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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正处于完全禁止电子烟以及其他下

一代产品（如加热不燃烧装置和中草药保健卷烟）

的最后阶段。一旦禁令生效，任何进口、制造、销

售、分销或推广这些产品的人，如果被定罪，最

高可判处六个月监禁并罚款50,000港元（6,370美

元）。即使将这些产品作为奖品或礼品也会受到同

样的处罚。来港的访客必须在各个入境口岸丢弃他

们的装置，但如果在禁令实施后宽限期（可能是前

三个月）内的通关检查中发现携带以上产品，会予

以“宽大处理”的。

（矛盾的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电子烟是由距离香港中环仅数英里的

深圳经济特区生产的。）

一旦禁令生效，香港将加入其他30个禁止销售电子烟的国家或地区的

行列。有趣的是，电子烟在全球40多个国家或地区是合法的。

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宣传对电子烟和下一代产品完全不监管，那也太荒

谬了，甚至十分危险。肯定需要对电子烟和下一代产品实施监管。传统卷烟

早已被公共卫生部门和各国政府视为大多数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源，然而有的

国家却在想方设法彻底排除传统卷烟的替代品，这很令人费解。大量研究表

明，卷烟烟雾中的有害元素是来自卷烟中烟草燃烧的致癌物质和焦油。为

此，该行业已经设法减少吸烟引起的潜在危害，并开发了不燃烧烟草的替代

品，从而消除本来会产生的致癌物质。你会认为替代品将会非常受欢迎，不

是吗？大量研究表明，电子烟有助于戒烟。政府为什么要全面禁止它们呢？

难道降低吸烟率不是政府一直在推动的主要公共卫生政策吗？

几十年来，大麻一直被列为禁用物质。现在，人们发现，如果运用得

当，大麻实际上具有一些有益的特性，并非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有害。因此，

美国各州甚至世界各国一改往日的观点，并根据科学研究中发现的事实，制

定了控制大麻的法规。以此类推，为什么我们不能对电子烟和其他下一代产

品实施有效的监管，而非要禁止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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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E YOUR IMAGINATION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At BMJ, we accelerate progressively to guarantee the punctuality 

of our service. When your necessities are taken care of by us,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sit back and focus on your vision.

What a wonderful way to conquer your infinity vision!



`

j

v

`j

jv

`v

`jv

h

~ëá~

Specialty Paper and Packaging Company

 | www.bmjpaperpack.comBMJpaperpack|BMJpaperpackBMJpaperpack |

RIDE YOUR IMAGINATION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At BMJ, we accelerate progressively to guarantee the punctuality 

of our service. When your necessities are taken care of by us,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sit back and focus on your vision.

What a wonderful way to conquer your infinity vision!



10 tobaccoasia / Issue 1, 2019 March / April

Q&A

Q A

TH
E TA

Staff R
eport

GIMA	 TT从一家初创企业，历经十年
的发展，成长为业内颇具知名度的公司。您
能详细谈一谈这家初创企业吗？是什么影响
了这家公司？发展历程如何？

我想说，GIMA TT的诞生是顺应时代潮

流的……2009年，我们几个智勇双全的人希

望打造一种新的烟草业机械理念。

那时，烟草包装市场正在朝着几个新的

特殊包装的方向发展，这些包装无需大量生

产，不需大额投资，只需要具备快速推出的

能力。我们在烟草业积累了长期经验，了解

这个市场在机械方面只有几个大供应商，每

个供应商都输出数千个生产线，而且拥有50

年的发展历史，因此我们相信，能够迅速转

换，而且投资合理的灵活机械的细分领域是

存在的，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作为GIMA的

一个部门，开发了一个在这个细分领域进行

竞争的平台。

与此同时，GIMA被IMA集团收购，我们

母公司实力强大，帮助我们获得了烟草业跨

国公司所要求的财务实力，于是，烟草项

目开始逐渐增加。2012年第一条卷烟包装

GIMA TT
《亚洲烟草》有幸有机会采访GIMA	 TT总经理Stefano	 Cavallari。他将介绍
自己对行业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思考。

线上线，2013年初，我们成为一家独立的公

司——GIMA TT。在随后的数年里，GIMA TT

成为了跨国烟草公司和传统卷烟创新计划独

立从业公司的首选供应商，以及下一代产品

的首要供应商。因此，我们公司于2017年在

米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自2009年以来，公司的发展一路顺畅且

迅速。我认为，这仅仅是我们公司发展历史

的开始！

GIMA	 TT的主要强项之一是专注于发
展电子机械，具备电子机械的灵活性。烟草
业的反馈如何？您认为这种趋势会有怎样的
发展？

我在烟草市场工作了40多年，很有发

言权。多年来，烟草业专注于高生产力，却

只有很少的几个包装版式。数十年来，技术

发展的方向一直是让机器运转的速度越来

越快，但它们整个使用期内生产的却是相同

的包装。于是，从21世纪初期，我们开始看

到，有不同于方方正正的盒子的包装进入了

市场，起初是对原包装做少量的改变，如圆

GIMA	TT的机械为制造商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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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

角和斜边等，然后又出现了差别很

大、十分奇特的包装。我们开发一种

完全电子化的包装生产线，以便获得

最大的灵活性的想法，来自于市场上

有在相同机器上运行不同包装样式的

需要。这种灵活性深受我们客户的赞

赏，因为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利用我

们的生产线推出新产品，而且还可以

保持将生产线转变为不同包装样式。

比如，我们在欧洲有一台2012年推出

的机器，自推出之后，它已经将包装

版式改变了8次。

未来，我认为这种发展趋势会

与面市的新型下一代产品共同发展，

这需要特殊的包装，将不同元素（浮

泡、独立包装、宣传册等等）整合在

一起。我们发现，加热不燃烧及蒸汽

产品的项目要多于传统卷烟的项目，

而多亏了IMA集团内有可用的组装、

填料和包装技术，GIMA TT成为领先

的新应用公司。

GIMA	 TT机器的设计初衷是易
于搬动、易于改变、易于更新。您
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你们公
司的机器如何工作，达到这一目标
的吗？

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注意力

集中在一个能够与传统卷烟和下一

代产品（NGP）一起运行的单一平

台上。从2009年开始，我们开发了

FLEX-A包装机，它具有灵活的压模

机、包装纸和纸板包装机。这是我

们首个推上市场的生产线。

GIMA	TT是烟草跨国公司和独立从业者的首选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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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MA	TT机器易于
搬动、易于改变、

易于更新

完全电子化系统实
现灵活性

这个生产线完全是电子化的，而且同时

利用100多个无刷电动机。你可以想象，我们

利用自己专利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了多年

测试和软件验证，取得了当前的可靠性，这

使我们在这一技术上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安装了100多条Flex-A生产线之后，

基于我们在第一个平台上获得的经验，我们

意识到，对生产线的某些领域进行更新，提

高稳定性和效率，以更快的速度运行是可行

的。于是，我们新的升级版的FLEX-A平台面

世了，并于2017年进入市场，以每分钟包装

500多包的速度，成为GIMA TT的新标准平

台。如今，已售出几条新版生产线，预计很

快将售出更多产品线！

对于我们而言，灵活性仍然是关键：这

个生产线能够在不到5个轮班内，对烟盒的

全部三种尺寸做出完整的转换，与此同时，

烟盒高度的变化只能在一个轮班内完成。此

外，同一台机器能够生产的烟盒数量是数不

清的：双包、密封包、气密封口、双白，任

何种类的卷烟长度和卷烟直径，包括加热不

燃烧烟支，以及几乎你在当今市场上所能见

到的任何几何结构的烟盒。

与包装机一道，生产线的其余机器也得

到升级。正如我们总说的那样，从烟盒到展

示纸箱，我们都非常的灵活，因此，我们可

以在烟包内轻松地改变卷烟排序，烟盒的尺

寸和形状，而且还可以按客户的要求，对纸

箱内的烟盒进行排序整理。

我还想强调，生产线简单，维护方便，

以及零部件库存大幅减少等，使得这个生产

线占地面积小，易于操作，且安装时间快，

对于我们的客户，这些在他们计划投资时全

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过去几年里，烟草业推出了下一代产
品，这种产品似乎发展前景很好。GIMA	 TT
如何应对烟草业对这种新产品的需求？

过去的几年里，烟草市场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而且会继续发生变化。每天我都发现

有新的建议零售价和下一代产品进入市场，

根据对烟草业的研究，似乎这些新产品将会

在未来数年里逐步蚕食传统卷烟的市场份

额。而我们大多数客户的注意力和投资所关

注的核心，正是这些新产品。

当你拿到一种下一代产品的时候，你会

发现其包装盒里有各种不同的东西：电子装

置、浮泡雾化烟弹，或是独立包装、烟弹、

小册子等等，而多亏IMA集团内部可用的技

术，GIMA TT能够提供成套解决方案，管理

所有这些向IMA集团制造的机器组成的完整

生产线供应的不同部件。给你举一些例子：

组装技术可以由GIMA自动化公司提供，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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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high 
fl exibility 
with ITM 
ITM designs high volume and highly 
fl exible machine platforms.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as our customer, 
we adjust our modular platforms to 
the specifi c needs of your product. 
We combine proven technology 
with the innovative solutions of our 
creative engineers. That is how we 
reach the optimum fl exibility for our 
customers.

Together for 
next generations

itmgroup.eu

Discover our platforms in     
Filter combining, Reclaiming,
Cartridge capping and fi lling,

Logistics and Packing.

IMA集团下属公司GIMA	TT也可为
下一代产品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GIMA	TT总经理Stefano	Cavallari

填充（固体剂量解决方案）由IMA Active提供，液体填料（无菌加工和填

充）由IMA生命公司提供，起泡由IMA安全公司提供，而包装则由我们GIMA 

TT提供。我们的机器可处理各种复杂工作和速度，我们的EC-Pilot每分钟处

理50种产品，我们的旋转组装与填料机每分钟处理300种产品，而多亏我们

的超高速平台，它可以每分钟处理高达1000种以上的产品。

我想为我们新推出的EC-Pilot机器说上几句：这是一个极其灵活的平

台，能够运行不同尺寸的烟弹，能够将任何种类的液体如电子烟油、尼古丁

盐、油等等，以高精度的剂量用在相同的机器上。

它还可以装配半自动和全自动站点，作为一种实验室机器，它是很好

的选择，因为它可以以等同于高产量所需的速度运行，因此可直接将无风

险、经过验证的技术转移到高速生产线上。

鉴于我们发现业内有越来越多的小从业公司在寻找能够帮助他们组装

和填充优质烟弹，而又无需生产量高的技术，EC-Pilot就是一个理想的解决

方案，能够以高达每分钟100种产品的速度运行，同时又具有在同一台机器

上运行各种不同产品的灵活性。

由于《欧盟烟草制品新指令》（TPD2）和其他包装法在世界各地开始
生效——有时会相互矛盾，造成一些困惑，也导致出现烟草制造商几乎无法
遵守法规的情况——GIMA	 TT如何能够帮助提供解决方案，让制造商解决
这个问题？

正如你所说，最近一些国家推行的TPD2法规以及卷烟平装法，在烟草

界造成了一些困惑和问题。这些法规促成了一些新的包装样式，有的已经上

市，有的即将在未来几年内上市。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新法规对GIMA TT

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我们的平台具有灵活性，能处理无数的包装和不同

几何形状。假如TPD2法规未来发生变化，我们的机器可以轻松随着这个法规

一起变化，未来，我们的机器能够处理完全不同于已经设计出的包装。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传统产品的烟草市场会朝着单位库存量减少、包装

样式、品牌及香味各一的方向发展。这再次成为一个GIMA TT能够帮助其客户

的领域，因为我们的平台能够提供良好的生产力，而且还能对来自市场的新要

求迅速做出回应，客户的技术人员或操作员能轻松更换、处理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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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夏威夷新法案拟规定100岁后
才能买烟

夏威夷正在考虑一项禁止向100

岁以下的人销售卷烟的法案。

夏威夷是首个将购烟年龄提

高到21岁的州，新法案提出在2024

年之前实行阶段性销售禁令：2020

年将购烟年龄提高至30岁，2021

年提高至40岁，2022年提高至50

岁，2023年提高至60岁，到2024

年，年龄限制将提高至100岁。但购

烟年龄限制不适用于电子烟、雪茄

或嚼烟。

美国
菲莫国际暂不考虑投资大麻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谭崇博表

示，对公司而言，目前投资大麻行业

可能风险太大。谭崇博对英国《金融

时报》表示，关于大麻长期影响的科

学数据尚不足。“我们要对大麻有更

好的科学认知，并且需要牢记，各国

的政策及经营环境也各不相同。”

谭崇博指出，相较于大麻，菲

莫国际更希望全球监管机构对无烟

烟草制品持开放态度。

中国
中烟国际在香港上市

日前，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企

业——中国烟草总公司在香港为其

海外子公司中烟国际（CYI）首次公

开募股（IPO）。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卷烟产量

占全球产量的40%。中烟国际预计

将筹集1亿美元，主要用于母公司

采购巴西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烟叶。

中烟国际向国内卷烟制造商供应海

外烟叶，固定加价6%，这是其主要

的利润来源。中烟国际还独家经营

中国卷烟的出口业务，在泰国和新

加坡等地的免税商店销售国产卷

烟。2018年5月，中烟国际开始出口

中国制造的加热不燃烧烟草装置。

根据2019年1月2日发布的上

市前文件，在截至2018年9月的9个

月内，中烟国际（香港）实现收入

6.51亿美元，同期下降21％。毛利

率从2017年的6.5%降至5.8％。

一些分析师表示，虽然上市

为投资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中

烟国际的首次公开募股面临诸多挑

战，包括严苛的烟草监管政策、中

美贸易战、预期收益下滑以及香港

股市疲软等。

蒙古
蒙古烟草拟出售19％的股份

虽然许多本地投资者表示有兴

趣购买，但公司的董事会已将其全

部拒之门外，宁愿将股票卖给国际

实体。蒙古烟草公司的经理Tsogt-

saikhan Otgontsetseg解释说：“当

地的一个主要股东出于私人原因，计

划出售所持股份。”

Ogontsetseg补充说，在与有兴

趣的买家谈判前，公司董事会准备

以比19％更高的招标股份成交。

蒙古烟草的股权目前分为4个投

资实体，其中51％的股份由中国烟

草的两家子公司持有，剩下的49％

由蒙古两家私营公司持有。

Ogontsetseg澄清说：“招标

的19％股份由其中一家蒙古公司持

有。”蒙古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于世纪之交，截至2018年，国内卷

烟市场份额占30％，是蒙古国卷烟

市场领导者。

据悉，目前蒙古共有65个卷烟

品牌，其中13个由蒙古烟草公司拥

有。该国最畅销的品牌是蒙古烟草

德国
2019年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展会展位抢订中

2019年度的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烟草行业展览会将于9月20至22

日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目前展位正

迅速抢订中，届时将为参展商和参观

者再一次呈现一场成功的盛会。

2018年，共有来自54个国家的

625家参展商在InterTabac上展示了其

产品和服务，而InterSupply则有来

自35个国家的114家参展商参展。2018

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首次接

管威斯特法伦会议中心的所有展厅，

包括著名的1号展厅。

2019年，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

香港地区的参展商对展位的需求尤其

强劲，目前来自该地区的64家参展商已

经在预订期间提交了申请，以确保他

们能够参与展会。该地区的主要回报

参展商包括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杭森国际（Hangsen Inter-

national）、合元集团、深圳市悦之

途贸易有限公司（Vaporesso）、麦克

维尔（FeelM）、深圳市新宜康科技有

限公司和台湾烟酒股份公司。一些值

得关注的新参展商包括牡丹江恒丰纸

业、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江

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生物

技术公司、深圳精盐科技有限公司和

筑思科技有限公司。

欲了解有关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r 

tabac.de或www.intersupply.de。欲

了解有关展位预订的信息，请发送邮

件至gaj@octobermultimedia.com，与

Glenn Anthony John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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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旗下的“红色猎鹰”。蒙古烟

草公司生产设施完备，最大年产量

为25亿支。但是，目前只有一半的

产能用于国内市场，其中82.2％是

海外客户的订单。

公司还拥有自己的卷烟过滤

嘴制造厂，分销和零售商网络遍布

全国。蒙古卷烟市场上各烟草公司

目前每年的营业额共为35万箱。虽

然国内的烟草制品法律框架不够完

善，但政府最近开始实行提税计

划。2018年，税收增长10％，2019

年将提高至15％，2020年继续调

涨。请有意购买潜在股份的各方直

接与蒙古烟草公司联系。

日本
日本烟草2018年实现盈利

日本烟草已公布2018年财务

报表。报告显示，国际业务表现强

劲，抵消了日本国内烟草业不断下

降的影响。按固定汇率计算，经营

利润同比增长8.9%，报告的数据为

1.7%。该集团也预测，在固定汇

率下，调整后的经营利润预计增加

2.4%，报告数据下降8.3%。烟草业

务总量将在中性货币基础上实现中

高个位数的利润增长。

日本烟草的国际烟草业务受到

汇率变动和2018年一次性亏损的影

响（主要受俄罗斯和英国价格上涨

影响），调整后的经营利润增长了

14.3％，主要是受到价格调涨的驱

动，尤其是在俄罗斯和英国。2017

年在孟加拉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三

个市场的收购使总出货量大幅增

长。全球旗舰品牌（GFB）出货量的

增加以及成熟市场份额的增长使得

日本烟草的业绩取得增长。

由于卷烟行业销量萎缩，日本

烟草国内业务经营利润下降10％。

但卷烟行业销量降幅低于预期。低

危害产品回收失地，总市场占有率

回升，业务基础加强，预计会助力

2019年实现利润增长。

日本烟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

samichi Terabatake表示：在国际

烟草业务中，主要市场的份额取得

增长、强劲的定价确保了出色的业

绩，这得益于收购的积极影响。在

国内烟草业务中，Ploom TECH在全

国发售，市场份额得以增加，巩固

了我们在卷烟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
无烟产品抵消奥驰亚卷烟销量
下滑影响

奥驰亚集团公布2018年第四季

度业绩，称美国卷烟销量下降速度

超出预期，侧面证实了公司对电子

烟的大力投资。

奥驰亚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威拉

德（Howard Willard）对美国卷烟业

的销量提出了新的预测，称随着吸烟

者转向电子烟，卷烟销量将以更快的

速度下滑。2018年第四季度，国内卷

烟出货量下降了4.4％，与行业的下降

速度和零售份额的下降相符。在此期

间，由于健康关注和健康意识日益提

高，人们转向使用非可燃烟草产品，

国内卷烟销售总量下降了约5％。与此

同时，由于价格下降，雪茄出货量增

加了2.9％。

奥驰亚报告的2018年第四季度净收

入为47.8亿美元，同比增长1.5％。2018

年第四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0.95美

元，符合每股预期，比2017年第四季度

的0.91美元高出4.4％。然而，该数据略

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主要是卷烟出货量

和销售持续下滑，部分被其无烟产品的

价格和创收所抵消。

在过去几年里，奥驰亚的卷烟

部门是公司最大的部门，占总收入

的85％，目前销售数量下滑，公司

只能提高销售价来挽救市场。

展望未来，奥驰亚预计无烟

产品部门将成为公司增长最快的部

门，2019年预计收入增长10.5％。

世界卫生组织对菲莫提议“不
买账”

菲莫国际公司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提出，公司正从卷烟转到“低

风险替代品”业务，并在达沃斯举行

的世界经济论坛做出了积极努力，希

望WHO能认可其“健康”的发展方向，

呼吁“反烟草游说”和行业休战。但

WHO并未认可其提议。

菲莫国际CEO谭崇博说：“WHO

甚至依然拒绝和菲莫国际对话。”

菲莫国际认为，如果WHO和烟草

公司合作，就能更好地鼓励成年吸

烟者使用低风险的其他替代品，否

则他们还会继续购买卷烟。菲莫国

际预测，到2025年，至少有4000万

吸烟者将转用无烟产品。

“如果得到WHO的支持，我们会

停止意识形态的辩论并关注人们的

真正需求，将带来更快的变化，”

谭崇博说。

美 国 驻 W H O 发 言 人 T a r i k 

Jasarevic表示，WHO规定，不能直接

与烟草公司合作。“部分原因是烟草

公司误导了卫生当局和公众对烟草消

费相关的风险认识。将中轻度烟草产

品推广为戒烟的替代品，但这些产品

对健康的危害其实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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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不燃烧技术：
重新享用烟草的味道

最早的电子烟于21世纪初开始商业规模扩张发展，当时最重要的前提是给吸烟者提供

一种替代品，因为传统卷烟燃烧会释放大量有害化学物质。蒸汽烟，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电

子烟，也被标榜能帮助吸烟者戒烟，因为没有实际的烟草燃烧而被认为更为安全。两种说法

当然从未通过独立的临床研究而最后得到证实——也没有证伪。

不过，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在寻找戒烟帮助或“更健康的”卷烟替代

品的吸烟者迟早会发现，吸入电子烟油蒸汽跟享用普通卷烟不是一回事。它的味道和感觉并

不好。无数案例的结果表明，转用蒸汽烟的吸烟者最终又复吸更加让人满意的可燃烧卷烟。

享用真烟草的新方法
但很快，一种据认为能减小可燃烧烟草负面健康影响的全新方法出现了：那就是加热

不燃烧烟草，或简称HNB。研发部门曾经集思广益，“消费者如何才能在享用烟草的同时，

将相关的风险降低到最小，而又不必求助于使用不太令人满意的蒸汽烟？”答案十分具有独

创性，也十分简单。如果不燃烧，烟草只是被加热到恰好低于燃点的温度，其易挥发的成分

转变成可以吸入的蒸汽，与此同时，将焦油等物质留在烟草里。

席卷全球的浪潮
尽管中国公司率先开拓这种新技术，并且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持续改进，但与此同时，

跨国大公司也在开发它们自己的HNB装置。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菲莫国际公司，几年

加热不燃烧装置（HNB）介于蒸汽烟和可燃烧烟草之间的某个位置，如今已
经发展成熟，可供人们享用烟草。谈到“烟草熟悉的味道”，中国的公司尤其
展现出了创新性和热情。

IUOC在2018年中国深圳电子烟博览会上的展位（图片由深圳余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IUOC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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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IQOS装置初入市场的时候，就引起了巨大的媒体轰动。几年

前，在韩国和日本推出IQOS，消费者像抢购薄煎饼一样将其抢购一

空，与此同时，它在欧洲、北美和中东也聚集了不断增加的粉丝群

体。巨大的正面反响甚至促使菲莫国际公司宣布最终将彻底逐步淘

汰传统烟草产品，集中发力HNB产品的计划。如果成功的话，此举可

能将彻底改变我们所了解的全球烟草业。

尽管蒸汽烟试图使消费者戒掉传统烟草，但HNB却有效地让消

费者重返烟草，不过，现在是以一种据认为能使健康危险减小的方

式（尽管并不是确定的结论，但无可质疑的研究确实存在。）在这

个意义上，HNB产品介于蒸汽烟和可燃烧烟草之间。尤其是制造HNB

装置的中国公司，他们进一步推动了这种技术的进步，不断提出如

何对早期模型进行改进的新想法。

IUOC（爱优士）理念引起轰动
致力于研发HNB装置的最具创新力的中国公司之一，是深圳余

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初，同年在德国举办的

国际烟草博览会（InterTabac）上，展出了能够在其雾化器里使用

任何普通卷烟的HNB装置样品，曾经轰动一时。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郭洪礼回忆说：“那是我们的IUOC 1.0，它在展会上吸引了

人们巨大的兴趣。”他还补充说，IUOC是“我使用普通卷烟”（I 

Use Ordinary Cigarette）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

改进版的入门型装置IUOC 2.0于2018年再次在国际烟草博览会

上正式推出。郭洪礼解释说：“这两个模型的差别是，IUOC 1.0版

的电池充一次电只能续航大约16支烟，而IUOC 2.0版则能够使用标

（
图
片
由
深
圳
余
看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IUOC提

供
）

（
图
片
由
深
圳
余
看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IUOC提

供
）

IUOC	2.0装置可插
入传统卷烟

深圳余看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突破性产
品——IUOC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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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包装的20支卷烟。IUOC 2.0的重量比其前身轻30%，而且输出的雾

气无比顺畅。”

选择无拘无束
当然，IUOC背后的理念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尽管其他HNB装置

几乎不约而同地要求雾化仓要装载特定类型的烟弹，IUOC装置的专

利技术使消费者能够简单地插入一支自己选择的传统卷烟。郭洪礼

详细地解释说：“这使消费者可以自由地继续享用自己偏爱的卷烟

品牌的味道和香味，而其他HNB装置专用的烟弹，消费者可能喜欢，

也可能不喜欢。”

但据郭洪礼说，还存在另一个支撑IUOC理念的原因。“事实

上，传统卷烟可以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自由地购买，地域可采购性

也不像HNB烟弹那样经常受限。例如，IQOS的专利烟弹Heets目前在

中国就不能合法购买到。郭洪礼补充说，利用普通卷烟——从而聪

明地绕过中国对烟弹的限制——使得IUOC装置在中国国内取得了惊

人的销售业绩。”

他声称：“事实上，我们80%的营业额目前都是在中国国内产

生，而出口仅占其余的20%。我们目前正在与中国烟草公司合作开

发一些激动人心的项目，因此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IUOC必将

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HNB品牌。”但另一方

面，郭洪礼也爽快地承认，他的公司尚未对

一些其他重要市场做好准备。“例如，美国

市场在法律方面对我们而言仍然十分困难，

而就营销而言，我们实力仍然十分薄弱，还

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不必去除过滤嘴
与此同时，深圳余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还解决了过滤嘴卷烟的一个首要问题——一

个使一些IUOC用户感到烦恼的问题。在早期

的IUOC模型里，必须首先手工去除卷烟过滤

嘴，之后才能将剩下的烟支插入加热装置的

雾化仓。郭洪礼说：“从2019年1月起，不必

再去掉过滤嘴了。我们对加热装置进行了改

进，有效消除了去除卷烟过滤嘴的需要。用

户现在可以插入整支卷烟，而无需因有过滤

嘴的卷烟而烦躁。”此外，公司目前正在开

发下一版IUOC，据郭洪礼说，这款“比IUOC 

2.0更轻便，更容易操作。”他说：“但自然

啦，我目前还不能透露更多细节。”

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在深圳余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始着手

研究开发HNB的全新方法时，其他中国公司选

择了全力打造已有的产品。其中的一家公司

就是由营销总监Mark Xie所代表的深圳科伊

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

HNB初期业界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其最初开发

的装置，主要用于从散叶干燥后的草本中提

取蒸汽并减少填充到鼓状雾化仓的烟草。

但后来到2017年的时候，该公司推出了

第一款完全为烟草专用的LTBE。随后在2018年

夏天，科伊斯公司推出了后续的C1和ARCH型装

置。Mark解释说：“每款产品都被赋予了各自

特有的、旨在吸引不同消费者的特性。”C1

是一款笔式HNB装置，带有引人注目的木质盒

套。其零售价格低，是价格敏感型用户的理想

选择，但它的电池需要较频繁地充电。LTBE和

ARCH更复杂、更大一些，电池的寿命也更长。

此外，LTBE装配了可替换的加热部件。Mark还

透露，对LTBE的进一步改进已经在2019年2月

正式推出。他说：“它的加热元件让人联想

起菲莫国际公司的IQOS所用的加热元件。新的

LTBE是我们公司最先进的HNB装置。”

利用专属品牌烟弹
科伊斯公司的竞争对手深圳余看公司提

供的HNB装置可以填装任何传统卷烟，而科

伊斯则要依赖第三方烟弹，例如，菲莫国际

jouz技术规格

来源：筑思科技有限公司

重量 jouz 20 - 58.0g 大小 jouz 20 - 22.6 x 23.6 x 101 mm
 jouz 12 - 42.6g  jouz 12 - 19.6 x 20.6 x 101 mm
投入 jouz 20 - 5V / 0.5A
 jouz 12 - 5V / 0.4A 
颜色 黑色或白色

jouz套装 jouz装置、清洁刷、清洁棒、USB充电线、防尘罩和 

 操作手册

附注 jouz与Heatsticks/Heets/lil等烟弹兼容

jouz	12/20（黑）
（两款产品的外观
设计相同） jouz加热不燃烧装置有精美时尚的笔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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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Heets。而Heets并非能轻易获得，这也会限制该装置在市场

中的可获得性。但Mark坚持认为，“如果客户要求我们的装置能与

不同格式的烟弹兼容——或者甚至能装填传统卷烟——我们也能轻

松定制这样的装置。”Mark补充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密切

关注HNB领域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进展，会按需要对即将面市的设备设

计进行调整。”

关于公司的主要市场，科伊斯仍然将重点关注亚洲。一方

面，C1在东南亚尤其受欢迎，而日本则是公司两款产品LTBE和ARCH的

主要地盘。公司的年产总量中，出口占80%，其余20%在中国国内销

售，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Mark说：“由于涉及到两大特区的

HNB装置的立法问题，我们在那里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活跃。”

“诞生于日本”
据公司总经理张詹森说，像HNB领域的许多其他中国公司一样，

位于深圳的筑思科技有限公司（jouz Limited）在2017年才成立，

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6月在东京推出了自己的

第一款HNB装置jouz 20。他说：“尽管这款产品本质上是一款中国

产品，但你也可以说，日本是它的实际诞生地。”自那之后，公司

给jouz 20补充了一个增进版产品jouz 12。这两款产品都具有时髦而

引人注目的特点，光滑的笔式设计易于操作和存放。这两款产品的

主要差别在于它们各自的可充电电池的续航能力。他解释说：“我

们的jouz 12一次充满电可以使用12个烟弹，而jouz 20可使用20个烟

弹。”在这个意义上，jouz 12是专门为轻度用户设计的——尽管它

比jouz 20推出的时间晚。

为进一步改善功能，提高易用性，自首次推出以来，这两款产

品还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改进。张詹森总经理详细地解释说：“我

们筑思致力于给用户提供最好的味道和香味体验，交付最佳的客户

服务。因此，我们改进了这些装置的加热曲线和算法，以确保更加

始终如一的加热水平，输出最佳的味道。”就像科伊斯公司一样，

筑思有限公司可利用专属品牌烟弹，而不是散烟或传统卷烟。“不

管是Heets烟弹、Heatsticks烟弹，还是lil烟弹，它们全都可以与

我们的装置兼容。”

一个富有远见的市场营销决策
张詹森总经理说，对公司而言，把日本作为首个海外市场，并

在日本推出jouz的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鉴于HNB产品在日本的普

及率很高，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尤其是优质HNB装置，它们强大

的电池容量可延长使用时间，这一特点对于日本消费者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在设计笔式jouz时，就想到了日本消费者。”在日本获

得消费者的积极反馈后，我们随后在2018年10月将这个品牌引入俄

罗斯——也是基于类似的营销考量。他说：“我们选择俄罗斯作为

第二个市场，是因为这个国家对于HNB产品而言，同样也是一个非

常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地区。而且，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好的机

会，因为与在其他地方不同，俄罗斯的竞争还十分有限。”

电子商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公司在日本和俄罗斯都与当地经销商合作，但网上销

售也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销售渠道。例如，在日本，jouz装

置就可以从亚马逊和Rakuten等电子商务平台购买，还可通过公

司自己的网站jouz.com购买。在俄罗斯，可以通过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Yandex，以及公司网站jouz.

com购买这种产品。“但我们也会出现在整

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精选电子烟和特种烟

草零售店。”张詹森总经理补充说。在日本

取得的良好的消费者反馈，证实jouz产品已

经得到广大用户的接受。“消费者的评价十

分鼓舞人心，亚马逊和Rakuten都给我们授

予了HNB类产品‘畅销’标签。我们的客户

很重视产品的设计与质量，也重视我们的本

地化客户服务和12个月的质保期。”

在这些完全积极的发展动态支持下，筑

思公司希望在中到远期能进入更多的市场。

张詹森总经理说：“我们目前正在新市场寻

找合适的经销伙伴。”他还保证，这种装置

的性能不会保持不变。“我们正在准备纵向

延伸系列产品，推出更多的颜色选择、更多

的材质和表面装饰，包括可实现定制温度说

明的蓝牙功能。”

科伊斯公司的最新款LTBE是该公司目前最先
进加热不燃烧装置

科伊斯公司的C1笔式外观在东南亚地区非常
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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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新研究证实电子烟有助于吸烟
者戒烟

一项持续一年的新研究于今年

1月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

研究成果。该研究证实，作为戒烟

辅助工具，电子烟完胜尼古丁贴片

和尼古丁口香糖，成功率是选择后

两者的两倍。

研究作者还发现：“在同样伴

有行为支持的条件下，电子烟在戒

烟作用方面比尼古丁替代疗法更为

有效。”研究对象们都接受了为期4

周的反吸烟辅导咨询。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者追踪

了近900名中年烟民。这些研究对

象招募自政府的一个戒烟项目，应

该对戒烟都十分积极。他们被随机

分配使用电子烟或尼古丁替代品，

比如尼古丁贴片、口香糖和咽喉糖

等。1年后，电子烟使用者的戒烟率

为18%，其他产品使用者则为9.9%。

韩国
2018年度卷烟销量下降税收增加

韩国财政部方面的数据显示，

该国2018年的卷烟销量比2017年降

低了1.5%。

2018年，韩国国内卷烟销量为

34.7亿包（20支装），比2017年的

35.2亿包略有下降。销量在2014年

到2018年间下降了20.4%，而韩国政

府正是于2014年将每包卷烟的价格

从2500韩元（2美元）提高至4500韩

元，涨幅达80%。2016年12月，韩国

政府开始要求烟草公司在卷烟盒正

反两面的上部印制图片健康警语。

价格上涨并不是传统卷烟销量

下降的唯一原因。另一影响因素是加

热不燃烧电子烟的出现。2018年传统

卷烟销量同比下跌8.9%，加热不燃烧

电子烟销量则从2017年的7900万套猛

增到2018年的3.32亿套。

2018年，韩国政府从卷烟销售

中获得的税收达到11.8万亿韩元，

比2017年增加了5%。

美国
国 王 山 烟 草 公 司 （ K i n g	
Mountain	 Tobacco）请求最
高法院复审税收裁定

烟草制造商国王山烟草公司向

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请求，复审第九

巡回上诉法庭关于勒令该公司补缴

5800万美元联邦消费税的裁定。

国王山烟草公司位于华盛顿州

雅卡玛族（Yakama）的一块部族土

地上，所有者与经营者为该县居民

惠勒（Wheeler）家族。

惠勒家族认为，《1855年雅卡

玛协定》规定他们由部族许可的生

意可以免交州税和联邦税。

按照该协定的规定，雅卡玛

部族有权在所有普通道路和高速公

路上免费通行。对该协定的解释包

括，雅卡玛部族有权将货品带到市

场上自由交易。

惠勒家族还表示，第九巡回上

诉法庭在于2018年8月做出裁定时忽

视了上述条款。提出复审诉讼时，惠

勒家族要求第九巡回上诉法庭把裁定

依据的重心放在他们产品的制造上，

而不是产品运输涉及的税款上。

雅卡玛族是一个主权政府，其

子民在该族130万英亩保留地内可免

缴州销售税、烟草税和燃油税。

《2004年公正平等烟草改革

法案》为烟农开辟了一个自由市

场，取消了联邦价格支持和配额项

目。2018年，美国地区法院的一位

法官就国王山烟草公司抗议该法案

规定的卷烟制造商评估一案做出了

不利的裁决。

欧盟
幻 境 雪 茄 公 司 与 大 卫 杜 夫
（Davidoff）签署分销协议

位于内华达州的幻境雪茄公司

（Illisione Cigars）与奥廷格•大

卫杜夫（Oettinger Davidoff AG）

公司达成分销协议，同意由后者将

幻境雪茄销售到欧洲各国。

按照协议，大卫杜夫会将幻境

公司生产的雪茄分销到比利时、德

国、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瑞士和

英国。销售产品最初主要是“埃佩

内”（Epernay）和“爱之礼赞”

（Fume d’Amour ）系列雪茄，但最

终幻境公司的全部产品组合都会出

现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上。

幻境雪茄公司已委托其他分销

商在另外6个国家销售产品，包括

美国。该公司还计划至少在另外4

个其他国家进行分销。幻境烟草创

始人兼总裁迪恩•吉埃里托（Dion 

Giolito）表示：“多年来，我一

直非常欣赏大卫杜夫这一品牌及其

公司。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对名优雪

茄的代理和分销是无与伦比的。幻

境雪茄很荣幸能成为他们市场活动

的一部分。我们相信一定在他们的

销售产品行列找到一席之地，反过

来，我们的雪茄也一定能够进一步

增强我们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

美国
阿塔贝伊雪茄（Atabey	Cigars）
添新茄标

联合雪茄公司（United Cigars）

公布了打击假冒伪劣的新措施——给

阿塔贝伊系列雪茄再加一个茄标。联

合雪茄公司的奥利佛•尼瓦德（Oliver 

Nivaud）表示：“去年我们一直听到

关于假冒或者没有茄套的阿塔贝伊雪

茄的传言。但遗憾的是，这些传言成

为了事实，有些被误导的消费者已经

被骗了。阿塔贝伊雪茄是在哥斯达黎

加卷制的手卷雪茄，每支雪茄上都有

非常精致的阿塔贝伊茄标。”

新茄标采用非常独特的黄金品

质工艺，更难伪造。它们和阿塔贝

伊的第一层茄标都是由荷兰的Vri-

jdag Premium Printing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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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奥驰亚与Lexaria公司在可食
用尼古丁领域结成伙伴关系

Lexaria尼古丁有限责任公司是

Lexaria亚生物科学公司的独资子公

司，它与奥驰亚集团签署了最终协

议，资助Lexaria公司DehydraTECH™

专利技术的研发。DehydraTECH™增

强了有益化合物的四个方面的性

能：口味及气味、作用速度、生物

吸收和生物利用度。这一合作关系

将探索口服产品和低风险尼古丁消

费品的创新以及实现口服尼古丁传

输技术DehydraTECH™的可能性。

Lexaria生物科学公司首席执行

官克里斯•邦卡（Chris Bunka）表

示：“这对Lexaria生物科学公司和

股东们来说是一大里程碑。奥驰亚

公司选择投资DehydraTECH™技术，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也期待通过与

世界一流合作伙伴的协作而有所收

获。我们将有机会改变尼古丁传输

的方式，给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带来

改变。”

为交换少数股份，奥驰亚集团

的一家非独资子公司——奥驰亚风

险资本有限公司将向Lexaria尼古丁

公司提供1200万美元的资助，对De-

hydraTECH™的运用进行分阶段式临

床调查。

中国
安徽中烟推出磁粒均热产品

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子公司之

一——安徽中烟推出了一种新型磁

粒均热（MaPH）产品，名为山之巅

Toop-One。该产品首先在深圳和合

肥面市，消费者可以亲自体验这种

全新的烟草消费方式。

与市面上其他的加热不燃烧烟

草产品相比，Toop-One对磁粒均热技

术的创造性应用为自身带来了明显

优势。利用磁感应加热技术的原理，

非接触式电能传输能够保证精确的温

度控制和均匀加热，还能促使废烟气

的迅速、稳定释放。其能量转换率逾

80%，充上45分钟电就够抽12支烟。

机身很精致，只有77克重。

Toop-One采用双输出模式，

实现了一件设备“双抽”（大烟雾

和小烟雾；高浓度尼古丁和低浓度

尼古丁）。这种特殊的新型卷烟采

用75毫米短支烟的黄金尺寸，与传

统烟草的体验感无缝衔接。与此同

时，冷却滤棒有所创新，烟草加工

和制作过程得到了优化，烟雾的释

放也更加柔和、清洁、环保。

美国
FDA打击电子烟	 遭保守派猛
烈抨击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对电子烟进行管制和打击，各保守

派和自由派团体要求特朗普政府对

此举进行反击。他们认为打击电子

烟的措施会伤害“一个能帮助美国

烟民戒烟的创新产业”。

今年2月初，包括美国税制改革

协会、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行动、竞

争企业协会及戈德华特研究所在内的

诸多团体致信白宫，对FDA进行了批

评，特别是针对局长斯科特•戈特利

布（Scott Gottlieb），因为他对电

子烟进行了“严厉的监管打击”。

这些团体也承认对这类产品

在年轻人之间的使用率大幅飙升感

到担忧。他们表示，戈特利布的对

策其实是“管控狂、政府手伸得太

长”，而FDA遏制青少年吸电子烟的

计划会伤害到成年人，应该进行成

本收益分析。

他们在信中还写道：“私人企

业倡议以及合理的公共政策不应被

禁令拥护者的心血来潮所挟持。”

这 封 信 被 送 到 白 宫 的 一 周

前，参议员理查德•布尔（Richard 

Burr）在参议院的一次发言中抨击

了戈特利布对薄荷烟的禁令。布尔

表示，这一禁令不仅会减少成年消

费者的选择，还会导致国家和地方

收入的降低。

奥驰亚集团成为JUUL股东
奥驰亚集团宣布，已签署并完

成了对JUUL Labs公司价值128亿美

元的投资。JUUL Labs 35%的股份被

奥驰亚集团收购，其估值上升至380

亿美元，但仍然保持完全独立。

奥驰亚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霍华德•维尔拉德（Howard Wil-

lard）表示：“将来绝大多数成年

烟民可能都会选择非可燃烟草产品

而不是卷烟。为应对这一未来，我

们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向JUUL

投资128亿美元。JUUL在改变成年

烟民这方面是全球先驱者。我们长

久以来一直都表示要为成年吸烟者

提供优良、令人满意而又具备低危

害潜力的产品，这是减少烟草危害

的最佳方式。我们借助JUUL在向这

一目标前进的路上做出了最大的投

资。我们坚信，与JUUL共同努力来

加快其目标实现，会为成年吸烟者

和股东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JUUL的首席执行官凯文•伯恩

斯（Kevin Burns）表示：“奥驰亚

的投资清楚地表明，JUUL的技术为

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历史性机遇，可

以藉此改善全世界10亿成年吸烟者

的生活。这次投资和服务协议能够

加速我们向目标前进——推动更多

成年烟民由可燃吸式卷烟转向JUUL

产品。”

JUUL仍然保持完全独立，还

能够使用奥驰亚一流的基础设施和

服务。服务协议规定，奥驰亚将向

JUUL提供其最优质的创新烟草产品

零售货架空间，允许JUUL的烟草和

含薄荷醇产品出现在可燃式卷烟旁

边。JUUL的加香产品将继续由JUUL.

com网站独家销售。

奥驰亚还将通过公司数据库，

帮助JUUL经由带广告的卷烟盒和营

销邮件与成年吸烟者建立直接联

系。此外，奥驰亚还会分享物流和

分销服务，帮助JUUL扩大市场，提

高效率；JUUL有权选择奥驰亚销售

组织近23万个零售点的支持。



www.gidi.it - sales@gidi.it

From thinking to making

G.D’s wide array of competences makes it the ideal partner in today growing tobacco market, 
which is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to design new produ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s, G.D provides its clients 
with complete making and packing solutions. The most efficient traditional tobacco products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re adapting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such as liquid-based e-cigs and 
multi-segment 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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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烟草：制胜反
烟法的完美替代品

1805年，拿破仑•波拿巴即将开始向欧

洲发起战役。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位名

叫Peter Abraham Bock的年轻企业家造访

了Kiøbenhavnske Tidender日报的办公室。

他拿出一则广告，想让报纸宣传A/SHer-

mann Krüger的Eftf公司，他是该公司的合

伙人。“我们将此视为Oliver Twist品牌的

官方诞生日，”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Thomas 

Nellemose表示，Eftf公司如今被称为House 

of Oliver Twist A/S.

补充瑞典火柴的产品组合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公司经历了多

次所有权变更，最近一次是2018年4月，被

瑞典火柴公司收购。然而，Oliver Twist

在充斥着可燃烟草产品的世界里，嚼烟和瑞典鼻烟几乎不被人们所关注，但
它们却是规避吸烟限制的绝佳替代品。

嚼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被认为是最古

老，也是最具标志性的嚼烟品牌之一。收购

时，瑞典火柴首席执行官Lars Dahlgren曾

表示，“Oliver Twist是我们无烟产品组合

的良好补充，将提供更丰富的嚼烟产品，

特别是在欧洲。”Dahlgren的声明跟Nel-

lemose自己的评估有异曲同工之处。“我相

信，Oliver Twist成为瑞典火柴的一部分

后，获得的机会和资源也更多，能得到更好

地发展。不仅可以深耕于现有市场，还能拓

展新市场，”Nellemose说道。

瑞典火柴改变“病态”销售
获得像瑞典火柴这样遍布全球市场的

公司的帮助也许正是Oliver Twist所需要

在Oliver	Twist工厂待切割的长烟条（图片由Oliver Twist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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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所有的嚼烟品牌一样，丹麦嚼烟销售已经衰退了几十年，特别是

在西欧（北欧国家嚼烟一直很受欢迎）。“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素来

喜食嚼烟，但Oliver Twist在欧洲其他地方和其他地区都是一种新鲜产

品，”Nellemose证实。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20世纪初期，使用嚼烟的

人很多，甚至在中欧和南欧也是如此。但因为使用嚼烟的人低收入阶层居

多，且被许多负面的、但未经证实的新闻影响，嚼烟始终被认为“上不了

台面”。销售自然无法和可燃烟草相比。

发展迎来复兴？
近年来，嚼烟已褪去了一些“耻辱”，经历了一场小而温和的复兴。

随着世界各地反吸烟法律越来越严苛，嚼烟成为了一种理想的烟草替代

品。经常搭乘航空的旅客可在国际转机期间或者休息室等待的数小时使用

嚼烟，满足对尼古丁的渴望。嚼烟对于长时间的商务会议或无烟办公室也

非常方便。有了嚼烟，进出社区酒吧不再尴尬，因为就餐时无需把朋友单

独留在餐桌旁，而自己跑去一个黑暗潮湿的小巷里去吸烟。Nellemose总结

道：“Oliver Twist可随时随地谨慎使用。因为没有烟雾，可以不打扰任何

人，也不违反法律。”

比普通烟草制品危害更小
Nellemose还声称，Oliver Twist以及大量嚼烟并不像可燃产品那样有

害，因为没有任何危险化学品进入吸烟者的肺部。相反，烟草的香气和尼古

丁通过口腔的粘膜吸收。“未来无烟烟草将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他预测，“部分原因在于对可燃烟草的更为严苛的立法，还因为现在

的主动吸烟者和被动吸烟者都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关注低害产品。嚼烟可作

为有效的戒烟替代品。多年来，我从吸烟者那里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他

们要么完全戒烟，要么因为Oliver Twist而大大减少了吸烟量。”

（
图
片
由
Oliver Twist公

司
提
供
）

Thomas	Nellemose检查将制成Oliver	Twist烟草碎片的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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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制造过程
自19世纪初以来，Oliver Twist的制作过程并未发生大变化。

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流程仍由经过培训的工人手动完成。原料是高

品质的整片烤烟烟叶，烟梗在Oliver Twist工厂剔除。烟叶被尽可能

地卷成横向的长条。“这是在我们原料处理室制作的，”Nellemose

解释道。

卷好的烟叶混入香料发酵。将卷好的长条切成1厘米长的片

烟，并用“酱汁”中的糖浆味混合物闷烤，这在现代烟草业术语中

通常被称为“加料”。“公司对配料师非常信任，保护配方不外泄

是他们的责任，”Nellemose指出。

将每7克Oliver Twist烟草碎片成品装入真空小塑料盒里。小盒

子能装30份。公司的传统畅销品仍然是原味的配方，不但烟熏香料

味浓烈辛辣，甘草味也很浓郁。“我这种特有的熏香气特别适合大

多数吸烟者，”Nellmose说。与此同时，Oliver Twist还在研制其

他口味，如“浓烈热带”和“寡淡北极”（见表）。我们将于2019

年初推出最新口味‘Frosted’。Frosted有兰香的香气，这也是应

客户的要求推出的，”Nellemose透露。

亚洲暂未销售
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Oliver Twist是嚼烟领域的市场领导

者，两大主要市场是欧盟和北美。但是，亚洲暂未销售。Nellemose

称，瑞典火柴公司最近开始向在亚洲各国的

不同分销合作伙伴推荐Oliver Twist，做市

场潜力调查。

Nellemose可能不了解，一些亚洲国家

嚼烟历史源远流长。例如，Khaina就是一种

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非常

流行的特殊形式的嚼烟。Khaina在南亚人群

居的其他地区国家也深受喜爱。

斯堪的纳维亚的鼻烟现象
除嚼烟之外，谈及无烟烟草这一主题

时，第二个重要的产品类别当然是瑞典鼻

烟。这些装有精细研磨的加香烟草的小袋子

在瑞典和挪威非常受欢迎。“这两个国家的

烟草使用者比例与欧盟平均水平大致相同，

约为26％。但在瑞典只有7％的人吸烟。其

余的主要是使用鼻烟，”斯堪的纳维亚最著

名的鼻烟制造商之一Gotlandssnus公司的销

售经理Lars Hansson详细阐述了该产品在北

欧的热销程度。 

比可燃烟草更健康
就 像 N e l l e m o s e 提 到 的 嚼 烟 优

点，Hansson同样也颂扬了鼻烟的好处。“除

了纯美学外，鼻烟完全无气味，不会污染环

境。即使在禁烟的情况下仍可以享受。”他

引用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于2018年发表的

一项研究：“科学证明鼻烟消费者不存在类

Gotlandssnus生产车间一瞥 Gotlandssnus公司生产的Jakobsson薄荷味鼻烟

（
图
片
由
Gotlandssnus公

司
的
Jenny Tholin提

供
）

（
图
片
由
Gotlandssnus公

司
的
Jenny Tholin提

供
）

Gotlandssnus：五大最受欢迎的产品

*按销量降序排列
来源：Gotlandssnus AB 

产品名称*	 香料	 尼古丁含量	 现有尺寸
Jakobsson超甜 甜瓜 14mg/g 大/小/迷你

Jakobsson浓冬青 冬青 14mg/g 大/小

Jakobsson浓可乐 可乐 14mg/g 大

Jakobsson浓薄荷 薄荷 14mg/g 大

Jakobsson´s Glögg Kanel 加香料的热葡萄酒和肉桂 10mg/g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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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卷烟的潜在健康风险。”该研究的结论是使用鼻烟和从不吸烟

的人患胰腺癌的风险相等，但吸卷烟的患癌风险则很高。

卡罗林斯卡的研究证实了欧盟20年前进行的一项科学评估结

果，即鼻烟不会增加罹患口腔或胰腺癌的风险。该评估的直接结果

是鼻烟包装上逐步取消了癌症警语，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健康警告。

并非完全没有风险
然而，鼻烟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汉森承认：“它含有尼古

丁，可能对孕妇及未出生的孩子构成危险，因此准妈妈要避免使用

鼻烟。卷烟不也是如此吗，对吧？”但是，鉴于产品固有的特定制

造工艺，新用户初次使用鼻烟的时候要小心。

鼻烟经过精细研磨，呈粉状。因此，比等量的嚼烟中的尼古丁

含量更高。另外，研磨使产品的物理肌理多次增加。口腔粘膜吸收

鼻烟粘液释放的香气和尼古丁速度快也更快。瞬间的尼古丁冲击会

给新手带来头晕等不适情况，严重的还会引发高血压或心悸。

禁止商业销售，仅限个人购买
除挪威和瑞典外，目前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禁止以商业数量进

口、分销、批发和零售瑞典鼻烟。但是，法定年龄的成年人的私人

进口、持有和实际使用不受限制。因此，汉森说，虽然公司的主要

鼻烟包装
与嚼烟不同，鼻烟一般装在渗透性

纤维素材料制成的小袋中，这些材料有点

像小茶包。做鼻烟外包装，专业的袋装包

装机必不可少。世界领先的鼻烟袋包装机

是M/S. Sidsam Formilan Machines Pvt. 

Ltd，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意大

利和印度合资的企业。

据董事Sunjay Nayyar称，公司目前

的鼻烟包装机械销售市场是斯堪的纳维亚

和美国，其中一些也卖到中亚和南亚。最

近，Sidsam向俄罗斯出口设备以包装鼻烟

产品。与欧洲机器相比，Sidsam的包装机

械价格更合理。

凭借多年的专业工程知识，Sidsam

品牌无疑是生产设备的首选。Nayyar断

言，Sidsam为部分鼻烟提供了最先进的机

器，包括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可将松散

的鼻烟装袋或装罐。此外，生产线还能填

料（部分或松散的鼻烟）、封盖、贴标、

袖套包装、收包，以及粘贴条形码，还有

其他可定制的功能。

（
图
片
由
Sidsam Formilan Machines公

司
提
供
）

Oliver	Twist“浓烈热带”是该公司最畅销的嚼
烟产品组合之一

（
图
片
由
Oliver Twist公

司
提
供
）

Oliver	Twist：五大最受欢迎的产品

*按销量降序排列  来源：House of Oliver Twist A/S

产品名称
Oliver Twist

“原味”

Oliver Twist

“浓烈热带”

Oliver Twist

“黑色风采”

Oliver Twist

“寡淡北极”

Oliver Twist

“皇家味道”

香料
香辣浓郁的甘草味

和浓烈的烟熏味

洋茴香

咸甘草

清新凉爽

英国甘草

尼古丁
5mg/g

5mg/g

5mg/g

5mg/g

5mg/g

盒子大小
将每7克Oliver Twist烟草碎片成品装入真空小

塑料盒里。小盒子能装30份

将每7克Oliver Twist烟草碎片成品装入真空小

塑料盒里。小盒子能装30份

将每7克Oliver Twist烟草碎片成品装入真空小

塑料盒里。小盒子能装30份

将每7克Oliver Twist烟草碎片成品装入真空小

塑料盒里。小盒子能装30份

将每7克Oliver Twist烟草碎片成品装入真空小

塑料盒里。小盒子能装30份

市场是两个北欧国家以及美国（美国可以自

由销售鼻烟），但丹麦、德国、荷兰和英国

等欧盟国家的个人用户数量过去几年也一直

在缓慢增加。

汉森补充说，“大多数其他无烟烟草产

品在很多国家并不常见，瑞典鼻烟也只是在

欧盟和美国知晓率高。”在亚洲，鼻烟几乎

完全局限于瑞典居民社区。他们会在假期后

带回少量产品或在线订购。Gotlandssnus在

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没有销售。“有些国家

以前卖过我们的产品，但由于营业额不佳或

法律的变化，最终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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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驰亚鼻烟获得TPSAC安
全认可

2月初，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FDA）下属烟草产品咨询

委员会（TPSAC）在听证会上以

压倒性的投票得出结论：奥驰

亚集团下属美国无烟烟草公司

（USSTC）申请的哥本哈根鼻咽

低风险声明从科学角度来说是准

确的。该公司递交的声明内容

为：“如果你抽烟，请考虑换用

我们的产品：会降低患肺癌的风

险。”

在听取了奥驰亚提供的广

泛科学证据答辩后，TPSAC的8名

成员投票表示，认可哥本哈根鼻

烟的安全性。一位TPSAC成员弃

权。“这是减少烟草危害的重要

一步，”奥驰亚客户服务部监

管事务高级副总裁Joe Murillo

说，“让成年吸烟者掌握转用不

燃烧烟草制品的准确信息至关重

要。”

但是，TPSAC的结论和投票

不具有约束力，FDA将继续审查

奥驰亚递交的改良风险烟草产

品（MRTP）申请。FDA的最终决

定，将考虑合格第三方提交的科

学证据、评论、数据和信息。如

果通过FDA审批，哥本哈根鼻烟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方认可的

改良型低风险产品。

手工粉碎烟叶，制成Oliver	Twist烟
草碎片

（
图
片
由
Oliver Twist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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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纸的变革：
更薄、更天然、更卷
“纸不仅仅是纸”，也许在烟草行业的整个生产环节中，这一简单的箴言在卷
烟纸公司最具真实性。《亚洲烟草》对该领域的目前趋势进行了深入了解。

卷烟纸似乎并不是一个受人追捧的产品。事实上，成品烟零售价格持续飙升，卷烟纸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然，部分消费者喜欢自卷烟产品，而且由于烟草产品税收较高，

这些消费者的数量正在稳步上升。欧洲传统顶级品牌，如Rizla、OCB、Miquel y Costas、 

RAW、Gizeh和Zig-Zag等一直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近些年来，一些新兴的中国公司

正在迅速赶超。这有点令人惊讶，严格来说，中国大陆市场受国家垄断企业——中国烟草总

公司的严格控制，因此在中国大陆销售卷烟是非法的。于是，中国的卷烟纸制造商别无选

择，只能出口产品。为了从欧洲大品牌中争夺一些市场份额，他们必须提供高质量和创新型

产品。

恰当的卷烟纸带来舒适的体验
SK Concepts DBA成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中国，是中国卷烟纸公司的开拓者之一。“纸

肯定不仅仅是纸，”该公司董事总经理Sam Chattlani坚称，“恰当的卷烟纸是整个吸烟体验过

程的关键，这就是全球卷烟市场向较薄卷烟纸转变的原因。”像其他制造商一样，SK Concept

采用超薄纸张，重量不超过15gsm（克/平方米），而之前的生产标准通常为20至25gsm。“事

实上，我们最薄的大麻卷烟纸只有13gsm，是一种100％纯天然、未漂白的卷烟纸。较薄的卷烟

纸可以降低对烟草香味的影响，”他说。

姆恩公司手卷烟滤嘴（图片由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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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尺寸无法满足所有需求
SK Concepts也非常清楚，在

卷烟纸业务中，过时的“一刀切”

不再适用。消费者需要更多的选

择。“因此，我们提供不同的混合

纸张、尺寸和形状。这一切都是

为了确保客户拥有最佳的吸烟体

验。”纸张的类型和包装样式让公

司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营销优势，特

别是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拥有不同

的偏好。“中东人倾向于长宽型

的纸；南美人一般喜欢长窄型的

纸；而北美人通常会选择短窄型的

纸，”Chattlani阐述道。“作为一

家小公司，我们能够倾听客户的意

见，提供他们需要和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告诉他们可以使用什么，不

可以使用什么。”近年来，卷烟纸

领域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趋势是未漂

白的纸和天然粘合剂。“现代消费

者更倾向于使用天然的混合烟草味

道，因此他们也想要天然的卷烟

纸，”Chattlani评论说。

年轻人需要更薄的卷烟纸
虽然 SK Concepts 的核心业

务是为OEM客户提供自主设计的定

制品牌，但该公司也销售自有产品 

Power Papers。“北美是我们的主

SK	Concepts公司的Sam	Chattlani	
（右）与客户合影

SK	Concepts的展示模型——生产的OEM产品

（
图
片
由
SK Concepts公

司
提
供
）

（
图
片
由
SK Concepts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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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市场，那里的自卷烟纸业正面临

着转型，”Chattlani说。“尽管老

一代[卷烟纸]产品重量（漂白纸）仍

能达到20至25gsm的标准，但这并不

能满足年轻一代的需求。他们希望

将全天然吸烟解决方案打造成优质产

品。”虽然SK Concepts在中东地区

出售产品，但迄今为止尚未在北非

开展相关业务。“我们比较看好摩

洛哥和利比亚等国，因为那里受到西

方影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坚信他

们将开始需要更高级的纸张，而不仅

仅是简单的包装纸。”另一方面，SK 

Concepts不会进入印度市场。“印度充斥着假冒产品。这对我们来说风险太

大，”Chattlani解释道。

姆恩公司
另一家中国公司——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在海外市场引

起了不小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其意趣相投的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托马斯•

刘。托马斯决心证明，并非所有中国卷烟纸生产商都在生产低于标准质量的

产品和价格低廉的造假产品。其中一些自有品牌优质产品可以在世界舞台上

产生强大的竞争力。“我们非常看重客户的信任，因为我们位于中国。‘中

国制造’导致许多潜在客户认为姆恩产品质量不高。然而并不是，我们正在

努力改变这种观念，”托马斯解释说。

产品受多国欢迎
姆恩公司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称赞。因为该公司生产的四种产品（见

表）似乎在国外很受欢迎。已在许多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和MENA（中东和北非

地区）面市。2018年，该公司进入葡萄牙市场。2019年，姆恩也瞄准了澳大

利亚。该公司通过各国的进口商和分销合作伙伴进行销售活动。

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总经理Thomas	Liu

（
图
片
由
姆
恩
（
上
海
）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

（
图
片
由
姆
恩
（
上
海
）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

姆恩产品组合（2018年）

来源：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姆恩（绿） 

姆恩（棕） 

姆恩（蓝）

姆恩（红）

规格
单个大小(36x70mm)

114大小(44x78mm)

KSS大小(44x108mm)

单个大小(36x70mm)

114大小(44x78mm)

KSS大小(44x108mm)

KSS(44x108mm，包括滤嘴)

单个大小(36x70mm)

114大小(44x78mm)

KSS大小(44x108mm)

KSS(44x108mm包括滤嘴)

单个大小(36x70mm)

114大小(44x78mm)

KSS大小(44x108mm)

KS大小(54x97mm)

SKS大小(54x108mm)

产品属性
未漂白的纯麻纸，超薄

（13gsm），透明，慢燃

未漂白木浆纸，超薄

（12.5gsm），透明，棕

色，慢燃

木浆纸，薄（14gsm），

透明，棕色，慢燃

带线条的木浆纸，标准

厚度（20gsm），稳定燃

烧

面市年份
2015

2015

2014

2012

（
图
片
由
姆
恩
（
上
海
）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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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司的OEM业务也在蓬勃发展。实际上，姆恩年销售额的80％以

上都源于OEM业务（其余是专有品牌的销售额）。“例如，我们为荷兰JaJa

和巴西Aleda生产自有品牌产品，”托马斯透露。但他补充说，由于保密原

因，不能提及过多名称。“[那些OEM客户]并不是著名的国际品牌，而是他

们[各自]国家的中小品牌所有者。我们帮助他们建立和推广他们的自有品

牌，”托马斯说。同时，他表示该公司的产品出口率达到90％以上。

中国现象
然而，托马斯表示，在中国境内的销售显然只有几个百分点。众所周

知，中国烟草总公司禁止在国内销售手卷烟丝，也不允许销售卷烟纸。但托

马斯对这个奇怪的现象作了一个有趣的解释：“姆恩卷烟纸实际上在中国许

多村庄小店出售。姆恩并没有正式在中国销售卷烟纸，也没有在中国推销其

品牌。这些销售都是自发的。这是因为，尽管在中国销售手卷烟丝是非法

的，但那里一直存在底层手卷烟文化。”

托马斯继续说，虽然烟农需要向中国烟草总公司出售烟叶，但他们总

是留一些烟叶供自己使用。“因此他们需要卷烟纸。”大多数烟农使用简陋

的卷烟纸（例如旧新闻报纸制成的纸条），但较富裕的烟农显然追求更优质

的卷烟纸。这也解释了姆恩和其他品牌令人惊讶的销售情况。另一方面，托

马斯断言，由于中国政府在各个城市管控严格，找到手卷烟极其困难，“因

此，城市地区的卷烟纸市场几乎为零。”

姆恩公司成立于2011年，即使

不向农村灰色市场销售卷烟纸，姆

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最大

的卷烟纸制造商，也是一大非凡成

就。“我们拥有4条符合欧洲标准的

全自动生产线，年产能为1亿张，”

托马斯解释说。所有原材料纸张均

由牡丹江恒丰纸业有限公司供货，

后者是中国卷烟纸和烟草包装材料

的顶级制造商，实际上也是世界第

二大卷烟纸制造商。“多亏这个优

秀的供应商，姆恩卷烟纸的质量非

常好，”托马斯自豪地宣称。

一名学生的灵感
从中国飞跃太平洋到美国，我

们前往纽约州的普莱恩维尤小镇，这

是Curved Papers公司的所在地。该

公司的名字已暗示其品牌产品的性

质。但为了对它备受关注的原因一探

究竟，Curved Papers的联合创始人

兼现任总裁迈克尔•奥马利带领我们

一同回顾了该公司的发展历程。

有时，一个巧妙的想法可以从

现有的创新中汲取灵感。1977年，奥

马利还是麻省理工学院一名年轻的建

筑系学生，那时他突然灵光乍现。那

一年，Zig-Zag推出了带切角的卷烟

纸，使其更容易在Zig-Zag便携式口

袋卷机中使用。“我立即意识到，如

果整个边缘进行弯曲[而不仅仅是切

角]会更好，”奥马利回忆道。“所

以刚开始，我只用一把剪刀就做到了

这一点。并将我的新发明命名为‘迈

克•奥马利设计师卷烟纸’，试图引

起同学们的关注，并供其享用。”

最初灵光一现，如今羽翼颇丰
从这名学生的一次改进和对

原有的重大创新进行提升开始，很

多年后，这一想法最终演变为一个

合法的企业。2014年，奥马利开始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建立自创

品牌卷烟纸的可行性进行了多次测

试。2014年底，他提交了专利申

按市场区域划分的年销售量（2018年）

*专属品牌 + OEM品牌
来源：SK Concepts DBM；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Curved Papers, Inc.
来源：SK Concepts DBA

地区性市场	 SK	Concepts	 姆恩	 卷纸
亚洲 n/a 25% n/a

北美 50% n/a 100%

南美 30% 15% n/a

澳大利亚+太平洋 n/a n/a n/a

东欧 n/a n/a n/a

西欧 10% 15% n/a

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 10% （在北非无业务） 20% n/a

撒哈拉以南非洲 n/a 25% n/a

共计 100% 100% 100%

按市场区域划分的年销售量（2018年）

Curved	Papers产品组合

来源：Curved Papers, Inc.

产品名称	 GSM	 原材料	 规格
卷纸 16 木浆 1-1/4

常规卷纸 14 有机大麻 1-1/4

超长大麻卷纸 14 有机大麻 KSS

超轻卷纸 14 木浆 1-1/4

超长超细卷纸 14 木浆 KSS

大米纸 14 米浆 1-1/4

超长大米纸 14 米浆 K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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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已于2016

年上市，并在加拿大多伦多作为试点市场推出。人人都喜

欢我们的卷曲纸！”他清晰地记得。市场测试的结果令人

鼓舞。随后，Curved Papers于2017年在美国推出，并立

即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到2018年，我们的卷烟纸已经

在北美15个城市进行销售，同时也开始了网上销售。2019

年，我们将向更多城市推出Curved Papers，包括一些英

国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大麻及音乐盛会。”

发展一路畅通
那么为什么弯曲的边缘会如此特别？“这很简

单，”奥马利说，“它使卷烟更容易卷起来，而不产生

皱折或撕裂。它与带切角的纸张一样，解决了典型的自

卷烟问题，实际效果会更好！我们每个用户都可以证明

这一点。”自从推出以来，Curved Papers的销量一直稳

定增长，这证明了奥马利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在创

新生涯中，我已经推出了许多新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但我从未见过像Curved Papers发展如此顺利的产品，”

他说。目前，Curved Papers仅在美国（占所有销售额的

99％）和加拿大（1％）销售。根据奥马利的说法，该公

司还没有准备好向欧洲市场进军，但今年将开始在那里

试发行产品。

无论对其他大陆的市场扩张最终能否成功，姆恩公

司都不会悠闲度日。相反，他们的产品组合正在不断扩

大。“我们刚刚推出了两种尺寸的大米纸和KSS规格的

大麻纸，”奥马利解释说。当然，所有产品都配有标志

性的卷曲边缘。此外，他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用大麻和

生物塑料制造一些其他辅助产品。“我们是一家创新公

司，易于卷曲的边缘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希望能应

用在未来的产品中。”

但是，他难道不会担心害群之马吗？——该行业中

肯定存在这类情况——可能迟早会误导他的想法并进行

模仿？“不，”他坚定地说，“我们拥有正当的知识产

权，甚至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和《马德里协

议》将该专利扩展到了全球。我们还有专利诉讼律师。

我们正在跟踪那些[可能]击倒我们的人。此外，我们还

有大量待开发的市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关注你

的敌人，但更要重视你的朋友。

Curved	Papers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
总裁Michael	O’Malley

Curved	Papers小册子

(图
片
由
Curved Papers公

司
提
供
）

(图
片
由
Curved Papers公

司
提
供
）



BUILDING ON THE PAST TO GROW A BRIGHT FUTURE

For 100 years, Universal Corporation has been find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serve our customers and meet their leaf tobacco needs. We built a global 

presence, solidifie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adapted to changing agricultural practices, embraced state of the art tech-

nology and emerged as the recognized industry leader. Today, we conduct 

business in over 30 countries on five continents, employ more than 24,000 

permanent and seasonal workers, and are the leading global leaf supplier.

Universal has a long history of operating with integrity, honesty, and a focus 

on quality. We are a vital link in the leaf tobacco supply chain, providing 

expertise in working with large numbers of farmers, efficiently selling various 

qualities of leaf to a broad global customer base, adapting to meet evolving 

customer needs, and delivering products that meet stringent quality and 

regulatory specifications.

As we move into our next 100 years, we will build on our history by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leverage both our assets and expertise. We will continue 

our commitment to leadership in setting industry standards, operating with 

transparency, providing products that are responsibly-sourced, and investing 

i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ies where we operate.

www.universal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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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霍尼韦尔公司助力烟草公司遵
守欧盟TPD2

霍尼韦尔公司宣称，烟草制造

商计划采用该公司的追踪和跟踪解决

方案，助其在烟草供应链中找到符合

《欧盟烟草产品新指令（TPD2）》的

供货商。  

欧盟指令要求烟草业的所有经

济运营商，包括分销商、货运代理

商和物流供应商，对烟草产品监管

链（从制造到销售点的产品包装）

进行跟踪。该指令的生效日期为

2019年5月20日。

霍尼韦尔公司产品生产业务首

席营销官泰勒•史密斯表示，公司的

追踪和跟踪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唯一的

标识代码跟踪每个产品。“对于支持

烟草供应链的许多公司而言，TPD2合

规性将对业务运营产生重大影响。霍

尼韦尔公司已经开发出相应的解决

方案，以满足TPD2的要求——包括硬

件、软件和支持服务——从而更有效

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

案，而不必与多家公司打交道。经济

运营商也可以从公司遍布欧洲的数千

家经销商网络中获得本地支持，”史

密斯说。 

菲律宾
销毁非法烟草生产设备	

今年1月中旬，菲律宾国税局

（BIR）开始销毁各种非法经营的烟

草设备和假冒产品，以兑现政府打击

烟草走私和假冒烟草产品的承诺。 

财政部（DOF）表示，被销毁的

违禁品包括3台过滤嘴制造机、2台

包装机、1台卷烟机，484箱卷烟产

品，以及滤棒、接装纸、包装锡箔

纸、醋酸纤维束和其它材料。

此前，国税局已经在邦板牙和

邦阿西楠非法经营的烟草厂没收并

销毁了相关机器设备和烟草产品，

用推土机清除了机器，用研磨机摧

毁了卷烟。

财政部长卡洛斯•多明格斯

说：“销毁违禁品的举动表明：我

们绝不容忍非法制造行为，逃税必

将受到惩罚。”“我们销毁非法烟

草制品，避免其流入市场。我们摧

毁制造机器，将非法制造的危险提

高到了指数级别。这两种措施都将

使公众获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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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烟草包装市场预测	

《HTF市场报告》最近发布了一

项关于全球和区域烟草包装项目的

研究预测，烟草包装的市场规模将

从2017年的143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

的176.9亿美元，预计年复合增长率

为3.6％。 

该研究涉及的主要公司包括

阿姆科有限公司、英诺薄膜有限公

司、Westrock、ITC有限公司、蒙迪

集团、奥驰亚集团、Ardagh集团、

英美烟草公司、雷诺美国公司、菲

莫国际、索诺科消费品欧洲公司、

盛威科公司、三宝麟公司、卡莱利

亚烟草公司、Godfrey Phillips印

度公司、锡兰烟草公司、保加利亚

烟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PI集团公

共有限公司和澳科控股有限公司。 

该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不断

增加和紧张的生活方式，促成了烟

草包装市场可观的增长。此外，妇

女平等法为女性吸烟者开辟了一个

新的市场，这是推动烟草包装市场

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人口增

长和技术进步，烟草包装迎来了新

机遇。

英国
CPMA支持LGA的警告声明	

最 近 ， 英 国 地 方 政 府 协 会

（LGA）警告称，进入英国的数百万

支假冒卷烟，正在破坏政府的控烟努

力。消费品包装制造商联盟（CPMA）

的迈克•里奇伟支持这一说法。

根据里奇伟的说法，代表英格

兰和威尔士370个理事会的地方政府

协会非常关注非法卷烟和烟草制品

销量的增加，并要求对交易中涉及

的相关人员进行更加严厉的处罚。

地方政府协会称，政府每年损失的

消费税和增值税将超过20亿英镑。

“这对包装行业而言不足为

奇，”里奇伟说，“假冒包装的上

升趋势完全在预料之中。并且自平

装法生效以来已经有所增加。‘简

单规格’的普通包装消除了包装规

格设计的复杂性，从而使得伪造工

作更加便利。”

里奇伟还表示，走私“零关

税”产品已存在多年，但据产品缉

获地点记录显示，越来越多的假冒

产品已从大型工业城市蔓延到全国

各地。这是贸易标准机构的主要关

注点。“在打击造假方面，烟草包

装起着重要作用。但平装法则助长

了造假行为，”里奇伟说。 

土耳其
烟草制品平装法生效

自2018年12月5日起，土耳其的

所有烟草制品都将遵守平装法律。

根据新的法律，烟草产品应

以“简单和标准包装”的形式销售，

统一设计，包括品牌字体、其他字体

和大小、包装颜色、警告信息和其他

强制性文本、短语和图像。品牌名称

只能印制在包装的一面，且面积不得

超过5％。此外，新设计中不允许使

用品牌标志或符号。

世卫组织驻土耳其代表帕维尔•

乌尔苏博士评论说：“由于土耳其

不断从政治层面做出禁烟承诺，在

过去10年中，该国对烟草的控制一

直领先于其他国家。”议会投票通

过了关于烟草制品平装的修正案，

这是土耳其打击全球烟草制品盛行

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

根据新法，烟草制品的广告网

点也将受到限制：电视、电影、互

联网和可访问的公共社交媒体平台

上都将禁止展示此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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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Y ELECTRONIC MACHINE WITH MOBILE COLOR TOUCH SCREEN CONTROL PANEL
INTER-FACING WITH THE CHECK WEIGHER FOR AUTOMATIC WEIGHT ADJUSTMENT  

DELFIN S.r.l.
Tel: +39 0445 580688, Fax:  +39 0445 580766, Email: info@del�n.it

DOSING MACHINE
FULL STAINLESS STEEL AISI 304 CONSTRUCTION
COMPLETELY WASH DOWN
HOPPER CAPACITY 140 LT
DOSING HEADS FOR 50-100-150-200-250 GRAMS
COLOR TOUCH SCREEN CONTROL PANEL

CHECK WEIGHER
FULL STAINLESS STEEL AISI 304 CONSTRUCTION
OVER-WEIGHT AND UNDER WEIGHT COLLECTING BINS
COLOR TOUCH SCREEN CONTROL PANEL

FLOW PACK WRAPPING MACHINE FOR 
MOLASSES 50-100-150-200 & 250 GRAMS 

UP TO 110 PACKS PER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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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安全性：
把握现在，入局未来
假冒烟草品牌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然而，一家瑞典公司研发出的一款非常棒
的上市安全产品，可以帮助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极具创新性

的产品面市，并为烟草行业带来一些实质

性的转变。比如电子烟，再比如爆珠烟，或

者——回到更早的时间——简单的单个醋酸

纤维素滤嘴。2018年，瑞典公司Rolling Op-

tics公司向《亚洲烟草》的编辑团队展示了

其“3D微光学（3D micro-optics）”安全和

防伪解决方案。起初，我们承认有点持怀疑

态度。但是很快，我们就爆发出了兴奋的欢

呼声，摆在我们面前的产品着实令人惊叹。

这个产品的样品是一张A4大小的纸张，

上面印有抽象的正方形图案，好像压着某种

透明的箔片。那位编辑将他的一只手平放在

那个神秘的表面上，奇迹就出现了。我的

手“深深地陷入”表面，就像把它慢慢浸入

一碗水中一样。抽象的图案开始溶解，正方

形图案完全围绕着我的手，不仅会漂浮在我

的手下面，甚至还会在我的手上面盘旋。这

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息图，而是一种新颖的技

术。毫无疑问，这种令人惊讶的效果是利用

一种光学技巧，令人产生某种错觉。但这是

如何发生的呢？我一无所知。我的同事也是

如此。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乌普萨拉大学是

北欧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过8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95年，这所大学成立

了一所新的洁净实验室。该实验室致力于研

究和开发微结构技术，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成立了许多初创公司，包括2005年成立的

Rolling Optics公司。“当我在实验室做我

的学位论文时，我发现有可能将我的研究结

果商业化，于是成立了公司。对我而言，

使用Rolling	Optics专利技术生产的二维码标签卷。图片是三维的，读者可以切身感受标
签，但打印后就无法完全展示效果。

（图片由Rolling Optics公
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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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举动，”该公

司的CEO阿克瑟尔•伦德瓦尔回忆

道。“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薄膜材料

开发各种光学应用产品。他们都有

共同点：使用基板进行卷制工艺制

造，因此我们的公司名为‘Rolling 

Optics’。”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其中一个项目是Rolling Optics

专有的“3D微光学”技术。“我通过

研究两种薄膜图案的相互干扰，从而

找出这种技术背后的基本原理，”伦

德瓦尔解释道。“当样品制成后，我

突然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第一批样

品的光学特性非常出色，我立即意

识到这可能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技

术。”用于证明概念可行性的实验室

样品很棒，但还不足以将它推向市

场。“我明白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印刷

技术。这项技术必须具有更高的分辨

率，并且比当时市场上同类型的任何

产品都要更加精确，”伦德瓦尔说。

Rolling	Optic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阿克瑟尔•伦德瓦尔）

Rolling	Optics公司首席战略官Axel	
Brangenfeldt

（
图
片
由
Rolling Optics公

司
提
供
）

（
图
片
由
Rolling Optics公

司
提
供
）

随后他花了几年时间才达到了这样的要求。“但今天，我们已经成功

申请了一项专利印刷技术。据我们所知，这是世界上精确度最高的印刷技

术，其精度比与之竞争的微印刷技术高出100倍，”伦德瓦尔声称。他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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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极其复杂的印刷工艺加上许多先进的技术，使得“3D微光学”

产品几乎不可能被复制或伪造。

适用于任何安全应用
“3D微光学”技术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安全应用，无论是认证标

签、安全贴纸、税票、封口标签，还是与之类似的东西。2010年，该

公司已经准备好推出其首批采用新技术的标签。两年后，Rolling Op-

tics与法国香水品牌香奈儿和瑞典电子通信品牌爱立信合作，开始大

规模生产标签。它向世界展示了这两大知名公司是如何提升其品牌安

全性，防止假冒产品出现的。“与香奈儿和爱立信的合作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们立即成为了我们第一批客

户，”伦德瓦尔说。“从那时起，我们的业

务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许多优秀的品牌

正在使用我们的标签。我们每年交付的产品

数量达到数百万件。”

据伦德瓦尔称，如今，该公司为世界

某些知名品牌提供服务，包括高档烈酒、化

妆品、电子产品和其他高端消费品。甚至在

2016年，中国银行也决定采用“3D微光学”

标签。“现在，中国印钞造币公司在中国销

售的所有纪念币和纸币都带有Rolling Op-

tics提供的质保标签。”同时，一些烟草制

造商也已经加入了这个潮流。“中东地区

一些品牌的嚼烟和水烟烟草袋使用Rolling 

Optics的标签已经长达数年，”公司负责

人Axel Brangenfeldt表示，他相信这些标

签“可能很快会出现在亚洲和其他市场上的

优质卷烟品牌上。”

无与伦比的安全解决方案
Brangenfeldt对此的预测也是合理的。

他说，3D微光学可以很容易地被卷烟品牌采

用，因为该公司已经有了可以应用于生产线

的定制解决方案。“如果需要，甚至可以与

跟踪信息相结合，例如QR码或序列号。”他

还认为，目前，大多数卷烟包装上使用的安

全解决方案是隐藏的，不容易找到。终端消

费者几乎不可能确定他们购买的是假烟还是

正品。

“我们的技术提供了一种公开的解决

方案，因此消费者可以自己验证产品，并确

保他们的卷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确实合法。”

最后，Brangenfeldt还警告说，其他常用的

公开安全解决方案可能不如他们的产品质

量高。“例如，全息标签现在很容易被伪

造。”他声称，已经从全息图转变到Roll-

ing Optics解决方案的水烟和嚼烟制造商，

很快就会看到假冒产品的减少，从而增加销

量和利润，并提高消费者的保障权益。“在

安全行业，Rolling Optics被公认为是世界

上最高质量的微光学解决方案制造商。迄今

为止，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安全标准——全息

图，正逐步被Rolling Optics的3D安全应用

所取代。”

公开秘密
尽管这一切听起来饶有趣味，但仍然

存在问题：产品如何进行实际运作？毕竟，

“3D微光学”技术的优点
三维效果具有独特的外观，任何其它技术都无法进行

模仿；

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技术，因此造假者无法掌握该项

技术；

极其先进且复杂的内部生产流程，融合了其它渠道无

法轻易获得的尖端技术和软件应用；

这项技术所使用的生产系统和技术都是Rolling Optics

的专有产品，不会出售给他人；

“3D微光学”的专有技术受到严格保密，并且只有瑞

典斯德哥尔摩一处生产基地。

Rolling	Optics生产线特写

（
图
片
由
Rolling Optics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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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年底，那场令人兴奋的样品演示

结束后，这个严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亚

洲烟草》团队。几个月后，公司创始人阿

克瑟尔•伦德瓦尔终于愿意公开一部分隐藏

在“3D微光学”背后的秘密。据他介绍，该

产品利用一种称为“光学视差”的效果来

操纵大脑对光的感知，并创造出三维立体幻

觉。嵌入顶部薄膜层的微透镜，将光聚焦到

下层聚合物薄膜上的某些点上。

底部薄膜是复杂的微型印刷图像，其

中包括深度和横向定位的精确信息。为了使

其发挥作用，这些数字图案必须进行精确地

定义和记录，特别是要精确定位微透镜图

案。“因此，A4纸大小的泊片可以很容易

地包含几兆字节的信息，”伦德瓦尔透露

道。“这些极端复杂的制造要求，远远超

出了传统印刷技术。因此，我们的Rolling 

Optics专家必须发明并开发出一种全新的制

造概念。”

欺骗大脑的假象
三维效果并不仅限于微透镜镶嵌薄膜

下方基板的图像，也可以在顶部薄膜表面上

方创建图像。人眼和大脑通过固有连接进行

远距离感知，例如透过窗户进行感知。如果

一张图像看起来像浮在空中，就像海市蜃楼

一样，当我们试图触摸它时，只会让我们的

手“落在空气中”。我们的大脑很难处理眼

睛显而易见的东西。正是这种效果，导致我

们在演示过程中体验了一种超现实——而且

令人惊讶——的过程。

简单来说：我们的大脑认为这个图像可

以被触摸到，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实体，

只是光的投射。“唯一可与这种效果相媲美

的自然现象是彩虹，”伦德瓦尔说。由此看

来，Rolling Optics的“3D微光学”技术与

全息印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全息印刷品只使用一层结构，而我

们必须以非常准确的方式记录微印刷和微透

镜的信息，”伦德瓦尔解释道。“这很难实

现。与全息材料相比，这对造假者来说是一

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造假者无机可乘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些犯罪分子没有悄

悄地关注Rolling Optics的惊人产品。“我

们必须假设造假者已经分析了我们的材料，

并且他们可能会尝试复制它们，”伦德瓦

尔承认道。但是，他很快补充说，Rolling 

Optics公司已经花了很多年进行产品研发，

并投入了巨额资金。“我们认为，其他合法

的印刷技术公司至少需要10年才能达到我们

现在的水平。

即便造假者可以拿出相应的投资资金，

他们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初步模仿我们的产

品。”到那时，该公司将会进军下一代产

品。事实上，光学解决方案已经存在，但他

暂时对产品细节进行保密。但有一点是十分

确定的：造假者不会有机会赶上来。

保护开拓性产品
这样一种未来技术将上线，Rolling 

Optics需要非常谨慎地保护其商业利益。例

如，即使是最大的蓝筹客户，该公司也没有

进行技术转让。这些客户别无选择，只能直

接从公司订购他们的标签和安全产品。其

次，Rolling Optics通过一系列专利来保护

其发明，确切地说共有35项。

另有20项专利正在申请中。“我们拥有

的专利——或正在申请的专利——主要集中

在欧洲、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

墨西哥和俄罗斯地区，”伦德瓦尔详细解释

道。“我们还在未来技术和即将推出的专利

申请中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源。”伦德瓦尔

补充说：“此外，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积

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这些都需要我们进

行严密地保护，这和保护我们的专利和研发

过程一样重要。”这个想法非常棒。

价格几何?
最后一个问题：“3D微光学”极具吸

引力，并且是可以有效防伪和定制的安全产

品，它的价格是多少呢？嗯，价格并不低；

但是，它肯定不会超出中等烟草品牌的财务

支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可助力减少假冒产

品所带来的回报，以及由此带来的品牌增

值，已被证明非常具有成本效益，”伦德瓦

尔鼓励道。成本并非最重要的。“任何见过

我们解决方案的人都对它着迷。

引人注目的视觉特征是我们安全产品的

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吸引了消费者的注

意力，并使他们能够验证所购买产品的真实

性。如果没人能够看到，再好的安全解决方

案也是没用的。这是‘3D微光学’产品与其

他竞争性防伪技术之间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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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发明家鲍里斯•艾维斯与本泽

（Bunzl）子公司飞创（Filtronic），共同

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卷烟滤嘴。此后，从卷

烟滤嘴的制造过程到使用材料，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与其他行业一样，滤嘴的制造主

要受到消费者口味、技术和法规的影响，由

此催生了不同尺寸、材料、烟草浓度和口味

的滤嘴。

初期推向市场的滤嘴由皱纹纸制成，

还有一些滤嘴含纤维素填料。然而，由于能

够生产卷烟滤嘴的机器寥寥无几，最初的滤

嘴吸烟速度相对较慢。制造上的困难使得带

有滤嘴的卷烟被视为奢侈品。直到1935年，

英国公司莫林斯推出了第一台卷烟滤嘴组合

机。与此同时，医生和研究人员开始发现吸

烟与肺部疾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卷烟滤

嘴对消费者的健康危害较小——相同的烟支

棒长度，带有滤嘴的卷烟需要的烟草和释放

的焦油量更少。因而市场对卷烟滤嘴的需求

量不断增加。到60年代初，更加先进和有效

的机械开始普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也在不

断增强，卷烟滤嘴开始主导市场。

爆珠烟的未来
除此之外，滤嘴需求的激增对制造商有

一些额外的好处。首先，滤嘴生产成本低于

卷烟生产，带滤嘴的卷烟制造价格更低。其

次，滤嘴为创新提供了机遇，制造商不断尝

试使用不同的过滤材料（包括已经成为行业

标准的醋酸纤维素）。技术和机械方面的进

步也促成了更为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滤嘴生

产，例如分段滤嘴和薄荷醇滤嘴。这些最初

的滤嘴为吸烟者提供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进而产生了品牌和产品差异化。

爆珠烟是滤嘴产品中一个较为有趣的

发明。虽然人们认为早在1924年就已经发

明了爆珠烟（位于烟嘴中的爆珠发生突破

而不是被挤爆），但直到40年后的20世纪

60年代末，爆珠烟的专利申请才被提交。

这主要是由于一直以来对烟草消费者健康

的关注，当时，这些爆珠并不含有任何

加香物质，它们主要由水组成。水可以有

效过滤卷烟烟雾中的多种化学物质。能够

提供不同口味的爆珠烟很晚才推出，并于

2008年首次进入日本市场。

益升华的双Sensation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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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爆珠烟
从2008年起，由于爆珠烟可以

满足顾客不断变化的口味和喜好，

人们对爆珠烟的需求显著增加。它

们拥有灵活性、多样性和个性化特

征；顾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口味，抽

吸时释放他们喜欢的香味，从而使

其体验更具个性化。

如今，爆珠烟的口味更加多

样，有传统的薄荷醇，到小众的玫瑰

或绿茶口味等。随着“砰”的一声，

爆珠破裂。爆珠烟滤嘴通过添加声音

和味道来增强用户体验。益升华是全

球领先的特种滤嘴供应商，采用Sen-

sation™滤嘴。目前，Sensation™滤

嘴含有多种口味，包括葡萄、苹果、

留兰香和桂花。

此外，爆珠可以与双段滤嘴结

合，这是一项新增添功能。例如，

爆珠可以嵌入双段碳滤嘴中，或者

包含在管状滤嘴中。同样，两端都

带有爆珠的双段滤嘴，意味着消费

者可以享受定制的体验，即根据需

要获得双倍的味道享受——例如益

升华的创新产品之一TwinSense™。

带有两个爆珠的滤嘴可以为客户提

供最优的口味控制；消费者可以选

择非爆破型爆珠，爆破后拥有一种

口味的爆珠，或两种口味的爆珠。口味也可有多种组合，如薄荷醇和草莓，

或薄荷醇和葡萄。然而，随着立法的计划实施，爆珠烟市场可能存在局限

性。例如，根据《欧盟烟草产品指令》，到2020年5月，欧盟将禁止使用薄

荷醇烟。此外，美国近期已经禁止使用含有特色加香的卷烟，并获得《家庭

吸烟预防许可》和《烟草控制法》的授权。最近，FDA建议禁止薄荷烟，但

该法规的实施仍需要历经一系列规制阶段。在该立法实施之前，各品牌可以

通过薄荷口味的爆珠烟树立差异化形象，产品组合也可实现多样化。

随着全球卷烟消费趋于平缓，部分地区还有下降趋势，制造商必须继

续扩大其投资组合，最重要的是，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令人欣喜的新型口味

可以有效的扩大卷烟市场。从爆珠烟的持续流行可以证明这种方法的有效

性。此外，越来越多的蒸汽烟产品进入市场，卷烟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独

特，卷烟制造商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加香爆珠烟滤嘴可能面临未来立法的挑战

益升华战略与业务开发总监帕特里
克·梅瑞迪斯

爆珠需求显著增加

双Sensation是益升华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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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WHAT?

菲律宾
环球烟叶将增加菲律宾烟叶采
购量

2019年2月6日，环球烟叶公

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治

C.弗里曼三世宣布旗下子公司——

环球烟叶菲律宾有限公司（简称

ULPI）将增加菲律宾烟叶的采购

量，这是与菲莫国际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PMIMSA）所签协议的一

部分。

目前，PMIMSA的分支机构PMFTC

从他们的签约烟农那里购买一定数

量的烟叶，然后由自己的工厂加工

处理。从2019农业年始，PMFTC将

从ULPI购买加工好的烟叶。这种全

新的安排预计能保证重要供应链的

效率，彰显两大公司对菲律宾烟农

群体的郑重承诺，而且PMIMSA意图

保持菲律宾产烟叶主要购买者的地

位。环球烟叶公司在菲律宾开展业

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

弗里曼表示：“我们对这次

机会感到非常激动，可以继续满足

我们这个全球长期商业伙伴的发展

需求，同时在菲律宾烟农群体中增

加我们的烟叶购买量和提供支持服

务。ULPI扩展直接签订合同形式的

烟农人数，将带来采办协同作用

和经济规模效益，从而将提高供

给PMFTC和其他客户的烟叶利用效

率，同时也帮助保持菲律宾烟叶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此举

凸显出我们依据资本分配策略，始

终优先投资核心烟叶贸易增长的承

诺。”

美国
电子烟影响美国烟农

美国烟农正面临着一项新的威

胁。随着电子烟使用越来越多，从

新兴市场加工烟叶中提取电子烟所

需的尼古丁更加便宜。

以前，美国烟农相较于世界其

他烟农的竞争优势是烟叶质量，而

不是价格。然而，烟叶质量对于电

子烟油制造来说不那么重要，这导

致电子烟生产商选用更加便宜的烟

叶来生产，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劳动

密集型烟叶。

白肋烟协会主席Darrell Var-

ner说：“前景非常黯淡，对于我们

种植者来说是一项威胁，因为我们

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说电子烟油中

含有的尼古丁来自美国烟叶。”

电子烟销售正在激增，根据彭

博社统计的IRI数据，电子烟销售额

仅在美国就从2014年的8.6亿美元增

加到2018年的29.7亿美元。

印度
新协定恢复对中国的烟叶出口

印度签署了一项协定来恢复对

中国的烟叶出口，试图减少630亿

美元的贸易逆差。首个类似协定于

2008年签署。

印度商业部在报告中表示： 

“与中国签署的植物检疫协定再次

生效会为印度烟叶出口中国铺路，

也会给印度烟农带来切实的商业利

益。”商业部还指出：“印度符合

国际标准的优质烟叶有着很强的价

格优势，对中国的出口有着很大潜

力。”

签署该协定之前，中国允许从

印度进口非巴斯马蒂米和糖。中国

也对进口石榴、葡萄、豆粕、鱼油

和鱼粉表现出兴趣。

马拉维
考虑将大麻种植合法化

马拉维计划仿照莱索托、南非

和津巴布韦等其他非洲国家的政策

将大麻合法化。该国烟农正倾向于

种植大麻，因为该国最大的创汇作

物——烟叶的种植规模因反烟草运

动而逐渐缩小。

烟叶占马拉维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13%，创汇60%。烟农表

示，即便只种一小部分的大麻作

物，就能赚取比其他任何作物都多

的利润。

3月，立法者将考虑针对医用大

麻和大麻制品合法化的法案。

该国议员Boniface Kadzamira

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大麻合法化。

他说：“在非洲，我们是第一个开

始讨论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其他国

家后来者居上，已经开始颁布执照

许可了。”

南非
新黑人烟农协会成立

黑人烟农协会（简称BTFA）于

2019年1月底成立。南非烟草研究院

院长Francois van der Merwe说，

该研究院认为BTFA的成立是对抗该

国逐渐升级的卷烟违法活动必要的

“有科学报告称，电子烟比传统卷烟的危
害更小。但是仍属于烟草制品。使用再少
也是有害。”

——欧盟卫生署卫生专员Vytenis Andriuka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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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因其让烟农损失了巨额收

益。Francois van der Merwe解释

说：“这标志着烟农发现他们的生

计状况正在一路下滑，因为政府对

非法烟草贸易打击得不够。”

BTFA创立者之一兼主席Ntando 

Shadrack Sibisi表示，烟草业每年

都会因非法卷烟损失80亿沙特里亚

尔。

他呼吁立即严厉打击非法卷

烟：“不仅我们的成员受到威胁，

烟草种植行业有10000个岗位处于危

险之中，因为合法卷烟市场正在迅

速缩减。”

Sibisi还提道，BTFA希望通

过培训和指导项目增加黑人烟农的

自主权，改善农场的生活和务工条

件，并针对非法卷烟贸易为烟农辩

护。他表示：“农场的未来依赖烟

农、政府和所有烟草业参与者之间

的共生关系。”

据Sibisi所说，BTFA将为烟农

提供一个正式发声的渠道，与政府

接洽。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

将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确保烟农

能有一个与政府对话的平台。这将

使他们有发言权，要求政府保护自

己，否则我们都将没有未来。”

津巴布韦
烟叶销售拍卖场烟叶销售强劲

工业控股集团TSL在农业、物

流、房地产领域都有产业运营。在

该公司农业相关业务的突出表现的

推动下，在截至2018年10月的一整

年中，收益达到5210万美元，增幅

达19%。

该集团公司通过其子公司烟叶

销售拍卖场（简称TSF）在烟叶拍卖

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该公司在一份公开的报告中

称：“农业类表现优异。烟叶相

关产业从国内烟叶产量增长中获

益。农业收成赶上了好年头，因为

2017/18雨季降雨量合理，并且进行

了前期产品采购，从而确保了较好

的收益。这些因素促使总量增长较

快。” 

“总之，今年的农业收成非常

好，在现有承购商的安排下烟叶收

购价格更高。病害压力以及1月干旱

导致商业收益和玉米产量下降。小

麦和大豆的产量和价格都有好的增

长。”相比于上年度的480万美元，

该集团公司的税后盈利翻了一番以

上，达1290万美元。





56 tobaccoasia / Issue 1, 2019 March / April

文
/烟

草
在

线

近几年，中国烟区一直面临烟叶产量过

剩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烟叶的品质又无法

完全满足卷烟生产企业的需求。贵州烟区是

中国第二大优质烤烟生产基地，作为传统优质

烟区，在近年来的发展中也面临着烟叶规模缩

减、烟叶质量下降、烟农流失等诸多问题。

2018年12月，中国贵州烟区发布烟叶生

产相关数据，显示该烟区在这一年收购烟叶

403.4万担，上等烟比例达到63.7%，同比提

高13.7个百分点；烟叶担均价1327.9元，同

比增加144.76元；亩均收入3606元，同比增

加659元；烟农户均收入9.51万元，同比增

加2.39万元，烟叶等级结构、收购均价、亩

均产值、户均收入大幅增长，为历年来最高

水平。

这组数据是中国贵州烟区针对近年来

烟叶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奋力打赢“稳

定规模、优化结构、转型升级”三大“攻坚

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贵州烟区着力打

中国贵州烟区：打造山地生态烟叶
精品	积极探索烟叶创新转型发展

中国贵州省烟区

造“性价比更优、安全性更好、可用性更

强”的山地生态烟叶精品、创新转型发展的

生动体现。

贵州烟区积极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加快

烟叶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初步走出了一条烟

叶增效、烟农增收、生态增值和设施升级的

发展新路。

建设生态烟区	打造生态烟叶
生态决定特色，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

特色优质烟叶的重要基础。中国贵州的经纬

度、海拔、地形、气候、土壤等生态资源禀

赋，成就了贵州烟叶的独特风格和优良品质。

近年来，贵州烟区严控不适宜生态烟区

的生产规模，调减次适宜生态烟区的生产规

模，增加适宜和最适宜生态烟区的生产规模，

严格按照工业需求组织烟叶生产收购，把有限

的计划资源向市场需求旺盛的适宜烟区和优质

烟区相对集中配置，选择生态优越、特色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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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妇女在贵州烟区农场劳作

显、品质优良的区域，打造以千亩村、万担乡为主的骨

干烟区，单元式、区域化、品牌化整体推进优质烟区集

中连片种植。

根据烟区生态和烟叶香型区划，贵州烟区积极打

造山地生态烟叶产业带。在以乌江流域、娄山山脉为核

心的中东部烟区，重点打造蜜甜香型山地生态烟叶产业

带；在以盘江流域、乌蒙山脉为核心的西部烟区，集中

打造清甜香型山地生态烟叶产业带。

有机肥入田提质	保护烟叶生产力
烟田是烟叶产业发展的根本支撑，保护烟田就是保

护烟叶生产力。为解决施用化肥带来的地力退化、污染

环境等问题，贵州烟区聚焦土壤保育，积极抓好有机肥

的入田提质工作，着力做稳做优基本烟田。

贵州烟区建立了市场化、工场化、流程化、标准化

的有机肥工程化生产体系。他们按照“烟草引导、合作

社主体、烟农参与”的组织方式，初步形成了“设施完

备、技术成熟、队伍稳定、供需平衡”的产业体系。

贵州烟区在有机肥生产中还坚持流程化操作和标

准化作业，他们建立了自制有机肥的工艺流程、技术规

程，形成3个流程、8道工序的生产技术体系。

2018年，贵州烟区施用有机肥15.3万吨，推广绿肥

压青54.45万亩，示范推广炭基有机肥16万亩。化肥亩均

施用量从2014年的74.3公斤下降到2018年的62.7公斤，

降幅达15%。

回收废旧地膜	防止“白色污染”
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是中国烤烟生产的一项常规技术，

在烟叶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地膜若不能及时回收，

就会破坏土壤耕层、降低土壤质量，造成“白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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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烟区于2013年启动废弃地膜回收试点工作，

着力在解决地膜回收利用途径和建立工作机制上深化探

索。在贵州烟区的威宁自治县迤那镇的绿色发展示范园

内，一条塑料颗粒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生产，而生产原

料正是来自毕节烟叶生产中回收的废弃地膜。

而在在贵州烟区的遵义播州、湄潭，两个废弃地膜

回收加工厂将回收来的废旧农膜，经过破碎清洗线、造

粒生产线、注塑生产线等一系列工序，最终生产成塑料

筐篮、育苗托盘等成品。

目前，像这样的废旧地膜回收加工厂在贵州烟区已

累计建成15个，产能达到6000吨以上。贵州烟区已经形

成了“烟农收集＋合作社回收＋地膜生产供应商加工再

利用”的组织方式，建立了农地膜清除、回收、包装、

运输技术标准。贵州烟区在地膜清除回收环节每年向烟

农补贴6000万元，提高了烟农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地膜

清除回收。

“以虫治虫”	生物防控
近年来，贵州烟区坚持“以虫治虫”生物防控理

念，大力推广应用蚜茧蜂、性诱剂和生物农药防控技

术。2018年，贵州烟区建成蚜茧蜂保种基地12个，蚜

茧蜂防治烟田194.4万亩、覆盖面积占烟叶种植面积的

96.8%，推广性诱剂防控60万亩，生物农药使用70万亩。

在推进生物防控的同时，贵州烟区还大力推进专业化植

保，坚持科学用药、规范用药、减量用药。与此同时，

他们还构建推行烤烟良好农业规范管理体系，积极探索

烟叶可持续发展体系，全面推进烟区环境、烟农健康安

全保护和烟叶品质安全同步发展。

清洁能源替代煤炭	烘烤质量提升
近年来，贵州烟区还主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积极

探索生物质能、空气能热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替代传

统燃煤烘烤。

传统烤房用煤炭作为燃料，烘烤过程费工费时，

温湿度调控不精准，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硫等有

害气体，还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使用电能和生物质能等

新能源后，烘烤实现了智能化温度、湿度控制，效率和

稳定性都提高了，更重要的是有害物质排放大幅度减少

了，烟草产业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度也随之大幅提升了。

2018年，贵州烟区推广了4600座生物质燃料烤

房，500座电能烤房。未来，他们还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

作方式，稳步推进烟叶烘烤清洁能源替代，落实烟叶烘

烤节能减排措施，努力开创烟叶兴、烟农富、烟区美的

烟叶生产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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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早期预计，2019年烟叶收获季产量约

为514万吨。尽管比2018年预期产量增加了2

％，但与2015年583万吨的产量仍然相差甚

远。实际上当时烟叶产量已出现下降趋势。

美国佛罗伦萨飓风使烟叶产量受损严

重：弗吉尼亚烤烟产量减少30％，白肋烟减

少了40％。另一方面，非洲两大烟叶种植

国——马拉维和津巴布韦（见图1）表现良

好，但受烟叶产量增加的影响，马拉维烟叶

均价下跌至每公斤1.56美元，津巴布韦则下

跌至每公斤2.92美元。

这种下降趋势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中最

重要的原因是生产成本的普遍增加（如图2

所示，仅代表弗吉尼亚烤烟）。

津巴布韦的烟叶产量逐步稳定，并于

2018年打破了土地改革以来的产量纪录。尽管

2018-2019年全球烟
叶种植概览

该国出口了价值8.92亿美元的烟叶，但仍难以

获得充足的外汇，此外还要应对通货膨胀。因

此，烟叶产量下降对该国仍有较大影响。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注

册今年烟季的烟叶种植户数量增加48％，种

植面积增加7％。因此，2019年的烟叶产量

很可能取决于厄尔尼诺现象。同时，由于降

雨量减少，种植者仍保持谨慎态度。

在过去五年中，2017年的烟叶产量达到

最低值（82,000吨）。上一季度，马拉维的

白肋烟产量有回升迹象，产量增加了一倍，

在国际贸易量中排名第一。这是因为马拉维

的烟叶种植面积扩大了20％，天气条件非常

有利，而且部分种植户在去年又开始重新种

植烟叶。此外，马拉维的烟叶价格高于邻

国，使部分外国烟叶进入该国。

国际烟农协会：2018年，美国烟叶产量受创，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烟叶产量增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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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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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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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是烟叶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到2019

年1月底，该国南部三大主要烟叶种植州的采

收率接近45％。尽管冰雹发生率降低，但冰雹

天气对烟叶种植造成的损害仍然非常严重。与

2018年相比，预计今年的产量将下降5％。

另一方面，烟叶价格谈判尚未达成一

致。尽管此前计划于2018年11月底结束谈

判，但一直拖延到2019年1月份第2周。种植

者协会的目标是希望烟叶价格能与生产成本

的涨幅保持一致。但经销商无法接受如此大

幅的价格上涨。美国烟草种植者可能会像去

年一样失望。首先，他们已经收到通知，联

一国际（Alliance One）不会与国内白肋烟

种植者签订合同。其次，佛罗伦萨飓风对烟

叶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遭遇了这些

打击，美国烟叶的产量仍大于实际需求。为

此，烟叶种植者希望作物种植更加多样化。

越来越多的美国烟叶种植者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为什么不种大麻呢？

奥驰亚集团短时间内大显身手，完成

两项收购业务。一方面，该集团购买了Juul 

Labs少数股权，后者尽管以其装置Juul在

美国蒸汽烟市场占据半壁江山（2018年

末，Juul占美国蒸汽烟市场总额的76％），

但其仍未从青少年使用其产品的相关报道中

脱身。另一方面，奥驰亚与大麻存在千丝万

缕的（潜在）联系，对新的市场趋势有一定

的发言权。经过外界数周的猜测，该公司于

2018年12月以18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大麻生

产公司Cronos，登上了当月头条。至此，奥

驰亚进军大麻市场的历程已圆满完成。

此前，烟草市场对大麻非常感兴趣。

该产品的市值有可能从2017年的80亿美元增

长到2021年的310亿美元。但是，正如我们

所看到的，烟叶种植者也不可能忽视这一趋

势。一些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

加热不燃烧的市值可能达到210亿美元。然

而，这个新兴市场可能不足以抵消传统烟草

市场下滑带来的烟叶需求量下降。2017年，

传统卷烟市场下降了1.4％。

虽然许多国家就大麻在医疗和娱乐用途

中的合法化进行了辩论，但某些国家立场更

坚决，例如美国。最近，特朗普政府签署了

一项法案，允许生产四氢大麻酚（THC）浓

度低于0.3％的大麻。可用于生产纤维，还可将其与其他农作物一起

种植，从而使大麻生产者享有与种植其他作物相同的权利。宾夕法

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种植者都需要重新转变作物种

植，并可能会从中获益。这些措施最终有可能为这个日益活跃的市

场带来众多模式的改变。2017年是英美烟草公司收购雷诺烟草的最

后阶段，也是日本烟草公司通过收购重返高潜力亚洲市场的最后阶

段。然而，烟草市场在2018年的表现并非不活跃：年初，联一国际

（现在是Pyxus International）收购两家加拿大大麻生产公司，

年末，奥驰亚也收购了两家加拿大大麻公司。在此过程中，由于市

场监管产生的波动性，股市价值下跌近1,300亿美元，增加了不确定

性。在主要制造商中，英美烟草公司遭受的损失最大，因为其在美

国销售的产品中，50％是美国FDA可能禁止的薄荷烟。

2019年，中国烟草子公司中烟国际预计将在香港证券交易所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虽然它在中国烟草总投资组合中占有较少的股

份，但这可能有助于该公司将资金用于新的投资和收购行为，以及

在加热不燃烧细分领域实现新产品的多样化。

最后，2019年，将有3个国家（土耳其、泰国和沙特阿拉伯）

引入卷烟平装法。无论能否发生作用，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措施都

将取得进展。

图1	–	马拉维（白肋烟）和津巴布韦（弗吉尼亚烤烟）产量（单位：吨）

马拉维和津巴布韦各类烟叶产量（吨）
（资料来源：ITGA成员）

图2–弗吉尼亚烤烟生产成本（美元/公顷） 

弗吉尼亚烤烟生产成本	[2011-2018]	（美元/公顷）
（来源：ITGA	成员）

巴西 印度 南非 津巴布韦（小规模） 津巴布韦（大规模）



62 tobaccoasia  

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美国
美国烟草合作公司任命新总裁

美国烟草合作公司（USTC）董

事会任命奥斯卡•J•豪斯三世为新

CEO兼执行总裁，1月15日生效。

2018年1月，豪斯加入该公司，

担任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汀布莱克的

烤烟加工厂的高级副总裁。在此之

前，曾担任菲莫国际的运营总监，

主管公司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业务

运营。更早之前，他还担任过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三宝麟（PTHM Sampo-

erna）的运营总监。豪斯还在吉特

集团担任过多个管理职位。

“奥斯卡•豪斯是这一职位的

绝佳人选。公司历来引以为豪的是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产品和服

务，”USTC董事长吉米•希尔说到。

豪斯表示：“对于即将开始的

新篇章，我非常激动，已准备好带

领USTC及其子公司迈向新台阶，延

续这一世界级的烟叶及烟草制品的

运营。”

豪斯领导力卓越，运营经验丰

富，对烟草业充满激情。他将负责

公司的日常运营、年度计划、中长

期战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直接向

董事会汇报。

ITG品牌两名高管退休
ITG品牌宣布，市场营销和销售

执行副总裁Kathy Sparrow以及销售

副总裁Fred Paternostro两位高管退

休。Sparrow将于4月1日退休，而Pa-

ternostro则在过渡计划结束后退休。

Sparrow和Paternostro都在ITG

品牌工作了39年之久。

Sparrow初加入ITG品牌时担任

芝加哥销售代表，随后晋升为销售

计划总监。1997年晋升为销售计划

和运营总经理。1999年，她晋升为

销售副总裁、高级副总裁，2006年

至今担任市场营销和销售执行副总

裁。Paternostro于1979年加入ITG

品牌，担任新泽西州帕特森的销售

代表。1986年，他被提任为俄亥俄

州哥伦布市的部门经理。1990年在

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担任区域销

售经理。后来，Paternostro被任命

为该公司中西部各州的销售总监，

并于2009年被任命为区域销售副总

裁。在2015年晋升为国际销售副总

裁后，搬到格林斯博罗公司办公

室，并在罗瑞拉德出售后对ITG品牌

销售结构进行整合。

一些卫生组织反对Tobacco	
21法案

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引入了烟草

21法案，即购买烟草的最低年龄为21

岁。最新引入该法案的州是弗吉尼亚

州。然而，美国癌症协会癌症行动网

和美国心脏协会对引进该项法案表示

担忧，并加以反对。

这两个组织的代表都表示，虽

然他们支持将最低购烟年龄提高到

21岁，但弗吉尼亚州推行这个法案

的过程过于匆忙。

该组织表示，在提高购烟年

龄之前需解决现有的问题。比如

立法，因为目前的立法起草工作

继续侧重于惩罚青年而不是惩罚

零售商。美国心脏协会现场宣传副

总裁阿什利贝尔说：“从我们的角

度来看，弗吉尼亚州通过烟草21法

案的方式不足以支撑其实施，满足

不了年龄需求。”

组织建议完全取消这些处罚，

将21岁以下的违规批捕的处罚改为

戒烟教育或列入教育计划。此外，

零售商应受到更多监督，呼吁出售

烟草制品的企业持证经营。

贝尔还表示，弗吉尼亚州法规

中对烟草制品、尼古丁蒸汽烟、可

替代产品的定义各有不同。应该在

提高最低购烟年龄前统一定义烟草

制品。

新加坡
益升华任命新的全球创新总监

日前，全球领先的专业滤嘴制

造商以及供应商益升华公司任命Hugo 

Azinheira为全球创新总监。Azinheira

供职于该公司15年，拥有丰富的产品

及营销创新经验。

在加入益升华之前，Azinheira

在日烟国际供职10年，曾管理子公

司、区域市场以及全球职能部门，

包括研发、创新和营销等。除了监

管亚太市场的正常运营，还负责为

公司制订和实施在该地区的发展战

略。在此之前，他曾在瑞士菲莫国

际的新产品开发部门工作。

Azinheira拥有里斯本大学技

术材料工程学位、比利时鲁汶大

学的创新管理硕士学位。2018年12

月，Azinheira接任帕特里克（裴

迪）•梅雷迪斯在该公司的职位。

梅雷迪斯于2003年加入益升

华，已晋升为战略和业务发展部门

总监。梅雷迪斯拥有十多年的行业经

验，在管理创新、营销以及业务发展

上的工作成绩可圈可点。他将凭借对

行业的了解，为公司全球范围内的业

务发展提供战略性的支持。

中国
陶朗强化中国市场地位

传感器分拣技术的全球领导者

陶朗，长期深耕于中国市场，并计

划进一步加强其在中国这一快速增

长的市场地位。

陶朗中国区总经理Jacob Rogn-

haug表示，该公司尽一己之力，

助力中国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他

说：“在中国转型发展期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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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创新技术来有效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以及供应优质食品。我们

陶朗使用传感器技术来优化资源生

产力，我们的方案能解决中国目前

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因此，我们

一直增加中国的金融投资，并投入

大量时间来更好地了解本地市场。

我相信我们的技术能为中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2015年，陶朗制定了全面中

国战略，其中包括建立本地研发团

队，构建本地服务网络以及加强本

地生产能力。

2017年，陶朗投资扩建昆山的生

产基地（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加

强了供应链建设，并为当地市场提供

了更强大的支持。全球业务资源也得

到更好整合。此外，陶朗在厦门扩建

了技术中心以支持产品和应用开发，

从而增强了公司在中国的工程设计能

力。建成后，厦门的技术中心面积达

5000平方米，拥有约150名员工，是

2015年就业人数的3倍。

“自从2010年在厦门设立分公

司以来，陶朗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Rognhaug补充道。“我认

为陶朗在中国将拥有光明的前景。

陶朗品牌在当地市场获得的认可越

来越多。陶朗从技术上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

受到市场的青睐。陶朗中国团队愿

意与当地社区合作，进一步开发满

足当地市场需求、协助中国经济转

型的解决方案。凭借创新精神和对

中国的坚定承诺，我们期待建设双

赢的未来。”

美国/英国
菲莫国际（PMI）和英美烟草
（BAT）获评全球最佳雇主

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双双获评

全球最佳雇主。

2018年，菲莫国际第三次荣获

全球最佳雇主，获得了49个国家的

认可，这也是迄今为止菲莫国际获

得认可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年。英美

烟草则第二次获得该荣誉，认可的

国家达到43个，遍布欧洲、拉丁美

洲、亚太地区、非洲和中东。

“对我们而言，这是非常自

豪的一天。我们连续三年被评为

全球最佳雇主，连续两次在五大地

区获得区域最佳雇主称号，并且菲

莫国际的团队取得了比以往数量更

多国家的认可，”菲莫国际人才与

文化高级副总裁Charles Bendotti

说。“我们正在转型，旨在实现无

烟世界。我们的员工在这次转型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要感谢他们

的奉献精神和坚定承诺。是他们让

菲莫国际成为一个理想的工作场

所、一个充满活力、包容并能为员

工提供大量机会的企业。这就是菲

莫国际成为最佳雇主的原因。”

英美烟草人力资源总监Giovanni 

Giordano表示：“连续两年荣获全球

最佳雇主，是对英美烟草致力于创造

包容和创新工作环境的认可，我们的

员工可以在此充满创造力地去施展才

能、实现心中所愿。在43个市场中被

公认为最佳雇主是一项了不起的成

就。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员工和他

们的才能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在

这个激动人心的转型时期以及英美烟

草变革阶段，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加大

对人才的投资以及队伍的建设。”

英国
烟草公司被指控未足额缴纳公
司所得税

巴斯大学学者的一份报告指

控：四家卷烟公司在英国缴纳的税

收低于总体税率，而在海外则支付

了数亿美元的税。

包括帝国品牌和英美烟草在

内的公司对该报告的调查结果提出

异议。该报告称，2016年，帝国品

牌、英美烟草和日烟国际的子公司

加拉赫在英国的营业利润超过10亿

英镑，但缴纳额仅有8360万英镑，

不到10％。研究人员表示，应该改

革税收规则，烟草企业需对经营所

在国报告所有的利润衡量标准。

研究人员还呼吁，烟草公司税

收缴纳规则可效仿银行附加税，即

超过2500万英镑的利润额外支付8％

的税。帝国品牌表示，对报告中统

计的一些数据不予认同。报告称帝

国品牌2018年支付了5000万英镑的

公司所得税和数十亿美元烟草消费

税。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英国缴

纳的税收总额约为每年45亿英镑，

是英国最高税收的贡献者之一。”

日烟国际表示已缴纳所有到期

税款，其中包括2013至2017年度的公

司所得税1.3亿英镑和37亿英镑的消

费税。而英美烟草表示，2011年至

2016年，公司通过实施5亿美元的养

老金计划来降低税率，减少税负。

菲律宾
医生：对烟草征收重税能有效
减少吸烟人数

一位肺病专业医生表示，参议

院一项法案计划对烟草制品征收双倍

的消费税，以遏制日益增长的吸烟

人数。菲律宾胸腔内科医师学院院长

Lenora Fernandez博士说：“我们敦

促参议院将烟草消费税提高到每包60

至90比索，因为这是降低吸烟人数的

唯一方法。重税之下，吸烟者数量不

会增多。”

参议员曼尼•帕奎奥提出，消费

税从目前的每包32.5比索上升至每

包60比索的法案能填补400亿比索的

医疗保健基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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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前11个月，中国烟草有176万箱

的增量，这其中，短、细、中、爆产品又进

一步占据了一、二类烟增量的83%左右。

事实上最近几年，中国卷烟新产品开发

的题材、新产品实现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短、

细、中、爆，市场的兴趣、渠道的关切和品

牌的热情在短、细、中、爆这里有了集中的

汇集与释放。最近两年，短、细、中、爆不

仅占据了新产品开发数量的80%，也提供了超

过80%的销量贡献，到最后形成了资源不断倾

斜、投入不断加大、竞争不断加剧的局面。

在中国卷烟的销量大盘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作用的细分卷烟产品，究竟在今年又

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将分别针对短支烟、

细支烟、中支烟和爆珠烟进行综述分析，并

对其中的重要品牌和产品进行点评。

 

短、细、中、爆：
中国烟草市场细分领域观察

文
/烟

草
在

线

卷烟新产品对销量贡献很大

短支烟：特色才有竞争力
和传统的卷烟相比，短支烟的支型更

短，在外观上给人以小巧时尚、精致优雅、

便于携带、短小精干的形态样式。再加上烟

支比较短，一支烟很快就能抽完，因此也就

具有少抽、快抽、效率高等优势，也符合了

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健康理念，这

是短支烟独特的优势。各工业企业在推出短

支烟新品时也锁定在高价烟范畴，在消费者

普遍印象中，短支产品“高品质”、“高档

次”，且具有“时尚个性”的属性。

在短支烟领域，做足细分品类，将细

分品类做足、做透往往更具竞争力，在这点

上表现明显的即为贵州中烟的“贵烟（行

者）”这个品牌规格，75mm短支+陈皮爆珠

的产品设计加上圈层营销的持续开展，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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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支烟、爆珠烟、
短支烟和中支烟属
于市场新产品

多消费者心中已经成为了重要的IP。另外，

当诸多产品瞄准“短支+爆珠”这种细分之

后，另一具有特色的细分类型——香型也成

为了区分产品的重要衡量标准，这其中表

现比较突出的是河南中烟的“黄金叶（豫

香）”，坚守“黄金叶”的浓香香型，将浓

香进行到底。

细支烟：从细分到大众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细支烟最早是以女

士烟的形象出现的，随着行业对细支烟市场

的逐渐重视，尤其是“南京（炫赫门）”、 

“白沙（天天向上）”的产品的带动，细支

烟逐渐被打上了年轻化的标签，而且衍生出

来了各种口味的产品。从2006年第一款国产

细支“梦都”诞生，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2个

春秋。2011年，国产细支仅有8个规格，年

销量2.4万箱；2017年已经成长为130个规

格，年销量238.5万箱；2018年国产细支烟

销量将突破300万箱。从当初一个不见经传

的小品类，到如300万箱的大体量，细支烟

发展不可谓不迅速。

可以说，在细支烟的发展过程中，细支

烟品类是在适应市场和消费者，不断变化调

整的。然而，细支烟发展最大的阻碍还是在

于同质化竞争，尽管目前很多工业企业推出

了细支烟新品，但是一般都是以“常规+细

分品类”的形式来进行推广，反而分流了部

分常规卷烟的消费群体，由此也造成了二类

细支烟规格数量多、但是大部分规格竞争力

较弱的局面。

中支烟：从冷门到热门
中支烟是一个很有中式卷烟风格的细

分品类，与细支烟相比，细支烟在改变烟支

尺寸的同时，带来整体燃烧状态的改变，在

保持香气度、舒适度和满足感方面都存在一

定技术难度，而中支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这也是中支烟独特的竞争优势。

中支烟领域的代表品牌当属上海烟草集

团的“中华”品牌，自从2017年“中华（金

中支、双中支）”打开中支烟市场、备受好

评、火遍大江南北之后，中支烟这个细分市

场领域日趋火热、行业各大企业和品牌也是

竞相追逐，纷纷推出中支烟新品。除了“中

华”之外，2018年初，云南中烟将中支烟定

位为其战略品类，连续上市8款颜值和实力

并重的中支烟新品，加速了这一细分市场的

火爆，现已开始形成规模效应，成为中支烟

市场竞争版图有力的冲击者，未来或将成为

引领中支烟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

爆珠烟：好抽才是第一位
爆珠烟，以其口味多变、富于趣味性而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从2012年开始，短短几年

时间爆珠已经从高价烟走入寻常百姓家，如

今，即使是普通消费者，也可以以极低的价格

买到一款爆珠产品。目前，行业的爆珠烟产品

多达80款之多，爆珠烟产品种类丰富。

一款爆珠产品能否走的更远，主要评

价标准就是看爆珠能否与烟香完美的融合在

一起。爆珠的香味不能与烟香冲突，否则发

展不具备持久发展性。在爆珠烟销量前3名

品牌中，“贵烟”以陈皮爆珠和国酒香爆珠

制胜，“黄鹤楼”主打香润珠，“芙蓉王”

主打原味爆珠。从本质上来讲陈皮爆珠和国

酒香爆珠是以感知力为主，而香润珠和原味

爆珠则更加看重爆珠“保润增香”的功能属

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卷烟无论怎样创新，

好抽都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口味、烟支香气

还是爆珠添加技术，只有不断改良消费体

验，才能让消费者充分享受爆珠的魅力。

没有品类的时代，只有时代的品类，

除了相较于粗支、短支、细支、爆珠的形态

差异之外，消费者需要的只是更特别、更新

鲜、更低危害、更加满足个性需求的卷烟，

很显然，短、细、中、爆是方法，是形式，

是载体，但不是目的，归根到底，好抽才是

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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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70593-Polymer Encased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s
Methods for encasing bodies including smokeless tobacco or a tobacco substitute 
with a polymeric casing can include coating a compressed body with microfibers, 
applying tubu-lar casings to compressed bodies, printing netting and webs on 
compressed bodies, injection molding around com-pressed bodies, applying a 
webbing to compressed bodies, placing compressed bodies into a skin forming 
bath, and including thermoplastic polymers in a compressed body.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80170593
Inventors: Andrew Nathan Carroll, Chester, VA (US); Shannon Maxwell Black, 
Richmond, VA (US); Yan Helen Sun, Midlothian, VA (US); William J. Burke, 
Nashville, TN (US); Christopher Joseph DiNovi, Richmond, VA (US); David 
Phillips, Richmond, VA (US); Jason Andrew Macko, Richmond, VA (US); Robert 
Smith, Glen Allen, VA (US) 

2019/0029314-Multi-Segment Component for an Aerosol-Generating Article 
There is provided a multi-segment component for an aerosol generating article, the 
multi-segment component including a combustible heat source having at least one 
shaped recess on an outer surface thereof; an aerosol-forming substrate down-
stream of the combustible heat source; a wrapper circum-scribing the combustible 
heat source along at least part of a length of the combustible heat source; and an 
inorganic glue located between the combustible heat source and the wrap-per, the 
inorganic glue at least partially filling the at least one shaped recess.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Neuchatel (CH)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029314
Inventors: Alexandre MALGAT, Les Tuileries de Grandson (CH); Michele Andrea 
CATTON!, Tramelan (CH); Rui Nuno BATISTA, Morges (CH) 

2019/0053535-Aerosol-Generating System and 
Capsule for use in an Aerosol-Generating System 
A capsule (1) for use in an aerosol-generating system 
(8) comprises a shell (10) comprising a base (100) and 
at least one side wall (101) extending from the base 
(100). The capsule (1) further comprises a lid (11) 
sealed on the at least one side wall for forming a 
sealed capsule. The shell (10) contains an aerosol-
forming substrate (2) and susceptor material for 
heating the aerosol-forming substrate in the shell (10).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Neuchatel (CH)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053535
Inventors: Cristina Apetrei Birza, Orbe (CH) 

2019/0045835-Flavor Source Manufacturing Method
A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a flavor source includes: 
a step A of adding a basic substance to a tobacco 
raw material; a step B of heating the tobacco raw 
material added with the basic substance and 
releasing an inhaling flavor component into a vapor 
phase from the tobacco raw material; a step C of 
collecting the inhaling flavor component released into 
the vapor phase in the step B; a step D of washing a 
tobacco residue being the tobacco raw material 
obtained after the inhaling flavor component is 
released in the step B, with a washing solvent; a step 
E of pulverizing or cutting the tobacco residue 
obtained after being washed in the step D; and a 
step F of adding the inhaling flavor component 
collected in the step C to the tobacco residue 
obtained after pulverized or cut in the step E.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045835
Inventors: Shinya OSUGA, Tokyo (JP); Kimitaka UCHII, 
Tokyo (JP); Takuma NAKANO, Tokyo (JP); Morio 
YAJIMA, Tokyo (JP); Yusuke NANASAKI, Tokyo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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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27)

Barrett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Tel +44 (0) 117 967 2222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Pag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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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19)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23)

Delfin
Tel +39 0445 580688
info@delfin.it
(Page 43)

Filters Pakistan (Private) Ltd
Tel +92 21 34529141-2
filpak@cyber.net.pk
www.filterspakistan.com
(Page 70)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25)

Gima TT S.p.A.
Tel +39 051 6525111 
www.ima.it
sales@gimatt.it
(Page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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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3)

Hertz & Selck
Tel +49 (0) 40-43 25 76-0
info@hertz-selck.de
www.hertz-selck.de
(Page 31)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vsnl.com
(Page 40)

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kardien@kardien.co.kr
www.kardien.co.kr
(Page 41)

Lukowa Tobacco
Tel +48 692 449 466
biuro@lukowatobacco.pl
www.lukowatobacco.pl
(Page 42)

ITM
www.itmgroup.eu
(Page 13)

InterTabac/InterSupply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Page 15)

IUOC
jackie@iuoctech.com
(Page 58)

Events  展会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www.moon-smoking.com
(Page 47)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11, 33)

Nicos Gleoudis Kavex
Tel +30 2310 536 204
ngk@kavex.net
www.kavex.net
(Page 55)

Prestige Leaf Trade Limited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38)

Rolling Optics
info@rollingoptics.com
www.rollingoptics.com
(Page 45)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5)

Sidsams Formilan Machines
sunjay@sidsamgroump.com
www.sidsamgroump.com
(Pag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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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29, 37)

Sub Sahara Tobacco
Tel +263 776 695 396
info@subsaharatobacco.com
www.subsaharatobacco.com
(Pag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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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N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7)

Tobacco Technology Inc.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17)

TSAL
alper@tsal.biz (Alper Cetin)
afsaneh@tsal.biz 
(Afsaneh Ghorbani)
www.tsalengineering.com
(Page C-3)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39)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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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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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
烟草制品博览会
1月29-31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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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MA TT is ready to be your Next Generation Partner for e-cigarettes and pods thanks to a 
machinery portfolio which includes a wide range of solutions for assembly, filling and packaging. 
Basing on the requested production volumes, GIMA TT can offer from an entry level easy to use 
filling&capping PILOT machine at 25 pods/cartridges a minute to an ultra-high speed solution 
capable to produce up to 1,500ppm.

The EC-PILOT is capable to handle multiple pod/cartridge formats with minor adjustments, features 
a very precise filling to avoid product wastage (filling tank pre-heating available as optional) and it’s 
equipped with online capping for both press-down and twist caps with quality check of the final 
product. This entry-level platform is ideal for customer looking for a solution to manufacture high 
quality products, with a speed from 25 products per minute up to 100ppm.

Assembly, filling and packaging platform from 25 to 1.500 ppm

GIMA TT S.p.A.  
Via Tolara di Sotto 121/A 40064 Ozzano dell’Emilia (Bologna) Italy 
Tel. +39 051 6525111 • Fax +39 051 6525140
www.gimatt.it • info@gimatt.it 

Turnkey packaging solutions 
for NGP and V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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