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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八届缔约方大会

（COP8）仍然禁止媒体与行业内人士参与会议。这

在意料之中，因为之前历届缔约方大会从未直播过

议程，COP8在刚开幕时的直播确实也令人震惊。也

许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是，COP8仍未提出一个新的

全球策略，即旨在几年内拓展控烟议程，“阻止烟

草业进一步干预”公共健康政策的中期战略框架

（MTSF）。

这样一个战略，而且还是一个全球性策略，如何能够由如此一边倒的

形式来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并没有客观地建立在来自反烟草方和烟草业两方

面的证据和信息的基础上？为何缔约方公开透明的对话形式只有在烟草行业

成员不参与进来的情况下才是令人满意的呢？难道说只有这样才能被大家接

受，就像孩子用手捂住耳朵，唱着“不听不听就不听”，听不进任何道理？

烟草行业一般被反烟草和公共健康组织描述成自私的、不怀好意的反

面形象，没有机会救赎，还被臆想为不断想出邪恶的主意来危害民众的健

康。这个剧本里闪亮的大英雄当然是那些反烟草和公共健康组织，普罗大众

倒霉的被害者等着他们来拯救。

美国肺脏协会（ALA）发布年度2018“控烟情况”报告，揭示除俄克拉

荷马州之外的几乎所有州都挪用了1998年达成的《大和解协议》（MSA）的

资金。该协议要求烟草公司每年为总基金永续支付资金来资助控烟和癌症调

查项目。挪用资金致使反烟草项目资金不足并疏于管理，只有低于3%的《大

和解协议》基金支付给这些项目。

因此，如果烟草公司一直尽职尽责地、诚信地承担其责任，将资金用

于控烟和癌症调查，然而这些基金居然被挪用，那么谁才是坏人？

Nattira Medvedeva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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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
书》生效

9月25日，一份抵制全球非法烟

草贸易的公约发布。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此表示欢迎，称其在消除

广泛存在的有害健康且违法的活动

上可以“改变行业面貌”。

这项《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

易议定书》旨在创建一个国际追踪

查询系统，阻止烟草产品走私和造

假。根据该公约，所有相关机构、

供应商和烟草产品制造商都将获得

授权。制造商必须对其客户进行检

查，以确保客户的真实性且与违法

活动无关。

签约国家必须在五年内设立追

踪查询系统，覆盖范围包括所有地

区、全国乃至其他国家。

菲莫国际在新闻发布会中表

示：“议定书生效在预料之中，对

于全面有效打击非法烟草活动也是

非常关键的一步。”

“其中很多措施在一些国家

法律或国际现有法律或协定中已经

存在，但这份议定书将进一步协调

现有措施。将为国际社会打击非法

贸易提供更加有效且统一的斗争途

径，也会让政府部门、普通市民和

为数众多的合法烟草行业经营者获

益。”

“菲莫国际对议定书生效以及

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所带来的商机表

示欢迎。与受到非法贸易影响的各

缔约方之间的协同合作是通向成功

的必经之路，并期待在协议书规定

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对话。”

中国
卷烟销量有望实现年度目标

中国烟草总公司11月初在北京

举行的年会上宣布，卷烟销量将达

到本年度销售目标4750万箱，比去

年增长0.2%。

这家全球最大的烟草产品制造

商（按总收入计算）预计年底卷烟销

量将增加122,000箱，即61亿支卷烟。

2017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卷烟销

量4740万箱，比2016年增长了0.8%。 

中国烟草总公司拥有多个著名国产

卷烟品牌，譬如红塔山、白沙和双

喜牌，占中国烟草制品总销售额的

98%，贡献了11%的国家税收。

加拿大
考虑在卷烟零售包装上放置警
告标志

加拿大政府正考虑在该国出售

的每一支卷烟上印上癌症警告标志。

如果这个提案通过，加拿大将成为全

球首个放置这种标志的国家。

监管机构正在研究标志的设计

元素，例如大小、警语、字体和颜

色等。建议的警语包括“吸烟引发

癌症”等。监管机构也在考虑于卷

烟、烟叶、小雪茄、丁香烟和烟条

包装上使用癌症警告标志。

美国
成年人吸烟率创历史新低

美 国 疾 病 控 制 与 预 防 中 心

（CDC）11月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

成年人的吸烟率达1965年该机构开

始收集数据以来最低值。

CDC吸烟与健康办公室负责翻

译研究的副主任兼资深作者Brian 

King表示：“吸烟率达到历史最低

真是个好消息，这是公共健康大趋

势的胜利，吸烟率从1960年代中期

的40%以上跌至14%。”

据报告显示，2017年，约4740

万美国人（即19.3%的美国人）消费

某种烟草制品。报告数据来自一年

一度的美国国民健康调查，这一调

查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且是

当面进行的、非制度性美国平民调

查。2017年的样本包括26742位成年

人，有效率为53%。

英国
菲莫国际发起禁烟运动

菲莫国际（PMI）英国分公司

于10月底在几家报纸上贴出广告，

发起了名为“Hold My Light”的禁

烟运动。运动创意为吸烟者和他的

支持者之间达成一个30天的挑战承

诺。这个活动也被称为“戒烟新方

法”，吸烟者可以在活动的关联网

站上创建自己的账户，得到朋友们

的承认才能被认定为已戒烟。菲莫

国际将联系注册者，参与其“无烟

未来”项目。

活动的发布是对英国癌症研究

慈善机构指责的响应。该慈善机构

的烟草政策主管George Butterworth

表示：“这个活动就是烟草公司为

了在英国推销戒烟产品而操办的令

人震惊的伪善活动。与此同时，该

公司仍在全世界销售卷烟。”

他说：“菲莫国际帮助人们停

止吸烟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生产卷

烟。”菲莫国际总经理Peter Nixon

表示：“比起以前，现在的吸烟者

除了卷烟还有更多选择，但通常他

们都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些选择，比

如相比吸卷烟，电子烟和加热卷烟

就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的调查显示，吸烟者如

要戒烟，需要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支

持。这也是我们‘Hold My Light’

活动的目的。”

新加坡
烟草产品将实行平装

新加坡政府宣布，明年将引入

新的平装措施，届时所有的烟草产品

都将包装成标准的大小和形状，颜色

为淡褐色，不印制任何标识和图案。

包装上只允许出现品牌名和健康警示

图片，其中健康警示图片占包装表面

的比例由50%提升至70%。

2012年，澳大利亚强制执行平

装政策，是全球首个采取此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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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随后，法国、英国、匈牙

利、爱尔兰、新西兰、挪威、乌拉

圭、斯洛文尼亚等8个国家也采取了

此项政策。

 

卡塔尔
到2022年烟草消费将减少30%

卡塔尔公共健康部宣布，将与

相关部门展开合作，减少国内烟草

消费，目标为四年内减少30%。这是

2018-2022年的国家健康战略目标之

一。哈马德医学公司（Hamad Medi-

cal Corporation ，HMC）烟草控制

中心主管Ahmed Mohamed al-Mulla博

士指出，公共健康部和医疗部门机

构正致力于采取许多重要举措来鼓

励人们戒烟。他还提出他们渴望增

加戒烟服务的利用率。

公共健康部作为哈马德医学公

司和基础保健公司（Primary Health 

Care Corporation ，PHCC）的合作

方，正在实施一项鼓励民众遵守烟

草控制法的全国运动，引导民众找

到有效的戒烟方法。

公共健康部非传染性疾病科的

Kholoud al-Mutawa博士表示，减少

吸烟影响和降低烟草消费的全国性运

动在持续开展。最终目标将分两阶段

落实：第一步，针对卡塔尔青年人，

鼓励他们远离烟草；第二步，活动致

力于引导民众合理正确戒烟。

al-Mutawa博士也证实，已设立

全国性委员会来处理销售烟草和水

烟的商店经营许可申请。

阿联酋
迪拜自由贸易区助长非法贸易

据中东黑市交易研究专家称，

阿联酋里程碑般的100%烟草税导致

半数吸烟者转而购买更便宜的非法

卷烟。专家表示，其中许多非法卷

烟是在阿联酋自由贸易区制造的，

还有一些是为了躲避政府法规和消

费税而走私来的。

专家还表示，在迪拜自由贸易

区（简称FZE）有77家工厂从事烟

草制品贸易，其中包括22家“便宜

烟”（cheap whites）制造商。

由《经济学人》于阿布扎比主

办的全球第三大非法贸易峰会上，

日烟国际行业调查者、全球合规及

打击非法贸易培训的副总Brendan 

Le moult先生表示：“在这些自由

贸易区域并没有许多相关法规，例

如关于包装纸的标准和烟草的品质

标准。”

“自由贸易区其实并不是一个

市场，也并不对这些卷烟应去的地

方产生误导。任何自由贸易区对违

法活动都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缺

少相关法规的约束。”

海湾研究中心专家小组今年的

非法烟草贸易报告估算了2017年海

湾合作委员会（GCC）烟草税实施带

来的影响，认为烟草走私从简化的

海关手续和缺乏治理中获益，伪造

产地和特性的方法有错报货物、宣

称货物还在运输途中、窜改附带文

件等方法。菲莫国际中东公司非法

贸易预防机构主任Tamer Shabana表

示：“98%的国家的卷烟都有健康警

示信息，但阿联酋自由贸易区制造

工厂生产的‘便宜烟’包装上并没

有这样的信息。”

计划引入烟草印花税新方案
阿联酋联邦税务机关（FTA）

证实，计划引入一种针对烟草产品

的新数码印花税方案，该方案将于

2019年初起实施。

这种印花税方案将建立一种 

“全面跟踪体系”来协助联邦税务

机关收取税费，打击逃税，并维护

阿联酋应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烟草产品包装上将安装图章

或数字签章，机关的数据库将登记

这个签章，并由特殊设备读取其信

息，以保证该产品已纳税。

泰国
世贸组织支持菲莫国际

世界贸易组织公布了一项针

对泰国卷烟进口法规的裁决。11月

中旬，世贸组织争端裁决专家组发

布了其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泰国无

法实施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建

议和裁决，依据《关税估价协定》

（CVA）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无法使其措施与职责保

持一致。

此项裁决与菲莫国际泰国有限

公司从菲莫国际菲律宾和印度尼西

亚子公司进口的卷烟价格有关。

菲莫国际菲律宾子公司在2008

年投诉泰国财政与海关措施对来自

菲律宾的卷烟有很大影响，包括对

卷烟进口进行海关估价，征收货物

税、医疗健康税、增值税，要求进

口商有零售许可证和进口担保。该

公司宣称，这些措施造成了进口卷

烟的不公平待遇。

2010年末，争端裁决专家组裁

定支持菲律宾子公司，表示泰国针

对菲律宾烟草出口的税务处理与多

边贸易规则相悖。目前仍可对最新

的争端裁决结果进行上诉。泰国海

关总署正在思考下一步决策。

公共场所禁烟令将生效
规定泰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

一项新法令将于2019年2月生效。

该法令由公共健康部颁布，规

定正在吸烟的人必须远离公共建筑

和公共区域，包括露天咖啡馆和露

天餐厅。公共建筑的出入口规定了5

米的边界禁区。禁烟的公共区域和

公共建筑包括公寓、租赁大楼、酒

吧、酒店、宗教建筑、KTV、餐厅、

洗衣房、美发沙龙、停车场、SPA

店、泰式按摩店、诊所、医院、学

校、游泳池、健身公园和“其他场

所”。该法令也具体指定了建筑内

可设置吸烟场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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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WHO FCTC）第八次缔约方大会（COP8）于

2018年10月1日至6日召开。与在德里和莫斯

科召开的会议惯例一样，本次大会依然禁止

公众、媒体和烟草业成员参加，尽管WHO此

前曾“承诺增加透明度”。

COP8有逾1200名参会者，其中包括全球

控烟条约148个缔约方的代表及来自联合国

机构、其他政府间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代表。

据报道，本次大会的参会者们一致同

意保持最低透明度，借以保护《公约》相关

会议和程序“免遭烟草业代表及其行业利益

的干扰”。这一声明的自身矛盾性以及与

会人员对不透明性的认识缺乏令人难以置

信。FCTC秘书处负责人维拉•鲁伊扎•达科斯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第八次缔约方大会（COP8）

塔•艾席尔瓦（Vera Luiza da Costa e Sil-

va）表示：“我们需要比以前更加坚持和投

入，确保FCTC关于保护、促进公共卫生及可

持续发展的工作免遭烟草业的绑架。”

并非全无理性？
有一点能清楚地反映COP8的透明度。

会议开始时有人提议把公众和媒体赶到会场

外，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同

意，只有加拿大提出了反对意见。会议针对

是否取消此前已承诺好的直播发起了投票，

加拿大也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建议延播3

分钟而非取消直播。

本次大会在日内瓦举办，瑞士却仍然因

未签署FCTC而遭到了WHO的批评。



艾席尔瓦于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表

示：“FCTC旨在保护大众的公共卫生，瑞士

竟然不是缔约国之一，我认为这种情况与其

说是‘问题’，倒不如说是一种耻辱。”

有13个国家未签署FCTC，瑞士是其中

之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广告相关法律规定的

约束。而美国、阿根廷、马拉维和古巴等国

则被认为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主要的烟草种

植国。

人民之声
COP8闭幕后，日烟国际公司（JTI）公

布了一些新的研究结果。该研究由日烟国

际公司委托英国民意调查机构Populus在欧

洲开展，由法国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Ip-

sos）提供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公众

希望管理者们与从业者开展对话，在制定政

策时需要更多公平、可靠的证据。

参与调查研究的8473名受访者分别来自

8个欧洲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

权威机构要与包括企业在内受政策潜在影响

的各方进行开放对话”这一问题上，72%的

受访者认为“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在“政策推行的基础是关于其有效性的可靠

证据而非片面假设”这一问题上，79%的人

认为“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76%的

人认为应保护言论自由原则，在面对与自己

意见相悖的人时，要主动为他们争取发声的

权力，或是被动接受他们拥有表达意见的权

力。

另一项新策略
COP8的首要议程是降低全球烟草使用和

关注新型烟草制品（NTP）。与会代表们也

讨论了“如何为烟农提供可持续替代烟草的

经济作物”和“如何建立追踪并跟踪烟草的

国际体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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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8闭幕后，WHO于10月6日推出了一项新的全球性

战略——在未来几年内扩展烟草控制议程，在公共卫生

政策方面“阻止烟草行业的进一步干预”。

该战略被称为“中期战略框架”（MTSF），旨在

强化落实FCTC，为众多缔约方、秘书处和利益相关者提

供一个路线图，指引他们在2019到2025年期间的烟草

控制工作。

“中期战略框架”策略要求公约各缔约方保护国家

公共卫生政策“免受烟草业的商业利益及其他既得利益

的影响”。

除在行动上加强控制之外，缔约方还应满足“整合

烟草控制工作相关策略以减轻烟草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的冲击”的需要。

行业定位
在其关于COP8的立场文件中，菲莫国际敦促WHO、

与会代表和广大公共卫生界接受富有潜力的创新型烟草

替品，以尽快达成联合国对抗非传染性疾病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该公司表示：“近年以来，烟草及尼古丁产品的市

场格局变化明显。并非所有烟草产品的安全性都是一样

的。此外，迅速创新也提供了很多机会，能够促进吸烟

风气走向下坡路。”

菲莫国际在这份定位文件中表示，该公司的最终目

标是完全停止卷烟销售。如果无法戒烟的吸烟者主动选

择危害较小的烟草替代品，公司有信心在100年内完成这

个目标。但这些替代品目前要么不为大众所知，要么在

某些情况下受到限制。

菲莫国际方面称，在日本和英国等认可烟草替代品

的国家，卷烟销量跌幅空前。这些国家所取得的进展标志

着全球范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潜力，这正是菲莫国际公开

承诺“无烟”并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推动创新、为想要继

续吸烟的男性和女性提供更好的替代品的主要原因。

菲莫国际公司的立场文件中含有决策建议，其内

容包括：

- 政策必须继续劝阻未成年人、已戒烟人士和不

吸烟人士使用烟草和含尼古丁产品，与此同时为成年吸

烟者提供更好的卷烟替代品。

- 烟草控制政策必须包括降低烟草危害策略和能够

鼓励想要继续吸烟的人选择更好的替代品的供需措施。

- 针对生产方的产品和采用的科学依据，必须

有完整、独立的鉴定，以评估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和其他新兴、新型烟草及尼古丁制品对降低吸

烟率的政策所能起到的支持作用。

- 应设立国内和全球性的监测系统，研究市场趋

向。这种监测系统必须包括产品使用数据，该数据需覆

盖与不同类型烟草和尼古丁产品相关的转换速度，这样

才能够准确报道吸烟率、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和新兴、

新型烟草产品的使用情况。

- 应采用奖励制度，鼓励投资和针对危害较低的

烟草替代品的持续研究与开发，如为无烟产品设立质量

和性能标准等。

- 应建立机制，确保政府和新兴、新型烟草及尼

古丁产品的生产者之间能够进行透明互动与磋商。

《无火，无烟》报告的研究者指出，电子烟、加热

不燃烧烟草制品和瑞典鼻烟等烟草安全替代品在降低吸

烟率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但WHO却一直不接受相关

证明数据，并且始终保持禁止立场。

Knowledge Action Change公司总部位于伦敦，致

力于降低烟草危害，改善公众健康，由无烟世界基金会

拨款资助。该公司委托了上述报告。公司的盖瑞•斯廷森

（Gerry Stimson）教授表示：“通过鼓励安全的尼古丁

产品以降低危害，这一途径是FCTC要求签署同意的，WHO

却无视了这一点。”报告中列出了禁止尼古丁电子烟油

的39个国家，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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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了一些相当积极的数据，它们来自挪威等官方认可烟草安全替代品的

国家。在引进瑞典鼻烟后，挪威年轻女性的吸烟率从30%锐减至1%。

另一个例子是瑞典，该国的吸烟率已经跌至全欧最低。正式认可电子

烟后，英国的吸烟率降至历史最低、全欧第二。

报告的主要作者哈利•夏皮罗（Harry Shapiro）表示：“分析数据时，

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这些容易获得的替代品与吸烟率的

骤降息息相关。无论禁烟的动机如何，这些国家都应该意识到，禁烟政策使

其成为烟草行业最好的伙伴。”

在COP8上，新尼古丁联盟（NNA）主席莎拉•杰克斯（Sarah Jakes）敦

促英国代表注意，自从官方认可电子烟和其他能帮助戒烟的产品后，英国的

吸烟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杰克斯表示：“对英国来说，本次大会是展示成

果、和世界分享正面经验的绝佳机会。电子烟已被证实是更加安全的烟草替

代品。英国有超过170万吸烟者放弃可燃烟，换用电子烟，我们对此深感自

豪。英国政府明智地认识到了降低烟草危害这一策略能够带来的显著利益。

趋向电子蒸汽烟的积极信息，加上‘十月戒烟月（Stoptober）’等项目，

促使近些年来的吸烟率急速下跌。”

COP8后，接踵而来的是《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第一次缔约

方大会（MOP 1），该公约于9月开始生效。MOP1于2018年10月8日至10日举

行。会议关注点在于中期策略框架及优先事项、跨国广告、烟草种植和使用

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降低吸烟率方面的全球性进步。

COP9的主办国为伊朗，将于2020年10月在荷兰海牙召开。 

“英国有170万余

戒烟者从可燃烟

换用蒸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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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DA限制加香电子烟销售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将在有年龄限制的商店限制大多数

加香电子烟的销售，并出台薄荷烟

和加香雪茄购买禁令。

FDA局长戈特利布（Gottlieb）

在2018年11月1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

中强调称,如果制造商不遵守相关政

策，将下架其产品。

根据新政策，FDA将允许禁止

18岁以下未成年购买或者禁止未成

年人进入的零售店出售加香电子

烟。18岁是联邦法律允许购买烟草

制品的最低年龄。尽管此举将有效

禁止大多数加香电子烟在便利店和

加油站出售，但仍有大约10,000家

烟草店和电子烟商店可以销售这些

产品。FDA在下架薄荷烟之前，允许

所有零售商继续销售薄荷味和薄荷

醇电子烟。然而，戈特利布表示，

如果有数据显示未成年人正在使用

这些产品，FDA将重新考虑这一决

定。

电子烟制造商要想在未来销

售更多加香产品，必须先将产品提

交给FDA进行审查和授权。一经发

现商店非法出售产品，必须下架并

接受审查。只有完成申请授权的流

程，FDA才有可能允许商店出售，当

然商店也可能无法通过申请过程。

在上市前的申请过程中，商店必须

证明其烟草产品可以保证公众健

康。最后，如果有公司未遵守FDA线

上销售年龄验证指南或将儿童视为

销售对象，包括使用受欢迎的儿童

漫画或儿童喜爱的产品（如糖果或

苏打水等品牌），将失去产品申请

截止日期（至2022年8月8日）延长

的资格。这些公司还将按照要求提

交全部申请材料并接受审查。

戈特利布承认，零售商可能

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适应加

香电子烟相关规定的变更。他还表

示，FDA将探索如何加快可证明阻止

儿童使用电子烟的新技术。

2019年，薄荷烟和加香雪茄

可能会迎来新规定。戈特利布拒绝

透露薄荷醇加香产品禁令的最终时

间，但表示FDA“应该提高其行动效

率”。

JUUL目前停止销售加香电子烟
自11月13日起，Juul已经不再

接收90,000多家便利店、电子烟商

店和其他零售商的订单，包括芒果

味、水果味、奶油味和黄瓜口味的

电子烟订单。

然而，消费者仍可在其网站上

购买到所有口味的电子烟产品，还

可以在零售店购买到四种口味的电

子烟和薄荷味电子烟。

Ju u l公司C E O凯文•伯恩斯

（Kevin Burns）表示，只有采用该

公司规定的新的年龄限制和验证系

统的零售商，才会重新为它们提供

货源。即使在法定吸烟年龄较低的

州，该公司也禁止向21岁以下的人

群销售其产品。伯恩斯还表示，公

司将购物者秘密访问量从每月500人

次增加到大约2,000人次，以此来更

加严格地监管个体零售商。

根据伯恩斯的说法，该公司不

会将加香烟弹出售给非法零售商。

如果联邦监管机构按照计划，只允

许电子烟商店销售其产品，公司也

会表示欢迎。

奥驰亚集团下架某些电子烟产品
奥驰亚于10月底宣布，将从市

场上下架某些电子烟产品，以防吸

引未成年吸烟者。

在给FDA的一封信中，奥驰亚

CEO霍华德•威拉德（Howard Wil-

lard）表示，该公司将停止销售两

种使用尼古丁烟油作为补充剂的加

香烟弹。

“在未收到FDA许可或者青少年

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我们将会

下架MarkTen Elite和含MarkTen烟

弹的Apex，”他说。

威拉德称，奥驰亚将继续销售

其他类型的电子烟，但不再销售水

果和糖果味的尼古丁产品。电子烟

批判者认为电子烟产品可能会使青

少年对尼古丁成瘾。

“我们相信，未成年人使用电

子烟产品的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这些电子烟的口味已经超越了

传统烟草，”他说，“尽管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青少年吸烟问题并不

一定与烟草产品的口味有关，但我

们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次冒险。”

威拉德还表示，他支持将购买

电子烟的法定年龄提高到21岁。

“WHO忽视了要求各签署方采用低危害方
法，鼓励更安全尼古丁产品的协议。”

——Gerry Stimson教授，伦敦Knowledge Action Change行动



Change for flexibility

SMK SASIB 
cigarette maker

Machine speed up to 10.000 cpm.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quick 3D size changes. Single-rod technology and wide tobacco infeed hopper. 
Full selection of options, including Slim and Super Slim formats.
 
SASIB SMK is able to fulfill product quality and machine flexibility according to your demand.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2503-2018-Sasib-campagna adv-2018-SoggettoSMK_216x283.indd   1 08/02/18   12:01



22 tobaccoasia  

PRODUCT NEWS 产品新闻

澳大利亚
爆珠烟市场不断扩大

英国斯特林大学在《英国医

学杂志》之烟草控制专栏发表文章

称，自2007年推出以来，爆珠烟市

场“呈指数性增长”。

据报道，在手工卷烟产品中，

水果和薄荷味爆珠也越来越受欢

迎。烟草市场分析公司欧睿国际

（Euromonitor）在其调研的67个国

家中，有52个国家的该类产品市场

份额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有所增

加。“尽管这项产品创新取得了成

功，但仍然缺乏对爆珠烟的研究。

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对成年吸烟

者的现有研究一致表明，年轻人更

加偏好爆珠烟。报告称，在过去的

一个月内，年龄在12-17岁的一半烟

民曾尝试过爆珠烟。口感、口味、

胶囊爆破的乐趣、时尚和较低的感

知伤害是使用胶囊卷烟的关键原

因。”

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协会指责烟

草业用“伎俩和花招”来吸引年轻

吸烟者。此前，分析结果显示，爆

珠烟是可燃烟草市场中增长最快的

部分。

协会负责人、客座教授特里•斯

莱文（Terry Slevin）表示，烟草

制品改质后更具吸引力，这也成为

了“对公共卫生的猛烈袭击”。

“我们应该严格抵制烟草产品

所做的任何改质，这显然是为了提

高吸烟率，并吸引年轻吸烟者，”

他说。“澳大利亚是全球年轻人吸

烟率最低的国家。目前的情况是，

在18岁以下青少年当中，超过97％

的人不吸烟。很明显，烟草业正试

图用一种不可容忍的伎俩和花招扭

转这一良好的局面。”

泰国
将推进电子烟合法化

泰国消费税部门表示，他们

将对电子烟、蒸汽烟和电子烟油征

税，推进国内合法化使用。

消费税部门负责人Pachorn An-

antasin表示，对不同种类的电子烟

征税是合法的。泰国食品与药物管理

局将参与蒸汽烟和电子烟油的分类和

评估，以便对其进行合理征税。

美国
瑞典火柴公司推出夜鹰（Night 
Owl）烟斗丝雪茄

瑞典火柴北美公司推出最新的

创新产品：夜鹰烟斗丝雪茄。

夜鹰是一种尖头雪茄，采用

最好的烟丝制成，可随时装进箔片

保险密封小袋中。该产品含多种口

味：经典口味、葡萄酒口味、热带

炫酷口味和黑樱桃口味。

夜鹰将于2019年1月3日开始发

售。将以“99美分两支”、“二合

一”和每包四支的形式进行售卖。

骆驼鼻烟评估仍在继续
美国FDA科学咨询委员会提出，

雷诺烟草公司致力于向消费者传达

骆驼鼻烟的低风险信息。

烟草产品科学咨询委员会（TP-

SAC）认识到，现有科学已经证实，

从卷烟完全换用骆驼鼻烟，可以显著

降低吸烟者患肺癌和呼吸系统疾病的

风险，但是该委员会在该产品是否

降低口腔癌和心脏病方面仍各持己

见。TPSAC还认识到，使用骆驼鼻烟

意味着吸烟者面临的风险降低，无

烟就无风险。TPSAC审查了骆驼鼻烟

广告中的所有信息，并为该公司和

FDA提供了需慎重思考的重要议题，

因为骆驼鼻烟风险改良型烟草产品

（MRTP）的应用评估仍在继续。

“我们非常感谢委员会对骆驼

鼻烟广告中出现的特定语言进行了

深刻的讨论，并且很高兴它能够认

同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雷诺烟

草公司研发执行副总裁James Fi-

glar说。“委员会的洞见对FDA具有

重要价值，我们期待在评估应用过

程中，能与FDA进行合作。”

迄今为止，FDA尚未发布MRTP销

售许可。FDA将认真考虑TPSAC提出

的建议，进行独立评估，并根据自

己的评估做出决定。

“像我们对骆驼鼻烟一类的产

品发表的风险改良声明，并为成年

烟草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低风险产

品选择，这表明我们对烟草转变的

承诺，”Figlar说，“FDA授权向吸

烟者传达低风险信息的行动，是减

少卷烟危害的科学举措。该做法也

符合FDA建立综合监管框架以减少烟

草危害的愿景。”

雷诺烟草公司已于2017年3月提

交了6种骆驼鼻烟样式产品的MRTP申

请。其中包括超过450,000页的数据

和广泛的科学研究，还包括美国无

烟烟草使用和瑞典鼻烟使用的流行

病学研究。

马来西亚
将出台新法控制电子烟产品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Le e 

Boon Chye）博士表示，很快将颁布

一项新法案来控制烟草制品、蒸汽

烟和水烟。

李文材说，目前，《食品法》

用来控制烟草制品，《毒品法》

用来控制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产

品。“但没有法律来监管不含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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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的电子烟产品。我们计划颁布新

法来控制烟草制品，并监管电子烟

和水烟。”

他补充说，新的立法草案已提

交至总检察长办公室。“下一步，

我们将与议员和利益相关者进行讨

论，然后再提交议会。”

美国
2018年戒烟产品市场份额将
增加12%

Fact.MR发布的最新研究称，预

计2018年的戒烟产品市场份额将比

2017年增长12％，这非常可观。

该研究分析了促进戒烟产品

市场近期发展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因

素，并预测了戒烟市场的未来前

景。持续进行的反烟运动和戒烟产

品电子烟销售量的增加，是戒烟产

品市场的关键驱动因素。

大多数消费者转向戒烟产品，

是为了缓解戒断症状并增加戒烟机

会，最终促进了戒烟产品市场的增

长。尽管目前关于电子烟的益处和

危害仍存在争议，但大多数消费者

更愿意采用电子烟作为戒烟产品。

近期，电子烟销售额的增长主要是

由于年轻吸烟者的需求增加。

电子烟的不断普及对戒烟产品

市场的商业策略产生重大影响。戒

烟产品制造商，如英美烟草公司和

帝国品牌公司，正计划加大对电子

烟设备的投资，以满足未来几年戒

烟产品市场的增长。

Fact.MR的研究表明，尽管全球

各地的戒烟产品无处不在，但北美

和欧洲的戒烟产品市场利润最大。

该研究发现，美国和欧洲戒烟产品

市场的制造商认为，这些地区的吸

烟比例已与流行病比例趋同，戒烟

市场最新发展的重要战略也反映了

这一点。

北美和欧洲对戒烟产品的需

求不断增长，主要得益于烟草产品

使用量的惊人增长，特别是在这些

地区的年轻人群中。对英国成人吸

烟习惯的调查发现：2017年，英国

现有吸烟者中，25至34岁的烟民占

比最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

有超过3800万成年人吸烟，而戒烟

人数增幅最大的是该国的年轻人。

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千禧一代

的戒烟意愿不断增强，在可预见的

时间内，戒烟产品市场的主要制造

商可能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这些地

区。Fact.MR报告评估了2018-2028

年期间戒烟产品市场的增长情况，

预计到2028年，其复合年增长率将

达到10.8％。

印度尼西亚
Juul聚焦亚洲市场

Juul正在探索如何在亚洲出售

其产品。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官员表

示，10月，Juul公司代表与印度尼

西亚政府就引入其电子烟设备进行

了讨论。

一位熟悉Juul计划的内部人士

表示，该公司的高管担心印尼当局

可能不愿意批准其申请。因为该做

法可能会遭到传统烟草业的反对，

这是该国税收的主要来源。

据报道，该公司还担心“电

子烟更健康”的说法在印度尼西亚

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该国没有像

其他国家那样关注健康问题。该人

士拒绝透露这项并未公开的讨论内

容。财政部官员还表示，Juul代表

与该部门联系，讨论如何对其设备

进行征税。

税务总署高级官员Sunaryo表

示，政府需要调查国内电子烟市

场，以确定像Juul这样的外国公司

是否会伤害当地劳动密集型的小型

电子烟公司。

“我们需要政府来研究这一情

况，”他说。同时补充道，他不确

定Juul是否会遵守电子烟设备和电

子烟油单独出售的规定。

食 品 与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BPOM）官员表示，Juul还需要获

得该机构的批准，该机构也需要与

Juul保持联系。

据报道，Juul也在积极考虑向

印度、韩国和菲律宾进军。除印度

尼西亚外，Juul还在今年4月至10月

期间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提交了

商标申请。该公司于7月在新加坡开

设了第一家亚洲办事处。

“WHO忽视了要求各签署方采用低危害方
法，鼓励更安全尼古丁产品的协议。错失挽
救本世纪吸烟夺去的10亿人的生命的机会，
令人悲哀。”

——Gerry Stimson教授，伦敦Knowledge Action Change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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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产品和品牌的曝光率，许多厂家不仅在线上开展各种活动，线

下也展开了各种营销大战。为了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各大商家使出各种“奇招”，比如

采取“体验式营销”，建立线下体验店，正在成为各大品牌争抢消费者的主要手段。

所谓的“体验式营销”是采取“先品尝，后购买”的经营模式，它的运营管理借鉴了

全球最先进的4S（满意satisfacion；服务service；速度speed；诚意sincerity）管理操作

理念，集自主观摩、自主品尝、自主体验和自主购买于一身。目前，很多品牌都在线下开设

了体验店，品牌体验店、产品体验店等等。我们最常见最直观的体验店就是智能手机的旗舰

店，比如全球知名的苹果旗舰店，将产品陈列在展柜上，方便消费者体验以作出消费选择。

体验店的最大作用就在于，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让消费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一个品牌的

产品和服务带给他们的价值，引起消费者购买动机乃至购买行为。在烟草行业，就有这么两

家各有千秋的文化体验店与集合店——“冀烟品牌文化馆”和“长城优品生活馆”。

“文化体验店”助力品牌传播
烟草行业的体验店起步较晚，而且功能更多的停留在销售上面，销售产品也较为单

一，很难吸引除了卷烟消费者以外的消费群体。而与传统的体验店相比，文化体验店的功能

更加丰富，除了产品销售之外，店里还可以设置茶歇室或者网络专区，吸引消费者前来喝

茶，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能让消费者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处理公事；在文化体验店里除了售卖

卷烟产品之外，一些品牌周边也可以进行售卖；更为重要的是品牌的文化凸显，带给消费者

的更多的是品牌文化和品牌历史的体验，比如致力于传播“荷花”品牌文化的这家“冀烟品

牌文化馆”。

走进这家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园街的卷烟零售店，立刻能感受到独特的氛围，这个

荷花文化体验店不同于一般的体验店，“荷花”品牌相关展示十分美观，墙上悬挂着有关

于“荷花”历史的字幅，还有关于产品工艺的说明。除了卷烟之外，“冀烟品牌文化馆”几

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展厅里摆放着河北烟草几十年来各种规格的卷烟，讲述着冀烟不断前

行的成长历史。消费者喜欢来这里买烟，更喜欢到展厅里转转、看看，这里已经成为石家庄

零售商户自建终端的一个亮点。这家烟酒店的老板说，自己做这个文化体验店的目的就是想

把“荷花”烟推广出去，利用“人带人”的方法，让老客户带到这边喝茶谈生意，利用这一

线下创新选择——感受烟
草文化体验店与集合店

文
/烟

草
在

线

文化体验店成为烟草零售新趋势 烟草集合店的品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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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冀烟”推广出去。展馆成立后，游客不绝。“

荷花”特色陈列吸引了众多“荷花”的追捧者，场面火

爆。还有很多本地的零售商户来参观学习。每次有客人

上门，老板和他的店员们都很热情地接待介绍，介绍店

里的各种展品，然后请大家在吸烟体验区喝喝茶，聊聊

天，相互交流一下，气氛相当融洽，这里现在已经变成

了一个展示品牌文化的好平台。

“烟草集合店”打造商业新物种
在当今这个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不确定性越来越

强的时代，品牌竞争优势的建立必须保证要有“领先两

步”的能力，先人一步已经不足以给自己建立防御保险

了。作为一个新物种，“长城优品生活馆”的落成则相

当于是为领先两步所做的高效率尝试。

“长城优品生活馆”是四川中烟推出的“全国首家

烟草集合店”，集“烟草、咖啡、轻食、书籍与文创产

品”五大生活元素于一身，通过场景创新打造零售新物

种。来长城优品生活馆的消费者会体验到四川中烟“宽

窄”品牌的全系列产品，包括全系卷烟产品、礼品套装

以及“宽窄•功夫”、“宽窄•秀爽”、“宽窄•芭丝”等

新型烟草制品，还有“长城”雪茄的私人定制业务。成

都长城优品生活馆在参观体验之余，优美的环境，众多

的书籍，还有咖啡和美食服务，给消费者创造全新的消

费体验。

来过这里的消费者如此评价，“很不错的一家烟

草集合点，听店家讲解能够学会很多关于香烟的传统及

知识。店内的陈列做的非常的考究，沙发特别舒服！在

有太阳的下午，在这里点上一支长城雪茄，品味各种

宽窄，喝一点脏咖啡，拿上手机扫描二维码【宽窄造

物】了解一下时尚主流的新型烟草制品那种感觉真的很

棒。”

可以说，“长城优品生活馆”是一个全新的生态，

传统的零售终端关注更多的是店面陈设、产品陈列等现

场因素，而“长城优品生活馆”则是通过跳出原有卷烟

零售经验进行新商业重构，最终带来的往往是全新的产

品或服务形态，更多的是看似回归传统但底层逻辑已经

完全颠覆的商业生态。这也是典型的围绕消费需求和消

费体验开展的挖掘，立足于消费者，通过对消费需求、

消费体验和延伸服务进行挖掘，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

将品牌价值最大化。

从根本上来讲，生意的本质是为人服务，是做给

人看的，能为顾客创造不同于传统领域的价值点，这就

是在“新零售”时代下，企业所面临的发展机会。无论

是文化体验店还是烟草集合店，都是现代终端的一个部

分，或者算是新零售的一个部分，都处于萌芽时期，未

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烟草企业或许可以试着将

重心放在文化体验店和集合店上，无论是对产品营销还

是品牌宣传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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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以其降低

有害成分释放量的显著优势逐渐成为烟草制

品的重要发展方向和研发热点，也已经成为

各大国际烟草巨头重点发力的方向，市场规

模增长迅速。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菲莫国际，

该公司自2008年以来投入超45亿美元用于低

风险烟草产品的研发与检验，核心产品IQOS

于2016年初最先投放市场，截止2018第一季

度，IQOS在日本的市占率已达到15.8%，远

超其他新型烟草制品表现。

而随着IQOS在日本的热卖，这种加热不

燃烧烟草制品也越来越多的为中国烟民所熟

知，更因为其时尚的外形，以及其宣称的更

低的危害，成为很多时尚烟民追逐的对象。

中国烟草严厉打击加热不燃
烧烟草制品非法经营行为

随着IQOS的流行，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

国国内的IQOS产品也越来越多，与在国外的

被追捧不同，IQOS在中国国内遭到了有关部

门的严厉打击。

中国严打非法流入的加热不燃烧烟草
制品

据中国媒体报道，2018年8月23日，陕

西西安，两名中国留学生利用网络贩卖IQOS

电子烟被查获，涉案金额近千万。这是中国

陕西省的首例新型烟草案件。

而在2018年更早时候，中国浙江省宁

波市公安局和宁波市烟草专卖局联合通报了

该市破获的全国首例部督特大销售加热不燃

烧新型卷烟非法经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3

文
/烟

草
在

线

颇受消费者青睐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在中国受到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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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涉案金额上亿元。以此为起点，中国多个省市相继

破获多个加热不燃烧新型卷烟非法经营案件。

2018年1月，中国上海公安机关查获IQOS卷烟共计

2000余条。经鉴定，其中2015条为真品IQOS卷烟，烟支

填充物均系烟草制品。初步估算价值共计340000余元。

这也是上海市首例非法经营新型不燃烧电子烟的案件。

3月，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局联合公安人员破获一

起互联网非法经营加热不燃烧卷烟的网络案件，专案组

查获加热不燃烧卷烟1500多条，涉烟案值500多万元。而

其中涉及的加热不燃烧卷烟正是IQOS。

7月份，中国浙江绍兴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互联网销

售加热不燃烧卷烟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涉案金

额超过6000万元。这也是目前全国该类案件中，抓获人

数最多案件之一。犯罪嫌疑人销售的加热不燃烧卷烟也

是IQOS。

随着一部分加热不燃烧非法经营大案的破获，中国

烟草部门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监管

力度，将继续通过共享数据线索，加强情报研判，以打

击“互联网+物流”涉烟违法犯罪为突破口，从源头、仓

储、旅检到销售环节对走私加热不燃烧卷烟开展全链条

打击，力争破获有影响力的要案，防止走私活动扰乱和

冲击中国卷烟市场秩序。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IQOS会在中国遭到如

此严厉地打击呢？

IQOS在中国属于烟草专卖品
其实，在很多中国烟民的普遍认知中，IQOS一直被

当作传统的电子烟，就是国际上通常所说的蒸汽烟，这

种电子烟产品通过雾化手段将烟油（一般含尼古丁、PG/

VG、香精等）变成蒸汽，属于尼古丁传送系统，即并不

燃烧或使用烟叶，而是将使用者吸入的液体予以汽化。

而IQOS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烘烤加热烟草的方式产生

烟雾，本质上是烟草。所以IQOS虽然有电子设备，但严

格来说不能算在电子烟的范畴内，而是属于加热不燃烧

的烟草制品。

2017年10月，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下发了

《关于开展新型卷烟产品鉴别检验工作的通知》，将

IQOS、Glo、Ploom、REVO四种类型的新型卷烟产品纳入

卷烟鉴别检验目录。2017年11月，中国国家烟草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对相关单位送检的IQOS“烟弹”样品成分进

行了鉴别检验，从中检出烟碱、四种烟草特有的N-亚

硝胺、以及与一般烟草及烟草制品中相一致的右旋烟

碱旋光异构体比例范围、与一般烟草及烟草制品中相

一致的次要生物碱种类，判定“烟弹”样品含有烟草

特征性成分，填充物由烟叶制成。因此，如果是真品

Marlboro、PARLIAMENT、HEETS等IQOS“烟弹”，应属于

烟草制品。

中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

卖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

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

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

叶统称烟草制品。”故卷烟的经营销售应当遵守国家烟

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IQOS烟弹属于烟草专卖品，属于烟草专卖监

管范围，更因中国尚未进口IQOS，所以中国暂时不能销

售这种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目前，中国所有IQOS都是

通过国外走私入境的，如果销售金额较大，就有可能涉

嫌非法经营罪或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IQOS为代表的新型烟草制品正强势崛起
在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研发推广方面，菲莫国际

占领先机。截至2017年底，IQOS已经在日本、韩国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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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或国家的主要城市进行销售。据菲莫国际2018年股东大会发布的数据，在使用IQOS

的消费者中，希腊、乌克兰、罗马尼亚的转化率均接近80%，俄罗斯、塞尔维亚、葡萄牙等

国的完全转化率也达到50%以上。约500万成年吸烟者的消费习惯从传统卷烟转化为此类产

品，反映出消费者对此种新型烟草产品的接受度较高。而自IQOS推出以来，iQOS销量及所占

营收比持续提升，由2016年1季度单季收入5500万美元增长至2017年4季度单季收入16.43亿

美元，所占菲莫公司全部收入比例也逐渐接近20%。菲莫国际成入局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最

早、投资力度最大的跨国烟草公司，毫无疑问也成为最为受益的企业。

英美烟草的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以glo为代表。glo可将特制烟丝加热至约240摄氏度，

产生含有尼古丁的气雾剂，产生烟草味道，产品于2016年底首发于日本。此外公司还开发

了glo iFuse，这款产品融合了烟草加热和雾化技术，不仅仅加热烟草，还加热尼古丁风味

液体溶液。日本烟草公司于2011年依靠Ploom产品切入加热烟草市场，该产品采用 “不吸

烟，不闻烟雾或灰烬”的低温烟草加热方法设计而成。2016年，Ploom Tech登陆日本，其

间接加热烟草的方法给日本加热烟草行业带来了革新。2017年，Ploom Tech在欧洲推出。目

前，Ploom Tech已于2018年6月开始在日本全国进行推广。

中国烟草企业积极开展新型烟草制品研发
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在2013年就已经成立新型烟草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领新型

烟草发展。在技术研发方面，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于2015年成立，定位为中国烟草行业

新型烟草制品研发基地和产学研实体。湖南中烟和云南中烟也分别在深圳设立了新型烟草制

品研创平台。在装备制造方面，山东中烟于2015年设立了新型烟草制品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积极推动装备建设，促进技术成果的应用转化。

近年来，尤其是 2012年以后，中国国内烟草行业在加热不燃烧型卷烟专利技术研发方

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申请专利总量远超国外烟草公司和其他专利申请人。其中云南中烟和湖

北中烟的专利数量较多。

目前，中国国内烟草企业的加热不燃烧全套产品已经研发出来，但还处于试水阶段，

目前只是小范围出口。四川中烟是中国第一家规模生产并出口加热不燃烧卷烟的企业，其生

产的“宽窄功夫”加热不燃烧烟草在韩国推出后获得广泛关注。此外，如湖南中烟的超声雾

化电子烟（U-sonicig）、云南中烟的MC电子烟等均实现了对外出口，湖北中烟的新型烟草

产品也已经开始按照订单需求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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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SO 22382消费税新标准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

一项新的消费税标准：“ISO 22382： 

2018——安全与韧性——产品和文

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信性——

就消费税的内容、安全、发放和审

查要求提供了相关指南。

作为消费品的一大安全特性，

税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对于烟草

市场领域。全球层面、国家层面和地

区层面正致力于通过减少烟草制品的

消费来更好地控制烟草和改善公共健

康。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FCTC）和欧盟的《烟

草产品指令》（TPD）正是国际或区域

结构化战略的例证。而税票则从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ISO新标准提供税票采购、解

释、安全、发行和审查指南，协

助税务机关加强消费税法规合规情

况。该标准规范了上述领域的最佳

实践方法，表明税务机关应将税票

视为高度安全和应受保护的文件，

并集成进入了各系统和审查程序，

这些都有助于建立高效的消费税征

收制度。Reconnaissance Inter-

national公司曾组织发行《税票新

闻》和 《税票：技术研究和市场报

告》，并管理税票论坛。该公司联

合创始人兼前任总裁伊恩•兰卡斯

特（Ian Lancaster）说：“税票

可为公共卫生和政府收入做出巨大

贡献。我们知道，假冒产品和其他

非法商品不仅会剥夺政府的税收收

入，还会给消费者带来严重的健康

问题。安全的税票也提高了相关犯

罪行为的难度。”

“我们制定这一标准的目的是

帮助税务机关实现税票使用的最优

化——确保税票安全并受到良好保

护，这样税票也能保障相应的产品

质量和公众健康。”

“鉴于此，我和ISO TC 292的

所有成员都鼓励所有税务机关采用

这一标准来指导税票计划的制定，

以确保他们的税票可以保护公众健

康，并增加税收收入。”

约旦
只有获得许可的工厂可进口烟机

约旦政府限制卷烟和mu’assel 

（当地特有的水烟产品）烟机进

口，只有那些获得许可的老牌工

厂，以及即将在海关区、开发区、

免税区和亚喀巴经济区获得许可的

工厂，才可以投入生产“非零售”

产品。内阁还决定，按照《投资

法》的规定，关于进入当地市场的

规费和税金，在开发区生产并供国

内消费的烟草及其产品将与在开发

区以外生产的烟草及其产品享受同

等待遇。约旦政府强调，有必要在

开发区和免税区设立税务部门，其

职能与当前海关地区的税务部门相

同，以实现本地产品可与免税区和

开发区产品公平竞争。

全球
烟草包装市场规模将达149亿
美元

Visiongain的一份报告称，在

新兴经济体的推动下，预计2018年

全球烟草包装市场规模将达到149

亿美元，在可预测期内其发展将

充满活力。Visiongain调查了18个

商机较好的主要烟草包装市场：巴

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

印度、意大利、阿根廷、埃及、日

本、墨西哥、亚太其他地区、欧洲

其他地区、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

（LAMEA）其他地区、俄罗斯、西班

牙、英国和美国。

该研究还表明，烟草包装市场

将受到以下因素的不断推动：可持

续包装需求增长、人均收入增加、

生活压力以及女性吸烟者人数的不

断增加。

菲律宾
查获无证卷烟制造机

在对烟草业逃税行为的一次严

惩行动中，菲律宾各地缉获了大量

未注册的卷烟制造机。

财政部（DoF）表示，国内税务

局（BIR）“在圣西蒙工业园区内查

获四台无证制烟机、六台卷烟包装

机、一台滤棒成型机以及假冒卷烟

税票。该局向财务部长报告时称，

这些都是走私过来的机器。” 

财政部在同一份声明中还表

示，“在最近的行动中，国内税务

局搜查队在卡加延德奥罗的两家工

厂查获了未经注册的卷烟机、包装

机和滤棒成型机。”并查获了用于

制造卷烟的材料。

到目前为止，国内税务局和海

关局（BoC）共查获各类品牌的走私

卷烟案件达531起。财政部长Carlos 

G. Dominguez III表示，卷烟制造机

“我们仍然认为最终禁止使用卷烟中的薄荷醇
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认为烟草业将发起强有
力的反击。”

——Bonnie Herzog与Patty Kanada,富国银行证券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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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受管控物品，你需要追踪这些

机器的来源，弄清背后操控者是谁，

以及这些机器是如何进入我国的？”

国内税务局表示，被扣押的机

器“将被禁用，以防止它们重新进

入市场”。

全球
卷烟包装机市场将于2027年
迎来发展高峰期

未来市场洞察（Future Market 

Insights）表示，2027年，卷烟包

装机市场将步入发展高峰期。

卷烟包装机的领先制造商为客

户的烟支类型提供定制型包装，如

70毫米、84毫米、100毫米、纤细、

超薄和纳米材料卷烟，从而确保卷

烟包装机生产的灵活性。对卷烟包

装机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和

欧洲地区。

这两大地区有望在未来预测期

内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卷烟包装

机制造商也优化了机器设计步骤，

以生产更具吸引力的烟支。此外，

激光技术的运用，加快了卷烟生产

和不合格产品的检测效率。

未来市场洞察指明，全球卷烟

包装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莫

林斯公司、Marden Edward Ltd.、MOI 

Engineering Ltd.、Orchid Tobacco 

Machinery、虹霓机械制造股份公

司、温州T＆D包装机械厂、Makepak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M o n o t r a d e 

S.p.A.、ProCo STS Limited、 Dy-

namic Tools Pvt. Ltd.、Unitek 

Packaging Systems Pvt. Ltd.、

浙江铸信机械有限公司、Sollas 

Packaging Machinery和常德烟草机

械有限公司。

巴基斯坦
突袭Gutka烟生产厂

11月初，警方突击搜查了位于

马里尔地区Sukhan的两家gutka烟生

产工厂。

Gutka烟是一种可咀嚼的烟草，

由压碎的槟榔、烟草、石蜡和调味

料制成。此次突袭缉获了价值数十

万卢比的Gutka烟和制造机。

马里尔高级警官说，“此次行

动共抓获11人，随后还将对涉事官

员进行调查。”

巴基斯坦于2017年10月1日禁止

销售和使用sheesha烟、gutka烟和

mainpuri烟。2017年11月，警方在

卡拉奇地区查获了大量gutka烟。

10月20日，信德省高级法院

（SH C）勒令当地政府继续打击

gutka烟、mawa烟和mainpuri烟等成

瘾性产品的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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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正常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一个破旧

的小装置、爆胎、后视镜破碎，或是椅垫破

损就把一辆车扔掉，而去购买一辆新车。明

智的车主只会将坏掉或磨损的部件换掉。由

此可类推到烟草制造业。初级加工和二级加

工机械，比如烟草切割机、分拣机或卷烟与

过滤嘴制造机等，都有许多固定或移动的部

件，这些部件因手动压力而经常会被磨损，

最终可能会发生故障。那些不再由各自相应

的制造商组装的老旧机械，可能会因为多年

的持续运转而经受更高程度的磨损。尽管这

些零部件的替换部件难以买到，但最终总

烟草机械零部件供应商概览
不管是新型烟草机械还是老旧的烟草机械，有时候都会存在相当大的磨损。
因此，备件供应商就提供非常关键而且不可或缺的服务，使得生产线能保持
运转，防止出现耗资昂贵的生产停工期。

是有办法采购到的。当然，也存在将旧机械

升级或翻修达到更高标准的做法，以确保工

作流程更加高效。这就是备用零部件供应商

输出有价值的服务的地方。他们能够提供几

乎任何可以想象的部件，不管是新的，还是

二手的，品牌的，还是非品牌的，老旧的还

是时新的（而且交付的时间经常很短）。有

些供应商还十分专业化，只交易某些门类的

零部件或耗材，如供应切割刀片的英国公司

Arkote（详见侧边栏）。其他的企业提供众

多的增值服务，如用最新的零部件将整个生

产线进行翻新，给工厂主节约大量的投资。

HSI零部件车间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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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接管MQM公司零部件资产
总部位于德国的HSI烟草服务与

零部件公司是瑞士投资集团Miner-

giaInt AG旗下的一家公司。它不仅

出售面向最受认可的烟草机械品牌

的零部件，也出售完全翻新的二手

机械，并为过时的旧机器提供全方

位的翻修服务。实际上，2009年，

过去享有极高声誉的零部件供应商

MQM进行清算时成立了HSI公司。MQM

公司从事零部件业务已经超过25

年，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各种烟

草机械，包括初级加工机械和二级

加工机械的大量零部件存货，建立

起了庞大的客户基础。当这家公司

最终破产垮台的时候，得到瑞士金

融支持的HSI收购了它的全部资产，

包括零部件庞大的分类、大量的说

明手册、指南、图纸、模板，以及

其他工艺技术文件。在这样的情况

下，用经营经理Guido Strahmann 的

话来说，HSI将自己视为“MQM公司

的继承人”，或者也可以说，HSI成

为了MQM资产的管理人。

接管的零部件约有180000个
除 了 继 承 M Q M 的 零 部 件 仓

库，HSI还继承了庞大的客户基础，

并且它还继续维护和发展这个客户

基础。Strahmann说：“直到今天，

前MQM的客户还在联系我们，不仅

为了购买零部件，他们也成为使用

老旧机械的特别烟草产品计划的顾

为烟草业提供任何类型的刀片
Parkway Ridge靠近中古英语时期就成为城市的谢菲尔德。这里是Arkote公司

的大本营。该公司是一家世界领先的供应商，向烟草业供应各种类型的刀具刀片。

那么，这些刀具刀片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就是用具有传奇色彩的谢菲尔德钢制

造的。Arkote公司成立于1881年，如今还继续与领先的烟草机械制造商合作，开发

具有上乘切割效率和耐用时长的刀片。其客户包括最优秀的初级加工机器制造商，

如虹霓机器制造公司、Garbuio、Dickinson Legg、莫林斯、Comas、ITM和昆明烟

草机械公司等等。Arkote公司所有刀片均由冶金专家经过多年研发而制的合金钢锻

造而成，能确保刀片耐受工业烟草切割的强大机械压力。除了烟草切割刀片之外，

该公司当然也为虹霓、莫林斯、GD、Decoufle和Sasib等品牌制造各种过滤嘴切割

刀片。该公司供应的所有产品都恪守最高等级的ISO9001标准，这是显而易见的。

HSI仓库摆放整齐的烟草机械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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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由于我们拥有从MQM接管过来的超过180000个零部件的存货，老

旧机械实际上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也是我们专业知识之所在。”因

此，HSI尤其对莫林斯公司的机械，如Mk.8、Mk.9和HLP的零部件十

分在行。Strahmann解释说：“这些机械更适用于雪茄和小雪茄制造

业。”他还补充说，很多主要制造商都位于德国、瑞士和比荷卢经

济联盟等这样的国家。“在这个烟草产业圈里我们是这些机器类型

的行家，例如，当需要零部件来助力对雪茄、小雪茄的版式进行更

改的时候，客户就会想起我们公司。”

新部件还是翻新部件都不是问题
据Strahmann说，顾客无论需要新部件还是二手部件（这两种

部件HSI都供应）“主要是成本、可用性以及交付时间的问题”，

公司会按需进行推荐。例如，如果急需一种零部件，HSI可能选择

提供二手部件，但实际上是“与新部件一样好的”完全翻新的部

件。Strahmann也承认，崭新的原装零部

件可能不是总有存货，而且取决于机器的

类型，可能“交货时间会极长。”翻新零

部件和新部件之间，也可能在耐用性和可

靠性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可以忽

略。Strahmann补充说：“但是，优先考虑

什么，是新零部件还是翻新零部件——其决

定总是由客户来做出，也取决于个别零部件

和机器装置。”在有人订购了原装零部件，

但实际却没有存货的情况下，Strahmann认

为，他的公司“至少会有可用的工艺技术图

纸”，可以使公司能够在自己装备齐全的内

部工厂里，在每个细节上模仿原版部件，从

零开始制造出零部件。

按需采购零部件或订制复制品
如果客户需要，HSI也可以尝试在公司

全球商务伙伴网络中采购，条件是客户愿意

接受交付时间延长的情况。而如果这样的全

球搜索无法购买到所需的部件，HSI的工程

团队还是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复制这个

零部件，当然基本上是打造出一个非品牌的

零部件，而不是原版品牌部件。尽管更为简

单的复制版零部件“可能”比在别的地方采

购到的原版零部件更便宜，但是再造版零部

件之所以复杂，通常不是因为它们的制造复

杂，所用资源多。Strahmann坚持认为：“好

品质当然是高价。”但是，即使是有存货的

部件，也不会永远都有存货。Strahmann告诫

说：“当然，我们从MQM接管下来的零部件并

非是无限的。”但他重申：“我们可以随时

再造这些零部件，因为我们数据库里存有每

一个部件的工艺技术图纸。”是的，甚至还

有一些专门零部件，目前只有HSI能够独家供

应。Strahmann透露：“比如，我们有为虹霓

公司的MAX过滤嘴组装机提供的可调整虑棒长

度的Flex Kit。”

来自荷兰的众多特种产品
荷兰斯毕克公司（Spikker Specials B.V.）成立于1962

年，如今其生产的零部件可用于众多行业，包括食品、医药与

烟草业等产业。从一开始，该公司就强调专业化，利用全球可

获得的最好材料，生产出关键的备用消耗零部件。这种方法为

斯毕克公司的经营理念：“小型生产，持续创新，顶尖品质”

奠定了基础。因此，多年来，该公司作为开发商、制造商和机

器的备用消耗零部件翻修商，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好名声。

向烟草业供应的切割机器及其相关的磨损处理工艺已经

成为斯毕克公司工程专业知识的主要领域。该公司不仅开发和

制造新的零部件和耐磨零件，而且还开展翻修、重新打磨和修

补的业务。从长期来看，这给客户带来的经济益处是显而易见

的，例如工具的寿命延长了，效率能够得以维持等等。但是，

不管需要哪一种零部件，公司都可以向客户保证，不仅产品的

质量高，而且所有订单提交的速度也快。除了公司内部生产的

部件以外，该公司还库存有大量颇受青睐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机

械品牌的零部件。

HSI提供的机械类型、备件与服务

*列表并非完整，仅作为基本概述。
来源：HSI  

烟机类型*
莫林斯Mk.8与Mk.9

虹霓料斗SM/Post 64

莫林斯刀头Mk.8与Mk.9

所有类型的烟草制品

虹霓MAX过滤嘴组装机

莫林斯HLP

所提供的普通备件和/或服务
重量控制器、附属品、消耗品、安全

警戒升级（电气和机械）

全方位翻修与升级

全方位翻修与升级

全方位翻修

全方位翻修与升级、格式转换、胶辊

全方位翻修与升级、格式转换

HSI：全球备件和服务客户

来源：HSI

市场地区 客户占比
西欧 70%

东欧 15%

巴尔干半岛地区 4%

北非 1%

北美 8%

南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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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与业务扩张
但是，对于HSI来说，这不仅仅是出售或再造零部件的问题。与公司的核心业务

结合在一起，该公司还提供众多增值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当货物的运送目的地是

欧盟以外的客户时，公司免费处理所有海关文件。此外，当客户需要时，HSI公司还提

供安装指导，例如，从相关工艺技术手册和说明书复制出来的相关摘选和图表等。无

条件接受所有任何零部件的退货，退款迅速。Strahmann说：“当然，退货退款只有在

零部件无破损退回的时候才能完成。”他还补充说，他的公司与零部件商业圈里的其

他两家主要从业公司斯毕克公司（Spikker Specials B.V.）和科林斯美尔工程有限公

司（Colin Mear Engineering Ltd.）（详见侧边栏）保持着“相当紧密而成功的商业关

系”。然而，仅是供应零部件、技术服务，为老旧机器传送工艺技术专门知识，从长

期来说，是无法让HSI取得成功的。因此，公司也在致力于新建一个新机械业务部门，

当然，是为了使其“一应俱全”的零部件存货变得完整。Strahmann透露说，新的机械

业务重点会放在税票机、烟盒封装机和覆膜机上。而他还向《亚洲烟草》透露了一个

小道消息：“由于HSI的前身MQM在烟草业内仍然十分有名，我们正在MinergiaInt AG公

司旗下恢复这家公司昔日的威名。” 

向世界最大的卷烟制造商提供产品
自1983年成立以来，科林斯美尔工程公司（CME）一直保持良好

的业绩记录，为客户交付高质量定制非品牌包装设备和零部件，保证

其运行的可靠性和效率。该公司与世界最大的卷烟制造商密切合作

了30多年，定期以成本效益最大化的方式解决技术与操作方面的问

题，包括提供各种机器，生产新奇的包装版式。但当然，科林斯美尔

工程公司也制造、采购和供应产自著名制造商，如莫林斯、霓虹公

司、GD、Focke、Sasib和Marden Edwards等公司的二级烟草加工机械的

各种零部件，目前，其库存的零部件有60000多个。此外，科林斯美尔

工程公司还通过安装、技术和培训服务，提供广泛的客户支持。该公司

库存的技术图纸超过250000幅，也使它能够在内部设计制作出任何没有

库存的部件。而通过与德国HIS等供应商建立起的广泛的全球网络，科

林斯美尔工程公司通常也能成功地采购到所需的最“奇怪”的部件。

HSI经营经理Guido Stra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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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国在思考如何有效打击非法烟草制品贸易并贯彻实施TPD2时，需要确保所

采取的举措遵循WHO烟草制品生产和销售的国际管控计划——FCTC及其议定书。过去几年

里，ITSA一直警告说，一些符合TPD2的标准实际上违反了今年9月生效的FCTC协议。但FCTC

作为国际法律，较之TPD2更具优先权。

焦点汇聚：TPD2
ITSA尤其担忧TPD2以及一些关于可追溯性、安全性的技术标准以及数据存储不符合WHO

的协议。该协会一再强调这项欧盟指令中的弱点，因为这会有损将要实施的T＆T系统的安

全性。它还指出，违反议定书规定，一些责任被无故转移给烟草业。“TPD2中包含许多需

要符合WHO协议中安全和产品识别的要求，不应将关键任务转交给烟草业自身或由其来执

行，”ITSA协会秘书长Nicola Sudan在2018年7月下旬发布的新闻稿中说道。该协会指出，

欺骗总是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根据英国巴斯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说法，烟草行业不但直接涉

事其中，而且继续参与。因此，WHO认为控制系统不受烟草业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烟草产品新指令》
被指有违FCTC规定
国际印花税票协会（ITSA）警告说，就追踪和跟踪系统（T＆T）的要求而
言，《欧盟烟草产品新指令》（TPD2）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FCTC）不一致，迫切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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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新版ITSA指南
ITSA最近发布了一份新版烟草制品安全性和可追溯性指南，

已与欧盟主要利益相关方共享，可在其网站上查阅。该文件就税务

标记计划如何结合TPD2技术标准中规定的可追溯性和安全性要求提

供建议，同时还为符合FCTC的完全独立的采购提供解决方案。ITSA

在其指导文件中建议，欧盟指令要求的所有认证要素应由第三方提

供，并与多层安全承载中的唯一标识符（UID）中的数据相结合，例

ITSA和FCTC
总部位于英国泰晤士河畔森伯里的

国际印花税票协会（ITSA）汇聚了领先

的行业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以更好地了

解税票计划的好处以及该行业的最高专

业标准。全球有150多家收入机构使用税

票来征收税款和消费税。每年全球税票

生产量约1400亿枚。除了提供纳税和税

收证明外，税票还应用于产品认证、防

篡改和可追溯等方面。

W H O 《 烟 草 控 制 框 架 公 约 》

（FCTC）之《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

定书》为烟草生产和分销的监管以及执

法当局之间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蓝

图。2018年6月末，在英国批准该条约

后，批准议定书的国家达到了40个，从

而FCTC于2018年9月25日正式生效。该议

定书的缔约方有5年时间来建立全球追踪

和追查系统。10月，协议缔约方举行了

第一次会议，以便决定未来的方向。  

ITSA协会秘书长Nicola Sudan 厄瓜多尔实际推行的
烟草印花税票

图
片
由
ITSA提

供

图
片
由
ITSA提

供



42 tobaccoasia / Issue 5, 2018 December 2018 / January 2019

如税票。将数字数据与身份验证功能集成将

加强反欺骗保护，确保UID不会被复制。WHO

协议支持这种方法，并更加强调T＆T控制系

统供应商需独立于烟草业，而不是欧盟已经

妥协的模块化系统。

功能实用、无缝对接的合规方式
ITSA还指出，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有23

个已经实施了税票计划。税票在需要时升

级就能成为既符合TPD2技术标准，又兼具

实用性、成本效益和连续性的方式。对于那

些没有税票系统的成员国来说，这可能是引

入税票系统的理想时机。“从高级别的防卫

上看，升级的税票系统易于检查、能独立

采购，所有认证和核心信息组合无疑是最

好的、最安全的整体解决方案，”Sudan断

言，“目前使用的印花税票系统产品的成本

效益可追溯，从而能打击欺骗行为，加强税

收征管。”

可从协会网站www.tax-stamps.org下载

ITSA指南副本。

Sewtec Automation公司：经济实
惠的TPD2合规方式

欧盟一贯的官僚作风表明，在引入新

法律时，他们几乎不听取任何行业担忧的声

音，而结果证明这些法律通常是不公平的。

无论ITSA对TPD2问题的立场如何，制造商都

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该指令的T＆T条款很

快就会出台，除非布鲁塞尔有人能够幡然醒

悟（过去的迹象表明，这种几率极小）。 

然而，出台新的或升级现有的T＆T系统可能

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工作，尤其可能会增加

中小型公司的财务负担。但也不是没有解决

之道。总部位于英国的Sewtec Automation

公司表示，将推出价格合理的精简型、全系

列的T＆T解决方案，以便及时响应TPD2。该

公司成立于1982年，有90名员工，设计及生

产设施设在西约克郡Dewsbury镇。2017年8

月，Sewtec被私募股权公司Endless收购，

并由Endless的管理团队所领导。

“无意义的规则”威胁德国雪茄制造商的未来
欧洲烟草业界也酝酿着对TPD2的不满情绪。虽然该指令尚未

生效，但德国雪茄工业联合会（BdZ）去年以来就对指令的T＆T

规定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呼吁政府“保护中型企业的利益”。

在2017年11月发布的新闻稿中，BdZ指出，雪茄行业一方面

在努力实施最近颁布的FCTC协议，同时还不得不应对TPD2，因为

TPD2迟早会生效。“对于雪茄行业来说，TPD2的T＆T条款不仅意

味着极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完全没有意义，”该协会的常务董

事Bodo Mehrlein在新闻稿中评论道，“TPD2提出的可追溯系统

用来打击烟草走私，但这在雪茄市场领域不会发生。因此，相关

条款严重违背了法律或法规的基础原则。”

最近， B d Z 呼吁德国联邦政府拒绝通过该指令草

案。Mehrlein敦促说：“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才能达成一个在运

营和经济上均可实施的雪茄业的框架。欧盟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

官僚毒瘤，中型雪茄公司生产的产品即使不处于走私范围前列，

但也会被无形扼杀。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目前不仅需

要在产品上加贴跟踪代码来追踪分销渠道和销售市场，而且稍后

还会附上大量的额外数据，甚至包括卡车和货车的牌照。“必须

通过独立第三方研发的系统来控制生产，”Mehrlein说，这和

ITSA的Nicola Sudan的要求如出一辙（见主要报道）。

TPD2指令除了违反法律基本原则外，BdZ认为指令将欧盟的

市场协调功能弃之不顾，也忽略了“更佳监管”的必要性，反而

滋长了繁文缛节的官僚机构。Mehrlein告诫说，“最终，在如此

成本密集型的监管下，唯一的赢家将是资金充足的国际卷烟公

司，而中型雪茄公司将因财务支出而萎靡不振。”

BdZ的一副讽刺漫画：德国雪茄制造商没有被雪茄走私的沉重负担
压垮，反而受到布鲁塞尔欧盟立法者强势手段的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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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瞩目的全系列T＆T设备
目前，Sewtec公司专门为烟草行业设计

的T＆T解决方案，非常了不起：卷烟生产线

上，配备了CML OL701高级进料包装和贴标

系统、MC121外壳贴标机。RALPH OL711低级

进料包装和标签系统也能搭配MC121使用。

此外，还有类似的一次性密码设置，例如生

产线。Sewtec的项目经理杰夫•琼斯称，读

取和聚合系统能对包装材料（如Focke 052

和Emkon Strike）进行改装。最重要的是，

该公司还提供机器人打包系统。琼斯对《亚

洲烟草》表示：“我们所有系列的跟踪和追

踪设备都完全符合TPD2的相关规定。”

精简型T＆T解决方案
由于TPD2现在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

在人们的头顶，当意识到潜在需求巨大时，

公司决定开发精简型的T＆T解决方案。“我

们发现，需求是由许多因素导致的，例如成

本、工厂占地面积以及通过引入自动化获得

投资回报的需要。某些生产线手动操作，

因此占地面积有限。琼斯详细阐述了要满

足TPD2，需按照哪些顺序进行升级。Sewtec

预计在年底前推出可用于其他烟草制品

（OTP）和卷烟生产的精简型产品，包括包

装编码、外包装、包装箱和标签。“TPD2要

求在包装上使用外部代码，我们的系统能

通过激光在包装上使用代码，”琼斯解释

说，“代码数据放入行数据库，整个聚合过

程中，读取的代码会和生成器进行对比。这

样流程结束的时候，系统报告的代码就是真

正激活的代码。”

降低成本，减少占地面积
精简型系统的主要优点是价格（投

入成本）较低、占地面积较少，因此可用

于大多数生产方式。根据杰夫•琼斯的说

法，Sewtec系列解决方案可以在三个月

内根据实时的工作量开展。但和便捷设置

的精简版不同，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全系

列系统也需要其他各方的参与，例如，高

级IT界面供应商以及外部存储库的提供

商。Sewtec能提供系统的现场安装和调

试，对软件进行维护。所提供的系统均有

12个月的保修期。“我们开发集成装箱

机，包括包装编码到案例汇总和标签是独

一无二的。对于独立的烟草制品制造商来

说，这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琼斯

总结道。一旦TPD2实施便能启动。

Sewtec项目经理杰夫·琼斯

由Sewtec Automa-
tion专业工程师设计

生产的定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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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烟草审议委员会公布2019年
烟草种植规定

日本烟草称，Yoshio Kobayas-

hi代表烟草审议委员会宣布了2019

年度国产烟叶种植区域规定和价格

上涨幅度，以此作为该公司此前提

交的提案的回应。

委员会对日本烟草的提案基本

赞同，并将2019年国内烟草种植规

模确定为6886公顷，相比去年下降

了4.8%。所有品种的烟叶价格每公

斤平均上涨1,912.32日元，同比去

年增长了1.33%。

2019年，日本烟草将按照委员

会的规定开展生产运营工作。

烟草审议委员会是一个商议有

关日本国产烟草种植和销售等重要

事项的委员会，负责回答日本烟草

代表的询问。委员会成员不超过11

人，由日本烟草从国内烟草种植者

代表和研究者中选择任命，并需通

过财政部长批准，

美国
飓风和中美贸易战令北卡罗莱
纳州烟农忧心忡忡

飓风佛罗伦萨和中美贸易战令

北卡罗莱纳州的烟农忧心忡忡。

在北卡罗莱纳州，烟叶每年收

获三至四季。10月是最后一季，将

产出最优质的烟叶。飓风佛罗伦萨

于2018年9月来袭，摧毁了烟田，烟

农蒙受了巨大的销售损失。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这很可能

会使烟农的销量减半，并导致来年

销量缩减。2017年，北卡罗莱纳州

向中国出口了超过1.5亿美元的烟

叶，中国成为该州在全球最大的烟

叶客户。

然而，中国在4月提出将美国烟

草税从10%提高至35%。

美国
联一国际计划整合美国烟草加
工业务

Pyxus International旗下的联一

国际（Alliance One International， 

AOI），宣称计划在2019年9月前，

将所有美国烟草加工业务整合至北

卡罗莱纳州威尔逊市工厂。

该公司对美国烟草加工业务评

估后做出了这一决定，反映了一系

列全球重大事件，以及仍在发酵的

贸易战的影响，包括对美国烟草征

收新的关税项目并提高现有关税、

降低出口需求，以及美元走强。

“我们一直在评估业务情况和

全球贸易环境，确保满足客户需求，

并维持长期增长，”Pyxus Interna-

tional 总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Pieter Sikkel表示，“虽然这一艰

难但必要的决定是由一系列重大事件

催生的，但我们依旧致力于发展美国

烟草业，并继续努力改善合约烟农面

临的环境。整合到美国威尔逊的烟草

加工处理厂将实现效率最大化，使我

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向客户提供高附加

值的产品和服务。”

作为整合行动的一部分，AOI计

划重新调整其北卡罗来纳州法姆维

尔镇的加工厂，这将导致裁员。目

前在法姆维尔的烟草加工厂设备等

将搬迁至威尔逊工厂，计划于2019

年年初开始运行。该公司预计将会

有一些岗位从法姆维尔转至威尔逊

工厂。法姆维尔工厂将变为仓库并

承接特殊项目。

“我们认识到，这个决定将

影响到员工、他们的家人和整个

法姆维尔工厂团体，我们将努力帮

助因整合行动而受到影响的那些

人，”AOI美国北部和中部区域负责

人Herbert Weatherford表示，“我

们致力于美国烟草业的成功，关注

我们的合约烟农和驱动策略，还有

美国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津巴布韦
鼓励多样化种植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鼓励烟农走向多样化，种

植奇亚籽（一种油料种子）等其他

出口价值高的作物，借此提高收

入。委员会行政传播经理Isheunesu 

Moyo称，向烟农推广奇亚籽是为了

保障他们全年都有收入来源。

Moyo表示：“我们考虑了多种

作物，包括高价值的雪茄，正吃香

的奇亚籽和其他可代替烟草进行出

口的园艺产品，想以此确保烟农能

持续创造外汇。这些作物可以作为

烟草种植的补充。”

Moyo补充道：“我们正在针对

所有的烟农进行奇亚籽的生产种植

培训，我们的目标是要推动烟农参

与种植用于出口的园艺作物，与此

同时让他们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的收

益最大化。”

Moyo还表示，奇亚籽是实现多

样化种植的理想作物，它的最佳种

植期在1月到4月，这段时间通常是

烟草销售季。“奇亚籽有很大的创

汇潜力，它的油和种子在津巴布韦

之外的国家很受欢迎。”

Moyo称：“津巴布韦烟草业营

销委员会所有的外勤和技术工作人

员都接受了奇亚籽生产种植培训，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向烟农传授相

关知识和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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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APTI帮助东龙目县烟农恢复烟叶生产设施

为庆祝今年的世界烟草种植者日（World Tobacco Growers 

Day），印度尼西亚烟草种植者协会（APTI）对东龙目县的

烟农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恢复烟草生产设施。

龙目岛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第二大优质烟草生产地区

（第一是东爪哇省）。当地的弗吉尼亚烟叶为龙目岛本地

和印尼本国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经济贡献。但是，龙目岛

最近却遭遇了一场破坏性极大的地震。

这场地震摧毁了数以千计的烟叶干燥设备。离收获季

越来越近，烟农都十分忧心届时该如何处理收获的烟叶，

担心最终产品的质量受到影响。

据印度尼西亚烟草种植者协会估算，东龙目县有150个

烟叶干燥设备在地震中受损甚至被毁。该协会拨出了2.5亿

印尼盾援助基金，帮助东龙目县的烟农恢复或重建生产设

施。印度尼西亚烟草种植者协会主席苏塞诺表示：“我们

对维系龙目岛本地弗吉尼亚烟叶存在的重要性早就

有所认识，特别是因为这种商品对本地和国家经济

都提供了支撑。”

“协会认为，庆祝世界烟草种植者日的最好办

法就是为东龙目县的烟农提供援助，帮他们恢复生

产设施。”

从印度尼西亚烟草种植者协会提供的数据来

看，龙目岛上的烟叶种植面积达到了58515公顷，年

产量近4万吨。尽管得到了援助，西努沙登加拉省所

供应的烟叶仍将减少10%左右。

柬埔寨
干燥烟叶出口额逾200多万美元

柬埔寨商务部称，2017年柬埔寨向越南出口的

干燥烟叶超过1000吨，价值逾200多万美元，比2016

年增长了24%。

商务部发言人Long Kemvichet表示，数据显示

柬埔寨向越南出口的烟叶总量达1200吨，价值237万

美元。2016年的出口总量为989.75吨，价值191万美

元。柬埔寨和越南两国于2016年达成一致，同意对

跨越两国共同边界进行贸易的农产品施行特惠关税

政策。依照该协议，自2016年起柬埔寨每年可向越

南出口3000吨的免关税干燥烟叶。

目前还不清楚今年协议内容是否会有所更新。

柬埔寨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柬埔寨上一季度的烟叶

生产量为9089吨，比之前的一个季度增长了37%。

赞比亚
烟农种植数量增多

日烟国际赞比亚烟叶有限公司称，因受到国际

市场上较高烟叶价格的鼓励，今年有逾4000名赞比

亚农民在西部省种植烟叶。

全球烟叶价格已经显露上涨迹象，日均价格

为每公斤2.82美元，合同销售价高达每公斤6.25美

元，拍卖价则为每公斤4.99美元。

日烟国际赞比亚烟叶有限公司的企业事务及传

讯工作负责人立提亚•马塔卡拉（Littiya Mataka-

la）表示：“烟农数量从2009年的125人增加到目前

的4000多人，让我们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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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烟农协会（BdT）于1917年成立，代表德国烟农的利益。该协会是国际烟草种

植者联盟（UNITAB）的成员，属于民营性质，由私人资助，总部设在诺伊里德（Neuried），

在柏林设有一个代表办事处。协会早年间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烟叶种植，欧盟成立后，协会

开始放眼整个欧盟。德国联邦烟农协会执行董事斯文•普拉斯科（Sven Plaeschke）对《亚洲

烟草》表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及恪守一般质量标准，确保在欧盟层面拥有一个适当

的法律框架。”

烟农数量及烟叶产量急剧下降
但是过去几十年间，德国联邦烟农协会的烟农总人数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减

少。20世纪50年代，德国烟农约有几千人，他们都把烟草当做主要的经济作物来培植。到

2000年，烟农数量已经骤降到1200人，2009年跌到365人。仅仅一年后，欧盟烟草种植补贴

的逐步停止带来了更激烈的影响，烟农人数暴跌一半，只剩162人。2015年起，烟农人数开

始逐渐稳定。目前，德国大约有100名烟农，耕种总面积约2000公顷。他们只种弗吉尼亚烤

烟，年产量能达到5000公吨。斯文•普拉斯科解释称，这种行业萎缩的现象与“对烟草业的

德国和法国的烟叶种植
者陷入危机？
日益严苛的规则管控、致命的反烟草游说、极高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一系列
其他原因，德国和法国的烟农为此焦虑不已。《亚洲烟草》杂志就德法两国
的烟叶种植协会所忧心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德国烟农正在田里收割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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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监管导致烟草制造商撤出德国烟叶市场”有关。大部分德国烟叶流入中

东国家，用于生产水烟。普拉斯科对此进行了详述：“德国生产的弗吉尼亚

烤烟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尤其受水烟制造商欢迎，因为它尼古丁含量

低，糖蜜吸收率高，带有独特的柠檬黄色，进一步加工时也不会变色。”

季节工工资推高生产成本
但德国烟农的困扰还远不止如此。普拉斯科强调：“烟农种烟时，全

程遵守良好农业规范（GAP）。”但是，这样并不足以让烟草业摆脱目前的

困境。德国烟农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传统市场（如卷烟生产等），

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无数会让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其他因素。普拉斯科

表示：“比如肥料、作物保护剂、灌溉、烘干时所需的能源、意外事故和雹

灾保险的成本也都越来越高了。”但在他看来，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季节工

的最低工资，他们来自欧盟成员国内或其他国家，帮忙收割烟叶和加工烟

叶。2014年，德国对季节工的最低工资做出了统一规定，大幅度增加了人力

成本。当然，年轻一代农民对烟叶种植明显缺乏兴趣，他们所改种的作物不

仅利润丰厚，而且也不会像烟叶那样，因受到敌意日增的反烟草游说而给市

场带来麻烦（这种游说也是卷烟制造商几乎放弃德国的原因之一）。

德国联邦烟农协会呼吁烟草“去妖魔化”
德国联邦烟农协会对各国政府的要求十分明确。普拉斯科表示：“首

先要降低临时工的最低工资，他们只是季节工，并不是一直在德国谋生。”

他还补充说，此种举措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生产总成本。与此同时，烟农自

己应保持甚至力求提高烟叶作物的品质，这样才能确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普拉斯科指出：“我们一直在尽力减少农药残留。”但他最主要的牢骚

兴许是拜欧盟的官员们所赐，强烈要求：“我们希望烟草被认可为兴奋物，

而不仅仅是成瘾物质。必须承认，尽管有些产品可能给健康带来危害和风

险，人们也总是需要它们的。人们自觉自愿地消费这些产品并且从中获得享

受，当前对烟草的妖魔化则完全无视了这个事实。当然了，身处产业价值链

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尽力降低相关风险。但幻想一个无烟世界就太痴人说梦

了。”

BdT执行董事斯文·普拉斯科德国弗吉尼亚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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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烟草公司：与德国情况大同小异
作为邻国，法国与德国的情况大同小异。1906年，法国也成立

了一个工会形式的全国性烟农联合组织，其实它就是法国烟草公司

的前身。法国烟草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一个由合作社组成的经济联

盟。弗朗索瓦•维德尔（François Vedel）在该公司负责宣传工作，

他解释说：“要和国际市场上的众多大生产制造商打交道，像法国

这样烟草种植规模很小的国家必须把所有的烟农聚合到一个保护伞

组织下面，这样才能帮他们把烟草卖出去。”和德国联邦烟农协会

一样，法国烟草公司也是国际烟草种植者联盟的成员。实际上，国

际烟草种植者联盟的总部设在法国，其秘书处也由法国烟草公司经

营。目前，法国烟草公司代理着来自3个合作社的800名烟农。作为

第一道加工处理者，法国烟草公司拥有该国唯一一家烟草加工厂，

地点在佩里戈尔（Perigord）地区的萨尔拉（Sarlat）。维德尔表

示：“我们完全得不到政府的帮助，是彻头彻尾的私人机构。烟草

作物卖掉后，烟农会把所得收入的7%到8%上缴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

资金来源。”维德尔还补充说，凭借烟农的紧密合作，法国烟草公

司“旨在保护烟草种植业，对抗欧盟有时过于严厉的卫生、财政和

环境监管。”维德尔表示，法国烟草公司的另一个目标是“与（全

球）烟草制造业保持对话，使其一直从欧洲获取烟草原料”。

总体烟叶产量降低
与德国情况类似，法国的烟草产量总体上也在下跌，影响产

量的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性因素（见附表），比如农业的总体发展、

失去农业补贴、生产成本极高，加上来自法国国内和欧盟针对烟草

日益强烈的敌意。维德尔指出：“我们所有类型的烟叶都受到了影

响，但白肋烟比弗吉尼亚烤烟更严重。”目前法国用于烟叶种植的

土地总面积为2610公顷，其中2/3用于烤烟，另外1/3用于白肋烟（深

色烤烟用地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维德尔说：“法国的烟叶种植总

面积多年来一直在减少，2010年失去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的补贴

则引发了一场特殊的危机。但与此同时，生产者的个人平均耕种面

积却在稳步增加。据我们观察，烟叶种植的专业化程度在上升，现

在能占到耕种收入的60%到80%。”

全欧洲生产成本最高
和欧洲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法国的生产成本也一直在持续上

升，实际上已经达到全欧洲最高，其原因被维德尔称为“工资刚性

结构”。维德尔解释说，如果算上所有附带成本，一个季节工平均

每小时要从个体种植户口袋里掏走12欧元还多。维德尔说：“这是

烟叶种植减少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反吸烟运动以及低盈

利——尽管我们的销售价格在欧洲范围内已经是最高的了。”法国

的烟草税在欧洲高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但这些缴纳上去的税金

却“从未真正使烟叶种植者受益”。恰恰相反，2010年失去欧盟共

同农业政策(CAP)的支持才成为法国烟叶种植业的明确转折点。尽管

烟叶质量的改善、获得新的利基市场以及商业价格的增长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农业政策补贴的损失。但维德尔坚称：“销售价格还应

该（比现有价格）高上15%左右，这样才能让烟草种植业恢复吸引力

和盈利。”

德国：农业部门的衰落

来源：德国联邦烟农协会（BdT）

年份 烟农人数 种植面积（公顷）
2000 1,200 4,600
2009 365 3,100
2010 162 2,250
2014 134 2,020
2015 100 2,000
2018 100 2,000

季节工人正在卸载手动采摘的烟叶

法国烟草公司的弗朗所谓·维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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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欧和亚洲的猛烈冲击
中东和亚洲的烟叶种植也是个猛烈的冲击，削弱了法国烟叶的

国际竞争力。维德尔承认：“很明显，第三世界国家的烟叶很有竞

争力，对我们的产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的烟叶虽然质量低，

但价格比我们便宜太多了。我想称其为‘次品价’，它导致我们被

一些传统市场拒之门外，甚至还在我们近些年才开拓的一些新的利

基市场与我们竞争。” 在烤烟方面，法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水烟市

场中的印度和孟加拉国。此外，中国也以越发强劲主动的姿态打入

了传统市场。另一方面，白肋烟情况似乎完全不同。2015年开始，

白肋烟的年产量缩减了接近1000吨。维德尔称：“我们在白肋烟领

域几乎算无人可及，质量和美国白肋烟势均力敌。”

需齐心协力改善现状
那么，维德尔对改善目前的竞争环境有什么建议呢？他表

示，首先要加倍努力降低整体生产成本，但与此同时质量不能降

低。维德尔说：“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进一步则是要提高耕种机

械化程度，增加烤烟阶段替代性能源的利用（生物质能），在这些

领域“竞争者们已经领先一步了”。维德尔坚称，法国烟叶加工厂

是全欧洲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而且它还在通过新的合作关系不断

拓展装载计划，以此提高利润。与此同时，法国烟叶加工厂还采取

措施“精简用于种植者培训和监督的组织

机构”。维德尔补充说：“我想让大家把

目光聚焦在我们的（加工厂）选择和育种计

划——‘贝尔热拉克(Bergerac)种子与繁

育’上，这一计划处于欧洲乃至世界研究领

域前列。我们将从高效能工具中获得更多益

处，市场地位也将得到稳固……如果市场已

经准备好认可这些努力的话。”

批评法国政府
维德尔也批评了法国政府，因为它没

有以任何方式来支持烟叶种植。维德尔呼

吁“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但很不

幸的是，我们并不期待政府大力推广法国烟

叶。我们当然是全世界最为反对吸烟的国家

之一，”法国烟草(France Tabac)提供的一

张流程图是这类舆论观点的生动写照。流程

图显示，烟叶年度生产总量只有5%用于法国

国内，60%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另外35%则

出口到欧盟以外的国家。“除了一些像雪茄

这样极小的利基市场，法国的烟草市场本身

就不存在了。差不多一年前，我们最后的几

家卷烟厂也都关闭了。”

奥地利烟叶种植近乎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德

法两国起码还在经营烟草业，并且成为整个

欧盟范围内最小但活跃的烟叶种植国。同为

欧盟成员，有些国家就比较惨淡了。就拿奥

地利这个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国来说吧，几

十年前，它还拥有着规模一般但历史悠久且

颇为蓬勃兴旺的烟叶种植业。但该国的烟草

业后来就逐渐凋零衰落，奥地利烟叶种植协

会基本没剩几个会员，以解散告终。直到最

近，奥地利才开始重新恢复烟叶种植……但

只有上奥地利州拨出了一块仅10公顷左右的

专用地用于研发目的。

法国烟草产量

所有生产数字均以公吨计（1t = 1,000kg）

来源：法国烟草

烟草类型 2015 2016 2017 2018（预计）
烤烟 5,857 4,891 5,478 5,000
白肋烟 3,100 2,514 2,468 2,200
DAC      45     48    22     20

法国的机械化烟叶收割

法国一处烟田种植着弗吉尼亚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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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烟叶供应商通常具有明显的特征。与传统公司的管理架构不同，他们通常员工数量

不多，能快速地完成订单录入，因为他们不会陷入遍布全球的极度复杂的、迟缓的企业管理结

构的困境。相比大额订单，他们更喜欢接收小量订单，因为回本更快。独立烟叶供应商和自己

的供应商联系十分紧密，即使短时间内需要采购特种烟叶，也能及时完成，很少出现问题。此

外，对于精打细算的小型卷烟制造商而言，独立烟叶供应商的报价对他们颇具吸引力。

Prestige Leaf公司：从香港走向世界
香港公司Prestige Leaf是独立烟叶供应商中比较典型的商家。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

但公司所有人兼总经理Zafer Atici在烟叶业务方面拥有23年的经验。Prestige Leaf是一

家真正的独立公司，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大型的全球烟叶供应商。尽管成立时间较短，但业务

已遍布世界各地。Atici将香港作为公司大本营是有用意的，因为“亚洲是公司的主要市场

之一。此外，香港易往返，在这里很容易雇佣到合格且经验丰富的员工。”Atici声称，目

香港及津巴布韦独立
烟叶供应商
本期要介绍两家独立烟叶供应商。一家总部位于香港，业务遍布全球；另一
家是津巴布韦的一个初创公司。

日晒中的印度香料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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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司35％的客户来自亚洲区域。北美客户占比为30％，南美客户比例占到

20％。尽管欧洲市场份额最小，为15%，但这个市场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业务很少，微不足道。Atici说：“有很多的其他公司已

经在那里扎根。光从这一点看，我们目前很难与他们展开竞争。但这并意味

着不会将中东和北非的业务拓展提上日程，但进驻的时机必须把握准确。”

一站式运营理念促使销量大幅增长
同时，该公司满意其经营业务的方式，并藉此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公

司的营销模式很有特点。在巩固已有客户的交易上，他们销售数据激增。2017

年，Prestige Leaf成立仅仅12个月，公司所有商品销量同比增长了50％。2018

年，Atici预计年增长率会达到100%。细分产品类别的话，2017至2018年，公

司香料烟叶和半香型烟叶的交易量同比增长40％，弗吉尼亚烤烟增长20％，白

肋烟增长30％，再造烟叶、膨胀梗丝（CRES）和膨胀烟丝（DIET）等副产品销

量同比增长了10％。在副产品方面，Atici解释说，公司提供这些产品是为了

让客户认为“公司是一站式的，客户可以一次性地填写整个订单，无需接触多

个供应商。”

互惠互利的商业伙伴
Prestige Leaf在全球范围内采购产品。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和美洲。

香料烟叶和半香型烟叶多数从印度采购。“从一开始，我们与Vezir Sultan 

Tobacco（VST）建立了营销合作关系。VST位于海德拉巴，是印度最大的烟草

生产商、出口商和制造商之一。”Atici解释说，他与VST的关系可追溯到二

十年前。为满足Prestige Leaf全球客户烟叶的需求，VST与农民签订合同，

专门为该公司供应香料烟叶和半香型烟叶。同时，Prestige Leaf根据客户需

求购买副产品。“在我和VST打交道的这些年里”Atici回忆说：“产品质量

不断提高。在全程可追溯性、农民成本效益、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培训上，

几乎每个环节都在改善。烟农培训对高质量的烟叶产出至关重要。”农民在

VST的采购中心销售烟叶，Prestige 

Leaf的合作伙伴在工厂处理烟叶，最

后由Atici售出。“因此，对于成立

短短两年的Prestige Leaf来说，VST

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回馈”社区和环境
此外，Atici强调，公司的成

功归根结底还在于以尽可能低的

价格提供最优质的烟叶。“我们致

力于和客户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让客户满意比销售数字的增长更重

要。虽然其他人可能认为我们是低

成本运营，但我们坚持提供一流的

服务。”最后，Atici说，只有不断

改进产品质量、优化客户服务、推

动农业社区发展，才能让Prestige-

Leaf保持良性发展。“我们的座右

铭是’回馈’......通过企业社会

责任活动以及持续的商业投资，来

改善农业社区和环境，为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Prestige Leaf与农

民、供应商和客户一起成长，”他

补充说，公司通过客户是否续订以

及农民和商业伙伴是否满意来衡量

公司是否成功。“除此之外，别无

其他。”

津巴布韦——全球优质弗吉尼
亚烟叶种植国

与印度类似，津巴布韦土壤

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能种植

出世界上最好的弗吉尼亚烟叶。由

于穆加贝政权数十年的管理不善，

津巴布韦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穆加贝政权被推翻后，该国只能以

极其缓慢的速度复苏。烟叶是一种

特别有价值的商品，能助推经济恢

复，因此成为津巴布韦目前能够出

口的极少数经济作物之一。它还

是成千上万的农民赖以生存的生活

来源，否则在这种困难的经济形势

Prestige Leaf总经理Zafer Atici 处于花期的香料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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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户几乎很少能从财政拮据的政府那里

获得帮助。

南撒哈拉烟草公司：初创企业
接下来介绍的独立烟叶供应商——南撒

哈拉烟草公司，可能是介绍的企业中成立时

间最短的烟草公司。甚至可以称其为“行业

新手”。该公司总部位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

雷，于今年年初成立。虽然入市时间尚浅，

但它已吸引了烟草买家的一些兴趣。“全球

市场对优质烤烟的需求不断增长，为公司开

拓业务提供了机会，”公司总经理Getmore 

Mangundu表示。

聚焦亚洲 
作为一个尚未成立一周年的全新初

创企业，南撒哈拉烟草公司迄今仅有亚洲

的客户，产品也全部运往亚洲。可能是因

为许多亚洲国家的进口许可证不像欧洲那

样麻烦。最初进军“阻力最小的市场”有

助于公司在拓展更加困难的市场之前精简

其运营程序。在开拓新市场之前，公司打

算继续在亚洲地区开展业务。Mangundu

表示，公司“希望进一步扩大在亚洲尤其

是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柬埔寨的市场份

额。”同时，公司也将进军欧洲、俄罗斯

和中东地区提上了日程。“客户组合的多

样化能最大化地分散风险，还能将在不同

市场区域获得的价格溢价实现最大化。”

积极的销售记录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南撒哈拉烟草公司销售的商品仅

限于津巴布韦弗吉尼亚烤烟（烟丝、杂叶、

细料和烟梗）以及来自邻国马拉维的白肋

烟。2018年年末，公司预计烤烟的总交易量

为800公吨，2019年烤烟和白肋烟的交易量

将同比增长100％。目前公司不提供膨胀烟

丝或再造烟叶等产品。公司从拍卖中购买一

些商品，特别是马拉维白肋烟。大部分烤烟

烟叶是通过购销合同获得。“事实上，我们

和津巴布韦8％的种植散户签订了合同。如

果业务发展速度相当，明年合同签订的比例

将提高到10％，”Mangundu解释道。通过签

订合同来获得烟叶，能为公司在未来销售中

提供足够的库存。她补充说，目前的产品组

合还有其他烟叶品种，包括再造烟叶或梗丝

膨胀等产品也不是问题，但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公司的市场定位。“主要是金融投资的问

题，以及我们是否成功进入欧洲和中东等传

统市场。”

希望与烟叶代理商合作
在当前形势下，和其他供应商展开激烈

竞争拓展全球业务，Mangundu并不认为这是

一个艰难的挑战。“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优质

性价比产品对扩张未来业务至关重要。”她

补充说，南撒哈拉公司能根据客户要求具体

定制混合叶的规格。协同合作网络也是Man-

gundu积极追求的。“我们是一家成长中的

公司，我们希望和其他有意担任津巴布韦烤

烟和马拉维白肋烟代理商的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

Prestige Leaf Trade产品概况

来源：Prestige Leaf Trade

烟叶品种 初级加工… 2017/2018年度 
  交易额增长率
香料烟叶 散烟叶 40%

半香型烟叶 散烟叶 40%

弗吉尼亚烤烟 片烟 20%

白肋烟  片烟 30%

副产品（再造烟叶、  n/a 10%

膨胀梗丝、膨胀烟丝）

在Prestige Leaf合作的VST公司检查烟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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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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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烟农协会（ITGA）于2012年发起

的世界烟农日（WTGD）于10月28日举行了庆

祝活动。今年，ITGA会员协会与联合国各机

构及烟草种植国政府，在整个10月份开展了

众多活动，其目的是在各自国家推行稳定的

综合多样化生产议程。

首先，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世界卫

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 FCTC）签

约国举行第八次大会（COP8）。来自不同国家

的ITGA成员协会代表前往日内瓦，与联合国的

主要机构，如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

织、世界银行等，举行一系列的会议。烟农还

与各自国家驻日内瓦大使举行会谈。FCTC在提

出解决与业界中实行多元化生产相关的问题的

解决办法时，主要是基于务实精神，而举行这

些会谈的目的正是寻求表达烟农及其社区对缺

乏这种务实精神的担忧。ITGA主席丹尼尔•格

林认为，本应该10年前，在大会开始讨论与烟

多元化生产成世界烟农日及国际
烟农协会年度大会主要议题

草种植相关问题时进行这些对话。COP8的闭幕

就是真实的证据，证明与烟农更相关、对他们

最为重要的公约条款没能取得进展，正如FCTC

第17条款的情况一样。根据FCTC自身的统计

数据（1），第17条款“为烟农提供替代型生

计”是该公约中被执行得最差的部分，格林认

为，这个条款之所以执行失败，是因为该条款

未能被列入签约国大会讨论。格林认为，在日

内瓦与联合国各个机构举行的会谈是一个非常

积极的信号：“如今，ITGA致力于制订一项后

续计划，切实希望能在地区层面上实施，因为

鉴于烟草需求下降的局面，我们不能错失这个

帮助烟农减少对烟草的依赖的机会了。”

至于这些会谈的结果，ITGA计划给各个

国家的烟农协会提供必要的工具，将在日内

瓦启动的这次对话的内容加以转换和调整，

从而适应各自国内具体的情形。

文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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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GA坚持认为，亟需为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等国家制定明确的发展战

略，因为这些国家及其经济严重依赖烟草带来的收入（2），其多元化发展

主题十分紧迫且复杂。多元化发展的问题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因为

我们谈论的是改变这些国家的整个农业经济结构，而不仅仅是像FCTC所说的

那样，从一种作物转而种植另一种作物。

在COP8举行一周后，ITGA召开了第33届年会（AGM）。这次一年一度的

盛会，汇聚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烟农协会与合作社的代表，以及对烟草业

不同利益主题发表讲话的专家。本届年会在世界烟草之都之一——巴西的南

圣克鲁斯举办。会议围绕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强调社会与环境责任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手段。

在会上讨论的各种市场预期中，最惊人的是来自欧睿国际公司的谢恩•

麦吉尔先生提到的发展趋势。他称，到2020年，最好的情况是，卷烟消费以

28%的速度下滑，而最坏的情况是，卷烟消费将以39%的速度下滑。做出这样

的预测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所谓的新一代产品的增长，到2022年，新一代

产品的消费者可能达到6400万人，尤其是“加热不燃烧”装置（HNB），到

2022年，其市场价值可能将达到350亿美元。据麦吉尔说，烟草业面临的其

他挑战是法规，在未来的数年里，烟草法规肯定也会增加。

关于市场，ITGA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阿布伦豪萨（António Abrunhosa）

也指出，在一些国家，如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烟草产量出现了增长（3）。根

据不同的预测结果，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缺乏经济上可行的替代作物，如此以

来，需求以不同速度下滑，而供应却不断增长，这会破坏世界烟草市场的稳

定。阿布伦豪萨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买方拒绝减少与烟

农达成的每年合同购买量。

菲莫国际公司发表了关于发展其加热不燃烧产品的声明，这种产品

所含的烟草，几乎只有传统卷烟所需烟草量的一半，这就敲响了警钟。此

外，由菲莫国际提供资助，支持烟草业生产多元化的无烟世界基金会，已

经确定首先在马拉维开展工作，12月，将在马拉维举办一次关于多元化发

展的大会。

烟农是烟草价值链上最薄弱的环节，如果市场发展趋势被证实或变得

更糟糕的话，烟农将面临没有替代型作物的形势。这不再是遥远的未来。各

公司都在研发更接近于传统烟草产品、离烟农更远的替品。FCTC还在继续着

该公约一成不变的执行路线，坚持执行各种方法，继续着这个永远不会结

束，永远不会给烟农提供任何实际帮助的阶段。但是，烟农却要面临越来越

多涉及到市场新要求和变化的挑战，迫使他们每年都要加大投资，但却不能

因投资增多而获得更好的价格。ITGA年年见证世界各地的烟农为试图适应新

形势而付出的种种努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需求方一贯的态度——

拒绝给烟农一个体面生活的未来。

注（1）FCTC关于条款执行的图表http://www.who.int/fctc/report-

ing/WHO-FCTC-2018_global_progress_report.pdf

（2）烟草占马拉维出口总额的60%，而在津巴布韦，烟草是最有价值

的作物，占其外汇收入的30%以上（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马拉维烟草协会

及津巴布韦烟草协会）

（3）马拉维2018年的白肋烟产量为1640亿公斤，而2017年的产量为

814.47亿公斤。津巴布韦2018年的弗吉尼亚烤烟产量为2470亿公斤，2017年

的产量为1870亿公斤。（数据来源于马拉维烟草协会及津巴布韦烟草协会）

ITGA今年的年会在圣克鲁斯举办



62 tobaccoasia  

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Tobacco Asia
The ONLY magazine
written and edited for the
Asia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Read and
trusted by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Subscribe to

Subscribe Now
to Tobacco Asia and
get a complete view of the
tobacco industry.

Rates
1 year $55

2 years $105

3 years $150

Published 5 times a year in full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To subscribe visit:
tobaccoasia.com
or email
info@octobermultimedia.com
October Inter Co. Ltd.
Interchange 21 Bldg., Room 3225, 32nd Fl. 
399 Sukhumvit Road, North Klong Toey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Tel +66 2 660 3789.  Fax +66 2 660 3881 
web: www.tobaccoasia.com.

www.tobaccoasia.com

英国
英美烟草公司任命多位新高管

英美烟草公司宣布，尼坎德罗•

杜伦特（Nicandro Durante）已通

知董事会，有意于2019年4月1日退

休。他在公司工作了近37年，担任

首席执行官8年。 

此前担任英美烟草公司国际

业务首席运营官的杰克•鲍尔斯将

接替杜伦特，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在等待这一任命之前，鲍尔斯

于2018年11月1日代理首席执行官，

并将于2019年1月1日加入公司董事

会。首席营销官安德鲁•格雷将于

2018年12月底退出管理董事会，并

于2019年3月31日离开公司。

代替格雷担任首席营销官的

是目前担任美洲及亚撒哈拉非洲地

区（AMSSA）区域董事的金斯利•惠

顿。惠顿将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履

新。目前担任美洲及亚撒哈拉非洲

地区市场营销负责人的卢西亚诺•科

明，已被任命接替金斯利•惠顿，担

任美洲及亚撒哈拉地区区域董事。

科明将于2019年1月1日履新，

同时惠顿将代替他接任首席营销官。

泰国
拟在全国监狱禁售烟草产品

泰国矫正司（Corrections De-

partment）总干事Pol Colonel Narat 

Savettanan宣布，为减少因罹患呼吸

系统疾病或因此死亡的囚犯人数，泰

国的一项新法将禁止在全国所有的监

狱出售卷烟和烟草制品。

Savettanan说，之所以出台

这项禁令，是因为监狱被视为国家

机构，属于吸烟禁令的适用范围。

目前还未明确实施该禁令的具体时

间。他还说，一旦被收监，囚犯可

藉此机会戒烟，选择其他有意义的

活动，如：纪律训练、职业技能培

训或练习冥思。禁令计划已在以下

13个监狱中成功试点：安纳乍能、

春武里、尖竹汶、泰雅碧里、巴吞

他尼省特殊罪犯监狱、吞武里女子

惩教所、Sikhiu监狱、巴吞他尼青

少年惩教所、女子戒毒惩教所、宋

卡女子监狱、彭世洛女子监狱、清

莱监狱和马哈沙拉堪监狱。

Savetanan表示，这项禁令使罹

患呼吸系统疾病的囚犯人数有所减

少，而且对罹患高血压、中风等慢

性疾病的囚犯而言，该禁令也消除

了一大危险因素，因为这些慢性疾

病在充满烟雾的环境下极有可能会

恶化。

据悉，与其他场所相比，泰国

监狱烟民比例更高，而且二手烟给

不吸烟的囚犯和监狱看守的健康造

成损害。据Savetanan说，自2008年

起，监狱已规定牢房为非吸烟区，

并在监狱建筑物外设定了吸烟区。

菲律宾
参议员拟提高烟草税筹措医疗
保健资金

菲律宾参议员正在考虑提高烟

草产品消费税，以便为拟议实施的

全民医疗保险（UHC）计划筹措资

金。参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索尼•安

加拉说，将会进行一次立法调查，

看提高所谓的“罪恶税”是否能作

为可行的资金来源。

他还补充说：“罪恶税在为政

府的医疗计划筹措资金方面一直十

分重要。”

2018年10月，在众议院通过类

似措施仅仅一年之后，参议院通过

了《全民医疗保险》法案的终读条

例法案。根据该法案，菲律宾所有

家庭都在菲律宾健康保险公司的承

保范围内。该法案还寻求保证可获

得药品及可用的卫生设施，从而改

善健康服务。

卫生倡导者通过向参议院提交

一项舞蹈健身计划，敦促安加拉提

高烟草产品消费税。据报道，菲律

宾卫生大臣弗朗西斯科•杜凯早些时

候说，政府需要7695.5亿比索来为

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第一个四年提

供资金。

加拿大
寻求外部专家帮助审核控烟战略

加拿大正在寻找外部专家，对

其烟草控制战略进行审核。

Merx是加拿大政府用于列出未

完成政府招标的一个网站。加拿大

卫生部在该网站上发文，要求合同

商准备一份报告，审核这项历时已

久，耗资数百万美元，旨在减少加

拿大烟民数量的计划。回顾2001年

至2017年间《联邦烟草控制战略》

（FTCS）的执行效果。

招标书说：“目的是计算FTCS

的投资回报比……研究吸烟流行性

降低所产生的财政收益与执行这些

政策成本之间的比例。”

“这一回顾性的分析将用于修

正新举措执行所带来的财政收益，

并对正在做出的关于未来执行最

佳‘性价比’计划的政策决定提供

支持。”

西班牙
菲莫国际与多尔纳体育公司延
长合作伙伴关系

菲莫国际公司与多尔纳体育公

司的合作伙伴关系延长到了2021年

底。后者持有FIM世界公路摩托车竞

标赛（FIM MotoGP Championships）

广告权。

这两家公司已经成功合作了26

年。从2019年起，将共同致力于推

动无烟世界的事业。

菲莫国际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

说，世界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在全球

拥有约3.5亿爱好者，能够积极影响

烟民及烟民身边的人。菲莫国际公

司负责全球活动合作伙伴关系的副

总裁里卡尔多•帕力诺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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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吸烟健康风险的消费者而言，

最佳的选择是完全戒掉烟草和尼古

丁。如今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提供

了真正的机遇，鼓励继续吸烟的所

有人从卷烟转向使用危害较低的无

烟替代品。”

“我们与多尔纳体育公司携

手，可以使数百万吸烟的公路摩托

车大赛爱好者发生积极的转变。”

这两家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

预计将提高人们对戒烟益处的意

识，也让人们意识到科学的创新解

决方案为无法戒烟的成人带来的积

极影响。菲莫国际公司和多尔纳体

育公司将在2019年分享更多其联合

行动的详细情况。

美国
青少年在使用烟草前先尝试大麻

根据一项新的研究，大麻越来

越成为青少年首先尝试的物质。

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凯瑟琳•M.•凯斯是这项研究的合著

者。她将研究成果发表在《药物与

酒精依赖》杂志上，并指出目前吸

烟和饮酒的青少年人数比以前减少

了，但吸食大麻的青少年人数较稳

定。凯斯说：“我们发现酒精与烟

草消费大幅减少，却没有发现大麻

吸食者出现大幅减少，因此，很可

能每年孩子们首先接触的药物是大

麻。”她还说，在赞成大麻游说浪

潮开始前，饮酒和吸烟的青少年比

例就开始下降了。

这项研究的合著者分析了对

美国高中生进行的历时40年的调查

结果。1995年，3/4既使用大麻也

使用卷烟的高中生首先尝试的是卷

烟。到了2016年，只有40%的高中生

首先尝试卷烟。如今，不到一半的

青少年在尝试大麻前先尝试酒精和

卷烟。合著者认为，随着大麻受到

的指责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州投

票将大麻合法化，这一发展趋势极

有可能会继续下去。尽管青少年在

大麻完全合法化的州也不应该吸大

麻，但凯斯说：“如果提议降低青

少年获得大麻的价格，也不会有什

么风险。”

美国
青少年吸电子烟不会导致吸烟

乔治城大学综合癌症中心开展

的新研究表明，我们已经过了“临

界点”阶段，电子烟并未促使青少

年吸烟。

该研究合著者坚持认为，如

果有更多的青少年使用普通卷烟的

话，那应该在2014年就发生了，而

不是像现在的情况，青少年吸烟率

下降甚至更快了。回顾2013年，卷

烟在中学生中的流行程度是电子烟

的3倍。

截至2015年，有239万青少年使

用过电子烟，而2017年吸过可燃卷

烟的青少年只有137万人。

这项最新研究指出了使用电子

烟的青少年过渡到可燃卷烟的临界

点，并指出吸烟在美国青少年中越

来越不受欢迎。

研究人员研究了15至25岁的

青少年在2004年至2017年间使用电

子烟或吸烟的数据，发现电子烟在

2013年并没有庞大的追随者，但根

据青年人自己报告的关于电子烟使

用情况的数据，其流行性在2014年

却激增。电子烟销售在同期也出现

了激增，表明这是关键的使用期，

研究人员称之为临界点。

另一方面，卷烟的流行性在

2013年开始快速下滑，这正如研

究人员指出，与18至21岁青少年中

电子烟使用激增情况恰好一致。因

此，研究人员认为，如果电子烟使

用如此广泛，如此大幅度地推动美

国青少年转向卷烟，我们本应该看

到吸烟的情况呈现增长的趋势，或

至少其下滑的趋势应该减缓。研究

人员写到：“我们的调查结果格外

谨慎，它表明青少年及青年成人中

吸烟流行性加快下滑，而电子烟使

用变得更为普遍。”

他们还说，“如果我们主要关

注的是吸烟的青少年和青年成人的

人口数量发展趋势的话——我们认

为这是恰当的——那么，电子烟并

没有构成威胁……而且它有可能使

最近吸烟的青少年及青年成人大幅

减少。”

瑞士
国际劳工组织对切断与烟草业
的联系犹豫不决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国际

劳工组织（ILO）表示，不会为即将

到期的慈善项目恢复从烟草公司筹

措具有争议的资金，但也没有表示

会完全切断与烟草业的联系。

ILO说，其管理机构已经决定，

对是否应该维持与大烟草公司的关

系的问题采取“一体化战略”，但

它承认，这个战略“还需要进一步

思考。”ILO因接受烟草公司的资金

而长期受到抨击，但该机构使用这

些资金帮助全球大约6000万烟草种

植者和从业者改善工作条件。

在过去十年里，IL O通过两

大“慈善伙伴关系”收到了一些烟

草公司提供的大约1500万美元的资

金，致力于减少在众多国家烟田里

工作的童工人数。

在发表这份最新通告之前，ILO

的管理机构就这个问题举行了辩

论，并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3次推

迟做出决定。

该机构决定，“利用固定预算

追加账户的资金和其他短期公共基

金，继续开展正在进行的项目，消

除童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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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InterTabac（国际烟草展）开办40

周年纪念，该展会堪称国际烟草工业论坛，

观展者多达12500人，国外观展者比例达到

45%，比去年增加4%，创历史新高。

观展者来自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

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摩洛哥、埃及、尼

日利亚、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

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

兰、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波兰和

比荷卢三国。

“InterTabac是当今世界烟草业的旗舰

展会，2018年的盛况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威斯特法伦会议中心多特蒙德有限公司的首

席执行官Sabine Loos 如此表示。

成果令人瞩目
2018年InterTabac在威斯特法伦会议展

览中心的展厅数量也创下新高，其中还包括

2018年InterTabac国际烟
草制品展：传承40年的辉煌

体育场。第四届InterSupply展（烟草产品

和电子烟展会）则在3B展厅举行。

今年的InterTabac 共有来自54个国家的

625家展商展出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同比

2017年增长了12%。

一家独立展会市场调查机构开展的观展者

调查发现，91%的观展者表示此次展览值得一

看。观展者对展会上市场领导者的参展表示

满意，对此评分较高。认为今年InterTabac

盛况好于去年的观展者比例也有所提升。

2018年最大的来访团队仍然来自零售

业，批发业与制造业紧随其后。最大的专业

团队仍由企业家、经理和部门主管组成。其

中90%的人都参与公司采购咨询、辅助决策

或决策。

观展者也对InterTabac的产品和服务范

围给予高度评价。InterTabac增加展厅展

出下一代烟草制品（NGP），也反映了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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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倾向。2018年，观展者主要关注的是小雪

茄、雪茄、卷烟、电子烟和电子水烟、电子

烟油、烟具配件和卷烟纸、下一代烟草制品

和细切烟。

德国电子烟零售商协会（VdeH）董事总

经理Dac Sprengel对下一代烟草制品的集中

展示令人赞不绝口，并表示：“我很高兴，

商品展销会的组织活动如此完美。威斯特法

伦会议展览中心的活动场地是一个亮点。大

看台直接吸引了很多观展者，他们都很满

意。大家都对通往电子烟展区的前厅赞不绝

口，参展商业务开展顺畅。这是目前为止最

棒的一次InterTabac展。”

德国无烟联盟委员会主席Dustin Dahl-

mann也对精心准备的下一代产品展厅很满

意。“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三个大厅都是来看

电子烟的观展者，”他说，“展会考虑到了

行业增长趋势令人高兴。”

烟草辅料展（InterSupply）越来越
受欢迎

调查显示有54%的InterTabac观展者也想

去看参观InterSupply，比2017年增长了6%。

2018年InterSupply共有来自35个国家的

114家参展商出展。来到3B展厅的观展者大

多对烟叶、香料和添加剂、包装材料与电子

烟相关设备等烟草制品感兴趣。

Hertz & Selck公司董事总经理Lutz Dörn-

ing说：“我们特别喜欢InterSupply，这是

一个很大的社交网络平台。我们也藉此认识

了其他制造商，并能获得行业信息。老客户

会来询问今后的计划，但也会有新的客户来

访。我们对2018年的展会很满意。”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的董事总经理Dorothea 

P.Gleoudi表示：“我们是第一次参加Inter-

Supply展，这是一个很好的展会，我们很满

意。这个展会规模一定会继续扩大。”

和InterTabac一样，认为今年的Inter-

Supply办得比去年更好的观展者的比例也有

所增长。这对于这个举办时间不长但前途可

期的展会来说是个明确的积极发展信号。

2019年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即将

在9月20至22日举办。91%的观展者表示他们

将会参加2019年展会。关于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更多信息，请点击www.inter-

tabac.de和www.intersupply.de。欲申请展

位，请联系Glenn Anthony John（gaj@oc-

tobermultimedia.com）。

2018年InterSupply
展会被展商及参观者
誉为历届最佳展会

参观者对下一代烟草制品颇有兴趣

54%的InterTabac
参观者有意向参观
Int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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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027867-Tobacco-Derived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The invention provides a tobacco composition for 
use in a smoking article or a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that includes an additive derived from 
a flower of the Nicotiana species. The additive can 
be a flower isolate derived from a flower of the 
Nicotiana species. In certain embodiments, the 
flower isolate is in the form of an extract from a 
flower of the Nicotiana species or in the form of a 
chemically trans-formed flower isolate, the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being selected from acid/base 
reaction, hydrolysis, thermal treat-ment, and 
enzymatic treatment, the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releasing at least a portion of a glycosidically bound 
com-pound in the flower of the Nicotiana species. 
The invention also provides smoking articles and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s that include the 
flower additives described herein, and methods for 
preparing an additive derived from a flower of the 
Nicotiana species for addition to a tobacco 
compo-sition. 
Browse recent: 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027867
Inventors: William Monroe Coleman, III, Winston-
Salem, NC (US); Michael Francis Dube, Winston-
Salem, NC (US); Darlene Madeline Lawson, 
Kernersville, NC (US)

20180027868-Suction Belt Conveyor and Rod-Forming Machine of the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use and Method for Measuring Material Properties of 
a Material Rod of the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Suction belt conveyor of a rod-forming machine of the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for conveying materials, in particular tobacco, a rod-forming machine of 
the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use of the rod-forming machine and a 
method for measuring material properties of a material rod of the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The suction belt con-veyor includes at least one rod guiding 
channel, which is open at the bottom and which is delimited by two lateral 
channel sides and a suction belt along a conveying path. At least one electromag-
netic measuring device is integrated in the channel sides of the suction belt 
conveyor at at least one position along the conveying path in order to determine 
properties of the conveyed material.
Browse recent: HAUNI MASCHINENBAU GMBH, Hamburg (DE)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027868
Inventors: Johannes MUELLER, Hamburg (DE)

20180263277-Meltable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A meltable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configured for insertion into the mouth of a user is 
provided. The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includes a tobacco material and a lipid having a 
melting point of about 36° C. to about 45 ° C. An 
associated process is also provided. The process 
includes melting a lipid having a melting point of 
about 36° C. to about 45 ° C. to form a molten lipid 
composition, mixing a tobacco material with the 
molten lipid composition to form a molten smoke-
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and cooling the molten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to form a solidified 
smokeless tobacco composition. 
Browse recent: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263277
Inventors: Daniel Verdin Cantrell, Lewisville, NC 
(US); Gong Chen, Clemmons, NC (US); Matthew 
William Benford, Winston-Salem, NC (US); Thad-
deus Jude Jackson, High Point, NC (US) 

20180220711-Non-Burning Type Flavor Inhaler and Atomizing Unit
This non-combustion type flavor inhaler is provided with an atomization unit 
having an aerosol source and a resistive heating element for atomizing the 
aerosol source with resis-tive heat, and a control unit which controls the amount 
of power supplied to the resistive heating element, wherein the amount of power 
supplied to the resistive heating element during the action of a single puff is 
represented by 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atomization unit are repre-
sented by a and b, the amount of the aerosol source con-sumed with one puff 
action is represented by L, and the control unit calculates L with the formula L= 
aE+b, or, controls 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mula E= (L- b )/a.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220711
Inventors: Akihiko SUZUKI, Tokyo (JP); Tatsuaki IRIYA, Tokyo (JP); Takuma 
NAKANO, Tokyo (JP); Manabu YAMADA, Toky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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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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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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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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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integrated printing and converting solutions

LEMANIC®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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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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