将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这要求我们

申请商标许可证，这个程序相当复杂。我们

还需要仔细考量高效利用现有的市场营销和

分销网络所需的财政和时间投入。”

便捷的交通设施
“我们的工厂设于国内和地区分销最

有利的位置，不仅靠近德黑兰，还离里海的

恩泽利和诺什哈尔港口很近，”海德重申工

厂区位的优势。厂区附近有良好的公路、铁

路和空港，便于通往伊朗其他地区和邻近的

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土耳其、亚美尼亚、巴基斯坦、伊拉

克、阿富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例如科

威特、巴林、阿曼、阿联酋和卡塔尔）。海

德表示：“伊朗与15个国家相邻，建有开阔

的水路和优良的陆地通道，有助于打开国际

市场。”

Parsian烟草公司总
经理萨拉•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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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ian烟草公司（中心）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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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烟国际：不容置疑的市场领导者
继英美烟草和韩国KT&G公司之后，第

三个进入伊朗的跨国公司是日烟国际。该

公司于2002年建立了伊朗当地的子公司日

烟国际伊朗公司（JTI Pars），在齐兰省北

部设立工厂，生产几大优质品牌，包括云斯

顿、LD、丝刻（Silk Cut）、Monte Carlo

和Magna，并在全国分销。其品牌知名度助

力日烟国际在很短的时间内支配了伊朗市

场。在其2018年2月的“MENEAT一瞥”宣传

册上，该公司宣称当时已经占有了略超过

50%的市场份额，轻轻松松便可赚钱。在整

个地区，只有约旦可以与日烟国际在伊朗的

市占率相媲美——该公司宣称在约旦市场的

占有率为51.3%。

确保领导地位
为进一步巩固市场领导地位，日烟国际

在2017年10月收购了私有企业Arian烟草工业

（ATI），包括该企业在赞詹省的卷烟工厂，

但未透露交易金额。该公司在当时披露的一

份新闻声明中表示：“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

各国的大公司正在伊朗投资和再投资”，而

后该公司在伊朗的附属机构敲定了收购ATI

一事。声明补充道：“ATI在逐渐增值的高

端细分领域拥有一些强势品牌……还有一

套接近日烟国际标准的最先进的本地生产设

备。”日烟国际在声明中表示：“坚信本次

收购能让我们从明年开始在伊朗的生意越来

越好。”然而也有一些媒体推断，收购ATI

很可能是日烟国际为了规避不久后菲莫国际

进军伊朗市场而造成损失的直接反映。此前

在伊朗只有通过走私才能获得菲莫国际的旗

舰品牌万宝路。（参见补充内容）

中东最大的内销市场
伊朗毫无疑问是整个中东当前最大的卷

烟市场。该国卫生部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表

明，每年国内消费的卷烟总计550亿支。然

而工业、矿业和贸易部公布的数据是700亿

支，非官方数据甚至更高，显示伊朗人每年

吸烟总数远超900亿支。不论哪个数据都一

样令人惊讶。从人口数量来看，估计有大约

1000万伊朗人是主动吸烟者，相当于8000万

人口总数的12.5%。尽管目前没有任何官方

数据显示卷烟消费者的性别差异，但大部分

吸烟者为男性。这个假设也被PTC的总经理

萨拉•海德肯定，她说公司所做的实地研究

表明伊朗仅有4%的卷烟吸食者为女性。

*伊朗烟草公司最初热切希望为本文提

供信息，稍后则改变了想法，对我们的询问

不予任何反馈。

伊朗卷烟走私
据伊朗的工业、矿业和贸易部估计，在该国销售的高达40%

的卷烟为走私而来。国家烟草计划与监督中心最棘手的职责就是

追踪并起诉烟草走私案。根据该中心的数据，控制非法活动的工

作已经很有成效，仅在2017年就减少了77%的卷烟跨境走私。致

力于大量减少进口外国品牌以支持国内产品的新法律也对以上成

功有所助益。日烟国际等公司，近十年都在当地生产自己品牌的

产品。这可能会将外国高级品牌卷烟的每包零售价格降低至平均

45000伊朗里亚尔（合1.07美元）一包，而进口卷烟平均每包售

价为65000伊朗里亚尔（合1.55美元）。这种合法的、价位合适

的卷烟供应可能会阻止很多消费者购买有风险的不合法卷烟，因

为这种行为会触犯刑法，会受到严厉处罚。

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杜绝了走私。目前仍存在一个相

当规模的禁运品市场。比如万宝路，伊朗人认为该品牌象征着时

尚、令人羡慕的西方生活方式。据伊朗烟草业界内部消息匿名透

露：“在伊朗所有能买到的万宝路卷烟几乎全部都是走私品，因

为菲莫国际目前在当地并没有子公司或进口商。”因此，一包走

私万宝路卷烟售价高达20万伊朗里亚尔（合4.8美元），这对于

很多伊朗人来说是一笔巨款，然而消息来源表示：“德黑兰的一

些地区可以接受这个价钱。”

但消息来源称：“有新闻说这个品牌近期将能合法进入卷

烟市场。”去年年末《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证实了该

消息，文章中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烟草市场内部人

士”的说法，说菲莫国际很快“将进入伊朗烟草市场”。如消息

属实，对于烟草走私的数量，当然也对已经在该国经营的外资参

与者占有的市场份额会产生何种影响，属实令人期待。

伊朗烟草公司（前身
为伊朗烟草专卖局）
目前生产和推广的旗
舰品牌是Bahman的

3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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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4日，第四届深圳国际电

子烟产业博览会（IECIE电子烟展）在深圳

会展中心6/7/8/9号馆如期开幕！来自中

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

韩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瑞士等全球45

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0名专业观众、1500

多家品牌商以及350家海内外媒体前来参

展。2018深圳站再次将展示面积扩大至

7500㎡，展馆总面积达到37500㎡，展品更

是多元丰富，参展商和观众数目均创下历

史之最，不仅刷新了市场对电子烟的原有

认知，也让人切实感受到中国品牌在全球

电子烟市场中的强势崛起。

深圳IECIE电子烟展 打造
电子烟全产业链“聚会”

参展企业包括上游的电池原料、雾化

器原材料和烟油原材料供应商；中下游的电

子烟设计制造企业，既有专业电子烟制造企

业，也有国际烟草巨头电子烟制造部门，以

及自有电子烟品牌企业和国内烟油生产企业

等。国内电子烟自有品牌数量明显增加，品

牌竞争激烈程度显著提升。活动现场有酷炫

的街舞及走秀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

看。还有世界烟雾大赛、蒸汽达人秀、精准

绕丝大赛等活动为展会增添色彩，并联手电

音、改装车、纹身、涂鸦等多样潮流元素，

让观众体会到电子烟不仅仅只是一个“吸

烟”工具，更是一种“潮”的态度。

第四届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IECIE）展出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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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过电子烟展的人都有一个体会，那就

是品牌多，产品新，琳琅满目，应接不暇。

各产品既具备强大的功能，又有超高颜值，

既精于技术，又专于细节，小细节与大工艺

完美结合，使时尚感与科技感并存。双雾化

器设计，人体工学设计，完美贴合手掌，

多档开关切换，新增预热功能，提升用户体

验；有参展商表示，电子烟正在像手机一

样，逐渐开始智能化。

可喜的是，本届IECIE展会上，越来越

多的国内电子烟企业开始告别“低端、低

价”的初级阶段，并显示出对品牌建设的高

度重视，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重塑电子烟的中

国品牌形象，比如国产SKEY品牌全球首创针

式发热。革新传统烟草技术，开启健康吸烟

新时代，带来更长的使用寿命，节省还环

保；智能抽吸数计数，口感有保证，可谓健

康环保抽烟的倡导者。火器品牌有着通过国

际八大质量体系认证的工厂，有着严苛专业

的生产线、研发实力和优秀的烟油配方研发

团队。该品牌旗下的纯味电子烟拥有目前国

内唯一一家具备烟油检测分析资质的中心，

为市场上的烟油输送进行质量把控，中心配

备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分析检测仪器，并建立

了完全的原料分析数据库。

从产品本身来看，电子烟厂商明显加

大了技术研发和设计创新的力度，体现在几

个方面，一是烟油存储和灌注技术改进，增

加了顶部注入和整体置换等新模式，传统的

漏油问题得到了基本控制。二是烟油加香种

类更加丰富，从纯模仿卷烟香味，到薄荷、

水果、咖啡味道，茶香和混合调香，五花八

门，无奇不有，并且还提出了尼古丁盐的概

念，宣称具有刺激小、危害低、满足度高等

特点；三是加热技术更加成熟，从单片加热

到断点加热，过载和过热现象得到改善；四

是包装创新不遗余力，小型化、艺术化、便

携化成为时髦，木质、硅胶等新型材质，电

器形、笔式、弧形等外包装，更加符合审美

和人体工程要求，更加适应电子烟是时髦和

时尚产品的特性。深圳易佳特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高端电子烟产品，拥有自己的品牌

Aspire，数百款产品专利。该公司此次展出

新品包括天星套装（Skystar Revvo Kit），

该系列的特点是210W高功率和大烟雾保障，

高端触屏，极速响应；还有克雷托（Cleito 

EXO）系列，这款产品的特点是烟油含量较

大，达4毫升，顶部注油和进气，具有防漏

设计，支持RTA自制绕丝。

1500多家品牌商在
IECIE上展示其产品

今年IECIE专业观众超过50000人

IECIE之部分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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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电子烟装置，另外一大展品当属烟油。烟油

系列包括烟草系列、水果系列、饮料系列、薄荷系列、

食品和糖果系列，还有新增的茶系列烟油和国烟系列

烟油。一些厂家做到完全符合欧盟法规，并紧跟欧洲

电子烟潮流，研发时下最流行的口味，随时满足客户需

求。2018年第一季度，从国外市场来看，最流行的烟油口

味是甜味/糖果味（36%），其次是水果味（32%），然后

是冰爽薄荷味（13%），接着是烟草味（14%），烟草味的

目标受众主要是老烟民，最后是各类饮品的味道（5%）。

国内市场相对口味比较少，口感体验稍微差一些。

从展会现场交流中了解到，许多消费者提出了自己

的忧虑，一是多数厂商资质不清，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

没有保障；二是缺乏国家和行业标准，各种添加剂和提

取液没有认证和检测，存在很大的健康风险，而且有的

厂商采取质量歧视政策，用于国内市场的烟油质量明显

低于国际市场；三是厂商宣传普遍夸大其词，强调降低

危害的同时，宣扬清肺治病的功效，让人莫衷一是，缺

乏信任。

展会上并未看到中烟公司的展台。其实，云南、上

海、湖北、四川等地中烟公司的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产

品已基本成熟，四川中烟、云南中烟国际的加热不燃烧

卷烟已开始抢滩韩国市场。4月16日，云南烟草国际有限

公司与韩国IF烟草株式会社在昆明签署“MC”品牌低温

加热不燃烧卷烟经销协议，标志云南中烟首批低温加热

不燃烧卷烟试销产品正式进入韩国市场。中烟公司应主

动参与国内和国际展会，而不是躲躲闪闪，微服私访。

任何产品都必须与消费者见面，接受市场检验。直接到

展会上去听听消费者的意见，也是自我改进的机会。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电子烟市场

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2016年，我国电子烟行业

市场规模7.2亿元，同比2015年的5.8亿元增长了24.14%

，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行业。凭借电子和外贸产业链

等优势，深圳目前已是全球电子烟产业聚集区。2016年

电子烟全球销售额达100亿美元，全世界约90%的电子烟

在中国生产，而深圳电子烟产值占全国的90%，这意味着

深圳电子烟占到全世界八成以上的产值。一位参展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中国电子烟消费者主要是为了戒烟，国

外则变成一种亚文化，抽电子烟是为了玩，这也导致培

育国内市场比较困难，目前美国是最大电子烟市场。

在英国，电子烟作为戒烟工具已经完全被当地政

府所认可，成为了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在美国，尽管

FDA加大了对新型烟草的监管力度，但也变相承认了新型

烟草的减害作用。日本、韩国的加热不燃烧卷烟的流行

已经向世界蔓延等等。世界电子烟和新型烟草市场风云

变幻，为中国电子烟尤其是加热不燃烧卷烟市场提供了

新一轮的增长契机。作为烟草制品的管理机构，国家烟

草专卖局尤应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对电子烟和加热不

燃烧卷烟市场，从法律监管、中式产品、安全标准等方

面，主动介入，积极参与，回应市场呼唤，满足市场需

求，探索新型烟草的中国道路。

火器在中国国内唯一一家具备烟油检测分析资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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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烟叶价格上涨

截至销售季的第49天，烟农已

经卖出1.6714亿公斤烟叶，本销售

季2亿公斤的目标已完成了80%。去

年同时期销量为1.394亿公斤，今年

比去年同期销量增长19.9%。津巴布

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于2018年6月初

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自3月份营销

季开始后，烟农在本拍卖季向正式

烟叶收购商售出了价值4.837亿美元

的烟叶。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平均

售价上涨了0.72%。

津巴布韦
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烟叶
产量居首位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称，津巴布

韦仍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中首屈一指的烟叶种植国。津巴布韦

烟农功不可没，近些年来，种植这种

经济作物的农民在逐年增加。烟草业

营销委员会关系与沟通部门负责人

Isheunesu Moyo表示：“津巴布韦是

世界第四大烟叶种植国，排名前三位

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巴西和印度。津

巴布韦在非洲烟叶种植国中位居第

一。2017年我们的烟叶产量为1.889

亿公斤，马拉维产量为1.36亿公斤，

赞比亚为1.14亿公斤，莫桑比克1.06

亿公斤，坦桑尼亚产量则为6700万公

斤。”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注册烟农从去年的82305人增长到了今

年的118142人，同比增加44%。

古巴
倾盆暴雨未影响雪茄生产计划

热带风暴阿尔贝托（Alberto）

带来的暴雨和洪水造成了严重损

失，烟农都在想方设法尽力将损失

降到最低。

长达15天的强降水给烟草作

物造成了很大损伤，比那尔德里奥

（Pinar del Rio）西部省份和圣斯

皮里图斯市、谢戈德阿维拉、比亚

克拉拉等中部地区损失尤为严重。

古巴国有烟草公司Tabacuba的

副总裁米克尔•罗德里格斯（Miguel 

Rodriguez）表示，暴雨和洪水致使

古巴岛地区烟叶减产320吨。他还证

实种植园里约200万公斤烟叶毁于过

量水分，另有100万公斤被淹。罗德

里格斯说：“暴雨开始前，有2.2万

吨烟叶已经采收完毕，送入烘干房

或加工阶段。”

政府宣布，名优雪茄被迫停产

一周左右，但现在一切已经恢复正

常。工人现在实行两班倒工作制，加

班加点地试图赶上正常生产进度。

根据罗德里格斯的说法，今

年的雪茄生产计划并未受到影响，

古巴的烟叶产量首次达到了3.2万

吨。2018-2019年度计划种植3.05万

公顷烟叶，烟农正在努力实现这个

目标，比那尔德里奥一个地区就仍

有2万公顷烟叶尚待种植。

菲律宾
2018年烟叶产量或降低17%

菲律宾国家烟草管理局（NTA）

表示，由于烟田面积及烟农数量不

断减少，今年的烟叶产量可能会降

低17%。

菲律宾国家烟草管理局负责

人罗伯特•L•西雷斯（Roberto L. 

Seares）表示，2017年菲律宾烟叶

产量为4822万公斤，今年则可能下

滑至4000万公斤。

西雷斯还称，减产或许是菲律

宾越发严格的禁烟令所造成的，烟

草消费量和烟叶生产量都在进一步

降低。过去3年间，菲律宾烟农数量

减少了17%，烟叶种植面积则降低了

15%。

菲律宾国家烟草管理局2013-

2017年的数据显示，烟农人数从

53959人降至34465人，同比减少40%； 

烟叶种植面积则从37021公顷降至

22704公顷，同比减少43%。

国家烟草管理局的数据还显示，

烟叶产量减少了30%，从6800万公斤

降至4800万公斤。烟叶收入减少21%， 

从46.7亿比索降至36.5亿比索。

尽管如此，国家烟草管理局却

仍持乐观态度，称农民改种其他作

物的决定可能是暂时性的，一两年

后他们还会回来种烟叶。据称，其

原因在于其他作物市场较小，价格

不稳定，也缺少各种生产方面的支

持。

菲律宾 

国家烟草管理局力求增加烟叶
出口

菲律宾推行的禁烟令及调涨烟

草税的措施导致国内烟叶消费量降

低。国家烟草管理局（NTA）目前正

在寻求方法，将该国生产的大部分

烟叶用于出口。

国家烟草管理局管理部门的负

责人罗伯特•A•安布罗斯（Rohbert 

A. Ambros）表示，转向出口的措施

能够为烟农提供帮助

安布罗斯说：“国内的烟叶需

求量确实降低了，但我们希望能通

过出口进行弥补。”

为推动出口，国家烟草管理局

将推行烟叶总承包种植系统，该系

统既能应对菲律宾国内烟叶数量及

质量的需求，也能处理以采购承诺

为基础的出口问题。采购承诺将由

各烟草公司于2017至2018年度烟草

季开始时提供。

国家烟草管理局也会为烟农提

供援助，特别是为那些未与烟草公

司签订烟叶营销协议的烟农打开海

外市场。

国 家 烟 草 管 理 局 的 声 明

称：“我们必须从多方面为烟农提

供帮助，包括增加烟叶产量、灌溉

设施、为弗吉尼亚烤烟提供烤房，

为白肋烟和本地烟叶提供晾制厂房

等。”

以色列
利用生物科技改造烟草 生产
胶原蛋白

生物技术公司CollPlant的团队

已经对烟草作物进行了改造，生产

多用途的胶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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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Plant公司利用生物科技改

造烟草作物，制造该种胶原蛋白必

不可少的5种人类基因，使烟草制造

重组类人胶原蛋白。这种胶原蛋白

使用形式多样，比如凝胶状、膏状

和海绵状，因此极其适合用于3D打

印的胶原基材料、人造肌腱和透明

的眼科用品。

CollPlant的基因重组胶原蛋白

还具有抗传染性微生物、朊病毒和

过敏原的特性。例如，CollPlant生

产的胶原基伤口填料能够促进伤口

恢复、降低过敏反应和暴露于动物

病原体的风险。

美国
贸易报复政策或波及烟农

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贸易

者之间频繁的报复性贸易战，美国

的烟农可能遭受打重击。

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

的铝和钢产品征收关税，特朗普总

统还威胁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关税，这些国家也针锋相对地

宣布了报复性政策，包括威胁要对

美国的烟草和猪肉产品征收关税。

澳大利亚
烟叶花朵中发现新型抗生素

乐卓博（La Trobe Universi-

ty） 大学的研究者在烟草作物的花

朵中发现了一种肽，它是一种新型抗

生素。观赏植物花烟草（Nicotiana 

alata）能够产生一种抗真菌分子，

借此保护自身免遭感染。乐卓博大学

研究团队从花朵中分离提取了一种称

为NaD1的肽并对其进行测试，看它是

否能够用作人类抗菌剂。

测试结果显示，NaD1肽能够有

效对抗一类绝大部分抗生素都难以

杀灭的真菌——白色念珠菌（Can-

dida albicans）。这类真菌常见于

人类的肠道与口腔，尽管一般情况

下无害，但它们会给有免疫系统缺

陷的人带来威胁。

乐卓博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澳

大利亚同步加速器进行了一系列实

验，发现NaD1肽能够穿刺真菌的细

胞壁、将真菌剖开，最终将其彻底

消灭。

一篇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章撰写

者Mark Hulett表示：“它们（NaD1

肽）的功能与现有的抗生素不同，使

我们获得了更多抗感染的方式。这是

个令人激动的发现，我们可以利用

它们来开发一种新的抗菌疗法，借

以对抗一系列感染性疾病，比如多重

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艾滋病病毒

（HIV）、寨卡（Zika）病毒、登革

热和墨累河脑炎等病毒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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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烟叶种植大国，孟加拉国却时常被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抢了风头。原因不仅在

于另外两国拥有巨大的烟叶产量，也因为它们远销国际市场。虽然孟加拉国这种相对而言

的“默默无闻”略显不幸，但该国也有多种优质烟叶，这要归功于得天独厚的土质和气候条

件，而这些区域往往也是烟叶主产区。白肋烟的主要种植地区分布在朗布尔区（Rangpur）

和马尼格甘杰县（Manikgonj），绝大部分斯贝特G品种（Speight G）弗吉尼亚烤烟则产于

吉大港专区（Chittagong），库什蒂亚县（Kushtia）则多产NC-95和K-326考烟。有一些本

地交易品种则产于塔里木（Tarim）和莫提哈里（Motihari）。

从业者众多
位于达卡（Dhaka）的Virgo烟草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Amal Halder称，各类烟

叶产量都在逐年猛涨（见表格），烟叶出口每年能为这个穷困国家的经济创汇3.5亿美元，

差不多相当于全国年出口额的10%。烟叶产量如此庞大，该国烟叶市场却仅有Virgo烟草公司

等9家本地烟草经销商，这不由令人惊奇。Halder解释说：“除了我们公司，其他几家经销

孟加拉国烟叶值得
全球关注
孟加拉国烟叶产量不断上升，成为世界范围内烟叶供应的一支生力军。《亚

洲烟草》采访了业内两家主要从业者，藉此一探究竟。

Jomar在朗布尔区合约农场种植的烟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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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还包括英美烟草孟加拉公司、达卡烟草工业和Akij烟草公司，后两者都属

于Akij集团。还有Abul Khair烟草、Nasir烟草公司、Jomar烟草和Vorasha烟

草。”Halder还补充道，目前为止，达卡烟草工业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

种植区扩张
这几家烟草公司由孟加拉国农业部下属的国家烟草委员会监督管理，

烟叶年产量目标也由该委员会制定。和邻国印度、巴基斯坦及亚洲其他各

地区一样，孟加拉国的烟叶种植多集中于小农田地，每块平均面积大约3公

顷。截至2016-2017年烟季，孟加拉国境内用于烟叶种植的农业区总面积增

加了3.8万公顷，达到14.5万公顷。2018年烟叶总产量预计在15万吨左右。

农民普遍已与上文提到过的烟草公司签了合同，拍卖市场毫无作用。确实有

些小投机商进行欺诈交易，但涉及到的烟叶产量可以忽略不计，一般还是上

述烟草公司主导市场。说到质量，孟加拉国烟叶多用于填料或混合烟草，部

分也被用于制作水烟。

Virgo烟草公司：中等水平
Virgo烟草公司首席执行官Amal Halder表示，公司成立于2014年，目

前有250名雇员，因此可以定义为“中等规模公司”。但迄今为止，该公司

还未自主拥有用于打叶和去梗的初级烟草加工机器，要把自家公司生产的烟

叶送到达卡烟草工业的厂子里去加工。Halder表示：“但我们也计划在不久

的将来建设自己的烟叶复烤厂房。”但他并未透露具体的时间规划。

虽然缺少常见的初级加工机械，Virgo烟草公司在招牌烟草上可是大放

异彩。该公司拥有独立的干冰膨胀烟丝（DIET）厂房，设备安装方是业内领

头羊丹麦公司Airco DIET；还拥有独立的膨胀烟梗及再造烟叶厂房，后两者

来自于未披露姓名的中国供应商。三种类型的烟草成为Virgo烟草公司日益

重要的贸易商品。举例来说，Virgo烟草公司于2017年为顾客们提供了50吨

膨胀烟丝。据Halder预测，2018年这个数字能够翻一番，至1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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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o烟草公司加工后的烟叶
（CRES）

Virgo烟草公司的DIET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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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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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范围内其他烟草商不同，Virgo

并没有像它们那样既经营国产烟叶，又将数

量可观的进口烟叶进行再出口，而是专注于

本土产品。Halder坚持说：“说到质量，我

认为我们孟加拉国本土种植的烟叶丝毫不逊

色于印度或巴西烟叶。”因此，该公司以出

口为主。Halder说：“我们公司2017年全部

交易量中，只有10%是在国内销售的，另外

90%全都出口到了国外，主要是销往欧洲，

当然还有印尼和菲律宾。”

一些“绊脚石”
以上这些情况听起来似乎很乐观。但

也毫不例外存在一些绊脚石。Halder对公

司未能顺利打入北美市场甚感惋惜。他说： 

“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多心血，但目前为止也

没建立什么联系，也缺少沟通。”除此之

外，还有Halder口中与印度烟叶的“激烈竞

争”。印度政府慷慨地为烟草出口商提供激

励措施。Halder表示：“孟加拉国则恰恰相

反，烟草出口商要付10%的出口税，纳入政

府出口额。这样一来，孟加拉国烟叶在国外

的售价就要比印度稍贵一些。”

近日，Virgo烟草公司开始加工销售自

主品牌卷烟，名为Desh and Partner。Halder

则表示，Desh Gold、Desh Black、Desh Green

和Partner仅在孟加拉国境内销售，不会出

口，至少目前没有出口计划。Halder再次强

调寻找感兴趣的海外进口商和经销商的困

难，他说：“我想邀请所有的买家和商家来

我们国家转转，看看我们的优质烟叶及烟草

产品。”

Jomar烟草：不同寻常的合资公司
Jomar烟草有限公司在孟加拉国烟草商

圈里的定位十分有趣。它既不是英美烟草

那样的跨国大公司的子公司，也不是孟加

拉国土生土长的地方公司。它的定位介于

两者之间。

2015-2018年孟加拉国烟叶产量

*包括所有烟叶品种与种类
来源：Virgo烟草有限公司与Jomar烟草有限公司 

农事年 总产量
2015 12.5万公吨

2016 13万公吨

2017 14万公吨

2018（预计） 14.7万公吨

孟加拉国主要烟叶种类

烟叶种类
NC-95弗吉尼亚烤烟 

K326弗吉尼亚烤烟 

斯贝特G类弗吉尼亚

烤烟 

晾晒白肋烟

主要特点
明黄色到橘黄色/中等叶片，较薄/柔软疏松/尼古丁含量

1.3%到1.7%/含糖量12-16%

橙色到红褐色/叶片大小中等，较厚/柔软疏松/尼古丁含

量2.3%到3.2%/含糖量10%到12%

橙色到红褐色/叶片大小中等，较厚/柔软疏松/尼古丁含

量2.3%到3.2%/含糖量10%到12%

浅棕色到红褐色/叶片中等，较薄/柔软丝滑蓬松/尼古丁

含量2.3%到3.8%/含糖量0到2%

Virgo烟草有限公司2015-2018年出口额

来源：Virgo烟草有限公司

烟草种类  出口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FCV  200 吨 300 吨 300 吨 500 吨  
 (200,000 kg) (300,000 kg) (300,000 kg) (500,000 kg)
白肋烟 无 99 吨 200 吨 500 吨   
  (99,000 kg) (200,000 kg) (500,000 kg)
膨胀烟丝 无 无 50 吨 100 吨
   (50,000 kg) (100,000 kg)

Jomar董事总经理莫诺瓦•侯赛因•莫努在考察烟田

图
片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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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公
司
提
供

Jomar烟草公司的C-48包装

图
片
由
Jomar烟

草
公
司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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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mar烟草始创于13年前，最初是一批

欧洲投资者和一批孟加拉国私人投资者的合

资企业，双方各持公司50%的股份。Jomar烟

草公司在朗布尔区和马德里都设有办事处，

在孟加拉国和欧盟都注册为烟草贸易公司。

朗布尔区分部总经理莫诺瓦•侯赛因•莫努

表示：“这种组合为我们带来了优势——

能把孟加拉国种植的烟叶轻松销往欧盟国

家。”2015年，总部位于爱沙尼亚的农产品

交易公司Redisa OÜ加入合作，明显促进了

Jomar烟草公司在欧洲的商业活动。但莫努

并不愿意透露更多交易细节。

真正的国际企业
Jomar烟草公司从朗布尔、库什蒂亚、

和吉大港区的合约农主处收购本土烟叶，然

后利用达卡烟草工业和Nasir烟草公司的基

础设备进行加工。莫努补充道：“为了支持

本国农民、确保烟叶质量，我们为农民提供

种子、肥料和其他各种农业原料。”除了孟

加拉国本土种植的烟叶，Jomar烟草公司靠

着与欧盟的关系，也收购西班牙、意大利、

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烟叶，其中包括膨胀烟

梗和干冰膨胀烟草。莫努说：“我认为这让

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国际企业。”Jomar烟草

公司完全以出口为导向，莫努则强调称“我

们把生产的孟加拉国烟叶100%销往海外，不

卖给本土公司。”他称Jomar烟草公司为“

大型企业”，还强调该公司的产品占孟加拉

国烟叶作物年产量的10%。

覆盖东欧，瞄准非洲
就孟加拉国烟叶而言，莫努表示，在欧

盟范围内，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是Jomar

烟草公司当前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因为该国

有大量十分高产的卷烟制造公司，供应范围

覆盖大半个东欧。莫努说：“我们与Redisa 

OÜ公司之间的关系早晚会派上用场。”他也

表达了进军撒哈拉以南市场的觊觎，许多业

内分析家认为该地区的重要性会逐渐上升，

因为其他地区的烟草市场都因反烟草运动、

非政府组织的游说、各地政府的严格法规而

正在不断缩减。莫努说：“遗憾的是，我们

目前在非洲一个客户也没有。但孟加拉国的

NC95烤烟因香气和口感闻名全球，白肋烟草

则因高尼古丁含量而备受追捧。”

孟加拉国农民为何青睐烟叶种植
2017年3月，孟加拉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达卡论坛报》发表了

一篇文章。文章称，吉大港专区（Chittagong Division）班多尔班

（Bandarban）山地区域的烟叶种植业“蓬勃发展”，因为某些烟草公

司已经开始以提供现金和实物为激励措施，吸引边际农民从事烟叶种

植。《达卡论坛报》称，“过去两到三年来，地方政府未实施反烟叶种

植措施，因此烟草公司的刺激手段大获成功”。班多尔班曾以种植多样

化作物而闻名全国，种植对象包括水稻、玉米、茄子、角瓜、豆类、花

椰菜和卷心菜等。文章称，如今该区域大片大片的农田改种烟叶，早已

大大超过了地区法院于2010年所规定的1000公顷。

《达卡论坛报》引用了Chhagalkhaia镇烟农穆巴拉克•侯赛因的说

法：“烟草公司事先会提供现金贷款和肥料，之后会收购烟农收获的烟

叶。正因如此，农民们才会越来越偏向烟叶种植。”另一位改种烟叶的

农民Nazir Ahmed则表示，烟草公司的代理人频繁拜访农民，“农民们

在深渊里挣扎，拼命想要挽救蔬菜农田，政府农业部门官员却连人影都

见不着”。

文章还引用了烟农Shah Alam的说法。他表示，烟叶种植“利润更

大，所以发展势头生猛”。所有出现在文章中的被采访农民都解释说，作

为农民，一直以来都遭到政府的忽视。烟草公司借机接近他们时，他们都

很高兴改种烟叶，因为公司会提供免费种子，必要时还会提供条件轻松的

现金贷款和肥料。《达卡论坛报》强调道，实际上对农民们来说最具吸引

力的还是烟叶种植带来的可观利润。除耕地外，连学校操场、森林保护区

和马塔穆胡里河（Matamuhuri）的沙坝都遭到占用，成了烟田。

但《达卡论坛报》文章中也指出，伴随班多尔班“烟叶热”而来

的是环境问题。孟加拉国除东西部边境外的地区原本都覆盖着密林，但

当地人用tandurs烘烤炉烘烤烟叶，消耗了大量国内珍贵木材，几乎要

将这些密林侵蚀殆尽。班多尔班每年的烟叶生产量是175万捆，而这些

烟叶的烤制，就意味着10万吨木材的灰飞烟灭。一位农业部官员称，农

业部农业推广处“一直在尽力对抗烟草种植业”，但“农民们想要多赚

钱”，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Jomar烟草有限公司2015-2018年出口额

来源：Jomar烟草有限公司。

烟草种类  出口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预测)
FCV NC 95 2,400 吨 2,871 吨 3,000 吨 3,000 吨
 (2,400,000 kg) (2,871,000 kg) (3,000,000 kg) (3,000,000 kg)
FCV SP 198 吨 237.6 吨 237.6 吨 297 吨
 (198,000 kg) (237,600 kg) (237,600 kg) (297,000 kg)
FCV K326 198 吨  237.6 吨 198 吨 297 吨
 (198,000 kg) (237,600 kg) (198,000 kg) (297,000 kg)
白肋烟 693 吨 693 吨 891 吨  891 吨
 (693,000 kg) (693,000 kg) (891,000 kg) (891,000 kg)
DV 99 吨 99 吨 158 吨  158 吨
 (99,000 kg) (99,000 kg) (158,000 kg) (158,000 kg)
Talim 99 吨 99 吨 99 吨 158 吨
 (99,000 kg) (99,000 kg) (99,000 kg) (158,000 kg)
Motihari 99 吨 99 吨 99 吨  158 吨 

 (99,000 kg) (99,000 kg) (99,000 kg) (158,0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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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烟农协会视野
下的全球烟叶现状 

烟农和相关协会正在积极寻求烟叶替代作物。不仅如此，整个烟草行业也已经接受了

这种现状。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筹备委员会拒绝IQOS产品使用低于传统卷烟风险的标

签，令人感到困惑。在此期间，联一国际公司（Alliance One）于近日收购了加拿大两家大

麻生产商和分销商的多数股权。 

与此同时，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安装光伏电池板可以用来替代烟叶种植。

一方面，这项研究强调可以用农业以外的其它方式来取代烟叶种植和安置劳动力。但该

研究忽略了烟草作物在低收入国家中的重要性。此外，这些国家土地规模不足，或者缺乏配电

基础设施，不可能大规模布局安装光伏电池板（或如先前所建议的那样进行生物质生产）。 

美国环球烟叶公司（Universal Leaf）在2月6日更新的数据中公布了烟叶预期产量：

全球共计524.4万吨。此外，今年弗吉尼亚烤烟（FCV）的产量将达到370.9万吨（其中中国

产量为175万吨），超过其它所有类型烟叶的产量之和。环球烟叶公司还预测白肋烟的产量

约为59.1万吨。总体而言，白肋烟产量的同比增长幅度不足以抵消2018年弗吉尼亚烤烟下降

的产量。

我们和大多数同行都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烤烟产量约为175万吨，而且还会继续控制

产量。然而，中国烟农去年的平均收入达到7700美元，同比增长4％。

文
/国

际
烟

农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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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烤烟产量下降的趋势相反，

全球四大香料烟生产国的香料烟产

量在2017年增长了14.2％。这主要

归功于土耳其产量的增加。 

目前，烟季受到了多个自然灾

害的不利影响。非洲（特别是马拉

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和印度地

区遭遇旱灾，阿根廷出现冰雹和暴

雨天气，这些因素打击了烟农继续

种植烟叶的积极性，并降低了他们

对烟叶产量的预期。 

由于巴西帕多河谷（Vale do Rio 

Pardo）的大风天气和南部地区的干

旱，该国本季烟叶种植面积预计将

减少7％，这必然会对烟叶产量造成

影响。据估计，巴西本季烟叶产量

为68.5万吨。 

今年印度尼西亚烟叶产量可能

接近20万吨，但这取决于今后的降雨

量。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该地降雨

量往往较少。预计的烟叶产量远低于

印度尼西亚工业生产所需的30万吨，

这将迫使该国采取进口措施。

在另一个层面上，有关本季

烟叶价格的讨论更为激烈。经过长

时间的协商（一度中止）之后，支

付给巴西生产商的价格与2017年相

比，上涨了约2％。但在目前，烟叶

价格已经涨至2.86美元/公斤，涨幅

为5％。阿根廷萨尔塔和胡胡伊的生

产商和合作企业达成一致，烟叶价

格平均增长率达到23％，参考价格

将会涨至2.66美元/公斤。 

同理，3月初烟叶拍卖开始后，

印度安得拉邦的烟农预计烟叶成交

价格至少为2.18美元/公斤。 

目前，孟加拉国政府和阿塞拜

疆政府正在通过补贴或提供化肥来

鼓励烟农种植，但马其顿农业部正

准备向那些减少种植面积和寻找替

代作物的农民提供补偿。  

据一些消息来源称，卷烟销量

将会持续下降。富国银行（Wells 

Fargo）估计美国的卷烟销量下降幅

度将为3.3％。

俄罗斯是卷烟消费大国，2017

年，日本烟草公司和菲莫国际在该国

的卷烟销量分别下降5％和9.1％。此

外，菲莫国际2017年在乌克兰的销量

下降了12％。 

面对卷烟销量的大幅下降，联一国际公司和印度烟草公司（ITC）等公

司准备进行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目前正在推进水果和蔬菜部门的投资，此举

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各机构对新一代产品风险评估的差异。美国癌症

协会和英国公共卫生部承认，新一代产品不仅降低了健康风险，而且还提高

了吸烟者戒烟的可能性。但意大利的一项研究指出，像IQOS这样的装置可能

刺激非吸烟者开始消费烟草制品。这为监管此类产品带来了新的威胁。

网址：www.tobaccoleaf.org

国际烟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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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美国
Nat Sherman迎来新成员

大卫•拉弗蒂加入了Nat Sher-

man国际公司，担任高级雪茄销售执

行总监。拉弗蒂将领导Nat Sherman

的批发，向公司零售和品牌发展副

总裁Michael Herklots汇报工作。

拉弗蒂曾担任德鲁庄园（Drew Es-

tate）的国民账户主管，并在该公

司工作了11年。

加入Nat Sherman的其他新面孔

包括品牌副经理Michael Maiure、

中西部地区经理Kylie Beaudreau和

东南部地区经理Andy Yaffee。

澳大利亚
世界上最昂贵的卷烟

澳大利亚目前是全球卷烟价格

最高的国家。在澳大利亚，一包20

支的万宝路卷烟价格约为19.82美

元，新西兰的价格为17.54美元。这

比英国贵了6.69美元，比美国贵了

13.39美元。

卷烟价格最便宜的是哈萨克

斯坦，20支装的单包零售价为1.06

美元。价格便宜的国家还有越南

（1.10美元）、乌克兰（1.15美

元）、菲律宾（1.23美元）和巴基

斯坦（1.30美元）。

德国
利用烟叶制成新型驱虫剂

慕尼黑技术大学的研究小组

开发了一种可生物降解、无毒且环

保的驱虫剂，可直接喷洒到各种作

物上。在Thomas Brück教授的带

领下，研究人员分离了负责形成

cembratrienol（CBTol）分子的烟

草植物基因组的部分，然后将这些

分子整合到转基因大肠杆菌细菌的

基因组中。当喂以麦麸（谷物磨粉

机的副产品）时，那些细菌随后产

生CBTol。CBTol的气味排斥臭虫，

因此产生驱虫的效果。

该驱虫剂还能杀死几种对人体

有害的革兰氏阳性细菌。

新西兰
卷烟包装新政给零售户带来
不便

商店老板说，去除卷烟包装品

牌标识，只印制吸烟者肺部和身体

部位的图像，这样做不但没有改变

消费者的习惯，反而给零售户区分

各品牌的卷烟带来不便。

店主理查德•格林说：“更换

卷烟包装后，我们注意到购买卷烟

的人的数量并未出现大幅下滑。倒

是让我们收货变得很难，生产商

发货也不方便。供应商供应的产品

外表看起来都一样。目前我们服务

的速度很慢，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政府在制定法律时没有考虑到这一

点。”

印度
比哈尔邦禁止烟草消费

由首席部长Nitish Kumar领

导的比哈尔邦政府正着手两年后推

出烟草消费全面禁令。据卫生部长

Sanjay Kumar称，邦政府已致函联

邦政府，敦促后者将烟草认定为食

品。一旦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发

出该认定通知，政府将有权基于健

康理由禁止烟草消费。

印度
调查显示：泰米尔纳德邦的烟
草使用率猛增

卫生和家庭福利部最近发布的

第二次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 2

）的数据显示，与第一次GATS相比，

泰米尔纳德邦是南印度邦唯一一个

不分年龄大小，烟草使用率都较高的

邦。GATS 2的数据称，烟草总使用率

从2009至2010年的16.2％上升到2016

至2017年的20％，而喀拉拉邦则从

21.4％下降到12.7％，卡纳塔克邦从

28.2％至22.8％。

泰米尔纳德邦的吸烟率从9.6

％上升到10.5％，无烟烟草消费率

从8.1％上升到10.6％。然而，在

喀拉拉邦，吸烟率从13.4％下降到 

9.3％，无烟烟草消费率从10.7％下

降到5.4％。在卡纳塔克邦，吸烟的

率从19.4％下降到16.3％。

斐济
世界卫生组织助推斐济加入消
除非法贸易议定书

关于斐济卫生医疗部和世界卫

生组织向苏瓦外交和国防常务委员

会联合递交的议定书中，世卫组织

非传染性疾病（NCD）的技术官员艾

达•莫迪西里博士说，世界卫生组

织支持批准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

书，斐济将从中获益匪浅。

“如果斐济成为该议定书的前

40个缔约方之一，将有权参加缔约

方首次会议（MOP），本次会议作为

议定书管理机构将拥有决策权。议

定书的批准将进一步增强斐济防止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能力，”莫迪

西里博士说。

乌干达
英美烟草乌干达公司净利润创
纪录

尽管面临严苛的烟草监管，

但卷烟价格的上涨以及分销渠道的

改变助力英美烟草乌干达有限公司

（BATU）净利润实现了创纪录的增

长。BATU董事总经理Mathu Kiun-

juri在5月9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

上告诉股东，公司去年净利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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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5％，达到1200亿乌干达先令，高于2016年的7.8亿先

令，以及2015年的200亿先令。

Kiunjuri表示，面对新税收政策，公司于2017年下

半年提高了卷烟价格，推动了收入全面增长。今年登喜

路、Sportsman、雷克斯和Safari的销售收入较之往年仅

实现小幅上涨，约0.5%。2017年，英美烟草在乌干达和

其他东非国家接手了卷烟的供应和销售，结束了与分销

商的长期合作关系。

2015年，BATU终止了在乌干达的烟叶采购业务，停

运了其在坎帕拉的打叶复烤设备，津加的卷烟制造厂也

随之关闭，并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了肯尼亚业务单位。

Kiunjuri表示，由于天气条件的改善，公司预计在

2018年会获得历史性的盈利增长。“我们在产品研发上

下功夫，以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的消费

者与现在的消费者不同，”他说。

他还表示，为了确保公司保持强劲的卷烟产品组

合，并与乌干达市场上的其他产品开展竞争，公司也正

考虑和市建局以及乌干达国家标准局合作，消除占该国

卷烟销售额23％左右的非法卷烟。

马来西亚
消费税为0％，卷烟价格维持不变

财政部表示，尽管零税率的商品和服务税（GST）

政策已于6月1日生效，但卷烟在内的烟草制品价格仍保

持不变。财政部的一份声明称：“政府是有原则的，烟

草对身体健康有害，因此包括卷烟在内的烟草零售价

格不能降低。如果降价了，则会被间接认为是一种促

销形式，这与2004年烟草制品管制条例中第5A条款相抵

触。”

财政部进一步补充说，维持烟草价格不变也符合世

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第6条的国际承诺。

肯尼亚
英美烟草反对消费税上涨

英美烟草肯尼亚公司对消费税的进一步上涨提出

抗议，称“不可预知的增税给肯尼亚的业务带来了威

胁。”英美烟草肯尼亚公司董事总经理Beverly Spen-

cer-Obatoyinbo说：“我们鼓励政府营造一个更加稳定

的税收环境，以便我们能预测到未来的经营环境。”

倡导控制烟草的人说，卷烟单包价格的平均上涨幅

度低于煤油和食品，造成吸烟率增加。因此，倡导者一

直在向政府施压，要求把卷烟税从目前的每支2.50先令

增加到3.25先令，声称这仍不足以抑制烟草消费。

柬埔寨
日烟国际重新加入柬埔寨烟草业协会

自2016年年中宣布脱离柬埔寨烟草业协会（ATIC）

后，日烟国际日前宣布，重新加入该协会，原因是ATIC

最近承诺打击非法卷烟销售和假冒产品。

2018年6月初，ATIC举行年度会议，决定重组，以

解决非法卷烟销售、假冒产品、非图像健康警告产品和

无合法印花税产品等给行业带来风险的问题。

日烟国际柬埔寨总经理Cormac O’Rourke表示，公

司重新加入ATIC将使所有成员和参与者践行对相关法律

法规的承诺，这对整个行业都有利。“截止目前，烟草

制品的非法贸易是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严重损害烟

草公司、烟草业、公共卫生议程和国家经济，”他说。

ATIC目前成员包括菲莫国际、Houtraco、英美烟草

柬埔寨公司和日烟国际柬埔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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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abac和InterSupply是最大的烟草贸易展，云集了烟草业各个领域的决策者

今年9月21日至23日在多特蒙德举办的InterTabac

展会，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级烟草产品和配件

贸易博览会。届时，InterTabac将占据威斯特法伦会议

中心（Westfalenhallen）除一个厅之外的所有展厅。剩

下的这个厅将在同一时间举办InterSupply，该活动将

聚焦供应方面，比如烟叶、包装以及烟机等。2018年的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将成为烟草行业各个领域

的最大的贸易活动。

2017年，来自64个国家的560家参展商向参加In-

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的12500名专业观众展示了

产品创新和趋势。预计今年的展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取得

成功。

随着2018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进入倒计

时，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新参展商。

百得国际集团（展位号：6.B39）

自1992年成立以来，百得国际已经成为打火机行业

的开拓者和市场领先者。该集团业务遍及中国、泰国、

迪拜、美国、印度、韩国，并在全球许多其他国家设立

了工厂和办事处。网址：www.baide.cc。

慈溪市富景塑料制品厂（展位号：5.E12）

慈溪市富景塑料制品厂成立于1990年，是一家研

发、生产和销售卷烟过滤嘴的专业生产商。目前向日

本、美国、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出口塑料卷烟过滤嘴的

最大供应商之一。该公司的品牌Joyo是中国市场的领导

者。网址：www.joyofilter.com。

东莞市择优硅胶制品有限公司（展位号：8.F08）

东莞市择优硅胶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设计和销售优

质烟草产品的企业。公司研发的Waxmaid品牌正申请硅胶

烟管的专利。公司所有产品均是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生

产。公司从事硅胶行业已有13年历史，目前在全球有机

硅胶烟具的市场占有率为80%。网址：www.waxmaid.com

东莞市哈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3A.B20）

东莞市哈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专业

从事电子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公司

拥有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配以高级电子技术和设备，

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网址：www.ihawei.com。

福建省德化济发陶瓷有限公司（展位号：8.F12）

福建省德化济发陶瓷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有陶瓷水烟

碗、紫沙荼具、日韩料理餐具、陶瓷调味罐、糖罐、密封

罐，陶瓷礼品、工艺品等。网址：www.dhwjifa.com.cn。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展位号：3B.D22）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镭射版面的

转移膜及各种克重的复合、转移纸张的企业。公司在

膜、纸上实现了二维码和激光动态防伪工艺。公司在中

国拥有完善的业务，产品远销亚洲、北美和欧洲。网

址：www.fjtaixing.com。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参展商齐聚
2018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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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展位号：8.B05）

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创建于1997年，早在2002年

就成为中国第一家水烟生产商。借助十多年的经验，广州

兆鹰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水烟制造商之一，并在全球

水烟市场享有盛名。网址：www.mitsuba-shisha.com。

广东卓业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展位号：6.A32）

自成立24年以来，广东卓业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一直

致力于制造和出口专业的、充满创意的打火机和气体填充

剂。公司年产量高达7亿只打火机，产品销售欧洲、美国和

亚洲等地的70多个国家。网址：www.zhuoyelighter.com。

香港洋世宏达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展位号：3B.B16）

香港洋世宏达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机械制造

商。产品范围涵盖卷烟生产机械、起重机械、工程机

械、道路和维修机械、压实机械、特种车辆和液压部件

等重型机械。网址：www.yangs.com.hk。

广州瑞企迩（Richer）纸业公司（展位号：6.D15）

瑞企迩纸业公司是一家生产白色卷烟纸以及其他纸

制品的公司。公司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美国、中

东和拉丁美洲。网址：www.richerpaper.com。

上海石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展位号：8.B06）

上海石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各种精密

加工铸件和机电零件的出口制造商。加工铸件包括熔

模铸造（失蜡铸造）、砂铸、压铸件和数控零件。网

址：www.kb-metal.com。

深圳市博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展位号：1.D16）

深圳市博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为iBuddy品牌生产

蒸汽主机和雾化器的企业。网址：www.ibuddycig.com。

深圳CECO公司（展位号：3B.E34）

深圳CECO公司从事瓶子设计和包装已有十余年经验，

在电子烟行业成就突出。网址：www.cecoen.alibaba.com。

深圳市ECAP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3A.A20）

深圳市ECAP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电子烟陶瓷

蒸汽技术公司，旨在通过独特的技术制造安全、便利和

健康的电子烟。网址：www.ecapple.com。

深圳市优维尔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码：1.D25）

深圳市优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团队创新

研发电子烟雾化领域技术的科技企业。产品从套装到主

机、雾化器、RDA、RTA和配件。网址：www.myuwell.com。

Trioo科技集团（展位号：1.D24）

Trioo科技集团是深圳德威科技公司的子公司，专

注于电子产品消费。Trioo目前在全球生产和销售AYI品

牌电子烟，主要客户来自欧盟、日本、韩国和北美。网

址：www.triootech.com。

台湾烟酒公司（展位号：5.C24）

台湾烟酒公司（TTL）的前身为台湾烟酒专卖局，业

务遍及台湾本地和全球。公司的营销和销售部门通过连

锁店、超市、百货商店、福利中心、传统店铺等多种渠

道开展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并通过免税店向旅提供免税

烟酒。该公司的烟草部门从事卷烟生产、烟叶采购和复

烤、包装盒印刷、卷烟推广。网址：www.ttl.com.tw。

Vapetalk电子科技公司(展位号：3A.A22)

Vapetalk电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研

发加热不燃烧电子烟装置以及创意电子烟的企业。网

址：www.cigaresso.com。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号：3A.A22）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安徽万邦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高透、高强滤嘴棒成型

纸、高档烟用接装纸原纸（也称水松原纸）、电池隔膜

纸、非热封型茶叶滤纸、高档茶叶包装纸、吸管包装

纸、食品包装纸、铝箔衬纸（也称内衬原纸）等产品的

企业。网址：www.welbonpaper.cn。

温州和意轻工业产品（展位号：5.E10）

温州和意轻工产品专业生产打火机和其他吸烟配

件，产品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网址：www.dae.

en.alibaba.com。

浙江虎牌打火机有限公司（展位号：5.D18）

浙江虎牌打火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中

国领先的打火机生产企业之一，并获得各种奖项和荣

誉。公司出口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美国、西欧等

70多个国家，其“虎牌”商标在50多个国家注册。网

址：www.tiger-ligh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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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ten

ts 20170282635 - Micro-embossing
A method for embossing optically diffracting microstructures in a 
thin foil, such as used to pack at least one of the list comprising 
food, chocolate, chewing gum, gifts, jewellery, clothes, tobacco 
products,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the embossing being produced 
with an embossing rollers set-up comprising at least one cylindrical 
embossing roller...
Browse recent: Boegli-gravures Sa patents
USPTO Applicaton #: #20170282635 
Inventors: Charles Boegli, Matthias Kahl, Günter Reisse, Werner 
Steffen, Wolfgang Brickenkamp

20170291757 - Packaging Container for a Tobacco Product
A packaging container for a 
tobacco product is provided. 
The packaging container com-
prises a housing including a 
flexible wall portion having 
an electrical device printed or 
placed on an exterior surface 
thereof, and a power source 
contained within the interior of 
the housing and configured to 
power the electrical device. The 
flexible wall portion comprises 
a layer including a nanocellu-
lose coating config-ured to level 
the exterior surface for receipt 
of the electrical device, and 
a layer including a moisture 
vapor barrier configure to resist diffusion of moisture through the 
exterior surface and into an interior of the housing.
Browse recent: 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on #: # 20170291757
Inventors: Andries D. Sebastian, Clemmons, NC
(US); Percy D. Phillips, Pfafftown, NC (US)

20170360078-Breakable Capsules 
and Methods of Forming Thereof
A breakable capsule such as a 
seamless breakable capsule useful in a 
smoking article or a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includes an outer shell formed 
of a cross-linked agar matrix including 
at least one filler, and an inner core 
surrounded by the outer shell which 
comprises a liquid or gel based 
composition of a flavorant and/or 
non-flavorant. The cross-linked agar matrix is reinforced with carboxy-
methyl cellu-lose that is dispersed throughout the agar matrix so as to 
fill empty spaces in the agar matrix and inhibit the composition from 
passing through the empty spaces of the agar matrix.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70360078
Inventors: Munmaya K. Mishra, Manakin Sabot, VA (US); Douglas 
Fernandez, Henrico, VA (US) 

20180000152-Filter for Cigarette Product and Cigarette Product
The filter for cigarette product includes a mouthpiece end side-filter 
material and a front stage-filter material. The mouthpiece end 
side-filter material has a low air flow-resistance unit that is arranged 
in a part of a cross section from a front end surface to a rear end 
surface and having a relatively low air flow-resistance, and a high 
air flow-resistance unit that is arranged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cross section from the front end surface to the rear end surface and 
having a higher air flow-resistance than the low air flow-resistance 
unit. At least on the rear end surface of the mouthpiece end 
side-filter material, the low air flow-resis-tance unit is arranged only 
in one semicircular area, of two parts into which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mouthpiece end side-filter material is divided.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000152
Inventors: Kenji ITO, Tokyo (JP); Yu NINOMIYA, Tokyo (JP); 
Tomiharu NAGATA, Tokyo (JP); Hiroyuki TORAI, Tokyo (JP); 
Sadao OGI, Tokyo (JP); Kazumasa ARAE, Tokyo (JP) 

20180119163-Composition and Methods for Producing Tobacco Plants 
and Products Having Reduced Tobacco-Specific Nitrosamines (TSNAS) 
The present disclosure provides approaches for reducing tobacco-
specific nitrosamines (TSNAs) in tobacco. Some of these ap-
proaches include genetically engineering tobacco plants to 
increase one or more antioxidants, increase oxygen radicle 
absorbance capacity (ORAC), or reduce nitrite. Also provided are 
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producing modi-fied tobacco plants 
and tobacco products therefrom com-prising reduced TSNAs.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119163
Inventors: Chengalrayan Kudithipudi, Midlothian, VA (US); Dongmei 
Xu, Glen Allen, VA (US); James Strickland, Richmond, VA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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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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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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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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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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展（中东）
2019年4月3-4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
com/middle-east
主题：展览/设备与机械

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
览会（IECIE）
2019年4月14-16日
中国深圳
www.iecie.com
主题：展览/电子烟/烟油/蒸
汽烟产品 

2019年9月
InterTabac
2019年9月20-22日

德国多特蒙德市

www.intertabac.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展览/烟草制品、配

件、电子烟/烟油/雾化产品

InterSupply
2019年9月20-22日

德国多特蒙德市

www.intersupply.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展览/烟草设备、机

械、烟叶、OEM供应商等

2019年10月
世界烟草展工艺与机械
（亚洲）

2019年10月16-17日

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

www.wtprocessandmachin-

ery.com/asia

主题：展览/设备与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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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用途广泛。
紧凑型。Nano-C

www.decouf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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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o-C_TA_ZH_neu2018.indd   1 29.05.18   12:13



SFT SASIB filter tube 
make-pake line

Looking at the future through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

SASIB SFT is the innovative way to support filter tube production.
Single rod maker with maximum linear speed of 600 m/min and extremely high flexibility.
Performing packer that allows the production of boxes with up to 500 filter tubes and completes a 
box format change in less than one hour.
The whole line can be easily integrated even in high demanding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thanks to 
its compact and flexible layout.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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