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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Cigarettes are 
a big component of the 
InterTabac/InterSup-
ply exhibitions, along 
with cigars, hookah/
shisha and vape/new 
generation products – 
the entirely of tobacco 
covered like no other 
expo in the world. 

Everything from raw materials to manu-
facturing inputs to trade to product manufac-
turing to wholesale, marketing and distribu-
tion to retailers is included. This year the 
exhibition will attract almost 600 exhibitors 
and 14,000  visitors spread out over 10 
sold-out expo halls. You may be reading 
this at the 2018 event (Sept 21-23, 2018, 
Dortmund, Germany)…and it’s not too early 
to mark your calendars for InterTabac/Inter-
Supply 2019 (Sept 20-22, 2019, Dortmund, 
Germany).



SIRIO 500 M
HIGH PERFORMANCE FLOW-WRAPPER WITH BOTTOM FILM REEL HOLDER

CANTILEVER STYLE CONSTRUCTION
HIGH INTEGRITY SEALING SYSTEMS TO ENSURE A 100 PERCENT HERMETIC SEALS

INTEGRATED SYSTEM TO EXTRACT THE AIR FROM THE BAG 
DROP DOWN CONVEYOR BELT FOR EASY FILM TH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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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进行产品市场营销的方式一直是反烟草

界、公共健康活动人士和活动组织攻击的焦点。烟草业

的市场营销策略被冠上五花百门的称号，从“狡猾的”

到“令人厌恶的”等等不一而足，有些称呼甚至粗鄙到

让讲究体面的刊物无法刊出的地步。

那么烟草业所采取的究竟是何种狡猾的市场营销策

略？对此，无需深入了解营销学的基础概念，无论是4P理

论（产品、价格、渠道、宣传）、还是稍新的7P理论（产

品、价格、宣传、包装、定位、人员）、5C理论（企业、

消费者、竞争者、合作者、环境）、STP理论（市场细

分、目标人群、市场定位），或其他任何市场营销理论概

念。烟草业的做法和针对其他产品或人物的营销方式真的

有很大不同吗？

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以一窥烟草业被诟病为“卑鄙”的市场营销方式：

推出新产品：为什么要剥夺市场拥有新产品的权力，比如电子烟、雾化器和加

热不燃烧装置等新一代产品？适应消费者喜好变化，不断创新开发新产品，这难道

不是市场营销和业务发展的常态吗？各行各业都可以开发更安全健康产品，烟草行

业就要被排除在外吗？

进军“新”市场：对烟草来说，其实没有“新市场”，他们所谓的“新市场”，

似乎想要阻止“外来产品”加入与已有的产品在世界各个市场中的竞争。所谓的“新

市场”只能留给本土从业者吗？或者留给可以控制市场的人吗？即使其他制造商拥有

市场真正需要的产品？

包装：有人说包装要简单朴素，还有人说包装上要有吓人的图片。这些方法效

果如何呢？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印在包装上的残酷警示丝毫不起作用；普通包

装将花了上万美元研制、靠世界一流食品工业技术制造出的高质量产品拉到了和很

可能是产自破旧车间的低标准产品同一层次。

聚焦儿童：在确保儿童不会看到自家营销信息、不将儿童作为传递信息对象方

面，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规范自律程度能比得上烟草业。多年前，有一家大烟草公

司告诉本刊，因为本刊的发行未受到美国大型公司的审核（烟草界杂志都是这种情

况），虽然听起来很荒唐，该公司法务部门不允许他们在本刊上打广告。没有证据

能表明本刊的注册读者在付费订阅时透露了儿童身份及对烟草制造行业刊物的阅读

兴趣。

消费者、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在变化，烟草业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行业一样调

整营销策略呢？难道攻击者们大大低估了普通消费者的才智？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

技术的发展，无论何时何地，大家只要动动指尖就能轻松获得信息，当今时代的消

费者可谓有史以来最见识广博了。连小孩子们都比几十年前的孩子更有见识。（况

且，肩负着教育和引导儿童的责任的难道不是家长们吗？）见多识广的人们在购买

产品时难道无法做出明智选择？现在的人真的那么容易被五彩斑斓、闪闪发光的包

装打动，完全不在乎里面装了些什么？难道他们就那么容易受骗，单单因为电影里

很多角色吸烟，就想着“哇，真是太酷了！我也开始抽烟”？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反烟草界、公共健康活动人士和组织们就该对他们自

身所采用的营销策略进行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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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the Moisture Content in 
Tobacco Yields a More Fruitful Product 
MoistTech Instant NIR Online Moisture Sensors www.moisttech.com 
Having the correct moisture levels in Tobacco has become a critical component during the 
various stages of production. Processors are constantly adjusting moisture and heat during the 
conditioning proces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With the help of industry partners 
and 30 years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MoistTech has developed the 828 Tobacco Moisture 
Sensor that is ideally suited to measure the moisture levels in leaf processing, expanded, cut 
and reconstituted tobacco. 
 

 
 

The 828 is designed for the harshest process environments.  

Unlike other moisture sensors on the market, dust and steam do not affect on MoistTech’s 828 
readings. However, if the sensor must be installed close to the dryer outlet where it will be 
susceptible to extreme heat conditions, it may be necessary to cool the sensor with either air or 
water. 

 
 
 
 
 
 
 

We recommend installing the 828 sensors in several locations throughout process beginning with 
feed forward control, post dryer, cutting, conditioning and prior to primary processing. The sensor 
should be mounted several inches above the conveyor so that it can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process and can control the moisture content either manually or automatically.   

MoistTech’s tobacco sensors have outperformed all major suppliers’ equipment in head to head 
moisture testing evaluations. The 828 Tobacco Moisture Sensor has proven to be the most 
accurate over all tobacco process moisture ranges. 
 

The sensor’s ability to measure under the widest 
variations in process temperature, material height, color 
and ambient lighting is just a few of its features. A major 
propriety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 in the system is its 
product loss software capability where small gaps, inert 
material or foreign objects are removed from the 
measurement calculation thus providing the most 
accurate and true moisture reading.  

Sensor calibrations, measurement wavelengths, algorithms 
and sensor optical requirements are pre‐set at the factory. 
With automatic internal reference standards included, the 
instrument is self checking and Nil Drift. Typical accuracy is 
about ±0.1% low moisture applications and ±0.25% on high 
moisture applications. Complete measurement ranges are 0‐
65% moi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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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美国
IPCPR和CRA发表联合声明

针对日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FDA）下发的“关于优质雪

茄监管拟议规则制定的预先通知”

（ANPRM），美国最大的两个雪茄

业协会——国际优质雪茄和斗烟零

售商协会（IPCPR）和美国雪茄权

利协会（CRA）对此发表了联合申

明。IPCPR和CRA在该声明中公布了

经联邦机构和FDA科学家收集和分析

的最新数据。并以此为依据，说明

优质雪茄的监管方式不同于2016年

所制定的规则的原因。数据中的一

些关键点包括：

优质雪茄是奢侈品，普通成人

消费量很少；

消费者月均优质雪茄吸食量仅

为1.1天;

年轻人消费优质雪茄的几率很

小，几乎无统计意义；

消费者没有把优质雪茄用作尼

古丁的替代或补充来源。

CRA执行董事Glynn Loope说： 

“优质雪茄业提交的研究和评论，

以分析和建议的方式，跳出繁文缛

节，为FDA的意见征求提供了实质性

答案。”

孟加拉国
日本烟草公司拟收购Akij集团
烟草业务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预计将

以15亿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的

价格收购孟加拉国第二大烟草公司

Akij 集团的烟草业务，以进一步增

加其在亚洲的市场份额，目前，收

购协议已签署。

“收购是日本烟草集团增长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投资

将加速我们在新兴市场的扩张速

度。Akij巨大市场份额能让我们跃

居孟加拉国市场第二名，这将扩

大优质增长收入，有助于我们在

中长期内实现可持续的利润增长目

标，”日本烟草执行副总裁兼烟草

业务总裁岩井睦雄说。 

孟加拉国是世界第八大卷烟市

场，年销售860亿支卷烟，同比增长

2％。Akij占据本国卷烟市场20％的

份额，在价值和基础领域均位居第

二，旗下的Navy 和 Sheikh等品牌市

场占有率达到了90%。此次交易后，

日本烟草的总体销量将增加约170亿

支。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增长最

快的经济体之一，重视商业发展，

因此，我们渴望扩大在该国的业

务，”日本烟草总裁兼执行董事长

Eddy Pirard称：“Akij拥有最先进

的制造设施、强大的分销网络和员

工队伍。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整合

经验，在Akij享有盛誉的产品组合

基础上，我们将提高Akij的运营效

率，并引入一些全球旗舰品牌。”

该交易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

完成，收购还需要获得监管机构的

审批。

俄罗斯
日 本 烟 草 完 成 对 D o n s k o y 
Tabak的收购

7月31日，日本烟草公司完成

了对Donskoy Tabak（DT）公司的收

购。通过收购，日本烟草获得DT经济

品牌，补充了现有产品组合，并借助

DT强大的销售团队扩大其分销网络。

收购将巩固日本烟草在俄罗斯的领先

地位，毕竟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是该公

司盈利增长的关键市场。

公司发布的消息称，该交易不

会对集团2018财年的综合业绩产生

任何重大影响。

加拿大
优质雪茄零售商反对平装

加拿大优质雪茄零售商创建了

一个名为“更好的雪茄计划”的门

户网站bettercigarplan.ca，于8月

11日上线，帮助加拿大公民和企业

与议员取得便捷联系，对免除优质

雪茄的平面包装法案进行声援。

发起该运动的是Village雪茄公

司的Jerry Filice和Ryan Baker。他

们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平装计划将

产生反噬性的连锁反应，会摧毁整

个加拿大的优质雪茄行业。他们鼓

励支持者向国会议员写信，指出在

优质烟草上推行平面和标准化的包

装是徒劳无功，因为数据显示这一

政策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一些著名的雪茄行业人士对这

项运动表示了支持。Alec Bradley

的Alan Rubin、E.P Carrillo的Jose 

Blanco、Rocky Patel的Rocky Patel

和Foundation Cigar公司的Nicho-

las Melillo都发布了视频消息，声

援优质雪茄豁免平装政策约束。

韩国
进一步扩大卷烟包装上的警示
面积

韩国卫生和福利部表示，将在

9月或10月推行一项扩大卷烟包装上

图形警告面积的举措。计划从目前

的50％增加到70％，预计吸烟者收

到的警示信息将更强烈。目前，韩

国卷烟包装的警示照片覆盖了包装

正反两面30％以上的面积，警告文

字面积为20％。

韩国开始要求烟草公司在卷

烟包装正反两面的上部放置图示警

告，每两年对图形进行更新。

美国
AAFP督促FDA打击非法烟草
贸易

针对日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FDA）发布的“实施FDA产品

标准后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草

稿征集意见，美国家庭医生学会

（AAFP）和其他卫生机构联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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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要求FDA对黑市烟草采取强

硬举措。

信中，AAFP表示，非法卷烟市

场并未对烟草公司的利润产生最终

影响：“弗吉尼亚州的烟税较低，

带有弗吉尼亚州印花税票的卷烟，

在税率较高的州（例如纽约州）非

法销售，其中多数卷烟是由大型烟

草公司生产。获取高低税价差的策

略让大型烟草公司受益，产品销售

和利润也得以增加。”

南非
新法案将导致数千人失业

近日，贸易商、农民和工会

工人发起了一项反对政府新烟草法

案的运动，称法案将对企业带来伤

害，会使数千人失业。《烟草制品

控制和电子交付系统》拟议法案的

出台旨在收紧烟草产品的营销和销

售，包括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等新

一代产品。法案还包括引入平装、

禁止销售点广告和展示，以及废弃

单支卷烟销售的条款。

南非烟草研究所（TISA）和蒸

汽产品协会（VPA）此前曾警告说，

如果该法案通过，就会造成失业，并

敦促政府专注于打击非法卷烟市场。

公开反对该法案的还有农业

协会（AgriSA）、食品和联合工

会（Fawu）以及南非糖技术协会

（Sasta）。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表示，该法案将“毁掉南非的农业

和乡镇企业”。

他们认为法案中的措施将使成

千上万守法的店主和小贩失业，并使

80％的烟草落入犯罪分子手中，实施

平装的条款将增加非法卷烟贸易。

eKasi创业运动也发布了一份声

明，称需要采取合理的卫生干预措

施来保护人们免受烟草危害，禁止

在批发和零售层面展示烟草制品将

摧毁乡镇和非正式行业的企业。

荷兰
反烟组织威胁将对“过度不健
康”卷烟提起诉讼

戒烟者和医疗协会称，“过度

不健康”卷烟的尼古丁、焦油和一

氧化碳的含量均超过欧洲的禁用标

准，他们计划采取法律行动。该组

织的律师称，他们将向健康和安全

监督机构NVWA申诉，要求对该类卷

烟立法。如未果，将诉至法庭。

这一举措是基于公共卫生机构

RIVM在6月份发布的一项测试。该测

试模拟实际吸烟的方式，覆盖住滤

纸上的小通风孔。然而，反烟组织

质疑这种方法，称官方测试无法堵

住漏洞，吸烟者只要用嘴唇和手指

缩小漏洞，就能吸入更多的致癌物

质和成瘾物质。

市场领导者菲莫国际和英美

烟草公司表示，他们的卷烟符合欧

洲标准以及荷兰国家烟草方面的立

法。菲莫国际发言人Peter van den 

Driest表示，欧洲的测试并不是测

量吸烟者吸入焦油、尼古丁和一氧

化碳的实际量，而是以相同的方式

来对比各卷烟品品牌。烟草生产商

表示，测试方法的选择权在各国政

府手中。

印度
TII希望行业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议

10月1日至6日，日内瓦将召

开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FCTC COP8）第8次会议。会

议召开前，印度烟草研究所（TII）

要求政府与农民和行业利益相关方

进行对话，并将利益相关方纳入印

度官方代表团。

TII主任赛义德•马哈茂德•艾哈

迈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没有烟

农参与制定的烟草控制政策是不公

平、不公正的。如果政策发生颠覆

性的变化，烟农生计将受到严重威

胁，会给家庭带来严重影响。”

他还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小

型和边缘零售商靠销售烟草制品来

谋生。如果缺乏对利益相关者群体

的真正关切和担忧，这样的政策将

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引起大面积的

失业和贫困。”

声明总结道，TII要求印度政府

与行业利益相关者就COP8议程中包

含的FCTC条款进行深入讨论，将行

业利益相关者和农业界代表纳入印

度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

印度
烟草消费量调查报告

最近，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公

布的一份全球成人烟草调查报告

（GATS）显示，2016至2017年间，

印度吸烟率为28.6％。

数据显示，成年人吸烟率达到

10.7％，其中19％为男性，2％为女

性。吸烟的成年人中，使用无烟烟

草的比例达到21.4％，其中29.6％

为男性，21.4％为女性。

成人烟草使用率以及男性烟民

比例较高的邦是米佐拉姆邦、梅加

拉亚邦、特里普拉邦、阿鲁纳恰尔

邦和曼尼普尔区。

女性吸烟者比例较高的邦是

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梅加拉

亚邦、梅加拉亚邦、北阿坎德邦和

曼尼普尔区。成人烟草使用率较低

的邦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果阿邦、

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和奥里萨

邦。男性吸烟者比例较低的邦是马

哈拉施特拉邦、比哈尔邦、果阿

邦、恰蒂斯加尔邦和旁遮普邦。

女性吸烟者比例较低的邦是

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本地治

里、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

GATS报告还显示，印度吸烟者日

均吸烟量为6.8支。大约50％的吸烟

者每天吸烟少于5支；30％的人每天

吸5-9支烟；14％的人每天吸10-14支

烟；约3％的人每天吸烟超过2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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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n’t travel the beaten path. We create a new track.
Innovation in making-packing.

Th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G.D creates change the way machines are designed, products 
are made and  packed and quality control is carried out. Our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the tobacco 
industry allow production to become faster, more efficient, safer and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Re-thinking processes, transferring solutions, anticipating customer requests: it means going 
away from the beaten path and looking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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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卷烟业正日趋走向衰落。2017

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合并卷烟销量下降了

近3%，减少至5000亿支。各国政府制定的严

苛法规加剧了这一下滑趋势，也是造成东南

亚卷烟业前景暗淡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23

年，卷烟销量的复合年增长率将出现2%的负

增长。

政府征税已经导致这个地区吸烟者的消

费模式向名优品牌和经济品牌卷烟转移，而

关于合法吸烟年龄和卷烟包装的立法，则改

变了卷烟销售的大局。我们应该更密切地关

注最近的立法及其对东南亚卷烟业的影响。

消费税提高造成卷烟品牌呈两极化发
展趋势

大部分加税都以提高卷烟价格的形式转

移给了消费者。出人意料的是，卷烟价格上

涨，导致东南亚不同市场出现消费高端化和

消费降级并存的消费趋势，。

政府新规对东南亚
卷烟消费的影响

像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由

于立法和消费税上提使得高端名优卷烟更有

钱可赚，消费呈现出高端化趋势。在印度尼

西亚，2019年合并各级消费关税预计给经济

型卷烟和丁香烟造成的影响最大，烟草公司

将各自的产品开发集中在高端名优丁香烟

（SMK）和白色卷烟（SPM）上。例如，嘉润

烟草公司（Djarum）在印度尼西亚推出了首

个SPM产品组合Forte。

三宝麟公司（HM Sampoerna）正式推出

了三宝麟铂金A（Sampoerna A Platinum），

并将爆珠万宝路Ice Blast更名为万宝路Ice 

Burst，还为万宝路金淡味烟推出了新的包装

设计。与此同时，本图国际投资公司（Ben-

toel Internasional Investama Tbk PT）推

出了随着新颖的减味技术应运而生的登喜路

细切柔和烟。推出的这些产品都集中为高端

名优卷烟，它使得印度尼西亚烟草从业者能

够在新的税制结构于2019年得以执行之前，

就可以先发制人地瞄准高端类产品。

法规内容
• 马来西亚：2015年末消费税涨幅逾30%

• 泰国：2016年上半年将卷烟消费税从87%提高到90%

• 越南：2016年烟草产品特别消费税从65%提高到70%

• 菲律宾：2017年2月通过的《加速与包容性税收改革法案（TRAIN）》将导致卷烟消费税逐年增加

• 新加坡：消费税上提10%，且从2018年2月立即生效

• 菲律宾：2017年扩展实施吸烟禁令，禁止在封闭的公共区域内吸烟 

• 马来西亚：2017年扩展无烟公共区域，将国家与州公园的瞭望塔、公共公园、国家公园、州公 

 园、露营地、天蓬桥等地也纳入无烟公共区域 

• 新加坡：2017年扩展无烟公共区域，尤其将青年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如教育机构、游览观光车、 

 三轮车和私人约租车纳入其中

• 泰国：2017年7月，根据《烟草产品控制法案》，将最低合法吸烟年龄从18岁提高到20岁

• 新加坡：从2019年至2021年，逐步将最低合法吸烟年龄从目前的18岁提高到21岁

• 马来西亚：考虑将最低合法购烟年龄限制提高到21岁。

• 泰国：2014年实施的立法要求卷烟制造商在烟盒上印制覆盖烟盒85%的强制性规定的健康警语标 

 记，且警告标记须印制在烟盒正、反面及底部

• 马来西亚：目前在研究执行烟草产品平装的可行性

• 新加坡：正在审核将烟草包装上的图片健康警语覆盖面积从50%提高到75%的提案，并在研究执行 

 烟草平装的可行性 

法规种类
消费税 

公共场所吸烟禁令

最低合法吸烟年龄

卷烟包装

东南亚地区近期立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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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在菲律宾，2017年执行卷烟统

一税率，由于不同卷烟品牌的价格差缩小，

刺激更多消费者向万宝路这样的高端产品转

移，导致整体卷烟销量因价格上涨而下滑。

不过，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卷烟提税

也导致了消费向低价位卷烟品牌转移的逆效

应。在马来西亚，经济类卷烟细分品类的产

品创新最多。2017年下半年，有两款新经济

型卷烟品牌Liggett Ducat和乐富门被推上

市场，并很快获取大量的市场份额。这反映

出国际烟草公司旨在减轻高端名优品牌销售

下滑影响的战略，也反映出消费者转而购买

经济型品牌的热望。新加坡卷烟产品消费税

上提10%，也导致消费者转向低价产品的类

似发展趋势，日烟国际公司的LD经济类卷烟

品牌表现十分强劲。菲莫国际公司甚至开始

了一项品牌合并进程，导致该公司中等价位

的Next牌卷烟到2018年初时，在所有零售渠

道中逐步退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公

司希望在将目标对准价格意识强的消费者的

时候，要通过其快速发展的品牌L&M，集中

精力进军经济型卷烟细分品类。

预计卷烟包装作用
将降低

Jarred Neubronner, 
Research Analyst, 
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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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由于烟税上提，泰国和越南等国家则经历了经济品牌

和高端化品牌两种相悖的发展趋势并存的现象。在泰国，2016年上半年的卷

烟提税使得卷烟价格平均上涨了20%。这使得一些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人群

中的烟民从消费中等价位品牌转而购买低价经济类产品。此外，更注重价格

的人则减少了吸烟，甚至转吸更便宜的细切烟或非法卷烟。越南在2016年提

高了烟草产品特别消费税之后，也经历了注重成本的消费者转向对预算更友

好的经济型品牌的发展。尽管出现了这种降级的发展趋势，但泰国和越南也

经历了高端化的发展态势，因为一些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多的消费者从中等价

位的品牌转向了高端名优品牌。这两种并存的趋势则导致这两个国家中等价

位卷烟产品的衰落。

最低年龄限制法规带来的结果喜忧参半
尽管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将18岁作为合法购买卷烟和消费卷烟的最低

法定年龄，但泰国在2017年将该年龄提高到了20岁，而到2021年，新加坡将

该年龄提高到21岁。提高最低合法购烟年龄有助于降低年轻成人的吸烟率，

通过减少未来烟民总数，促成当前和未来的卷烟销量减少。尽管如此，由于

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最低合法吸烟年龄的全面影响可能仍然十分有

限。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执法十分松懈，卷烟零售商几乎不会验证购烟者年

龄，使得未成年人购买卷烟十分容易。不过，即使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素有执

法严格名声的国家，实施吸烟者最低年龄限制也被证明是一大挑战。如果卷

烟零售商被抓住向未成年烟民出售卷烟，严格的立法与执法会使他们失去烟

草销售许可证。然而，新加坡的未成年烟民却设法通过第三方购烟等手段来

规避法律措施。这一点从《2013年全国卫生监护调查》的结果来看非常明

显。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的一般烟民在16岁的时候开始尝试第一口

烟，远远低于目前18岁的合法吸烟年龄。

东南亚卷烟业前景
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频繁提税预计将继续对消费者转向高端名优产品或

转用经济型产品的偏好产生影响。在所有国家中，提税后消费者行为方面几

乎没有什么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使卷烟从业者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各自当地卷

烟业中的竞争环境，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税率变化。不过，大多数

国家的一个共同相似之处是，中等价位卷烟门类的溃退。消费者已经通过自

己的喜好转移发声，这在资源配置和产品开发方面向卷烟从业者发出了强烈

的信息——集中发展高端名优品牌

和经济型品牌。

随着新加坡和泰国率先将最低

合法吸烟年龄分别提高到了21岁和

20岁，对于东南亚地区其余国家而

言，21岁会成为新的合法吸烟年龄

吗？从全球及亚洲其余地区来看，

大多数国家仍然将18岁作为最低

合法吸烟年龄。尽管马来西亚政府

正在考虑将购买卷烟的最低年龄限

制提高到21岁，但东南亚的其他大

多数国家尚未出台明确的提高最低

合法吸烟年龄的规定，以遏止吸烟

计划。正如新加坡的未成年烟民，

在新加坡执法十分严格的情况下，

却仍能够成功获得卷烟，实施最低

吸烟年龄的规定据悉非常困难。因

此，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提高最低

合法吸烟年龄的可能性非常小，即

使提高了合法吸烟年龄，也是为了

执行其他反烟法规，而不是将提高

合法吸烟年龄本身作为遏止吸烟的

关键立法。

接下来，由于会执行更严厉

的政府立法，如：扩大包装上的图

片警语，甚至实行平装等，预计卷

烟包装在产品的差异化方面所发挥

的作用会下降。包装差异化的降

低，将促成转向经济型产品的发展

趋势，因为高端名优品牌发现自己

更难以证明自己的高定价是合理的

了，从而导致重视价值的消费者转

向经济类品牌。包装法规对卷烟公

司的定义更加严格，则意味着它们

要从包装转向其他形式的产品分

化，如香味、卷烟长度和包装尺寸

等。由于从业公司要在各国制定多

种法规的情况下努力保持品牌信誉

和顾客忠诚度，强化零售渠道的服

务范围和货架空间也会承担起更加

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最后，东南

亚的卷烟公司还是要受到各国政府

的支配，因为没有哪种卷烟产品、

包装或零售渠道能免于越来越严格

的政府法规的影响。

如需了解有关亚洲烟草业的信

息，请发邮件至Jarred.neubronner@

euromonitor.com，联系Jarred。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
信息来源：欧睿国际公司

2013-2017年东南亚特定市场的卷烟销量

销量（10亿支） 销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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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政 府 警 告 菲 莫 国 际 ： 停 播
iQOS广告  

英国公共卫生部长史蒂夫•布林

警告称，卫生部已经准备对菲莫国

际采取法律行动，以保护英国消费

者免受其“健康”产品——iQOS产

品广告的误导。该公司否认该广告

是非法的，并声称它希望通过为吸

烟者提供更好的烟草替代品来帮助

吸烟者。卫生部和国家贸易标准协

会都证实，iQOS广告违反了长期以

来实施的禁止播放烟草和烟草相关

产品广告的禁令。

多米尼加共和国
La Galera发售立方体形产品   

La Galera发售四种新型立方体

构造的产品。La Galera 1936 Box 

Pressed Rounds采用厄瓜多尔哈瓦那

包装纸，多米尼加克里奥罗98茄套和

古巴皮罗托茄芯。其规格为6 3/4 x 

52，具有圆头和盒压型底座。 

Gavillero Perfecto是一款规

格为6 3/4 x 38/48/38的细长两头尖

的中型雪茄烟，造型独特。它采用墨

西哥圣安德烈斯岛包装纸，多米尼加

科罗霍98茄套和古巴皮罗托茄芯。  

La Galera Connecticut Shorts

是一款4 x 46短款两头尖的中型雪茄

烟，犹如Arturo Fuente的短篇小

说。它采用厄瓜多尔哈瓦那包装

纸，多米尼加科罗霍和多米尼加克

里奥罗98茄套，古巴皮罗托和pelo 

de oro茄芯。 

日本
日烟国际就价格问题提交审批

日烟国际计划提高大部分产品

价格，并已经向财政部提交了一份

审批文件。该计划与10月1日的烟草

税上调计划一致。烟草税上调后，

每支烟加税1日元。此外，到2021年

10月，每支烟将再加收2日元税费。 

如果日烟国际获得批准，每包

卷烟（20支）的价格将上涨20日元至

40日元。梅维斯（Mevius）的售价将

涨至480日元（约合4.30美元），比

现价高出40日元。此外，在该品牌

的第一次提价中，Ploom Tech的加

热不燃烧胶囊产品的价格将上涨30

日元，至490日元。 

菲莫国际日本有限公司也有此

计划。该公司已经就价格上涨问题

进行了申请，主要包括万宝路卷烟

品牌及其iQOS加热不燃烧烟草装

置。英美烟草日本有限公司也在考

虑修改产品价格。

美国
Bespoke雪茄更换品牌名称 
进军美国市场  

Bespoke雪茄为进入美国市场，

将其品牌名称改为Casdagli（cas-

dag-lee）。这是因为Alec Bradley

在美国市场上拥有“Bespoke”一词

的商标权。名称修改将在2018年圣

诞节前完成。但在美国以外的市

场，该雪茄的品牌名称将继续使

用“Bespoke”。 

该公司创始人杰里米•卡斯达利

在一份新闻稿中称，“自19世纪以

来，我们的家族一直从事各类奢侈品

贸易。在寻找新品牌名称时，我觉得

将Bespoke雪茄品牌改为Casdagli来

纪念家族传统是理所应当的。”该公

司的商标几乎保持不变，只是将罗德

岛巨像图像下面的“Bespoke”一词

改为了“Casdagli”。  

Good Times美国公司将推出
新产品

Good Times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于2017年3月收购了历史悠久的温莎

王朝（House of Windsor）品牌，其

中包括烟草、雪茄、卷烟纸和鼻烟

产品，以及标志性的Wolf Bros和

Caribbean Royales雪茄品牌，并将

于2018年第四季度推出新系列产

品。该公司还将为现有的产品进行

重新设计，并对包装进行改造。 

温莎王朝的烟草产品世代闻

名。“高级烟草制造商将康涅狄格

州遮叶、阔叶烟草和其它类型的烟

叶进行混合，为消费者提供了百年

来最好的风味和吸烟体验，受到许

多消费者的喜爱，”Good Times总

裁Joe Tabshe说。 

Good Times美国公司在美国市

场销售优质烟草产品。其产品系列包

括传统小雪茄、雪茄烟叶、palma雪

茄烟叶、大麻纸、锥形烟斗、烟斗雪

茄、滤嘴雪茄、优质雪茄、茄套、卷

烟纸和纯天然未加工的雪茄。

FDA要求电子烟粘贴警告标签 

自8月10日起，美国食品与药物

管理局（FDA）要求在电子烟和某些

烟草产品上贴上新的警告标签。标

签上必须写上：“警告：该产品含

有尼古丁。尼古丁是一种令人上瘾

的化学物质。”

“机器人”散布有关电子烟的积
极信息 

根据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关于

电子烟健康益处的网上讨论主要是

由社交媒体账户中的自动“机器

人”推动的。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DSU）的

研究人员汇编了自2015年10月至

2016年2月来自美国各地的194,000

条地理编码推文。他们随机抽取了

973条推文，并分析了这些推文的语

气和来源。结果发现，超过70％的

推文来自自动账户或“机器人”，

并且大多数推文是关于蒸汽电子烟

的积极信息。“我们研究的目标并

不是这些账户的代表组织或企事业

单位，”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传播学

院助理教授鲁尔德•S.马丁内斯是该

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他说：“这些

账户看起来像普通人。这就产生了

一个问题：在线公共卫生话语权在

多大程度上是由机器人账户驱动

的？”。

Juul使用蓝牙设备制止青少年
使用烟草产品

Juul正在为其受欢迎的设备开

发蓝牙连接装置，其功能可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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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使用该公司的产品。Juul

占据了美国70％以上的电子烟市

场，其价值高达150亿美元。然而，

在吸引投资和用户的过程中，该公

司承认青少年也在使用其产品。 

“我们承认孩子们正在使用这

些产品，”Juul首席行政官阿什利•

古尔德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我

们正在竭力阻止。”到目前为

止，Juul承诺已经投入3000万美元

用于阻止未成年人使用其产品。蓝

牙技术和附带的软件不仅可以帮助

用户监测他们的尼古丁摄入量，也

可以用来定期验证用户是否为未成

年人。该公司还考虑利用蓝牙技术

在学校周围形成地理“围栏”，关

闭学校周围的电子烟产品。“我们

正在积极地评估新技术和新功能，

以确保Juul不会对年轻人造成影

响，”公司发言人说。    

根据公司总裁凯文•伯恩斯的说

法，Juul的蓝牙连接技术将于10月

开始在以色列和西欧推出。

更多数据表明电子烟有利于降
低吸烟率 

盖洛普（Gallup）的最新研究

发现，美国的吸烟率降至历史新

低——16％。而电子烟似乎在这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研究对近19,000名Juul用户

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近2/3的吸

烟者使用该设备戒烟。据报道，其

它戒烟方式，例如贴片的戒烟率低

于7％。  

此外，超过50％的Juul设备使

用者在未完全戒烟的情况下，仍然

减少了50-99％的吸烟量。

有趣的是，该研究还发现，非

吸烟者在使用这些设备后，只有2％

的人开始吸烟。这证实了电子烟的

引导效应很小甚至不存在。在使用

电子烟后开始吸烟的用户中，有137

名成功戒烟，还有更多人正在设法

大幅减少他们的吸烟量。

印度
禁止电子烟将减少吸烟者对安
全产品的选择 

低危害替代品委员会（CHRA）和

印度蒸汽电子烟协会（AVI）已向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发出警告，禁止电子烟

将会剥夺数百万吸烟者选择安全产品

的权利，还会对公共健康造成损

害。CHRA表示，令人遗憾的是，政府正

在考虑禁止使用电子烟，“与卷烟相

比，电子烟的危害性减少了95％”，其

对成瘾和传染病危害项目的干预过程

也十分有效。

AVI主任Pratik Gupta说：“由

于我们的卫生组织还未对蒸汽电子

烟的影响进行任何研究，因此，禁

止使用电子烟的想法还为时过早。

与此同时，英国和其它地方的多项

科学研究促使卫生专家和政府鼓励

吸烟者使用蒸汽电子烟。急于禁止

电子烟是不明智的。”

“与卷烟相比，电子烟的危害

性更小，也有助于吸烟者摆脱对尼

古丁的依赖，”他补充道。

以色列
禁止部分电子烟销售

以色列卫生部将禁止销售富含

尼古丁的电子烟。一名部级官员表

示，每毫升烟油含有超过20毫克尼

古丁的电子烟将被禁售。这项决定

于8月初开始实施，但未提前向公众

发出任何通知。

正如以色列现在所做的那样，欧

洲已经将每毫升烟油中所含before尼

古丁尼古丁的上限设为20毫克。

新西兰
政府选择提高烟草税，而不是
电子烟 

新西兰纳税人联盟（TPU）在8

月10日发布的新闻稿中声称，新西

兰政府选择提高税收收入，而不是

帮助吸烟者戒烟。TPU在该新闻稿中

称，法规中所要求的烟草替代品的

包装方式，将会阻止吸烟者使用更

健康的替代品。 

新西兰销售的烟草替代产品很

快将被要求贴上与普通卷烟相同的

反吸烟标签。这一要求包括加热不

燃烧型产品，如电子烟、加热型烟

草和鼻烟。 

TPU执行董事乔丹•威廉姆斯

说：“由于这些产品不会让用户接

触卷烟烟雾中的有害化合物，因

此，将卷烟包装法规应用于新产品

完全违背了公共卫生目标以及政府

的‘无烟2025’目标。”威廉姆斯

表示，如果当前所有的吸烟者都使

用低税收的替代产品，政府的税收

收入将减少约20亿新西兰元。  

威廉姆斯还表示，新西兰政

府“......如果监管适当，用户似

乎更愿意花钱购买这些卷烟替代产

品。”

印度尼西亚
政府将从新税政策中获得2亿
美元

政府预计明年将从新的税收政

策中获得高达3万亿印尼盾（2.07亿

美元）的额外收入。这项税收主要

针对烟草提取物或蒸汽电子烟油。

自7月1日起，政府开始对蒸汽电子

烟油征税。这项新的规定将对蒸汽

电子烟油征收57％的消费税，是普

通卷烟最高消费税的4倍以上。 

此外，政府还要求国内200多家

生产商在产品容器上设置消费税说

明带，并在10月31日之前支付消费

税。这项规定只针对含有烟草提取

物或尼古丁的蒸汽烟。

财政部海关和消费税局局长

Heru Pambudi表示：“如果企业在

过渡期限之前没有使用说明带，我

们将对其进行抓捕。”

消费税代理主任No e g r o h o 

Wahyu表示，目前只有3家生产商进

行了注册，但政府预计，其余生产

商都将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注册。

他还表示，在新的消费税规定中，

政府可能只会获得500至700亿印尼

盾的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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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演进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两种趋向性的演化已

经十分明显：其一是消费的升级；其二是高端消费的理性化。

随着消费理性化愈发明显，现在的消费者并不是不在意价格，

而是更在意质量与性价比，对于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他们愿

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同时他们对高价与高价值消费的需求也变

得更加细分与多元，传统的卷烟品牌与同质化的风格特色已不

能满足今天消费者的需要，所以近两年来中国烟草品牌一直在

探索创建新的品类风格。

烟、酒、茶是中国人传统的待客之道，也是家家户户的

生活必备品。人们对烟、酒、茶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基于

此，贵州中烟工业公司在2008年“援酒入烟”并取得巨大的市

场成功，这两年山东中烟“泰山”品牌又在“引茶入烟”的方

向做出了积极探索，并已系统地构建起「茶甜香」品类，赢得

了市场的初步好评。对中国人来讲，无论朴实的柴米油盐烟酒

茶，又或者诗意的琴棋书画烟酒茶——烟与茶之间——既有天

然的亲近感，又有相近的价值观。在彼此功能性的解乏、解渴

之外，更多体现为具有共性的舒缓情绪、润滑社交、表达情

感，到目前为止，递烟仍然是消除陌生感最为有效的方式，而

敬茶亦是打开话题的最为自然的状态。

在中国，茶和烟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了三个维度。

一是场景上「烟不离茶」。与烟和酒之间充满着大把的豪

情不同，烟和茶之间没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感，烟和

茶之间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几分雅致与细腻，是那种更

私密、更近距离的场合里敞开心扉的坦诚相待。与“烟酒不分

家”的普遍共识相比，烟和茶的共同关注尽管要少很多，但其

实烟茶之间有着更为亲切、更加温暖、更加雅致的场景融入。

二是价值上「烟茶相伴」。随着社会文明化的进步，人

际交往变得更加干净和纯粹，朋友之间的相互走动、礼尚往来

有了更多的本色回归，以烟和茶作为互为心意的伴手礼更符合

传统的人之常情。

三是技术上「引茶入烟」。烟对于茶的技术性引入，更

集中于茶香的捕捉和融合，茶香成为烟香重要的新品类、新风

格、新卖点，特别随着爆珠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以茶香为题材

的爆珠烟成为新的市场热点，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烟香的题材

品类，另一方面又发挥了茶香有益的改善性，实现了烟香与茶

香的无违融合。

得益于这几个方面的基础和氛围，一直有烟草企业在「引

茶入烟」上做积极尝试，不仅山东中烟的「泰山（儒风）」，

还有重庆中烟的「龙凤呈祥（喜庆珍品）」、四川中烟的「娇

子（茶韵）」、福建中烟的「七匹狼（金砖时代）」等茶香风

格的产品都有一定的势头和影响，市场对茶香风格的卷烟随之

有了更多的感知和认同，其中尤以“泰山（儒风）”系列卷烟

产品最具代表性，口碑和评价总体都非常不错。

2018年5月31日，在鲁产卷烟新品品鉴座谈会上，山东中

烟又推出了“泰山（香道）”茶香系列，其中的“泰山（茉莉

香韵）”尤其受到好评。“泰山（茉莉香韵）”是“茶甜香”

创新品类的代表作，它尊从了中国人“烟者嗜茶”的传统消费

习惯，按照四季时令之主流茶品消费选择，形成了一套“烟茶

融合，香韵交糅”的新体验，在当天的品鉴会上，来宾们在茶

艺师精彩的表演中，一边品味茉莉花茶的茶香馥郁，一边品

鉴“泰山（茉莉香韵）”卷烟，茶香四溢，香烟袅袅，很有中

国传统文化的意境，备受烟茶爱好者的欢迎。

事实上，早在2008年，山东中烟就已经提出「以茶入

烟」的理念，萃取茶叶中的天然茶香精华融入“泰山”茶甜香

卷烟中，开创了中式卷烟茶甜香品类，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

将茶汁萃取液、茶多酚等以多项行业级创新工艺实现了「茶融

于烟」，烟气有淡淡茶香且不失去烟草本香，使“泰山”卷烟

真正达到了“增香不减本香，减害不减醇度”的效果。“泰

山”所创立的「茶甜香」风格，具有层次丰富的三层体验：头

香，口感略带清甜，有着圆润的甜香感；本香，是「茶甜香」

迎合新消费时代的市场需求“
茶甜香”口味卷烟受关注

“引茶入烟”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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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华所在，烟草本香趋向浓郁，茶香精华更大

的作用是在不削弱满足感的同时，纯化烟香和降

低烟气中的部分有害成分；余香，因为茶香分子

均匀地融入了烟丝，虽然茶香精华伴随烟气在不

断挥发，但仍然有茶香分子在味蕾上沉积。

诚如我们开头所言，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

的是质量与性价比，对于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

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作为中式卷烟“茶甜

香”的代表，“泰山”品牌通过持续实施技术创

新，努力减少烟气有害成分，切实降低卷烟焦油

量，既保障了吸食口感也提高了吸食的安全度。

比如茶多酚是从茶叶中提取的多酚类物质，具有

很强的抗氧化活性，可以清除烟气中的自由基。

山东中烟将提取的茶多酚添加到滤嘴棒中，对其

在卷烟中的最佳用量和应用效果进行了一系列应

用评价试验，结果表明：滤嘴棒添加茶多酚的卷

烟在抽吸口味上得到很大改善，烟气刺激性与杂

气均有所减少，吸食总体品质明显好于滤嘴棒不

添加茶多酚的卷烟。

他们还对茶质滤嘴降低卷烟主流烟气中亚

硝胺和自由基等成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以茶

叶为主要材料制成的茶叶滤嘴卷烟，可使卷烟中

主要致香成分明显增加，同时可有效减少烟气中

自由基、亚硝胺、酚类物质等成分的含量。

有专家认为，“茶甜香”品类香气层次丰

富，茶香与烟草本香协同融汇，烟气中主要有害

成分平均降低了30%以上，真正实现了“增香不减

本香，减害不减醇度”的效果。按照泰山品牌的

规划——2008年-2014年是茶甜香1.0时代，从2015

年至今则是茶甜香2.0时代——以十年烟茶跨界融合经验，更加科学、更加立

体、更加系统地构建起「茶甜香」品类，目标直指「烟茶融合专家」。在这

样的路径统揽下，泰山的「茶甜香」不仅能够更进一步丰富中式卷烟品类，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一款高端化、个性化、差异化的新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茶甜香」代表作“泰山（茉莉香韵）”还是一款爆

珠烟，在过去的两年，随着供需结构改革和消费升级，爆珠烟在中国得到了

快速发展，咖啡爆珠、酒香 爆珠、花香爆珠、陈皮爆珠、人参爆珠、姜汁

爆珠、薄荷爆珠等创意十足。据统计，目前中国爆珠烟产品已多达80款，绝

大多数企业已经参与到爆珠烟的研发上来，所开发出的爆珠烟产品种类丰

富，但我们之所以额外关注茶甜香，是因为烟酒茶的亲密关系和茶在中国人

心目中所占据的分量。可以说，其它口味的爆珠类产品只是传统卷烟口味的

补充与调剂，而茶甜香风格的卷烟产品则会被烟民们作为常备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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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球出口之最》（World’s Top 

Exports）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烟草卷

烟出口总额达到212亿美元。其中，德国烟

草卷烟出口额以3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4.5％。波兰（29亿美

元）、荷兰（16亿美元）和韩国（11亿美

元）位列其后。尽管这些国家的烟草卷烟

出口额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仍落后于五

年前的出口水平。以德国和荷兰为例，与

2013年的出口额相比，荷兰去年的出口额

减少了46.6％，德国则减少了14.6％。另

一方面，韩国和波兰的出口额在过去五年

间稳步增长。事实上，韩国烟草出口额增

烟草市场的关联性
需要加强

长率已经成为世界第一——2017年的出口

额比2013年增长了114.4％。 

全球烟草出口额的增减与多种因素相

关，如技术、创新、消费和监管。虽然全

球烟草消费总量正在下降，但也有某些领

域是个例外。例如，电子烟和加热型烟草

（THP）等新型产品的消费量正在大幅增

加。此外，传统产品的创新性和专业化程

度一直保持稳定。尽管烟草行业的总体态

势不断衰退，但这些新型产品受到持续关

注。制造商和供应商必须专注于烟草产品

的生产和进出口，以适应该领域各要素之

间的相关性。 

创新是关键：益升华带芯棒的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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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行业一样，保持相关性的最佳

方式是不断创新并使用最新的技术。日本和

韩国市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不

断开发新的产品，以满足严苛的市场需求。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客户的思想具有前瞻

性，质量标准要求较高。因此，许多公司经

常将这里作为新产品的测试市场。如果产品

能够达到这里的客户预期，那么这些产品在

其它区域销售和出口便有了保障。例如，由

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专业烟草加

热系统iQOS和Glo都先在日本推出，随后才

在世界其它国家进行销售。同样，日本先于

其它国家率先引进了胶囊滤芯和管状过滤嘴

等创新型产品。 

各公司为了在目标市场出售产品，除

了要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还必须遵守不断变

化的市场法规。原产国和销售国的监管都会

严重影响产品销售。例如，即将生效的欧盟

《烟草产品指令》等法规将会导致某些产品

销量不断增加，如该法规生效前出口到欧盟

的胶囊滤芯等专业产品。此外，某些国家制

定的法律将会对消费者造成影响。例如禁止

吸烟和增加税收将会导致出口量的增加。其

中，菲律宾烟草消费水平不断下降，国家烟

业界最具创新性的
胶囊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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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管理局（NTA）将其工作重点放在烟草出口方面，旨在将该国的烟草出口

量和价格提高5％。益升华（Essentra）是全球领先的过滤嘴和科学服务供

应商。该公司证实技术、创新、监管和消费对产品出口至关重要。益升华拥

有7个制造中心，向全球90个地区的300多家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其中大部

分产品都需要出口。近年来，随着益升华在研发、投资方面的不断提高，其

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亚洲工厂的出口量大幅增长。由于该公司能够生产专

业化的过滤嘴，两个位于亚洲的工厂向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拉

丁美洲等地出口了大量过滤嘴，尤其是加香胶囊和滤管（或两者兼有）。

为了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销售，益升华始终与当地的进出口

法律保持同步。当产品在两国之间

进行运输时，遵守法律是最重要的

因素。尤其在烟草这类控制度较高

的行业更是如此。除此之外，某些

产品需要在受控环境中运输，以确

保产品可以在理想的状态下送达烟

草制造商。例如，包含加香胶囊的

过滤嘴在整个运输周期中必须进行

环境检测，这是该供应链中重要的

控制因素。 

由于全球烟草消费量正在不断

减少，某些市场的监管力度也在不

断加强。制造商和供应商必须持续

创新以保证产品出口。公司必须针

对每个市场，提供符合当地消费者

需求的最佳产品和服务，必要时可

从其它国家进口产品。全球各地的

新技术不断涌现，新产品和服务将

会如何产生？全球市场的贸易和走

向将会如何变化？这些问题将会变

得十分有趣。

益升华创新与商业发展总监Patrick 
Mere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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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菲莫国际投资228万美元打造固体燃料锅炉 

菲莫国际乌克兰分公司计划于2018年9月完成固体燃料锅炉的建设，并

将工厂的加热能源从天然气转为固体燃料。根据副董事总经理Ihor Kroshko

的说法，该项目的投资额约为63亿格里夫纳（228万美元）。 

该公司声称，“任何一种颗粒状生物燃料都可以用作燃料，这将使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数倍。锅炉每小时可以产生6吨蒸汽，产能为3.8兆瓦。新

的锅炉房将完全满足工厂的生产需求。”菲莫国际乌克兰分公司表示，天然

气转换为可再生能源后，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500万格里夫纳。Kroshko还表

示计划建造非烟草材料储存仓库。 

俄罗斯
卷烟产量激增 

俄罗斯统计机构Rosstat表示，

尽管采取了诸如价格上涨和广告禁

令等反吸烟措施，但在2018年6月，

俄罗斯的卷烟产量比2017年增加了

24.4％。今年上半年，该国的工厂

生产了1310亿支卷烟。 

国际消费者联合会主席Dmitry 

Yanin解释说：“其原因在于消费税

的增长。”自7月1日起，该国的卷烟

税增加了10％。每包烟的平均成本增

加了7.2卢布（0.12美元）。而烟草

制造商预先知道了这一消息，并开

始以三班制进行生产以提高产量，并

在价格上涨之前将更多的卷烟推向市

场。因此，他们能够合法地减少数十

亿卢布的成本预算。这就是今年上半

年卷烟产量增长的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从2014年开

始，反烟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效。据

估计，俄罗斯在过去4年内的吸烟人

数已从4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

与此同时，该行业仍然为政府缴纳

了大量税款，填补了许多预算漏

洞。2017年，由于卷烟和烟草制品

的消费税和其他税收的提高，俄罗

斯财政部获得了6,000亿卢布的额外

收入。

英国
莫林斯出售烟草机械部  

全球包装解决方案集团莫林斯

（Molins）以3000万英镑的价格将

其仪器和烟草机械部门（I＆TM）出

售给了G.D公司。 

西瑞斯（Coesia）子公司G.D现

金充足，债务为零，藉此进行本次

收购活动。根据莫林斯的战略，公

英国/荷兰
ITM集团收购SPI公司

7月11日，ITM集团收购了SPI公司。荷兰机器制造商和英国粘合剂

与加香应用系统专家共同携手，为特殊滤嘴、基棒和下一代产品（如加

热型烟草产品和电子烟）的生产提供专业化知识。 

ITM集团已从SPI现管理层手中收购了其全部股份，但该公司的办公

地点仍保持不变。SPI将成为ITM集团旗下一家独立的子公司，并继续为

老客户提供服务，但它将从ITM集团的全球销售和支持网络中受益。 

由于烟草产品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例如特殊滤嘴和加热型烟草产

品的生产，ITM意识到它需要同粘合剂应用系统方面的专家进行紧密合

作。而SPI是该领域技术最为成熟的公司之一。在开发新设备方面，该

公司已与ITM密切合作了几年。 

SPI的香味混合和应用技术弥补了ITM设备平台的不足，并将帮助

ITM集团开发新的加香产品。   

SPI的亨利•塔克评论说：“SPI成为ITM集团的一员后，可以直接扩

展下一代产品市场，并提高服务客户的能力，同时将支持我们的烟草业

务进行全球化的发展。我们还将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客户的产品开发

和项目，确保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最重要的是，它也让业界和我们的

员工相信，SPI未来将长期致力于烟草行业的发展。”  

机器制造商ITM为烟草和下一代产品制造商提供高质量的设备和服

务，藉此在烟草业建立了稳固的声望。“通过整合SPI的专业知识，我

们可以更快、更好地满足客户的期望”，董事会成员Michiel van der 

Sluis说。特别是在加热型烟草产品、特殊滤嘴和基棒的开发方面，ITM

认为对不同的改良胶水和香料应用系统的需求将会日益增长。“这些专

业领域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了解粘合剂和香料应用系统对于开发最

佳的机器至关重要。而SPI的员工就拥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SPI加入后，ITM集团在全球共拥有11家子公司和21个站点及服务中

心。每家子公司都拥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并通过不断整合来加强自身的

能力。ITM集团共有1200余名员工，其总部位于荷兰坎彭。其中，SPI子

公司拥有25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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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销售的净收益将主要用于包装机

械方面的投资，以此抓住终端市场

中具有吸引力的增长机会。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莫林斯

已同意将其名称“Molins”转让给

G.D.，但将保留该名称6个月的使用

权。 

莫林斯公司总裁托尼•斯蒂尔表

示，“此次出售将为我们加快投资

包装机械行业提供战略平台。”  

“莫林斯在不断增长的大型

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令人羡

慕的全球跨国客户组合，惊人的创

新技术，尤其是拥有才华横溢和敬

业奉献的员工队伍。出售I&TM，使

我对集团未来的增长机会更有信

心。”

意大利
西瑞斯收购Comas烟草机械
公司主要股权

西瑞斯已就收购Comas烟草机械

70％的股份资本达成协议。该交易

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 

Comas烟草机械公司拥有近300

名员工，其2017年的收入为2.1亿欧

元，税前利润约为5,600万欧元，

是烟草行业主要设备和加工生产线

的领先供应商。该公司总部位于

Silea（意大利特雷维索），在巴西

设有子公司。 

Co m a s烟草机械公司由马里

奥•马丁、朱塞佩•扎尼尼和塞尔

吉奥•博南于1971年共同创立。多

年来，这三大家族一直引领公司实

现技术创新和不断发展。在他们的

管理下，该公司在过去的30年间已

经成为了卷烟制造商的榜样。最

近，Comas及其工程师开发了一种低

风险新型产品的初级加工机器，成

为该领域的领导者。而低风险烟草

产品理应代表烟草行业的未来。   

交易完成后，西泽尔•马丁将

成为Comas董事会创始家族的成员代

表。他说：“由于创始家族的不断

奉献以及总裁Marco Boraso对优秀

技术团队的不断支持，在过去两年

中，Comas的营业额几乎翻了3倍，

并为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个

强大的平台。能够成为西瑞斯的一

员，并与G.D合作，我们感到非常高

兴和自豪。我们将利用它们在全球

商业中的价值，继续在烟草初级加

工方面积累经验。”  

收购完成后，马丁、扎尼尼

和博南家族将持有30％的总股权，

确保为Comas的持续成功提供宝贵

的战略支持。在以收购协议为前提

下，Comas和西瑞斯的领导层同意

将剩余的30％权益进行买卖。西瑞

斯将此次收购和其他收购业务相结

合，同意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5亿欧

元贷款融资，并向主要信贷机构提

供1.5亿欧元的循环信贷额度。 

西瑞斯首席执行官Angelos Pa-

padimitriou说：“以G.D为首的西

瑞斯烟草业务，已经控制Sasib、莫

林斯、斯如林。它将与Comas一起，

为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提供完整

的解决方案。目前，Comas和GD都处

于烟草行业的创新前沿，其中既包

括传统烟草产品，也包括新一代产

品。”

“通过收购Comas，西瑞斯将重

新占领全球烟草机械行业领导者的

地位。它拥有3600余名敬业的员工

和遍布全球的业务，并将创收10亿

欧元的价值。我们非常期待与Comas

的创始人、员工和供应商合作，共

享未来的成功。” 

西瑞斯是一家以创新为基础的

工业和包装解决方案的全球运营公

司。其总部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

由IsabellaSeràgnoli全资拥有。该

公司在32个国家中开展业务，并在

99个运营单位拥有60个生产基地。

其2017年的营业额为15.86亿欧元，

员工超过7100人。

中国
GIMA TT进入中国市场

GIMA TT已与上海烟草机械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将为其提供卷烟包

装生产线。  

该 协 议 于 2 0 1 7 年 开 始 生

效。GIMA TT作为中国政府认证的供

应商，为传统产品的包装提供完整

的生产线。预计未来几年内，其产

生的价值可达约8,000万欧元，并有

可能进一步发展新一代低风险产品

项目。 

在谈到协议时，常务董事Fio-

renzo Draghetti和总经理Stefano 

Cavallari说：“这份合同是我们在

中国市场的第一个里程碑，也是对

我们进入这个重要区域的回报。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市场，

它也为新一代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巨

大的潜力，这正好符合我们的专业

领域。”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它

代表了未来的包装生产线。这条生

产线不仅适用于传统卷烟，更适用

于新一代产品。我们的技术竞争优

势得到了中国客户的认可，并证实

了GIMA TT拥有持续创新和创造价值

的能力。”



We don’t just grow innovations,  
 we grow value. 

At SWM, we have a tradition of develop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hat’s why 
we’ve introduced Nexfill™, a natural tobacco filler substitute. It’s available in a  
variety of grades with consistent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that mix perfectly 
within existing blends, while delivering a neutral taste profile. And it can help  
you more effectively manage your overall supply chain costs. 

Find out more about Nexfill™ Tobacco Filler at swmintl.com.

Or contact us at:  
+33 (0)2 43 47 42 00
nexfillinfo@swmintl.com

© 2018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Inc. Nexfill™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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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公司Chemnovatic Sp. z o.o. Sp. 

k.是东欧尼古丁供应商之一，2013年成立于

卢布林。该公司主要客户均位于欧洲（见表

一），但也面向全世界销售。除了99.99%的

纯尼古丁，Chemnovatic还根据运营商代理

的需求做尼古丁溶液配方生意。也生产可以

直接使用的尼古丁电子烟油或者非尼古丁电

子烟油，包括“nic shots”和CBD烟油。公

司销售经理Emil Sołtan表示：“根据客户的

需求，我们也可以提供原料供客户自生产，

还可以提供成品供终端客户使用。”

波兰高校加持 共同研发尼古丁提纯工艺
Chemnovatic在其高度专业化的工厂生

产尼古丁，并与高校合作，共同研发尼古丁

专访尼古丁供应商
和电子烟油生产商
本期《亚洲烟草》采访了波兰公司Chemnovatic和加香行业专家Eduardo 
Berea，填补了在尼古丁供应商供应电子烟油行业方面的空白。

精细提纯工艺。公司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

Marcin Ławecki指出：“终端产品是完全在波

兰生产并通过认证的。”当前用于提取尼古

丁的烟叶原料绝大多数从国外购入。“我们

生产的尼古丁中只有一小部分确实是从波兰

烟叶中提炼出来的”，Ławecki大方地承认这

一点，并指出了原因。“从波兰产烟叶中提

炼尼古丁的最大缺点就是因为其中尼古丁含

量不够高，用来提取尼古丁收益不划算。”

因此，这家公司2017年开始开发自己

的烟草种子品系，用于种植出高尼古丁含量

的烟株。并且，来自多个研究院所的波兰科

学工作者也加入了这个项目。“2018年，我

们收获了这些种子种植出的首批烟株，成果

非常喜人。”Ławecki总结道：“我们切实

Chemnovatic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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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自己种植的烟叶作为尼古丁生产的原材

料，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还需要两

到三年的时间。”

Chemnovatic公司大约98%的尼古丁产

出都是利用“超临界萃取”工艺从烟叶中

提取出来的，剩下的2%是由化学手段合成

的。“一些国家禁止使用天然尼古丁，公司

只能采用合成尼古丁，这个我们也可以提

供，”Ławecki如此解释。天然尼古丁的优

势在于生产成本比较低，合成尼古丁贵好几

倍。然而，合成尼古丁也不是没有价值，它

更容易提纯。相对来说，天然尼古丁的劣势

之一在于含有更多杂质，当然可经由提纯工

艺去除。

获得欧盟委员会REACH法规批准
Ławecki希望对精确年产量数据保密，

公司已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欧盟化学品注

册、评估和许可法》（REACH法规，2018年

5月生效）批准，每年可生产多达10公吨的

尼古丁和1吨的尼古丁水杨酸盐及尼古丁苯

甲酸盐。不过REACH法规也允许生产商申请

登记的产量超过10吨，Chemnovatic计划在

年末申请。Ławecki说，他的公司最初选择

登记的年产量为“最多10吨”，目的是“在

我们做出提高年产量的决定之前，监测和评

估市场环境和竞争者动向。”登记费用非常

高，一些竞争公司“可能会通过钻空子极力

规避REACH法规”，他如此猜测。

考虑到Chemnovatic的产品标准，法务

专员Marcin Górecki指出，公司生产的所有

尼古丁“频繁接受USP（美国药典）和EUP 

（欧洲药典）标准分析，并且如有需要我们

随时均可提供质量认证。Chemnovatic从最

初就专注于品质，这帮助我们在近几年得以

迅速成长，”他补充说，质量认证书对客户

来说非常重要，因其向他们保证一贯的高品

质和安全标准。“我们非常清楚销售给制造

商的产品成分会极大地影响他们最终产品的

质量。产品质量越高，销量越好，对我们提

供的成分需求量也就越大。这是一个非常简

单的原则。”2017年12月，Chemnovatic通

过了TÜV Rheinland Polska Sp. z o.o.的审

计认证，获得了ISO 9001:2015认证、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GMP（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

当有新客户接触Chemnovatic公司并

咨询尼古丁订单时，公司会和客户一起进

行全面、积极的讨论，以了解他们计划生

产何种产品，具备哪些生产技术，将在哪

些市场发售产品。Ławecki说：“我们了解

（
Alternative Ingredient公

司
）

（
Chemnovatic公

司
）

Alternative Ingre-
dient公司的加香专
家Eduardo Be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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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详细，越能给客户提供中肯的建议，让他们选择合适的尼古丁

类型。”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部分国家实施的法律法规。“客户往

往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将尼古丁进口到自己的国家，”Ławecki表
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努力帮助他们联系有关部门，来确定出

货必须复合什么要求才不会引发问题。”例如，有些国家完全禁止

某种尼古丁，或某些潜在用途。（请查看边框内容，了解更多此类

法规）

加香专家Eduardo Berea是美国老牌公司Alternative Ingredients, 

Inc.（简称AI）的国际销售经理，也是CORESTA（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

作中心）的董事会成员。AI向蒸汽烟行业供应加香电子烟浓缩液体和

尼古丁溶液（溶于丙二醇和甘油的10%浓缩液，和尼古丁、丙二醇、甘

油比例分别为10:45:45的混合液），生产中使用的是纯USP认证级别的

尼古丁。Berea表示，在电子烟油开放系统中最常见的是0.6%、0.9%和

1.2%浓度的（大约分别相当于6、9、12mg/ml）尼古丁浓缩液。

Berea肯定Chemnovatic的Marcin Ławecki的观察成果，从价格上

来说，相比于人工合成尼古丁，“从烟叶中提取的（天然尼古丁）

尼古丁具有10倍左右的竞争力”。但他也认为天然尼古丁口感更好，

并指出，自己“还没有尝过清爽、中性香味的合成尼古丁。”Berea

补充说，从美国现有法规来看，对于这两种尼古丁曾有过争论，因

烟草法案仅对从烟叶中提取的产品进行特别管控，人工合成尼古丁

就无需受CPT法规（通用医疗程序法规）的约束。但无论如何，尼古

丁是一种必须被监管的物质，所以如果人工合成尼古丁未被认定为

一种“烟草产品”，它或许会被认定为一种”药品。“而且我认为

后一条道路将会更具挑战性（因为这需要取得FDA的批准），”Berea

如此分析。

AI一般是从欧洲或印度寻求尼古丁供应商。因AI要求供应商

符合REACH法规，所以限制了他们只能与3家供应商合作。国内供应

商是后补力量。由于AI可确保他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尼古丁均

符合USP或EUP标准，因此可以安全地宣布“不良成分（杂质）”

只有“极低的含量”，甚至只有痕量，也就是说低于检测水平。

但Berea说，还有必要补充一点，即一种尼古丁符合USP或EUP的纯

度级别，不意味着它一定味道很好。他回忆说：“我测试过一些符

合级别的产品，有强烈的鱼腥味或塑料味，这些尼古丁都不适合我

们。”

表1：Chemnovatic公司客户分布

来源：Emil Sołtan，Chemnovatic公司销售经理

市场区域 比例%
非洲（不包括北非） 3%

亚洲（不包括中东） 2%

东欧 4%

西欧 65%

中东和北非地区 10%

北美 14%

南美 1%

其他地区 1%

 100%

表2：尼古丁与尼古丁衍生物普通形式和浓缩物

来源：Chemnovatic公司

衍生物或其他
类型
天然尼古丁

尼古丁苯甲酸盐

尼古丁水杨酸盐

尼古丁溶液

尼古丁苯甲酸盐

溶液

尼古丁水杨酸盐

溶液

合成尼古丁

典型浓度

>99.9%
>99.9%
>99.9%
0.3 – 56.0% 
（取决于客户要求）

1.8 – 20.0% 
（取决于客户要求）

1.8 -10.0% 
（取决于客户要求）

>99,9%

交易的典型
形式
液体

晶体

粉状

液体

液体

液体

液体

交易的典型单位
面积
1升

1千克或以上

1千克或以上

10毫升至100升

10毫升至100升

10毫升至100升

1升

选天然尼古丁还是尼古丁盐？
由烟株提取而来的天然尼古丁是电

子烟油中最常用的尼古丁类型，它无色

无臭，经过广泛验证和科学检测。提取

也非常容易，相对于合成尼古丁也便宜

很多。然而，尼古丁盐这类尼古丁与其

他物质的化合物，正渐渐受到人们的欢

迎。尼古丁盐常为粉状或结晶状，相比

于天然尼古丁，更不容易被氧化（化学

变质）。这种特性使其即便溶解在载体

药剂当中（例如丙二醇），作为雾化烟

油，保存时间也更长。再者，尼古丁盐

能更快被循环系统吸收，并为蒸汽烟吸

烟者提供更强、更长时间的影响。因其

相对天然尼古丁较低的pH值，尼古丁盐

也更加柔和，这意味着在吸蒸汽烟时感

觉到的“击喉感”没有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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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这一名副其实的雷区
尼古丁及尼古丁产品被划为危险物品，其出口

（及随之而来的目的国进口）均需服从大量义务、法

规、指南、条件等，甚至还有禁令。对于国际陆运来

说，有害物质必须遵守ADR公约定下的法规规定（危

险货物国际道路运输欧洲公约）。空运需要遵循IATA 

（国际空运联盟）制定的规则。与此类似，海运也需

遵守IMDG（国际海上危险物品法规）。ADR、IATA和

IMDG的法规包含参与生产职员的必需培训，和运输

危险品或危险物质的代理公司的职责，还有基于联

合国的建议对危险品进行分类区别，包装规定，证

明文件规则，商标规范等等。还有，Chemnovatic

至少还需要考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简称ECHA）制

定的诸多规定。“我们必须每年报告一次出口到非

欧盟国家的尼古丁数量，报告包括目的国、客户名

称和其他数据，”Chemnovatic合伙人兼首席运营

官Bartłomiej Gęca补充了细节。“在我们能合法出

口尼古丁和尼古丁产品前，只能依照欧盟CLP法规

的规定将其定为有害物质，我们必须在计划的装运

期35天前向ECHA申请到一个RIN号码。”但是，有

一些国家没有与ECHA签署合同，这种情况下就无法

出口。“此外，在出口尼古丁之前，我们如果想要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需要确切地了解到在目的国

究竟哪一种方式才是合法的，怎样的用法才是允许

的。”Geca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与客户

保持联系，这样在海关署对运输提出疑问的时候，

才能对出现的困难做出最迅速的反应。另一个问题

是有些国家开始对尼古丁产品征收特别税。我门也

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以免清关时措手不及。”

欧盟委员会的《烟草产品指令》（简称TPD）表明

只有高纯度的成分才能用于含尼古丁的烟油制造。因

此，AI决定仅使用经USP认证的尼古丁，所以据Berea所

说，要“保证最高纯度的产品面市。”此外，遵循USP品

质标准也会“将不良成分例如烟草特有亚硝胺控制在极

低的标准，帮助尽可能减少公众健康风险。”

谨慎筛查供应商是关键
中国、印度或东欧等地区的许多尼古丁供应商可供

应各种类型的尼古丁，报价往往非常低。实际上这些供

应商都在其网站上宣称，他们的尼古丁产品符合USP或

EUP标准。然而这有真有假，Berea建议要谨慎对待。他

说：“问题在于一次USP测试有些贵，”一些不够诚信的

小供应商可能就不会花这笔开销。并且，明显还有“某

些供应商”宣称已在REACH登记，其实只“写了一封想要

登记的信。”因此，每个有兴趣的商业买家都应该采取

一些措施，谨慎地对供应商进行筛查，全面查看他们的

证明文件，尝试他们的产品，并且有可能的话，通过第

三方实验室对样品做一个分析实验。 

（
Chemnovatic公

司
）

Chemnovatic高管团队：从左至右分别为Emil Sołtan, 
Marcin Ławecki, Bartłomiej Gęca, Marcin GóreckiChemnovatic公司对尼古丁产品进行质量检查

（
Chemnovatic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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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卷烟产品（以及走私卷烟）充斥部分市场，尤其是中东、非洲和东欧地区。不仅导

致合法卷烟制造商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烟草品牌形象也会受到影响。此外，

西欧和许多亚洲地区的卷烟价格越来越高，假冒产品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这些烟草公司为

了保护其自身品牌安全和增加收益，将许多复杂的印刷工艺应用到产品包装甚至烟支上。 

TANN集团优越的安全性能
TANN集团将总部从瑞士迁至邻近的奥地利Traun镇。几十年来，该公司一直为烟草业提

供印刷产品和方法，是兼具可靠性和创新性供应商的代名词。公司技术服务经理迈克尔•林

德纳（Michael Lindner）博士透露，卷烟制造商由于自身需求或监管变更的需要，经常与

该公司进行商讨，询问“我公司是否可以为烟草产品提供优越安全的防伪功能。”  

防伪印刷在烟草行
业中的应用
烟草行业的卷烟造假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卷烟制造商可采用多种防伪印刷
（具有防伪功能的印刷方法）技术以保护品牌安全。《亚洲烟草》针对其中
一些卓有成效的方案进行了探究。 

带有Tannpapier清晰封口标签的卷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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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纳博士说：“公司的重点放在‘智

能安全’项目上。这一项目可通过接装纸、

内衬垫、透明封口标签和拉线来实现。”

他补充说，这些项目主要是为了解决客户的 

“产品面临非法贸易”问题。“此外，国家

也在为控制烟草非法贸易和提高可行性方面

制定更多的法规。” 

为应对墨西哥烟草新指令，TANN集团

首次生产出独特的透明封口标签。“我们从

2010年初开始向墨西哥首次出售透明封口标

签，”林德纳博士回忆道，并补充说，当时

该国已经颁布了一项新法规，要求将健康警

语放在卷烟软包的上半部分。而传统的纸质

密封标签会掩盖部分警告，因此它们不再适

用于新的法规。“而透明密封标签则完美地

解决了这个问题。”

之后，TANN集团明确表示，这种封口

标签也可以为卷烟包装提供安全性能。“就

未印刷的透明封口标签而言，其安全性相对

较低。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平坦且柔韧的

透明材料，如不同的聚合物薄膜，都可以制

成这种透明标签。然而，如果这些标签与复

杂高级的印刷效果相结合，安全等级将大大

提高，”林德纳博士详细说道。“一方面，

适用于这种特殊印刷效果的透明材料十分有

限。另一方面，这项技术需要丰富的经验才

能将复杂的设计完美地印刷到包装上，”他

解释说。此外，政府部门以及TANN集团的客

户都可以使用这项技术来检查产品的真伪。

林德纳博士坚称：“我们的技术专长是

轮转凹版印刷术，它可以产生出色的印刷效

果”。除了使用多种专色墨水[a.k.a.多色

彩]、金属油墨、珠光涂料和半色调设计，

还可以采用颜色变化或色移、耐热镍铬合金

和紫外线活性[即荧光]等机能。此外，林德纳博士建议使用热箔来

获得纯全息或完美闪亮的金属效果。这是一种广泛用于水松纸行业

的技术，几乎无法被造假者仿效。 

“简单地说，多色彩印刷或热箔印刷的透明封口标签比单色

印刷的简单[纸张]标签具有更强的防伪功能，”林德纳博士坚持

说。然而，他也承认，到目前为止，业界之所以普遍采用透明封口

标签，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包装规定，而并非直接考虑到其安全功

能。“但是它可以间接实现安全功能，这是因为TANN GROUP能够提

供多色印刷标签。”

Taggants（“虚拟指纹”）是TANN集团成功应用的另一种安全

技术。“Taggant系统是用于品牌保护和识别的隐性取证工具，具有

很高的价值”，TANN集团子公司TANN德国公司销售经理Ralf Schaf-

franke证实。目前，常见的Taggant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将上转换磷

和不可见的红外光转换成可见的彩色光。相比之下，TANN集团提供

的Taggant技术则是基于均匀掺杂的稀土材料和独特的光谱特征，

并且只能由专门编程的读取器进行检测。“多年来，TANN德国公司

一直提供这种隐性认证功能，并为用户提供了多种产品，例如拉

线，”Schaffranke说。 

TANN集团拉线实际上是显性、半隐性和隐性安全功能的理想

载体，如可见和不可见的特殊油墨或标记物，用以保护品牌的完整

性。“我们已开发出了为烟草市场提供显性安全功能的定制组合，

例如复杂的印刷设计，包括微文本和细线印刷，以及安全油墨，

如‘色移’OVI油墨。这种材料几乎不可能由未经授权的一方进行复

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保护了品牌的价值，防止产品受假冒和抄

袭的困扰，”Schaffranke说。 

此外，该公司还采用不同类型的特定分子标记物（也可以是反

斯托克油墨），赋予拉线独特的光谱特性，从而达到更高的安全水

平。该方法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验证。Schaffranke断言，在为卷烟

包装提供的各种安全方法中，拉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被“视

为最具成本效益的安全功能载体”。

中国：假冒产品影响本地和国外烟草品牌  

由于中国吸烟人数众多，除了区域和跨国烟草公司的产品外，

中国还拥有无数本土卷烟品牌。这些本土卷烟品牌倍受欢迎，吸烟

（
Tannpapier有

限
公
司
）

（
Tannpapier有

限
公
司
）

（
Tannpapier有

限
公
司
）

Tannpapier提供的撕条Tannpapier生产的金属变色防伪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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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其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因此，这些烟草

品牌经常被伪造或面临走私问题——这不仅

损害了品牌商的利益，还影响了本地烟草品

牌的形象。因而，这些烟草商采用包含复杂

全息设计元素的包装来保护自己的产品。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苏州印象镭射科

技有限公司（SILT）率先成为了光学防伪行

业的领导者。该公司位于中国东部城市苏

州。此前，该公司研发出了先进的光学安全

技术，为卷烟制造商提供了完整的防伪包装

解决方案，包括税票、拉线、全息BOPP收缩

膜、热箔和卷烟盒。销售总监杰克•张（Jack 

Zhang）表示，该公司除了为本地客户提供技

术支持外，还在欧洲、北美和南美占领了相

当大的市场。

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杰出的

全息和色彩设计，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该公

司采用一种名为“无油墨印刷”（NIP）的

新技术，“这既不是传统的印版技术，也不

是通过喷墨印刷产生的，”杰克•张说。这

种技术不仅应用于居民身份证和其他官方文

件，还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用于卷烟软包和

硬包盒上。

NIP通过利用物理显色方法，例如在微

纳结构内产生衍射、折射、干扰、散射和波

导，显示字符以及黑白和彩色图像，从而部

分或完全取代油墨印刷技术。NIP技术有两

大重要方面，即安全和环保。它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甚至完全消除油墨、溶剂和抑制

剂的蒸发和排放，减少VOC残留和重金属污

染。因此，NIP被认为是环保印刷领域最有

效的进步。 

无墨印刷和母板制造背后的核心技术是

由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胡祖元

进行研发的。胡先生从事光学防伪技术领域

已有30余年，在光学安全领域拥有丰富的专

业知识，曾主持或参与过数十项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

NIP几乎成为了无法被模仿的防伪印刷

方法。其原因在于光学图案的产生源于极难

的技术。“这种模式同时赋予了显性、隐

性和法医安全功能，”杰克•张阐述道。显

性的安全功能包括2D/3D、触发器和色移设

计。而隐性安全特征可以包括高度仅0.02mm

的微文本或图像，并且仅在放大的情况下可

见。然而，由于法医安全功能具有保密性，

杰克•张拒绝讨论其详细信息。

杰克•张还暗示NIP的价格并不低。至少

在初期阶段，这项技术包含相当大的成本因

素。因为“与传统印刷方法相比，该技术的

工具开发成本高昂。”一旦成功配置，成本

因素将逐渐减少。因为生产过程不需要消耗

使用AlpVision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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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NIP，实现卷烟
包装的隐性安全特征 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微观防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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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一类的物品。他声称：“产量越高，成

本越低”。产品设计通常由客户提供，然后

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设计师团队

根据客户的描述进行美学增强和渲染。“当

然，我们也可以提供设计方案，并提供定期

服务，”杰克•张补充道。

除了卷烟软包和硬包外，NIP还可用于纸

张和塑料薄膜（如PET、PETG、BOPP、MOPP、PVC

等）材料制成的贴纸、封口标签和拉线。根据

需要，QR码也可以合并应用于贴纸和标签中，

用于跟踪和认证。除了与越来越多的卷烟制造

商合作，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还向蒸汽

烟草行业提供防伪印刷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用

于包装材料。

AlpVision：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风景秀丽的瑞士沃州有一座小城——沃

韦（Vevey），位于洛桑和日内瓦湖附近，

并以食品和饮料公司雀巢（Nestlé）全球总

部所在地而闻名。另一家常驻公司是防伪印

刷技术开发商AlpVision。该公司在美国和

中国设有办事处，代理商遍布全球50多个国

家，拥有Cryptoglyph®和Fingerprint®两大

卓越防伪印刷技术，并且已被用于卷烟和蒸

汽烟草业以及其它制造领域。 

Cryptoglyph®技术于2001年推出，并在

2007年首次应用在卷烟包装上。据该公司总

裁弗莱德•乔丹（Fred Jordan）博士称，虽

然全球各地的卷烟制造商都在使用该技术，

但目前，AlpVision公司的主要市场仍在欧

洲。“Cryptoglyph®技术将一种隐形图案打

印在外层包装的清漆层中。这一技术百分之

百符合常规烟草包装的印刷解决方案，”他

解释道。 

更确切地说，Cryptoglyph®在整个印刷

材料表面嵌入直径为10到20微米的伪随机图

案。“这种具有安全性的图案是通过平版印刷

术、苯胺印刷术或轮转凹版印刷术等传统印刷

技术完成的，肉眼完全看不见。实际上，这种

技术并不需要特殊的印刷装置或特别的消耗品

[墨水]。”乔丹博士详细说道。“这些微缩点

并未穿透清漆层，只是在表面绘制图案，并没

有形成孔洞。”此外，这项技术不仅可以应用

于包装层，还可以用于烟支上，例如将微缩点

嵌入过滤嘴包装纸上。 

乔丹博士指出，我们要明白，这些图

案是一种伪随机微观结构，而不是品牌标

识或其他几何图案，因为“这些都很容易

被复制”。他说：“每个品牌的微观结构都

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常被用于同一个产品批

次中。”由于Cryptoglyph®技术可以轻松地

整合到现有的印刷机械中，因此可以连续进

行生产；而且因为不需要特殊的油墨，制造

商不必承担额外的生产成本。”从技术上

讲，Cryptoglyph®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整

合、配置、组装和运行。但实际上，一台打

印机通常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正式投

入工作，因为在此期间打印机和气缸制造商

必须进行磨合。

Fingerprint®是AlpVision公司又一杰出

的防伪打印技术，主要应用于蒸汽烟草产品

和电子烟产品。Fingerprint®不仅可用于模

塑、冲压、轧制或压花产品的真伪验证，例

如塑料瓶和用于雾化液体的盖子，也可用于

电子烟或雾化器产品。“它也可用在玻璃瓶

上，但我们还未尝试过，”乔丹博士说， 

“当Fingerprint®应用于雾化液体容器上，

我们还建议验证防干扰的盖子，以避免重新

填充的问题。” 

Fingerprint®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即

在每个模具、印章或压花工具的表面打印上

微观材料作为“缺点”（记号），这种“缺

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独特。在生产过程

中，不规则的“缺点”会不断地在瓶子、盖

子、电子烟壳（你所能想到的材料）的表面

转移，并在这些物品的表面上进行“压印”

。这与法医犯罪学中的做法非常相似，就像

将子弹绑在开火的枪管上一样。 

（
AlpVision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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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材料供应停止或因供应不足而

突然造成瓶颈，生产会放缓或者被迫暂时叫

停。因此，让新的供应原料流动起来，一直

保持足够数量的烟草，才是让车间保持运转

不停的关键因素。有时，会在不同的制造厂

之间及时转移烟草，可能是国与国间、区域

之间，甚至是各个大陆板块之间。这是属于

专业物流供应商的舞台。他们凭着专业的知

识经验、优质的货运代理以及良好的仓储系

统为烟草业的客户提供支持和服务。

Andromeda公司：专注于烟草业12年
Andromeda公司总部位于荷兰，在鹿特

丹、安特卫普和迪拜设有三个运营中心。其

中，鹿特丹中心只提供货代服务，后两大中

心提供全面的业务仓储和运输物流服务。虽

然公司的传统核心业务是冷冻食品货代，但

后来也开始涉足各类烟草业务。“想在货代

业务中生存下去，必须关注特定的行业及商

烟草物流与仓储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运输和仓储是烟草业确保生产线得以顺利运行的两大重要环节。《亚洲烟
草》本期采访了该领域一些重要的供应商。

品。因此，我们从2006年开始重点聚焦烟草

业，”Erik van Nueten董事解释道。

遍布全球的仓储设施
虽然Andromeda公司掌控着约35,000平

方米的存储空间，但实际上没有一家自己的

仓库，而是与第三方仓库所有者签订了长期

租约。van Nueten允诺：“这些仓库设施齐

全，尤其适合储存烟草。因为仓库能提供虫

害、湿度、监测和烟熏设施。”每天对仓库

进行适度清洁，并及时修复损害。

对虫害零容忍
据van Nueten介绍，安特卫普中心实行

虫害“零容忍”，即“所有运进来准备储存

的烟草会在卸货前检查一遍”。即使是特别

繁忙的4至10月，每日监测也不例外，这样

就能确保不会发生虫害。“然而，在迪拜，

由于环境原因，虫害几乎不可能发生。但即

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集装箱码头上的装货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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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如此，我们每天都会进行监控，以防止烟

草受到潜在的侵扰。只要发现有任何感染迹

象，立即进行烟熏，”他详细地说道。

满足每一位客户需求
Andromeda在仓储空间上采取非常灵活

的政策。正如van Nueten所说：“无论烟草

业客户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能为他们分配

好空间。”这包括为进出口客户，以及和

Andromeda公司签订货代协议的客户安排短

期和长期存储服务。关于产品进出口，“我

们还提供所有海关申报所需的资料和其他文

件，”van Nueten承诺。迪拜工厂主要接受

成品（例如卷烟）存储，安特卫普中心专门

存储未加工的烟叶。

与货代伙伴合作
在货代业务方面，Andromeda与合作伙

伴携手提供如空运、火车货运、卡车装运和

集装箱船载运等运输物流服务。由于原产国

和目的地国之间进口或出口法规可能存在巨

大差异，因此Andromeda协助客户了解“最

新的海关和税务程序上的任何变化。”在这

方面，Andromeda并不局限于任何原产国或

目的国。“我们不仅仅服务于特定地区，而

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van Nueten笃

定地说道。

Dedem Mekatronik 
为客户量身定制的
直角坐标机器人

(D
edem

 M
ekatronik)

克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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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什纳帕特南（Krishnapatnam）港满足出口需求
印度是全球主要的烟草生产国和出口国，尤其是南部安得拉

邦土壤肥沃的甘特市和维杰亚瓦达之间的地区。单是甘特市的每年

烟叶出口量约有1.2万到1.5万个40英尺的货运集装箱。但是附近缺

少一个能促进出口贸易的优质港口。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当

时量身打造的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集装箱码头（KPCT）投入运营。 

“克里什纳帕特南港距离甘特市-维杰亚瓦达贸易带约250公里，极

大满足了出口需求，”港口设施总监Vinita Venkatesh说。通过该

港口出口到全球各地的烟叶数量不断增加，港口的需求变得更为可

观（见表1）。

存储和吞吐能力
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存储和运输包括烟草在内的各种货物。港口

拥有三个通用仓库和两个集装箱货运站（CSF）。

可将烟草存放在以上任何地方。但是该港口目前并不考虑推

广“烟草专属”的仓储概念，尽管港口的设施能让烟草在共享仓库

中得到短期或长期储存。然而，Venkatesh“将来会”考虑出租烟草

专用的仓储空间，甚至考虑让烟草公司在现场安装加工机械，如果

有人接洽该业务。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这种现象。

交通方便 报关便捷
“需要烟草发货时，会通过公路运输

从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将适当数量的40英尺

的空集装箱运送到出口商的工厂，装载完

后再返回港口，”Venkatesh解释道。如

果有需要，港口还能提供烟草集装箱的熏

蒸。“首先将集装箱运到专门的熏蒸区域

进行处理，随后报关，确认无虫害后，再将

集装箱转移到出口的场地，”Venkatesh补

充说，烟草作物还常常来自于印度的其他主

要种植区——卡纳塔克邦。“其他邦的烟草

在甘特市加工后就能转移到该港口，等待出

口。”所有的海关文件由港口海关代理商

（CHA）处理。Venkatesh说：“每个烟草出

口商都会有港口指定的代理商。海关办公室

交通方便，便于货物进出。”

卓越的交通设施
克里什纳帕特南港规划得很好，打造了

公路和铁路交通网，货物运输能力很强，这一

点对于进口的集装箱而言也意义非凡。例如，

该港口有一条25公里长的四车道公路，从港口

作业范围直接连到国道。Venkatesh说：“道

路的设计高瞻远瞩，能确保货物在没有道路交

通拥堵的情况下顺利进出港口。”此外，该港

口与班加罗尔、那格浦尔和海德拉巴之间也有

定期的集装箱通勤列车。

“我们是一个零拥堵港口。集装箱航运

公司根据签订的泊位窗口协议，在各自的时

间表到港或者启程。该港口能实现全年、全

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没有任何假期。”由

于港口内部设施和附近的巨大陆地面积，该

港口甚至“欢迎任何有计划建立自己的设施

的行业，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土地租赁或直

接购买。”

Dedem Mekatronik：一站式供应商
现在开始介绍土耳其的Dedem Meka-

tronik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

于伊兹密尔，在达拉斯和巴塞罗那也设有

代表处。Dedem Mekatronik本身并不出租烟

草仓储空间。相反，该公司在工厂或远程存

储地点，通过设计、构建和实施自动化仓储

系统来为烟草生产商提供服务。“我们使用

最先进的技术，如ASRS系统和无人搬运车

[AGV]来创建全自动化、独立的原材料物流

运营，”总经理Rasit Imrenci阐述道。

表1：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的仓库和集装箱货运站

*室外集装箱存放空间为61,140 m2。
**室外集装箱存放空间194,249 m2。
资料来源：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集装箱码头

设施名称 数量 单位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铁路装卸

K仓库 1 10,000 m2 20,000 m2 是

 2 每个5,000 m2  

MVR仓库 4 每个8,652 m2  34,608 m2 是

SRK仓库 6 + 6 每个2,416 m2 28,992 m2 是

海鸟集散站 1 9,000 m2 9,000 m2 * 否

Gateway Distriparks 1 4,645.2 m2（保税） 13,935.5 m2 ** 否

集散站 1 9,290.3 m2（国内）

(D
edem

 M
ekatronik)

(D
edem

 M
ekatronik)

Dedem Mekatronik总经理
Rasit Imrenci

全自动AGV，完全适合托盘物流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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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蓝筹客户青睐
“当C-48和C-96箱子进入或装满时，

我们会带走，然后进行扫描和分类。如果有

需要，我们会把它们投入生产或自动存储、

检索系统。这完全取决于客户需求。”该公

司声称已成功完成全球26个国家的项目，主

要客户为菲莫国际、日烟国际和英美烟草公

司，运输地点主要为中东、欧洲和美国。

Imrenci断言：“可以用无数种方式储

存烟草。我们Dedem Mekatronik公司是卷烟

制造地附近箱装烟草物流专家。”例如，前

段时间，公司在伊兹密尔的一位客户要求将

箱装烟草从仓库运送到远程的生产现场。 

“我们与合作伙伴EK Automation合作，他

们负责为客户提供一个自动装载和卸载箱子

的无人搬运车，然后分类到生产地点进行拆

箱，”Imrenci回忆道。

及时供应对卷烟制造至关重要
卷烟生产通常是一项持续的任务，因

此在正确的时间将原材料放在正确的位置变

得至关重要。“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自动化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和最具持久性的方

式。”Imrenci认为，能为菲莫国际、日烟

国际和英美烟草这样的客户提供原材料的完

美流入和流出服务，确保生产无缝连接是

Dedem Mekatronik致胜的关键。Imrenci表

示：“我们不希望看到生产因为原料供应不

足而迟滞的情况发生，我们要确保生产始终

保持高速运行。”

但是，这里指的是成品的烟草制品，

比如卷烟和雪茄的存储或物流。“我们提出

了一个概念，即我们根据品牌的不同，在滚

筒输送机的多层货架系统上放置存储主箱，

然后根据配送中心的实际需求来自动构建托

盘，以完成订单采集。”实施这样的自动化

终端系统显然能为客户节省大量的劳动力和

存储空间。

深入了解项目环境
在快速变化的制造环境中，紧跟最佳生

产实践和最新的技术，从而实现更快速、更

高效、更低成本、更安全的生产是一项巨大

的挑战。“Dedem Mekatronik深入了解项目

环境和目标，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实现生产自

动化成功的关键第一步，”Imrenci说。当

制造商与Dedem Mekatronik等一站式供应商

合作时，他们可以享受一站式的安心服务，

包括所有的工程、实施和调试。

“凭借25年以上的经验，我们在原材料

处理、生产线、内部物流、包装、码垛以及

分拣的自动化上均表现不凡。甚至能在向工

厂运输之前就在内部创建3D模拟，并呈现给

客户，”Imrenci说道。 

表2：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年度烟草出口量

资料来源：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集装箱码头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projection)
92,000 MT 101,300 MT 116,400 MT 115,400 MT 127,000 MT

（全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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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什纳帕特南港口集装箱码头总监Vi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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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上烟熏香袋烟草容器

Andromeda 
Participations BV
总监Erik van 
Nueten

[A
ndrom

eda P
articipations B

V
]





50 tobaccoasia  

LEAF NEWS 烟叶新闻

澳大利亚
缴获6吨非法烟叶

澳大利亚当局没收了6吨非法烟

叶，以及位于北领地凯瑟琳的大面

积成熟烟株。烟株占地面积大约7公

顷，造成的税务损失逾1300万澳元 

（合940万美元）。这是由澳大利亚

税务局和澳大利亚边防署合作组成的

特遣小组首次成功实施的突袭行动。

在被突袭检查的地方，当局发

现3种独立作物。其中许多作物的高

度都超过了2米，旁边还有用以晾干

这些非法作物的运输集装箱以及一

个庞大的灌溉系统。这是在北领地

首次缴获烟草，该地区成熟的烟叶

种植区绵延数千公里，所种的烟草

虽然不在烟草作物生长期却也长势

旺盛。

澳大利亚税务局副局长威尔•

戴伊表示：“对那些想要从非法

烟草贸易中获利的人来说，信息很

清楚，他们无处可以躲藏。我们会

继续与其他兄弟部门通力合作，不

论非法烟草作物种在哪里，都要寻

找、缴获并摧毁它们。”

 

马拉维
烟叶收益上涨35%

烟草业监管机构烟草控制委员

会于2018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马拉维的烟叶收益与去年相比上涨

了35%，预计到本烟季末能超过3亿

美元。烟草控制委员会方面表示，

收益上涨的部分原因在于来自邻国

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烟叶进口量增

加，并在此代销。

烟草控制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凯

伊西•萨达拉表示：“这一增长是因

为我们边境不稳。许多烟叶从莫桑

比克和赞比亚涌入，超过了我们本

地的生产预期。”烟草控制委员会

预期的生产量是1.47亿公斤，市场

需求量则为1.7亿公斤。

津巴布韦
烟叶销量创历史新高

临近销售季末，津巴布韦的烟

叶销售量创下了2.371亿公斤的最高

纪录。这标志着此前充满争议的土

地改革颇有成效，也表明有助于缓

解该国美元严重短缺的现象。2017

年，津巴布韦的出口外汇总收入为

38亿美元，烟叶占其中的1/4，仅次

于黄金。

2008年，该国的烟叶产量一

度跌至谷底，近年来，由于世界上

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中国的烟草

需求量不断上涨，再加上私人烟草

企业的资助，如今也一路上涨。烟

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的数据显

示，津巴布韦本地拍卖会上的烟叶

销售量大涨，一举打破2000年曾创

下的2.369亿公斤的记录。烟草业营

销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今年的烟

农有11.1万人，去年有8.1万人。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安德鲁•马蒂比利博士表示，尽管本

烟季中期曾遭遇旱灾，但如今在小

块土地上耕种的人数更多了，大大

促进了烟叶产量上涨。

马蒂比利称：“这种转型，换

句话说也就是从平均40公顷的大规

模种植转向平均1公顷的小规模种

植，对烟草业非常有利。因为它能

使更多个人和家庭从烟叶这种利润

丰厚的作物中获利，也帮助津巴布

韦的烟叶与世界接轨。”

美国
过量降雨导致烟叶上市推迟

北卡罗来纳州东部降雨过量，

对该州烟农造成的损失尤为惨重。

实际上，一些烟农表示，过量的降

雨会给烟田和他们的收入带来同样

严重的打击。

因为今年的强降雨，烟农无法

在松软的土地上使用重型设备进行

收获，烟叶被淹，或者湿到根本没

办法入仓。该地区烟叶上市的时间

因此被大大推迟，烟草市场则已于8

月14日开放。

印度
15%的烟田改种其他作物

过去3年来，受政府2015到2016

年间推行的作物多样性计划影响，

印度有约15%的烟叶种植土地改种

了其他作物。印度农业部的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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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印度15个邦共有45万公顷土地

种植烟叶，面积不到印度可耕地面

积的0.3%，而其中6.7万公顷都改种

了豆类和蔬菜。

农业部近期数据显示，在安得

拉邦的影响下，已经有9个邦出现烟

草改种其他作物的现象。

马拉维
烟农称日烟国际的烟叶购买量
远远不够

一些烟农表示，日烟国际马拉

维烟叶公司于8月初购买了4.9万公

斤合同种植的烟叶，但这个购买量

远远不够。因为该公司从烟农那里

购买定量烟叶后，从7月底就停止购

买，已经给烟农造成了经济损失。

日烟国际马拉维烟叶公司承诺

按合同购买剩余烟叶，同时就购买

量与烟草控制委员会达成了一致，

因而8月又开始购买烟叶。日烟国际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烟农最终的

烟叶产量比合同规定量多出了47万

公斤。

声明中还称：“关于超量烟叶

的购买量问题，日烟国际购买的烟

叶数量仅应为4.9万公斤或超量烟叶

的10%，这一数量已经获得了烟草控

制委员会的同意和认可。”

“4.9万公斤是再处理的烟叶。

这就意味着，它们并未达到业内规

定标准，被退还给烟农进行再处

理。质量上的损失迫使购买者履行

条约，因为烟农一开始提供的烟叶

质量就很差。”

阿塞拜疆
暴雨未对烟叶造成严重损失

阿塞拜疆烟草生产及出口商协

会主席特尔曼•哈斯拉托夫表示，阿

塞拜疆西北部的暴雨并未给烟叶带

来严重损失。

哈斯拉托夫称：“我们已经对

烟田进行了检查，大部分烟田损失

不大。但是，我们还没有检查更高

海拔地区的烟田。那些烟田离山更

近，降雨量也就更大。关键在于烟

田并没有被完全淹没，否则对烟叶

危害是很大的。”

哈斯拉托夫还表示，从整体上

看，2018年阿塞拜疆的烟叶产量会

显著上涨。“2018年的烟叶产量很

大。烟农们甚至都对烟叶收购点数

量不足感到不满了。因此，2018年

干烟叶和烟草制品的生产量肯定会

大大提高。”

还有个更好的消息：哈斯拉托

夫认为到2018年底，阿塞拜疆的烟

叶产量或许能上涨30%。

阿塞拜疆国家统计委员会给出

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阿塞拜

疆340公顷土地上收获的烟叶超过

了975吨，是2017年同期数量的8.2

倍。2018年上半年烟叶带来的收益

达到了2048万新马纳特（合1200万

美元），比去年同期高出了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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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白肋烟产量达到历史最低。当时大型跨国公司基本上可以买到他们实际

所需的白肋烟，剩下极少的烟叶对于无数中小型烟草公司来说更显珍贵，市场被一扫而空。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在白肋烟匮乏的背景下诞生。“我们相信，每个人在机会上都应该是平等

的，这促使我们致力于确保中小型企业也能得到和大型企业一样的服务，”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Iqbal Lambat博士如此回忆，这就是该公司集结团队、成长为如今名副其实的行业标

杆的原动力（详见侧边栏）。

愿景成为现实
Lambat博士服务于主要客户群，即中小企业的愿景（注意！并不回避大型公司）得到

了非常好的回馈，自成立以来，在最有利的环境下发展壮大。很快以其他烟叶种类补充了白

肋烟，例如混合烟丝以及后来出现的烟叶衍生物，比如再造烟叶、CRES和膨胀烟丝。Lambat

博士指出：“直到今天，我们的初衷依然未变。”

明星集团积极转型 
推动烟草业务发展
明星集团旗下公司明星烟草国际公司经品牌重塑后，变身为明星农业科技国
际公司，可见该集团对未来抱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此，《亚洲烟草》采访
了该集团的几位董事，以了解其发展方向。

明星集团在伊斯坦布尔的新办公楼是奥斯曼时代的一座历史建筑

（
明
星
集
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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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迅速扩展
随着业务发展壮大并迅速扩展，一家独资子公司——远东烟叶公司在

印度尼西亚成立，负责直接从该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收购烟叶，用于雪茄及卷

烟生产。但远东烟叶公司还在印度尼西亚国内销售烟叶，该国是全球最大的

烟叶市场之一。“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竞争优势，与持续进口的库存量相

符，这使得我们可以及时满足国内需求，”公司市场部经理Arda Sayin解

释，“我们还向本托沃索运送了一条再造烟叶生产线，预计年内安装好开始

运行，来满足印度尼西亚对再造烟叶的需求。”

明星集团的市场规划
2013年，成立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限公司，此举进一步使明星集团再显威

名。据Sayin所说，这个团队为全球客户供应非烟草材料（简称NTM），如卷烟

纸、滤嘴、烟用丝束、粘合剂、包装，以及新设备、二手或翻新设备。“此外，

我们还提供工程与咨询服务，以及烟草行业的技术专家服务，”Sayin说，“并

且按照我们的‘迷你世界’规划，我们自豪地向中小企业提供他们可以承受的小

规模生产线，协助这些企业构建自己的工厂和业务。从长远看，我们的计划是为

更多的全球客户提供更多商机。”

大举成立子公司
明星集团的营运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然其财政总部位于新加坡。除

前文提到的明星烟草国际公司、远东烟叶公司和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之外，集团逐渐设立了多个子公司，分布于香港、比利时、马耳他、南非和

巴西，使其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公司。同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子公司目前

仍在组建。成立仅仅十年，明星集团及其旗下各类子公司一同，与超过45个

国家的75家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

十周年正是重塑形象的良机
2018年，是明星烟草国际公司成立的十周年，也迎来了公司结构的重

大调整，以及集团业务整体范围的改变。实际上，2018年5月1日，明星烟草

国际公司已经重命名为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简称SAI）。这次品牌重塑

并非简单随意的决定，而是财务水平提升后的势在必然。“坦白说，我们没

有选择。这个决定很难做。但不论如何，明星烟草国际公司一直是一个烟草

公司，”集团物流经理Rüştü Çalık补充道，“财政状况给了我们压力，”这

是品牌重塑行动的根本原因。“我们中国烟草客户开具的信用证曾经遭到

明星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Iqbal Lambat博士

（
明
星
集
团
）

（
明
星
集
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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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拒绝，”Çalık并未深入解释细节。因此，经过多番深思熟虑，

公司决定去掉名字中的“烟草”一词，用“农业科技”来代替，成

为“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

拓展产品组合
企业名称的改变也打开了拓展产品组合的大门，使其从专注烟

草转变为多种农业商品的多样化经营。“我们曾自问，应如何在沿

用原有公司架构的情况下增加产品组合，”Lambat博士清楚地记得

一次次董事会上的讨论。“比如说，既然已经在阿根廷设立烟草办

事处，我们觉得应该利用它来购买大豆，因为阿根廷是全球第一的

大豆生产国。再比如说，既然我们在南非已建立起完善的网络，为

什么不将该国高品质的葡萄酒纳入我们的产品组合？还有土耳其，

我们的运营总部设在那里，而那里出产全球最好的橄榄油……”

崭新的总部办公楼
借助这次品牌重塑之际，公司在伊斯坦

布尔对崭新的6层总部办公楼举办了开业典

礼。经过长期规划，集团将核心公司明星农

业科技国际公司和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限公

司集中在同一办公楼。Sayin表示：“在同

一大楼中工作，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也使

我们这个集团更加团结。”然而，一个新的

名字，一个统一的总部和拓展的产品组合，

并不是明星集团利用品牌重塑想达到的最终

目标。

转型
或许明星集团2018年最重要的愿景是

凭借自身的能力，从一个贸易公司转变为一

个成熟的烟草产品加工生产商。“我们认为

这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进

步，”Sayin说，“为了实现这一进步，我

们同时开展了几个项目。”项目列表令人印

象深刻。如前所说，集团当下正在印度尼西

亚本托沃索建设一条再造烟生产线。Sayin

继续说道：“但我们也正在巴西收购薄片烟

叶的生产设备，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了合

资企业协议来投资一个卷烟工厂，在马耳他

建设CRES生产线，在喀麦隆与农民协会签订

承购协议来收购雪茄烟叶。”

合资企业与自有品牌产品
面向终端顾客的成品也是明星集团计

划拓展业务的一部分。例如最近明星集团和

中国黄金叶公司签订了一份合资协议，生

产“X-Gen”品牌的加热不燃烧卷烟，近期

将在几个市场上市，最先在南非发售。“我

们也刚刚将自己的品牌‘马德里’引入亚

洲，”Sayin披露，“此后我们也一定会非

常肯定并积极地发售独有品牌的烟斗—— 

‘新世界烟斗’。”这种手工海泡石和荆

棘管烟斗由全球顶尖的手工艺人创造，将

在南非首发。“我们看到了烟斗巨大的潜

力，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但经常被低估的市

场，”Sayin说：“如你所见，明星集团正

在发生不少改变。”

表1：客户分布地区

*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来源：1Rüştü Çalık，集团物流经理/2Afsaneh Ghorbani，TSAL NTM销售主管

地区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 烟草解决方案亚洲有 
 司（SAI）1 限公司（TSAL）2

美洲 10% 25%
亚洲 30% 5%
亚太区* 5% 5%
欧洲 25% 15%
中东和北非地区 20% 25%
撒哈拉以南非洲 10% 25%
 100% 100%

表2：2015-2018年SAI利润同比增长

来源：Eray Özdemir，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
（SAI）财务主管

利润同比增长（仅限烟草业务）
2015 2016 2017 2018 （预计）

10% 15% 25% 30%

表4：2015-2018年TSAL产品品类贸易同比增长

来源：Afsaneh Ghorbani，TSAL NTM销售主管

产品品类 同比增长
 2015 2016 2017 2018 （预计）
卷烟纸 0% 0% +10% +10%

接装纸 0% 0% +10% +15%

成型纸 0% 0% 0% +10%

内框架 0% 0% +10% +5%

包装 0% 0% +3% +10%

锡箔纸 0% 0% +10% +20%

撕条 0% 0% -5% 0%

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 0% 0% -10% -5%

滤棒 0% 0% +20% +25%

麻粗纤维 0% 0% +5% +5%

加香胶囊 0% 0% +5% +10%

三醋精与其他粘合剂 0% 0% 0% +5%

新机械 0% 0% +5% +10%

（任何类型） 

二手机械 0% 0% +20% +35%

（任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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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仓库区位
尽管明星集团忙于品牌重塑、重组和产

品多样化，但也从未忘记初衷，即为中小型

生产者提供及时的服务，特别是烟草行业的

客户。明星集团在这一点上的优势是集团在

安特卫普（比利时）、任抹（印度尼西亚）、

胡志明（越南）和德班（南非）的战略仓库区

位。Rüştü Çalık指出：“客户周一下订单，周

二我们收到款项，周三集装箱或货车就会装载

好货物开始运输。这个级别的服务在这个行业

并不多见。”即将营业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仓

库也会使这个两个国家确保享受光速服务。

大胆投资
Çalık注意到：“对于支持明星集团成长

的投资，我们从不犹豫。我们有幸拥有一位

经验丰富的CEO，指导一个年轻有为、充满活

力的团队并一起工作，确保所有项目顺利运

行。”明星集团目前在全球有65名雇员，但

这个数字估计在今后几年至少会是现在的3

倍，因为众多生产项目将会陆续开始。”

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限公司：充满激情

的现代化公司

与此同时，据集团的机械销售主管

Alper Çetin介绍，供应非烟草材料（NTM）

的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限公司将自己定位

为“烟草行业中一个现代化且以市场为导向

的充满激情的公司”。“我们与生产合作伙

伴签订了合资协议，把我们的设计和技术提

供给他们，帮助他们生产将由我们销售的货

品。”这些生产合作伙伴大多位于中国、土

耳其和韩国，尤其强调保证众多产品遵循尽

可能最好的质量标准。该公司的产品线包括

卷烟、水松纸、滤棒成型纸、金属箔、薄

膜、过滤棒、烟用丝束、粘合剂，还有全新

或翻新的设备。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不一

“为服务中小型企业，我们需要供应

各种非烟草材料，”亚洲烟草解决方案有

限公司非烟草材料销售主管Afsaneh Ghor-

bani如此详述。她表示公司已经充分注意

到滤棒的选择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卷烟

口感。因此，在滤棒生产上采用了高级技

术来保证质量稳定，据Ghorbani所说，该

手段是“我们滤棒销售量稳定增长的主要原

因。”关于二手设备，公司自己的工程中心

建立以来，二手设备销量同样也有很大增长。

然而，Ghorbani也承认近几年公司的BOPP（双

向拉伸聚丙烯）和拉线的销量有所减少，她认

为原因在于客户开始从本地购买这两种材料。 

“客户一般更愿意在本地购买BOPP和拉线，以

缩短交货期，实现降本增效。”

Iqbal Lambat博士：名副其实的烟草行业偶像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兼明星集团公司总

裁，Iqbal Lambat博士有着时间长、跨度大的从业经历。这位瑞

士人拥有很多著名学位，包括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的金融、营销

和经济3个硕士学位。1989年，他在职获得了洛桑商学院的国际

金融博士学位。

他最初供职于Piaget/Baume & Mercier，也就是欧洲陶氏

化学公司，后来Lambat博士作为业务拓展经理加入了位于洛桑的

菲莫国际，筹备与斯堪的纳维亚、中东和非洲项目相关的多种食

物和烟草的可行性研究和经济分析。后作为副总裁为日内瓦雷诺

国际做策略规划和业务拓展。后来他同时负责雷诺国际的烟草和

纳贝斯克食品的新兴市场业务拓展，而后赴哈萨克斯坦为RJR纳

贝斯克中亚服务，担任副总裁，同时在日内瓦的雷诺国际担任首

席财务官，负责新兴市场。

1 9 9 6年，雷诺国际成为和日烟国际一样知名的公

司，Lambat博士升职为高级副总裁，负责全球战略管理，他在

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2000年。而后，他加入了德国利是美烟草

公司，担任常务副总裁，负责集团战略和企业发展，直接向董

事会汇报。2002年，他协助利是美董事会与帝国烟草集团的出

售和兼并。

2005年，Lambat博士开办了自己的公司——Lambat & As-

sociates，作为战略和多样化顾问，为快消品领域提供资深顾问

咨询服务，特别是在新兴市场方面。该公司的主要项目包括协助

智宝控股（德国）向帝国烟草出售大卫杜夫卷烟品牌使用权，规

划并实施奥廷格集团（瑞士）大卫杜夫雪茄的印度市场准入，为

韩国KT&G公司提供土耳其和欧盟市场战略输入选项建议，从作物

学角度协助马达加斯加烟草集团进行综合烟草运营以及面向国内

市场的卷烟制造。

2008年，Lambat博士成为刚起步的土耳其明星烟草国际公

司的重要成员，一年后成为首席执行官，并持续任职到今天。当

下明星烟草国际公司转变为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的品牌重塑

中，该集团业务由烟草扩展至多种农业产品范畴，Lambat博士也

成为明星集团的总裁。剩下的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明星集团的烟斗品牌模型：新世界烟斗

明
星
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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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持续良好发展
近年来，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所有烟草领域的销量每年均有

积极增长。唯一停滞的产品是膨胀烟丝。相比之下，整叶烟草同步

大幅增长，预计2018年增幅高达25%。“我们可以筹够大量的高质量

烟叶，这使我们的产品可以报出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Sayin如此

解释其预测。

迅速适应以应对挑战
然而烟叶顺利销售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

司某种程度上将之前宣扬的目标（“首先服务中小型客户”）转为

烟叶销售这一特定类别。Lambat解释道：“我们坚持自己的目标，但

雪茄烟叶是另一回事。由于全球雪茄生产业的结构特点，在这个商

业领域我们不得不修订目标，目前只供应顶尖的雪茄生产商。”但

表3：2015-2018年SAI烟草品类贸易同比增长

来源：Rüştü Çalık，集团物流经理

烟草品类 同比增长
 2015 2016 2017 2018 （预计）

整叶 5% 10% 20% 25%
加工烟叶 0% 25% 0% 15%
（碎屑、条状、片状等）

再造烟叶 0% 10% 10% 10%
DIET 0% 0% 0% 0%
CRES 0% 15% 35% 15%

这或许是明星集团几年内成功打磨出的另外

一个优势，即能迅速适应主流市场状况，进

行必要的改变，来应对极强竞争环境中的挑

战。

（
明
星
集
团
）

明星集团子公司远东烟叶公司供应的印尼雪
茄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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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年6月，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

（ITGA）非洲区成员国参加在津巴布韦哈拉

雷召开的ITGA非洲区会议。种植者对该领域

面临的挑战特别是非洲区所遇到的问题进行

讨论。来自非洲主要烟草种植国的参会者达

成共识：为了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从

烟叶种植上通盘考量。关于这一点，政府和

利益攸关方需参与制定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

题的联合方案。

常任秘书R.J Chitsiko代表土地、农

业和农村拆迁安置部长宣布会议开幕，他

着重强调了烟叶对津巴布韦经济的重要贡

献：“本烟季，津巴布韦烟叶产量预计达

到2.2亿公斤，种植者收入预计为6.5亿美

元。这将是土地改革以来达到的最高数量

和价值。此外，烟叶占到了2017年津巴布

韦国内生产总值的11％，出口农作物中，

烟叶占据61%的比例，出口量占到总量的21

％。”在谈到烟叶对津巴布韦的社会影响

时，Chitsiko补充道，烟叶种植区域雇佣了

390多万人。他呼吁烟农推行可持续烟叶计

划，以减少烟叶种植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

响。同时，希望能使用可持续的固化燃料而

ITGA非洲区会议：重申烟
叶对非洲烟叶种植国的作用

不是使用童工来推进最佳烟叶种植规范。最

后他还重申了政府支持烟叶种植的承诺。

ITGA非洲区会议上发布了一份重要报

告，这是ITGA委托一家独立研究公司TUTWA

对南非5个烟草种植国进行的研究报告。本

研究结果表明，直接和间接受雇于烟草价值

链的平均人口占到了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总

数的50％。另一项关于就业的有趣发现是，

烟草业每创造1个就业机会，国民经济中的

就业机会就会翻倍。本研究的经济意义在

于，烟叶是非洲出口最多的作物之一，也使

其成为非洲重要的贸易因素。其他一些结论

认为，轮流种植烟叶和其他粮食作物是种植

者采取的一种高技能农业实践方式。这些粮

食通常被用于国内消费，但多数情况下剩余

粮食被商业化，有助于减少进口。本研究还

强调了实施可持续种植的必要性，但也认识

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种植者支付合

理的价格，使其获得一定的利润，用于承担

相应的支出。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ZTA）现任主席

Steve Swanenpol在讨论《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FCTC）与联合国反烟机构之间的共

国
际

烟
草

种
植

者
协

会
（

ITG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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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议程时表示：“目前，市场呈现

出模棱两可的迹象。由于缺乏可靠

信息以及接受错误信息的误导，人

们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因此，在

法律枉顾真相的情况下，种植者必

须联合发出强有力的声明。该声明

能细化ITGA的传播信息，摆正我们

的位置，找准讨论的人，以便彻底

阻止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多年前定调的荒谬趋

势，该公约忽视了烟农、烟叶、烟

叶种植以及依靠烟叶生存的人们的

利益。”

“2017年，坦桑尼亚就第17

条和18条（烟叶生产的社会和环

境影响）的实施在全球举行了庆祝

会议，FCTC秘书处在总结本次会议

时，抱怨烟草控制委员会的主权由

各国掌控，而未将FCTC秘书处纳入

其中。这一次，轮到我们向政府申

诉，烟草种植者协会没有参与第17条和18条所列的重要事项。”最近，FCTC

公布了津巴布韦两个主要烟叶种植区开展的调查结果。ITGA首席执行官安东

尼奥•阿布伦霍萨就此发表言论：“十多年来，我们坚持合作，为FCTC和非

政府组织所提的第17条和18条的指导方针提供我们的经验和知识，最终编制

了一份合理的报告，受FCTC委托的这份报告证实了我们这些年坚持传递的声

音。他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任何没有FCTC偏见

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我不知道对此是否应该表示祝贺。

“我当然会对这个试点项目的负责人表示祝贺，感谢他在处理津巴布

韦两个烟叶种植区的信息时秉持公平公正。首先，他承认没有可行的烟叶替

代品，但多样化是可能的和可取的；第二，认识到烟叶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

烟草价值链中涉及的高就业率；第三，澄清烟叶种植者的良好农业规范，包

括轮作和粮食安全措施。最为关键的是解释了人们选择种植烟叶而不是其他

作物的原因。

“报告还明智地指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比如森林砍伐，这在津

巴布韦无疑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如果不能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给

烟叶种植带来毁灭性影响。我相信，在这里讨论的这些问题，我们会不遗余

力地提供帮助来妥善解决。显然，从烟草业受益最多的制造业和贸易公司也

必须找到方法，确保种植户的收入能够支付合法劳动力的用工费用以及可持

续固化资源的成本支出。”

欲了解TUTWA研究，可访问：www.tobaccolea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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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盖洛普民意调查认为大麻和电
子烟危害低于吸烟

7月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

人们认为卷烟、嚼烟、雪茄、烟斗

和蒸汽烟的危害要大于大麻和电子

烟。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

为卷烟（82％）、嚼烟（71％）、雪

茄（56％）和烟斗（52％）都是非常

有害的，而只有少数人认为蒸汽烟（38

％）和大麻（27％）存在严重危害。然

而，当谈及有害的反应时，大多数美

国人都给出了肯定意见，认为以上6种

产品都是有害的。卷烟和嚼烟的有害

认同比例达到了96％和94％。73％ 的

人认为电子烟非常有害或有一定程度

的危害，56％的人认为大麻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约32％的成年

人抽烟。尽管从那以后消费量减少

了一半，但卷烟仍然是美国成年人

最常使用的烟草制品（13％的人经

常使用，7％的人偶尔使用）。大麻

排名第二，5％的人经常使用，8％

的人偶尔使用。

巴基斯坦
对烟草税下降开展审查

8月初，巴基斯坦参议院特殊委

员会召开会议，对烟草税收下降的

情况启动调查。

早些时候，联邦税务局（FBR）

的税务官员声称该领域税收较高，

受到了主持会议的参议员Kulsoom 

Parveen的质疑。为此，巴基斯坦审

计长（AGP）Javaid Jehangir支持

原来的收入数据，因为这是来自联

邦税务局。

Parveen说：“烟草公司的收入从

数十亿增加到数万亿，而联邦税务局

却毫无作为，这是其无能的表现。”

她还说，税收的减少令人遗憾。

巴基斯坦审计长称，推出第

三级税收制度后，2017-2018财年

烟草公司的销售额比上一年增长了

31.64％。但是，税收却没有等幅上

涨，仅增加了4.5％。

美国
烟雾中存在致癌物醛类

最近，纽约大学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片文章，

研究称烟雾中的乙醛是主要致癌物

质。Mao-wen Weng博士和同事评估了

由三种主要烟草烟雾致癌物引起的DNA

加合物：苯并（a）芘（BP）、4-（甲

基亚硝胺）-1-（3-吡啶基）-1-丁酮

（NNK）和人类和小鼠中的醛类。

研究发现，在小鼠体内，烟

草烟雾会在肺和膀胱中诱导出大量

的γ-羟基-丙酸-脱氧鸟苷（γ-OH-

PdG）和α-甲基-γ-OH-PdG加合物，

但在心脏和肝脏中不会发生这种情

况。烟草烟雾不会诱导肺、心脏、

肝脏和膀胱中的BP-和NNK-DNA加合

物。此外，烟草烟雾会减少肺组织

中DNA修复活性，降低修复蛋白XPC

和OGG1/2的丰度。多酚的饮食大大降

低了TS效应。在烟草吸烟者的口腔

细胞和吸烟造成肺癌患者的正常肺

组织中，γ-羟基-丙酸-脱氧鸟苷和

α-甲基-γ-OH-PdG是形成的主要加

合物。BP和NNK可在人肺和膀胱上皮

细胞中诱导苯并（a）芘二醇环氧化

物-dG和O6-甲基-dG加合物，但这些

诱导可被丙烯醛抑制，丙烯醛也会降

低DNA修复活性，抑制蛋白质修复。

“我们发现，烟草烟雾中的醛

类是诱导DNA损伤和抑制DNA修复的

主要因素。DNA修复是导致癌症的两

种主要因素，”文章的共同作者在

一份声明中说。

孟加拉国
烟草消费率下降8％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报告

的结果显示，在过去8年中，该国烟草

消费率下降了8％。2009年，烟草消费

率为43.3％，2017年降至35.3％。

该项调查是由GATS、世界卫生

组织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孟加拉

国统计局联合开展的。8月，卫生部

秘书处的会议室发布该报告。

据报道，孟加拉国15岁以上的

烟民有3780万人。2009年吸烟者比

例中，男性占到了58％，女性占到

了28.7％。2017年，男性比例降至

46％，女性比例降至25.2％。

菲律宾
众议院全票通过减害举措

菲律宾众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

决议，敦促卫生部在国内推行烟草

制品减害措施，并以此作为国家烟

草控制战略的一部分。措施包括使

用电子烟或蒸汽烟等危害性较低的

产品作为吸烟者的替代品。

这项由众议员Anthony Bravo和

Jose Tejada共同撰写的决议援引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结果，即英国实

行的严苛烟草控制措施后，电子尼古

丁传递系统（包括电子烟）越来越受

到欢迎，吸烟率、消费量和整体尼古

丁使用量似乎在逐渐下降。

决议还强调了减少烟草危害

和电子烟的主要研究员和专家——

Konstantinos Farsalinos博士的建

议。他敦促菲律宾政府建立一个合

理的、均衡的和实事求是的电子烟

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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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反烟组织获赠2000万美元

8月14日，前纽约市长兼亿万

富翁迈克尔•彭博向反烟组织捐赠了

2000万美元。彭博在接受法新社采

访时表示，他对总部设在法国、英

国和泰国的3个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为

期3年的资助，以突显“由业界主导

的减少烟草使用量的打击策略。”

他还说，此举是为了“揭露烟

草业的不良策略（包括向儿童推销

烟草制品），藉此保护消费者。”

获得联合资助的其中一个组织

是英国巴斯大学的烟草控制研究小

组。该小组由学者和记者组成，长

期追踪烟草业，致力于影响公共政

策，并自2011年起在tobaccotac-

tics.org网站公布调查结果。另一

个是泰国的烟草控制全球治理中心

（GGTC），该组织专注于东南亚区

域，发布烟草生产行业干扰指数；

最后一个是巴黎的肺结核和肺病联

合防治组织，该组织出版烟草地图

集、建立了国家和全球统计数据

库，与50个国家的政府合作。

澳大利亚
参议院制定打击非法烟草的新
法案

一项基于起诉烟草走私者的立

法在8月14日通过下议院的审批后，

将提交参议院进行讨论。根据新法

案，非法烟草来源不再需要证明。

此外，不计后果的逃税将被认定为

刑事犯罪，并且不再参考动机。

介绍该法案的自由党议员安格

斯•泰勒说：“从非法烟草贸易中获

利的犯罪分子破坏了政府促进良好公

共卫生的战略。他们对遵纪守法的当

地经营者的生存能力产生了威胁。”

美国
公布2018年烟草监管科学研
究员名单

美国国家医学院（NAM）以及美

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烟草产

品中心（CTP）公布了2018至2019届

FDA烟草监管科学研究员的名单。6

名参赛者凭借自身卓越的业绩、多

样化的专业资格以及为CTP工作做出

的贡献从全国竞赛中脱颖而出。

研究员将从9月开始在CTP总

部马里兰州工作，为期一年。研究

员将负责与烟草产品监管相关的具

体项目，并积极参与CTP科学的公

共卫生战略制定。此外，研究员还

将获得CTP高级职员的指导。提供

这样的机会是为了丰富研究员对烟

草制品的理解，包括其对健康的影

响，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和促进知名

公共卫生监管机构的烟草监管活动

的机会。

NAM总裁Victor J. Dzau说：“这

为研究员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一方面，他们能直接向全国烟草产品

监管的顶级专家学习，另一方面能运

用他们多样化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卫生

和监管活动做出贡献。NAM很高兴与

FDA烟草产品中心合作，为烟草监管科

学领域的6位新兴领导者提供这种高效

的协作机会。”

2018-2019届研究员分别是：

•FrankBandiera：医学博士，

达拉斯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助理教授

•MeganHicks：公共卫生学硕

士，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州无烟合

作协会执行董事

•CatherineKemp：医院管理硕

士，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烟草监管科学中心博士候选人•

MauricioRangel-Gomez：医学

博士，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公共卫

生学院烟草监管科学中心博士后

SamanthaReilly：医学博士，

博士后学者，烟草监管科学中心，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科学系 •

JamieTam：医学博士，密歇根

大学安娜堡分校健康管理与政策系

研究员

“我们对新一批的研究员表示

欢迎，很高兴有机会与这些聪明的

领导者合作，”FDA烟草产品中心主

任Mitch Zeller说，“CTP将通过领

先的研究、前沿的政策以及顶级的

监管机构为研究员提供充满活力、

令人激动的公共健康体验。”

美国
帝国品牌子公司投资大麻

烟草巨头帝国品牌的一家子公

司在6月底宣布，已和种子投资公

司Casa Verde（由说唱音乐家Snoop 

Dogg赞助）共同投资了剑桥大麻科技

公司（OCT）——一家英国医用大麻

研究公司。

鉴于风投公司对种子公司的投

资向来为100万到300万美元之间，因

此，Casa Verde投资的1000万美元

是OCT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的投资之

一。帝国品牌的股权尚未被披露。

OTC还得到了英国演员帕特里

克•斯图尔特的支持。帕特里克是英

国医用大麻研究的倡导者，并计划

在OTC担任顾问委员。OCT的业务领

域为开发和研究可用于治疗特定疾

病的大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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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中国烟草总公司与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备忘录，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凌成兴和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出席签字仪式并致辞。此次签约引起了很大反响。

除了与阿里巴巴集团接洽合作之外，去年11月25日，凌成兴还在北京会见了腾讯

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双方就如何探索互联网+烟草产业的实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头的BAT（百度、腾讯、阿里）就已经

从企业层面切入烟草这个行业了。例如，广西天海与腾讯的合作，浙江省局引入的支

付宝、钉钉，以及一些企业基于二维码营销与腾讯、阿里、京东进行的合作等等。

在“互联网+”的滚滚浪潮下，各行各业都开始重视数据分析的价值,通过对获取

的消费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去勾勒消费者人群画像，为企业的研发、营销等提供数据支

撑，烟草行业也不例外。

广西中烟的“二维码”大数据探索
烟草行业里，较早在“互联网+”方面进行探索的要属广西中烟了，2015年，广

西中烟依托天海研究院平台，以二维码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集成防伪溯源、营销推广

的一体化平台。伴随着这个平台的成熟，“真龙”品牌的几款产品在省内市场迎来了

大爆发，“扫二维码”成为了本地消费者的习惯。

说起二维码，其技术应用起源于日韩，2006年左右进入中国，真正开始普及应

用在2012年后。彼时，国内移动互联网热潮刚刚起步。随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和

移动互联网的建设，给二维码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经过几年的实践，二维码技术已

经成熟服务于产品标识识别、营销互动、移动支付、防伪追溯等方面，相关行业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如今，随手扫二维码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

之一，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各个场景下的二维码，完成出行、购物、查询真伪等日常

中国烟草企业牵手
互联网巨头 “互联
网+”有何内容？

中国烟草业拥抱最新互联网创新技术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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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据报道，全球90%的个人二维码用户

在中国。

除了最为常见的扫码支付、防伪溯源、

广告推广、会员服务四大功能，二维码常见

的应用场景还有二维码电子票务、会议二维

码签到、二维码管理生产、公交二维码和二

维码就医等等，几乎覆盖了工作、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

二维码的使用场景，企业可以抓取到各种有

效数据，比如性别、年龄、消费水平、购物

时间、购物偏好、购物频次、地理位置等有

效信息，并制定出相应的用户消费报告，还

能够推测出某个群体的消费趋势，为企业研

发、推新提供数据支撑。

和科技、新媒体行业相比，烟草行业应

用二维码较晚，在2015年前后，广西中烟开始

使用二维码。作为行业内较早研究二维码技术

应用的工业企业，广西中烟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率先在2015年便做出了成体系的二维码应

用方案，不仅为烟草企业服务，还走出行业，

为广西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据统计，仅2015年，广西中烟的二维码

扫码量达到三千万次，平台共兑换出礼品44万

件，平均每日兑换礼品1200件次，“真龙”品

牌的微信公众号在短时间内“俘获”了七十万

的用户。成熟的二维码体系不仅满足了广西中

烟的营销需求，也踏上了对外技术输出之路。

这里面既有烟草行业内的客户，也有行业外的

企业客户，广西中烟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化去烟

味、多元化反哺烟草主业以及烟草行业“互联

网+”转型的可行道路。

浙江烟草的“互联网+烟草”试点
在“互联网+”的探索方面，不得不提

到的是浙江烟草。与阿里巴巴集团大本营同

处杭州，浙江烟草在“互联网+”的探索方

面自然有很多便利条件。从两年的浙江省级

层面试点工作经验来看，烟草与阿里巴巴集

团在创新专卖管理、品牌营销、贷款结算上

取得了合作经验，并由此确立了烟草行业与

阿里（含蚂蚁金服）的三大合作方向：打假

打私、营销管理、第三方支付。

尤其是在打假打私方面，浙江烟草与

阿里巴巴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收获。2018年年

初，浙江宁波“8•28”全国首例部督特大销

售加热不燃烧卷烟非法经营案的告破，在侦

破过程中，阿里巴巴公司的“打假特战队”

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2017

年8月14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局接到举

报，有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买到了一条假

烟，现场查验“假烟”后，确认被举报产品

为加热不燃烧卷烟的“烟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相关规定，烟丝属

于烟草专卖品，国家对其生产、销售和进出

口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

度。2017年，国家局曾明确提出加热不燃烧

卷烟属于烟草专卖法监管对象。

专卖人员敏锐意识到，沿着这条举报信

息“顺藤摸瓜”，极有可能牵出一条经营新

型烟草制品的线索，于是立即对销售这款加

热不燃烧卷烟的网店展开调查。8月28日，

依法立案侦查。截至目前，此案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13人，其中已批捕7人，另有3人网上

追逃，先后查获涉案“烟弹”3500余条，查

扣作案送货车辆1辆，涉案金额上亿元人民

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应用随处可见，其

发挥的作用也有目共睹。为了提高案件侦办

效率，烟草与公安分局抽调人员成立数据分

析中心，充分搜集各方面数据信息，用大数

据驱动办案。在此期间，阿里巴巴公司的“

打假特战队”也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强有力的

数据支撑。面对成千上万条交易记录，大数

据的作用愈加凸显。数据分析中心通过分析

支付数据，最终梳理出了两条主要线索，帮

助专卖人员“追根溯源”。在实施抓捕过程

中，大数据也“帮了大忙”。通过对犯罪嫌

疑人消费数据的跟踪分析，研判其行为轨

迹、活动区域，有时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

甚至能够被缩小到50米以内。数据为专卖人

员实施蹲点抓捕提供了便利。

在此案的侦办过程中，大数据应用效果

显著，也被阿里巴巴集团列为2017年打假十

大案例之一。

无疑，在未来烟草行业跟BAT的合作还

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布局烟草行业

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断拓展自己的经营领域，用

自身的优势来实现在其他行业的跑马圈地。另

一方面，作为传统行业的烟草之所以积极拥抱

互联网企业，也是为了紧跟当前的发展趋势，

实现双赢。双方下一步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零售服务、金融服务、智慧物流，都

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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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R
eport

今年9月，德国多特蒙德将迎来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盛大周年庆典。届时这里举

办将烟草行业规模最大的贸易展会——In-

terTabac 40周年庆典。40年前，也就是

1978年8月19日至20日期间，首届InterT-

abac展会在此举办，78家参展商和1750名参

观者莅临参会。展会成立的初衷是给烟草商

一个获取新产品全面信息的机会、搭建良好

的交易平台。

从那时起，InterTabac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烟草产品和烟具配件贸易展览会。参观

者不仅有零售商，还包括众多国际顶级决策

者和买家。

多年来，InterTabac举办了很多次精

彩迭出的展会。2015年InterTabac展会和

InterTabac展会同期举办、相映成辉。除了

InterTabac展会
40周年庆典

烟草加工和物流设备外，InterSupply展会

还涵盖烟草制品和电子烟生产的所有工艺阶

段和供应商产品。2017年，电子烟逐渐成为

新兴趋势，三个相邻的展厅更将炙手可热的

电子烟产品进行了“联袂展出”，水烟和配

件集中在8号展厅展示。今年的展会依旧亮

点纷呈。2018年InterTabac展厅数量将达到

史上之最。著名的Westfalenhalle活动场馆

（1号馆）将在展会中首次启用。届时，1-3

号展厅将集中展示电子烟和烟油在内的工业

新产品。InterTabac还将占据3A、4、5、6、 

7和8号大厅。InterSupply展会将在3B大厅

举行。

今年，展会还特别提供了西班牙语服

务。西班牙语网站www.intertabac.es和英

语版和法语版的网站一样，为专业观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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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集团（展位号2.B28）

Artemis Boutique (5.A10)

佰德国际集团（展位号6B39）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展位号3B.E36）

慈溪市富景塑料制品厂（展位号5.E12）

东莞市择优硅胶制品有限公司（展位号8.F08）

东莞哈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3A.B20）

Dongguan City Jingli Tin (3B.D52)

FeelM Technology (Booth3B.C26)

福建省德化济发陶瓷有限公司（展位号8.F12）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展位号3B.D22）

广东卓业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展位号6.A32）

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展位号8.B05）

广州御茄烟具公司（展位号5.B02）

海南建恒哈瓦那雪茄有限公司（展位号5.D20）

Hangsen International (1.L5)

香港洋世宏达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展位号3B.B16）

香港晟林集团有限公司（展位号8.B06）

Hookai Plastics (6.C11)

江苏源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展位号8.A20）

江阴旺达商务贴有限公司（展位号3B.F18）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5.B26)

牡丹江市永昌纸制品厂（展位号3B.F30）

宁海县斯佰达五金加工厂（3B.E12）

祁县红海玻璃有限公司（展位号8.F10）

广州瑞企迩纸业有限公司（展位号6.D15）

荷兰卅国集团（展位号6.C12）

上海石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展位号8.B06）

Shangxi Golden River (8.A22)

Shenzhen Avbad Technology (1.L10)

深圳市博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展位号1.D16）

2018年InterTabac展会上的部分名企
4号展厅：ArnoldAndré，Joh、Wilhelm von Eicken、Wolfertz、Agio Cigars、
 5TH Avenue、VilligerSöhne和REEMTSMA；
5号展厅：Grand Tabak-International Masis Tabak、大卫杜夫进出口产品、Clipper 1959、
 Gajane Gross AB - GN Tobacco、Karelia烟草公司、Chancellor烟草公司、
 BMJ Industries和Zipp； 
6号展厅：Hermann Hauser、Moosmayr、The New Ways和Polyflame Europe；
7号展厅：PöschlTabak、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德国公司、AKRA Kotschenreuther，
 Kohlhase、Kopp＆Co.、HEINTZ VAN LANDEWYCK和J.Cortès雪茄；
8号展厅：Dabes埃及进口商店、Al Zawrae工业公司、美洲风味商店、Al Fakher烟草工厂
 和Al Mazaj Al Ali糖蜜商店；
1/2/3A展厅（蒸汽烟于新一代产品）：Niko烟油贸易公司、InnoCigs-Mr.Smoke、Ex-Trade、 
Intrade Concepts - ZAZO eLiquids、E-ZIGARETTEN-HANDEL.de。

深圳ECAP（展位号3A.A20）

深圳市亿乐谷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3A.B06）

深圳CECO公司（展位号3B.E34））

深圳ECAP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3A.A20）

合元集团（展位号3A.A34）

Shenzhen HangQingDa Technology (2.B36)

Shenzhen Hangsen Star Technology (3B.E54)

Shenzhen IPV Technology (2.B34)

Shenzhen IVPS Technology (2.B38)

Shenzhen Kamry (1.D26)

Shenzhen Kingzone Technology (Booth2.B32)

Shenzhen Loltree Technology (3B.E32)

Trioo科技集团（展位号1.D24）

深圳市优维尔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1.D25）

深圳市宇昊晟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6.A12）

SK Concepts (6.A11)

明星烟草国际公司（3B.D50）

苏州印象镭射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号3B.E16）

台湾烟酒公司（展位号5.C24）

The Rolling Paper Co (4.E32)

亚洲烟草解决方案公司（3B.D50）

Vapetalk电子科技公司（展位号3 A.A22）

Weilong Crafts & Gifts (6.C07)

万邦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号3B.C18）

Wenzhou Dengke Electronics (3B.F24)

温州和意轻工业产品（展位号5.E10）

温州宏路轻工有限公司（展位号5.E14）

Yiwu Duke Import and Export (3B.C74)

Zhejiang Ounuosi Industry (6.B38)

浙江虎牌打火机有限公司（展位号5.D18）

珠海惠友电子有限公司（展位号1.L6）

大中华区参展商齐聚2018年InterSupply/InterTabac展会
（参见展位号）

决策者齐聚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

 InterSupply展出烟草业生产相关的
产品

InterTabac是最佳的产品展示平台

包括参展商范围、展厅分布、参展

信息、票务购买等信息。

网站还额外提供了国际贸易访

客服务。例如：为想来参加展会的

人提供在线签证服务，在北莱茵威

斯特法伦州某些国际机场设立信息

咨询柜台。

今年，展会将迎来550多家参展

商和12500名参观者。2017年，64个

国家的人们来到这里，其中国外的

参展商比例达到了65％，外贸访客

人数占到了所有访客的41％。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的参

展商和参观者可在2018年9月21日晚

上7点在3B大厅参加聚会。展会网站

提供入场券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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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000150-Method for Producing Tobacco 
Molded Article
According to one embodiment, a method of produc-
ing a tobacco molded article, includes formulating a 
tobacco kneaded material by kneading a tobacco 
mixture containing a tobacco raw material, a binder 
and water, molding the tobacco kneaded material to 
obtain a molded body and adding a flavor to the 
molded body.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000150
Inventors: Takeshi MATSUMURA, Tokyo (JP); 
Tomoichi WATANABE, Tokyo (JP); Masaki WATA-
NABE, Tokyo (JP); Takeshi AKIYAMA, Tokyo (JP) 

20180007966-Non-Combustible Vaping Element with Tobacco Insert
An e-vaping device may include a pre-vapor formulation 
tank configured to hold a pre-vapor formulation, an adaptor that includes a 
vaporizer assembly configured to vaporize the pre-vapor formulation, and a flavor 
insert positioned to receive vapors formed by the vaporizer assembly. The flavor 
insert may hold at least one flavorant. The tank, adaptor, and flavor insert may be 
a non-combustible vaping element that includes a channel into which the flavor 
insert may be inserted to be positioned to receive the vapors. The flavor insert 
and the vaporizer assembly may be at opposing ends of the channel. The flavor 
insert may be a detachable insert configured to be inserted into the tank element. 
The flavor element may be a tobacco element. The tobacco element 
may be at least a portion of a cigarette.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007966
Inventors: San LI, Richmond, VA (US); Ben RAGLAND, Providence Force, VA  
(US); Diane GEE, Richmond, VA (US); Raquel OLEGARIO, Richmond, VA (US) 

20180140007-Oral Pouched Product Having a 
Rectangular Shape
Disclosed herein is an oral pouched product, such as 
an oral pouched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which 
comprises a filling material, such as tobacco 
material, and a saliva-permeable pouch enclosing 
the filling material, the product having a rectangular 
shape with a maximum length and a maximum width, 
wherein the maximum width of the prod-uct is within 
the range of from 3 mm to 10 mm, the maximum 
length of the product is within the range of from 25 
mm to 40 mm, the ratio of maximum length to 
maximum width is within the range of from 3 to 6, 
and the oral pouched product has a weight within the 
range of from 0.3 to 0.7 g. 
Browse recent: Swedish Match North Europe AB, 
Stockholm (SE)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140007
Inventors: Thom ASPGREN, Risings Backa (SE); 
Thord HASSLER, Helsingborg (SE); Christian 
WERDINIUS, Goteborg (SE)

20180098563-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s
Provided here is a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comprising a tobacco composition and an 
encapsulating composition coating the tobacco 
composition, wherein the encapsulating 
composition comprises methyl salicylate, and 
also a method for producing the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Further 
pro-vided is a tobacco product 
package, comprising a casing 
comprising an outer rim, and a 
removable lid enclosing the 
outer rim of the casing, wherein 
the outer rim is coated with a 
coating layer comprising methyl 
salicylate, and also a method 
for producing the tobacco 
product package. 
Browse recent: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
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098563
Inventors: Anthony Richard 
Gerardi, Winston-Salem, NC 
(US); Daniel Verdin Cantrell, 
Lewisville, NC (US); Barry 
Smith Fagg, Winston-Salem, 
NC (US); Jeff L. Shear, 
Glenview, IL (US); Alvin 
Kershman, Chesterfield, MO  
(US); Jeremy Barrett Mabe, 
Lexington, NC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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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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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rnative Ingredients, Inc.
Tel +1 336 893 0680
sale@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www.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Pag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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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23)

Burley Tobacco Growers Coop
Tel +1 859 252 3561
steve@burleytobacco.com
www.burleytobacco.com
(Page 15)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29)

Decouflé
www.decoufle.com
(Page C-3)

Delfin
Tel +39 0445 580688
info@delfin.it
(Page 5)

Essentra
www.essentra.com/filters
(Pag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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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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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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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ffman Neopac AG
www.hoffmann.ch/metaliseternal
(Page 59)

InterSupply
www.intersupply.com
(Page 69)

KT International
www.ktinternational.eu
(Page 19)

Lukowa Tobacco
Tel +48 692 449 466
biuro@lukowatobacco.pl
www.lukowatobacco.pl
(Page 50)

MoistTech Vision
Tel +61 2 9986 3592
seanh@moisttech.com
www.moisttech.com.au
(Page 7)

NDC Technologies
www.ndc.com/tobacco
(Page 33)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26)

NewCo
www.newco-online.com
(Page 49)

Nicos Gleoudis Kavex
Tel +30 2310 536 204
ngk@kavex.net
www.kavex.net
(Page 51)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53)

Socotab Frana S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63)

Spikker Specials B.V.
Tel +31(0)316-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Page 43)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3, 57)

SWM
www.swmintl.com
(Page 31)

NV STTC
Tel +65 633 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21)

TANN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41)

Tobacco Technology Inc.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47)

Tomra
www.tomra.com/tobacco
(Page 45)

TSAL
alper@tsal.biz (Alper Cetin)
afsaneh@tsal.biz 
(Afsaneh Ghorbani)
www.tsalengineering.com
(Page 17, 37)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27)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65)

WT Middle East
Tel +44 (0) 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www.wtevents.com/middle-east
(Page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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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烟草化学家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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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
tion-conference
主题：免税/旅游零售展览

2018年10月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
会议（FCTC COP8）
2018年10月1-6日

瑞士日内瓦

主题：反烟会议

2018年CORESTA大会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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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1-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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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IPCPR
6月29-7月3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ipcp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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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主题：展览/设备与机械





智能。
用途广泛。
紧凑型。Nan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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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fle 的下一代小雪茄制造机：Nano-C
基于 Nano 平台的定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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