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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听到“可持续

性”这一关键词，例如节约用电，减少对化石燃料

的依赖，减少塑料使用，减少浪费，或减少化学产

品使用等等。

许多行业在商业实践中采取可持续措施，因为

消费者越来越期望从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公司处

购买符合其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产品。遗憾的是，烟

草业因无法采取可持续做法而备受诟病，主要是认

为该行业牺牲人们的健康，并从中获利。这种观点

过去简单化，也非常不准确。

实际上，烟草业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比如用

水、二氧化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电子废物、产品和包装中存在塑料等环境

问题，对环境无害的害虫防治，以及劳动权利、消除童工和强迫劳动、健康

和安全、可持续生计和农民收益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公司已经在烟草生

产和制造中实施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虽然烟草业之外的人士可能会忽视或质疑该行业的可持续性，但是没

有人可以否认该行业的创新能力。烟草业开发新产品，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消

费者喜好和法律环境，还引入新技术或尽可能利用最新技术来开发产品。不

断推向市场的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设备等下一代产品的趋势最能凸显烟草业

的创新能力。

无论烟草业做什么，行业之外的许多人士都予以消极看待，我们多么

希望他们能客观地认真倾听我们努力传达的信息，最好能给以烟草业一个代

表席位，让其有机会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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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 A

TH
E TA

Staff R
eport

对话：BMJ公司CEO谈论
卷烟纸市场
近日，《亚洲烟草》有幸采访到了富有个人魅力的Omar	Rahmanadi先生。
他是BMJ公司（PT	 Bukit	 Muria	 Jaya）的首席执行官（CEO）。《亚洲烟
草》请他就卷烟纸生产商当前面临的问题谈论了自己的看法。

《亚洲烟草》：烟草消费者的行为已经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从传统卷烟产品

转向下一代产品，如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HNB）产品。这对BMJ等业内领先的卷烟纸制造商

而言，是否具有挑战？您能谈谈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吗？

Omar Rahmanadi：当然，这让我们感到些许紧张。一些新型产品虽然使用纸质包装，但单

支烟所用的包装纸面积和数量都在减少，很多产品甚至不再使用纸质包装。所以这一趋势着

实令人担忧。我认为必须更加密切关注烟草市场的政策，并与烟草制造商紧密合作，生产出

令消费者眼前一亮的新产品。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非常乐意分享有关卷烟纸的专业知识。

《亚洲烟草》：贵公司一贯以想法创新而享有盛名......

Omar Rahmanadi：我们一直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在烟草公司需要创新产品时，能够首先

想到我们公司。

《亚洲烟草》：除了消费者行为发生转变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对贵公司所在的卷烟纸市

场构成了挑战？

Omar Rahmanadi：法规。如你所知，到目前为止，烟草法规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行业。

遗憾的是，法规一年比一年严格。尽管多数法规目前只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发挥作用，但我认

为这终将影响到亚洲国家，因为许多亚洲国家倾向于采用西方政策。

《亚洲烟草》：印尼市场的情况又如何呢？它是吸烟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Omar Rahmanadi：我不清楚印尼的市场情况，但到目前为止，我猜（笑着说道）印尼还有其

它优先事项要去处理。但是，“这一情况可能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他们最终也会开始审查

BMJ卷烟纸和滤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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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市场。虽然不清楚确切时间，但这一天终将来临。到那时，我们所能做

的只有适应这些变化。

《亚洲烟草》：您认为哪些地区或国家的卷烟纸市场具备增长潜力？

Omar Rahmanadi：呃，实际上，现在很难找出一个仍在增长的卷烟纸市场。

即便是此前持续增长的市场，也开始出现下滑，包括印尼。这里的市场也曾

不断增长，但在过去几年里，卷烟纸消费一直在萎缩。我刚刚和一位印度人

士进行交谈时，得知印度卷烟纸市场也只是保持平稳发展，并未出现增长。

但至少印度市场没有出现下滑。

我认为，印尼卷烟消费下降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政府逐年提高消费

税，导致卷烟价格不断上涨，人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卷烟之外的其它东西上。

印尼未公布有关手卷烟的数据，但我们仍能看到些许增长迹象。因为

传统卷烟过于昂贵，而手卷烟更加实惠，部分人可能会从传统卷烟转向手卷

烟。我们生产手卷烟纸，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亚洲烟草》：手卷烟市场的增长潜力主要集中在印尼吗？

Omar Rahmanadi：我认为其它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趋势可能会席卷全

球。当税收过高时，卷烟价格也会随之上涨，而消费者往往会转向使用手卷

烟。因为手卷烟的税率并不高，因而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增长市场。

《亚洲烟草》：烟草产品与下一代产品方面有诸多创新，您认为卷烟纸有巨

大的创新潜能吗？

Omar Rahmanadi：我们收到了一些新的咨询。鉴于我们与客户签订的保密协

议，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不便透露。但是，有些客户一直在寻求具有特殊性

能的卷烟纸。

《亚洲烟草》：您对下一代卷烟纸有何展望？现在已经有了超薄型卷烟纸、

弯曲型卷烟纸、切角款卷烟纸、天然橡胶材料等。您认为卷烟纸未来的发展

方向在哪里？

Omar Rahmanadi：我毫无头绪。我曾认为烟草市场会重点关注烟草香味，但

我认为欧洲颁布的最新法规禁止了很多香味类型。我也不知道创新型卷烟纸

是否仍然可行。

《亚洲烟草》：现在人们似乎都在

追求健康，这对卷烟纸的发展有何

影响呢？

Omar Rahmanadi：未来的卷烟纸可能

更有机、更天然。也许是无氯型卷烟

纸，或化学剂含量较少的卷烟纸。

《亚洲烟草》：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众

所期待的BMJ新产品“Eureka！”呢？

Omar Rahmanadi：（笑着说道）这

不再是一个惊喜。新产品仍将以纸

质品为基础。基本上我们只处理纸

质材料。所以无论是何产品，都离

不开纸制品。还是留给大家去想象

吧。

BMJ首席执行官Omar	RahmanadiBMJ致力于为烟草业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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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DA任命诺曼•沙普利斯为代
理局长

继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辞职

后，美国FDA任命诺曼•沙普利斯博

士为代理局长。

戈特利布于2017年担任FDA局

长，此前曾担任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

助理教授。他的离职事出突然，他

前一天刚警告12家零售连锁店在停止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上“毫无作

为”。

沙普利斯曾在国家癌症研究所

任职，2017年底出任该研究所第15

任所长。沙普利斯积极拥护戈特利

布推进的烟草和电子烟法规。此次

临时任命可能会推动针对卷烟和电

子烟等致癌产品监管立法的出台。

沙普利斯熟悉生物技术行业和

药物开发过程。他曾联合创办了两

家临床阶段的生物技术公司：开发

抗癌药的G1 Therapeutics（在2017

年的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1.086亿

美元）和血液检测研发公司Health-

Span Diagnostics。

美国
韩国烟草（KT&G）在德州沃
思堡市设立总部

近 日 ， 全 球 第 五 大 烟 草 公

司——韩国烟草（KT＆G）在德克萨

斯州沃思堡市租赁了一块区域，占

地7.28万平方英尺，作为其美国总

部和配送中心。

该公司也成为Sandshell Drive

街5501号Fossil Creek Crossing大

楼的第一个租户。公司计划5月底开

始使用新办公场所。此前在普莱诺设

立的一家小型办事处也将保持运营。

英国
花旗上调帝国品牌和英美烟草
的股票评级

鉴于积极的需求增长预测，

花旗上调了帝国品牌和英美烟草

（BAT）的股票评级。

帝国品牌股价上涨1.9％，英美

烟草上涨1.4％，花旗将股票评级上

调至“买入”。截至3月底，英美烟

草股价上涨26.2％，帝国品牌上涨

10.3％， 表现均优于富时100的7.6

％。花旗发言人表示：“由于NGP 

（下一代烟草和尼古丁产品）的销

量增长，我们预计两大烟草巨头今

年将会实现有机增长，并且认为监

管威胁很可能会从卷烟转向NGP。宏

观环境看起来威胁不大，因此股价

仍可能持续上涨。”

全球
菲莫国际启动“无烟之年”活动

2019年4月12日，菲莫国际

（PMI）推出了“无烟之年”的活

动，呼吁开启无烟未来。该活动也

开启了菲莫国际的“世界无烟”运

动。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JacekOlczak 

的发言展示了公司引领全球变革的

雄心：“如果你不抽烟，就不要开

始。如果你吸烟，请戒烟。如果你

不戒烟，请换用加热不燃烧产品。

事实上，卷烟烟雾燃烧过程中产生

绝大部分有害的化学物质。消除燃

烧就能明显降低有害化学物质的含

量。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

专家一致支持加热不燃烧产品。”

“许多人和组织仍然倾向于意

识形态的争论。他们的争议通常会

2019年，InterSupply展会进入第四个年头，受到

越来越多参展商的关注，剩下的展位数量越来越少。

InterSupply与世界上最大的烟草产品和烟具配

件展览会InterTabac同时举行。InterSupply专注于产

品、服务、烟机和电子烟，面向买家、生产经理、工程

师和开发商等贸易商。InterSupply的细分市场为烟草

原料、香精、添加剂、卷烟纸、包装材料和自动化生产

机械以及软件。展出的产品系列甚至包括烟草产品和电

子烟的完整装配线以及烟油加工和灌装机。

今年InterSupply增加了许多新参展商，包括外包

装和包装机械供应商Focke、施伟策摩迪和调味制造商

Mane Suisse。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参展商包括福建泰

兴特种纸、上海顺豪国际、东莞市精力精密机械、

青岛华虹星塑料、盐业实验室、长宁德康生物科

技、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宇成

科技和深圳佛得科技。

今年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 将于9月20日

至22日在多特蒙德举行。有关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rtabac.de 或

www.intersupply.de。有关展位预订信息，请电邮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与Glenn Anthony John

联系。

2019年InterSupply展会更加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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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吸烟的人感到困惑，也会让对加

热不燃烧产品持怀疑态度的人迅速

成为卷烟的拥护者。这种混乱的后

果导致人们继续抽烟，产生的不利

影响众所周知。为了共同的目标，

让我们摆脱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采

取具体的举措在全球废除卷烟，鼓

励11亿不戒烟的人们换用更好的替

代品。”

英国
帝国品牌的收入增长接近最佳
预期

帝国品牌曾预测，年度净收入

增长水平将达到甚至超过预测范围

的最高点。

该公司表示，近期价格在上

浮，预计其核心烟草业务销量略逊

于2018年下半年，包括美国市场。

预计全年烟草收入将适度增长，有

望实现盈利预期，增长率在4%-8％

之间，收入预计将增长1%-4％。

在下一代产品的细分领域，帝

国品牌公司表示，myblu投资增加，

提高了其在吸烟者和蒸汽烟使用者

中的品牌知名度，从而使其收入同

比增长，总体表现良好。“尽管美

国FDA发表声明后市场存在不确定

性，但收益同比增长良好。”

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主要得

益于烟草利润的增长，抵消了对电

子烟blu价值1亿英镑的投资。

土耳其
2018年卷烟消费量创历史新高

一项研究显示，2018年，土耳

其的卷烟消费量创历史新高，人均

消费1400支。

土耳其胸腔协会的Elif Dağlı教授

说：“2018年，土耳其共消费1185亿

支卷烟，人均1400支，创下了历史记

录。”

2019年2月，卫生部长Fahret-

tinKoca表示，尽管禁止在公共场所

吸烟，该部门也在准备开展一项新

的反吸烟运动，但近年来该国的吸

烟率仍然从27％增加到了32％。

今年4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卷

烟特别消费税从63％提高到67％之

后，也将卷烟价格调涨了20％。

英国
再过30年，英国将废除卷烟！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到2050

年，英国将废除卷烟。

受菲莫有限公司委托，由前沿

经济学研究机构开展的研究发现，

该国不同地区的烟民减少速度不

同，但预计英格兰近25％的人会在

2030年前实现无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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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布里斯托尔

将成为英国第一个“无烟郡”，在

2024年前实现完全无烟。两年后，

约克和沃金厄姆将加入布里斯托尔

的行列。朴茨茅斯、雷丁、东骑、

布莱克本和达文将在2027年实现完

全无烟。白金汉郡、伯恩茅斯和米

尔顿凯恩斯预计将在2028年实现。

根据收入、就业、健康和教育数

据，南安普顿和德比郡将在2049年

和2050年实现无烟，成为最晚的英

国无烟城市之一。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各社区希

望早一点实现无烟，建议使用英国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戒烟服

务，并且转用电子烟的吸烟者人数

需要增加。

美国
英美烟草对美国薄荷醇禁令发
起挑战

英美烟草公司执行总裁Nican-

roDurante坦言，相信没有科学证据

支持美国禁用薄荷烟，并认为此类

限制对吸烟率没有影响。

Durante说：“到目前为止，我

们没有看到任何科学研究证明，禁

止薄荷烟就能减少青少年的消费量

或者降低购烟率。所以我们要发起

挑战。”

Durante补充说，2017年加拿大

颁布的薄荷醇禁令对吸烟率没有影

响，因为此类监管要起效需要5到9

年的时间。

然而，英美烟草公司对FDA减少

未成年人使用蒸汽烟做出的努力表

示支持。“FDA做的这一切是为了避

免未成年人吸烟，英美烟草完全支

持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消费群体并

未涵盖未成年人。”

另外，由于蒸汽烟设备销量

的增长，英美烟草2018年销售额增

加，达到244.9亿英镑（325.7亿美

元），比2017年的195.6亿英镑增长

了25％，略高于德意志银行预测的

242.2亿英镑。

2017年，英美烟草收购雷诺美

国公司后将其视为关联公司，计入

232.9亿英镑的收益，但2018年并未

将其纳入收益计算。

Durante表示，“展望2019年，

我们对高位数调整后的固定货币收

益增长充满信心，董事会提议将股

息增加4％。”

美国
奥驰亚成为Cronos集团最大
股东

在收到股东和加拿大监管机构

的批准后，奥驰亚集团宣布完成对

全球领先的大麻公司Cronos价值18

亿美元的投资。

奥驰亚的投资占Cronos集团

45％的经济和投票权益，可确保以

每股19加元的价格获得额外的所有

权，该权利在未来四年内有效。如

果奥驰亚行使全部权利，在Cronos

的所有权将增加至55％。奥驰亚总

行使价格约为10亿美元。根据交易

条款，奥驰亚提名了四位董事加入

Cronos董事会（现在有7位董事），

分别是：Kevin C. Crosthwaite、J 

Murray R. Garnick、Bruce A. Gates

和Bronwen Evans。

美国
美国癌症协会反对提高烟草使
用年龄

爱荷华州提议，将购买和使用

烟草产品的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

这一提案遭到美国癌症协会（ACS）

的反对。

ACS爱荷华州政府关系主管Dan-

ielle Oswald-Thole表示，该法案存

在问题，因为它针对的是不重要的违

法者，而非大企业。她说：“在实际

减少烟草使用量方面，惩罚青年并没

有效果。我们要求对零售商和卖家

进行处罚，这样才能真正阻止青少年

使用烟草制品。”Oswald-Thole还表

示，ACS不支持现行法案的另一个原

因是法案对蒸汽烟和电子烟产品的定

性与烟草产品有差别。

美国
FDA拟处罚沃尔玛、克罗格等
便利连锁店

美国FDA威胁说要对沃尔玛、克

罗格、全家等六家便利连锁店进行

处罚，处罚事由包括非法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草产品。

FDA给连锁店一个月的时间来提

交详细的计划，说明他们将如何减

少向未成年人销售非法烟草。该机

构还强调，认罚并支付罚款“不应

简单地视为开展业务的成本”。

自2010年以来，FDA一直在调查

烟草销售商，以确保禁止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草制品的联邦法规得以实

施。Casey各地杂货店违规最少，为

15%，加油站最高，为41%。沃尔玛

的违规率约为17％，7-11便利店的

违规率约为25％，而BP石油和雪铁

戈的违规率均为35％。

澳大利亚
烟草公司“组团”推翻电子烟禁令

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向澳大利

亚议会提交调查意见稿，寻求推翻该

国的电子烟禁令。据悉，该调查的

初衷是是否该推进电子烟合法化。菲

莫国际全球通讯高级副总裁玛丽安•

萨尔兹曼说：“现在，吸烟者无法

选择不燃烧的电子烟产品，尽管这类

产品比卷烟危害低90-95%。如果你是

吸烟者，其他人正在决定你的健康状

况。”

萨尔兹曼还表示，政府对电

子烟的禁令“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

责”，因为他们取消了吸烟者可以

用来成功戒掉传统卷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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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DA换帅　
对烟草业和电子烟影响几何？

2019年1月，坊间就谣传戈特利布将辞

任。人们不禁推测，他的主张与特朗普政府

背道而驰，像过去两年的其他许多高级官员

一样被迫离任，但他当时否认了这一点。他

给出的辞职原因是疲于在康涅狄格州与华盛

顿两地之间的奔波，希望将来与家人共度更

多时光。

在2017年5月担任FDA局长之前，戈特利

布一直在乔治•W•布什政府担任高级官员，

并且是一家风险资本基金的合伙人。尽管有

人对他与制药及生物技术业界的联系，并为

其工作多有微词，但在戈特利布承诺退出几

家健康保健公司的投资之后，其FDA局长的

任命获得了批准。

在戈特利布担任FDA局长期间，FDA与

烟草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7年

7月，FDA似乎采取了更加开明的立场。当

时，他将电子烟产品监管的合规截止日期推

迟到了2022年，承认电子烟可以帮助吸烟者

戒掉传统烟草产品，留给烟草公司4年时间

2019年3月初，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辞去美国食品与药品管
理局（FDA）局长一职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业界。随后，人们纷纷推测，这将
对烟草业及电子烟等下一代产品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为自己的电子烟产品向FDA申请许可证，而

在这段时间里，FDA也可以更加彻底地研究

以上提及的电子烟装置的影响。但这一切在

2018年发生了改变，当时，FDA以青少年蒸

汽烟的使用增加为由，明确采取了对电子烟

不太友好的立场。

2018年4月，戈特利布宣布启动青少年

烟草预防计划，以“阻止青少年使用及获得

Juul以及其他电子烟”，并要求Juul公司解

释其产品在青少年中的受欢迎程度呈“爆炸

式增长”的现象。2018年10月，FDA对Juul公

司总部开展了一次突袭检查，随后在11月份

宣布，在没有年龄验证程序的地方，将限制

出售除了薄荷之外的大多数加香料电子烟产

品。戈特利布和FDA并非仅仅加大对电子烟的

监管力度。2018年11月，FDA还宣布将提议禁

止薄荷烟的销售，有报道引用戈特利布的话

说，“FDA对薄荷烟以及加香雪茄的退缩就是

一种错误”。在戈特利布任期之初，他还提

出一项降低卷烟尼古丁含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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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FDA局长期间，戈特利布发布了

大约175项局长通告，还接受了无数次媒体

采访，帮助提高FDA的声望和影响力。

戈特利布将回到位于华盛顿的保守主

义智囊团——美国企业研究院，担任卫生政

策研究的一名研究员。他计划专注于研究药

品价格以及使得药物价格保持高企的“市场

败笔”，包括未能向市场投放足够数量的产

品，未能限制产品价格，品牌药物制造商违

规操作，将一些普通药品撤出市场；在不发

达市场供应罕用药，保持垄断地位；以及像

联邦医疗保险Ｂ等领域中的各种规则与限制

措施，戈特利布此前从2002年开始为美国企

业研究院工作。

特朗普政府已经任命国家癌症研究院

院长诺曼•沙普利斯（Ned Sharpless）担任

FDA代理局长，从4月15日开始生效。沙普利

斯是一名临床医学科学家，于2017年10月接

管国家癌症中心，此前从2014年1月起，负

责管理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Lineberger综合

癌症中心。沙普利斯是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

堂山分校的Morehead奖学金获得者，并获得

数学学士学位。他后来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

医学院修医学学位，1993年以优异成绩毕

业。他在麻省总医院完成了内科住院医生见

习期，并在Dana-Farber/Partners癌症护理

中心担任血液学/肿瘤学的研究员，二者都

位于波士顿，均属于哈佛医学院附属单位。

在哈佛医学院工作两年之后，他于2002年加

入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和遗传学

系，并于2012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获得

惠康资助的癌症研究教授。

戈特利布辞职的消息使得烟草股票上

涨了大约2%，而一个星期后沙普利斯的任命

消息使得菲莫国际公司股票下跌了0.3%，奥

驰亚集团股票则下跌了0.35%。英美烟草公

司股份也下跌了类似幅度，但股票仍然上涨

了0.3%。据报道，沙普利斯是戈特利布力主

增加烟草与电子烟法规的激进政策的热情支

持者。然而，FDA在沙普利斯的领导下，是

会对烟草业实施更严厉的监管而不听取其意

见，还是会更加公平公正，让我们拭目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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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大麻将成为下一个热门话

题，正引起消费者、政府以及相关企业的更

多关注。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早些时候

提议，应该将大麻与大麻相关物质从《麻醉

品单一公约》中剔除，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

将于明年3月决定是否将大麻从全球麻醉品清

单中剔除。

在北美洲，加拿大以及美国的10个州

已经完全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在美国33个

州，5个永驻民领地中的4个，以及哥伦比亚

特区，医用大麻也是合法的。在南美洲，乌

拉圭是第一个将大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但

它禁止非居民购买大麻，而智利、哥伦比亚

和秘鲁则已经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在南非，

Staff R
eport

泰国引领大麻合法
化之路

消费大麻是允许的，但不允许销售大麻。在

欧洲，英国、丹麦、德国、希腊、意大利、

挪威和波兰都已经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在亚

太地区，医用大麻在澳大利亚和泰国是合法

的。澳大利亚还计划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将医

用大麻出口合法化的国家，而泰国则是东南

亚第一个将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

泰国修订法律使大麻合法化
2018年12月下旬，泰国临时国会举行不

记名投票，在讨论大麻法修订的第三次和最

后会议上，结果以166-0通过了修订法案，允

许将大麻用于医疗和研究。2019年2月18日颁

布了一项皇家法令，正式宣告大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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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法，有资格持有或种植大麻的人包括：有

医生处方的患者、药品或健康相关的政府机构、持证的

医学专业人士、教育机构、向国家登记注册的农业界企

业，以及国际运输经营者。不过，大麻种植必须获得麻

醉品管制局的批准，并在其直接监管下经营。

新立法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但也遭到了一些批

评，认为该立法恰恰将私营业界排除在这个有钱可赚

的、全球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行业之外，而只有利于政府

机构。外国公司以及在泰国成立的外资占多数股权的合

资公司被禁止生产、销售、进口、出口及加工大麻。而

制定这些限制措施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强烈抗议拥有先

进的技术与能力的外国申请人在泰国国内市场开放之前

申请泰国专利保护。

麻醉品管制局总干事Niyom Termsrisuk说，私人公

司也将能够种植、生产和出售医用大麻，前提是必须由

泰国国民控股2/3，并根据法律获得授权和注册。政府希

望，在泰国公司中，外资拥有1/3所有权可以带来一些技

术和知识的转让，从而开发供国内分销及出口的大麻医

药产品。Termsrisuk还说，对大麻的种植将实施严格的

控制，包括强制要求所有医用大麻要在室内种植。这样

做是希望有助于阻止非法种植，确保质量。Termsrisuk

透露，麻醉品管制局正在与泰国顶尖大学之一——泰国

农业大学合作，设计一种低成本温室，使泰国企业能够

以较小的预算经营自己的业务，与此同时，防止大麻作

物“泄露出去”。

泰国烟草管理局申请大麻业务被拒
尽管如上文所述，在这项立法刚开始正式生效之

后，2019年2月，泰国烟草管理局首先请求（即原先的泰

国烟草专卖公司）种植、加工和出售大麻，但遭到拒绝。

泰国烟草管理局提议与农民签订合同，由农民种植

商业用途的大麻和汉麻，以弥补因消费税上提后可能导

致卷烟零售价提高一倍而出现的烟草税收缺口。泰国烟

草管理局还说，尤其是汉麻，可以对它进行商业开发，

成为用于医药工业、汽车零部件、服装和食品添加剂等

的原材料。

就在泰国烟草管理局提出申请一天后，泰国FDA秘

书长Thares Karassanaiyarawiwong便否决了该申请，称

泰国烟草管理局可以获得种植研究用途大麻的许可证，

但不能用于商业用途，研究机构和种植商的许可申请只

能二选一，要进口大麻也必须获得单独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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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麻醉品管理局说，只有7种团体可以获

得许可证，分别是：国有研究机构或医药及

相关领域的教育机构；药品、制药、牙医、

兽医及泰医的专业从业者；教授或研究药品

或制药的私营教育机构；由合法注册的农民

组成的合格的农业企业；跨境公共交通经营

者；依赖大麻治疗的国内外患者；其他由相

关部级法规具体规定的其他个人或机构。

研发工作整装待发
各机构都已经开始启动大麻的种植与

研发。泰国首个合法大麻农场于2019年2月

下旬揭下帷幕，尽管这个农场只是一个仅有

100平方米的温室。泰国政府制药机构投资

了1000万泰铢，在曼谷郊外，巴吞他尼府的

泰雅武里区的经营场所建造了这座温室。

即使在这项立法被通过之前，泰国蓝实

大学就已经为疾患严重的患者开发了一种名

叫大麻口腔黏膜喷剂的口用大麻喷剂。这种

喷剂主要是基于不会使使用者兴奋的大麻二

酚混合物。蓝实大学药剂学院的研究人员生

产了自己的原型产品，但称进一步的开发还

需要政府的授权，并有可能在控制环境下封

闭的温室里种植质量更好的大麻。

那黎宣大学宣布，计划在５年后开始推

出优质大麻衍生的药物。这所大学的研究人

员已经开始致力于这项工作，即使大学只获

得了拥有研究用大麻而非种植大麻的许可。

相反，那黎宣大学将从泰国皇家警察制止麻

醉品调查科获得大麻块。该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在寻找舌下含服的止痛萃取物，以及皮肤

状况异常的治疗方法。他们还希望开发出基

于汉麻的纱布，用于愈合及包扎伤口。

泰国本地大麻
有趣的是，泰国拥有自己的本地大麻物

种，这是该国合法化医用大麻的基础。泰国

大麻早已名声在外，而且培育出的大麻常常

具有高含量的四氢大麻酚。这种植株土生土

长于泰国的丛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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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众议院新法案将阻止名优雪茄
适用FDA法规

3月下旬在美国众议院提出的一

项新法案，正寻求将名优雪茄排除

在压力沉重的美国FDA法规约束范围

外。由弗罗里达州众议员凯西•凯斯

特提出的题为“2019年传统雪茄制

造与小企业就业保护法案”的众议

院1854号法案，是马可•卢比奥在今

年早些时候提出的参议院9号法案的

配套法案。这两个法案都旨在防止

手工制造雪茄及某些名优雪茄受FDA

法规约束及缴纳昂贵的使用费，但

众议院1854号法案更是往前迈进一

步，具体规定“带有香料添加剂”

的雪茄不能作为名优雪茄获得保

护。卢比奥提出的法案则没有包含

关于加香料烟草的语言。

众议院1854号法案寻求保护它

所称的“传统大雪茄和名优雪茄”，

这些雪茄需满足以下的标准：任何卷

制的烟草其外包烟叶均为100%烟叶，

芯叶烟也为100%烟叶，不含过滤嘴、

烟嘴、香料添加剂，或非烟草烟嘴；

每千支的重量至少有6磅，捆扎烟为

100%烟草，并且是手工卷制，或具有

同质化烟草捆扎，在美国制造，用手

工将100%烟草的外包烟叶只放到一台

对每支雪茄进行捆绑、外包和盖帽的

机器，而且不包括卷烟或小雪茄。

美国
雷诺公司推出新型尼古丁含片

Revel尼古丁含片是雷诺公司的

最新创新产品，于3月27日上市。这

是该公司自2013年推出Vuse电子烟以

来，大规模推出的第一款新产品。

这款尼古丁含片有浆果味、

奶油味、薄荷味和浓薄荷味等四种

口味，不含烟草和焦油，有硬盒和

软盒两种包装。不过，雷诺公司并

没有把这款产品当做更健康的替代

品或者作为戒烟工具进行宣传。相

反，Revel含片希望专门吸引已经吸

烟的成年人，因为雷诺公司认为，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烟民消费者是在

寻找更简单、更分散而不连续的方

式来使用尼古丁。雷诺公司消费者

营销高级副总裁谢伊•穆斯塔法说，

这些产品是为了迎合成年烟民“不

断变化的偏好”。她说：“我们并

没有把这个产品定位为戒烟产品。

它只是成年人以不同的形式享用尼

古丁的简单方式。”

Revel含片采用儿童安全包装，

只放在柜台后的地方出售。每位消

费者一次只能在网上订两单，而且

消费者必须通过第三方年龄认证软

件，证实自己至少21岁。雷诺公司

还将要求零售商参加公司的“We 

Card”计划。这个计划早在1996年

就已经创设，目的是减少未成年人

获取烟草产品的途径。雷诺公司还

要求，参与Revel产品广告策划的人

都必须25岁以上。

穆斯塔法说：“因为这个产品

与尼古丁有关，因此它是为寻找更

多选择的吸烟者设计的。我们希望

向他们提供除了可燃烧产品或无烟

烟草产品之外的更多选择。”

阿联酋
将从2019年8月起禁止无税票
烟草产品

阿联酋联邦税务署宣布，从

2019年8月1日起，当地所有市场都

将禁止销售或分销任何无税票标识

的烟草产品。从5月1日起，将禁止

进口不带电子印花税票的卷烟；从

８月１日起，将禁止出售或分销无

税票标识的卷烟。

据阿联酋联邦税务署总干事哈

立德•阿里•阿尔•布斯塔尼（Khalid 

Ali Al Bustani）称，电子税票标识

将印制于烟草产品包装上，并在联

邦税务署数据库注册登记；这些标

识含有能够利用精密装置读取的数

据。如果产品是在阿联酋生产，则 

要求烟草制造商在生产工厂内进行

包装后就立刻将标识印制在烟草产

品上，如果产品在国外生产，则在

进口前将税票标识印制在产品上。

带有电子印花税票的首批卷烟已经

抵达阿联酋市场。

欧盟
下届欧盟委员会将加大电子烟
监管力度

欧盟卫生与食品安全专员维特

尼斯•安德留凯蒂斯（Vytenis An-

driukaitis）说，根据《烟草产品

指令》实践报告，下一届欧盟委员

会将提议强化关于烟草，尤其是电

子烟和下一代产品的法规。

最近宣布将参加立陶宛总统

竞选的安德留凯蒂斯说：“我们有

两项任务：一是收集关于电子烟，

当然也包括不同新型烟草产品的信

息。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工作要完

成。他们需要证明《烟草产品指

令》的实际作用，并探索改进该指

令执行情况的可能性。”

据 安 德 留 凯 蒂 斯 说 ， 利 用

Nicorette这样的戒烟辅助产品更好

一些，而如果在电子烟的帮助下，

真的有可能帮助重度烟瘾者摒弃吸

烟习惯。电子烟必须由医生和专家

来管理，在药店里出售，而不是

在“超市里出售”。

塞舌尔
塞舌尔出台新法规使电子烟合法化

最近，在获得内阁部长批准

之后，塞舌尔将根据烟草控制法出

台一项新法规，对包括雾化器和电

子烟在内的尼古丁替代产品进行分

类，将这些产品合法化。

这项新法规的适用范围还将

扩展至制造、分销、销售和使用等

方面。塞舌尔医院的心血管疾病预

防与控制科的项目负责人Bhara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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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wanathan说，在2009年起草首个

《烟草控制法案》的时候，雾化器

和电子烟还没有上市。她说，必须

对这些新产品进行管制。

她说：“修订该法规将确保消

费者和销售商受到约束，根据法规

规定，销售者必须获得许可证。这

是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好方法，因为

它所含的尼古丁和其他有害物质低

于卷烟，危害性也小一些。与此同

时，法规也必须保证儿童无法获得

雾化器和电子烟，确保进口商遵守

法规。”

新西兰
菲莫国际计划将卷烟下架

菲莫国际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将公司在新西兰的所有卷烟下架。

据菲莫国际新西兰总经理詹姆

斯•威廉斯称，公司希望新西兰成为

其第一个无烟市场。他说：“在菲

莫国际内部，没有人有继续在新西

兰出售卷烟的动力。”

不过，菲莫国际还不能马上将

卷烟下架，因为这样会迫使吸烟者

从其他烟草制造商处购买卷烟。

威廉姆斯还说，菲莫国际希望

帮助新西兰政府实现到2025年成为

无烟国家的目标。但是，即使在公

司给新西兰卫生部递送了六本活页

夹的科学信息之后，新西兰卫生部

仍拒绝与他会面。

美国
新证据显示Juul电子烟被用于
戒烟

电子烟公司Juul公布了证据，

证明一些成年吸烟者可能在利用其

电子烟装置戒烟。这项研究报告

的首席撰稿人、位于苏格兰的研

究咨询公司CSUR的心理学家克里斯

托弗•罗素说，他认为研究结果显

示，Juul可以被用于戒烟。

这项由Juul公司委托开展，并

于今年3月份发表在《减害》杂志上

的新研究提出，Juul电子烟的成年

消费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至少

可以一个月不吸烟。这项研究还提

出，Juul公司的薄荷味和芒果味电

子烟比烟草味电子烟的戒烟效果更

好。去年秋季，为回应公众对青年

人使用电子烟的关注，自愿从商店

撤出了薄荷味和芒果味（以及其他

甜味与水果味）的电子烟。

印度
德里高等法院维持电子烟和其
他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禁令

德里高等法院维持了对电子烟

和其他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的禁令。

该禁令还适用于电子烟、电子水烟、

雾化器和尼古丁味电子水烟等产品的

进口、制造、销售和分销。

2018年11月27日，电子尼古

丁输送系统制造商和进口商向德里

高等法院申请，对一项海关指令发

起挑战。该指令要求海关确保所有

进口的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都要向

药品监控部门报备，确保落实卫生

与家庭福利部提出的禁止电子尼古

丁输送系统的指导意见。他们还对

2月22日卫生服务部总干事发出的

提议发起挑战。该提议要求印度国

家药品管理部门禁止电子尼古丁输

送系统在管辖区内销售、制造、分

销、交易、进口或推广，除非根据

《1940年药品与化妆品法案》，其

目的和方式得到批准。

VibhuBakhru法官说：“似乎

上文讨论的尼古丁输送装置并没有

作为医疗器械、人类及动物内外用

药品，或是任何疾病诊断器械来销

售。所说的这些产品并没有任何医

疗价值。”

两份文件上批准的电子烟和其

他尼古丁输送系统的禁令都维持到5

月17日，即下一次听证会的日期。

亚美尼亚
卷烟出口额同比增长9.3%	

来自亚美尼亚国家税务委员

会的最新数字显示，亚美尼亚2018

年卷烟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9.3%，

达到了2.662亿美元（共270亿支卷

烟。）大部分卷烟出口到阿拉伯国

家，尤其是伊拉克、阿联酋和叙利

亚。其中145亿支卷烟出口到伊拉

克，价值1.466亿美元。2017年，

出口到伊拉克的卷烟为108亿支（价

值1.123亿美元），约占卷烟出口总

量的54%。向阿联酋出口的卷烟减少

了37%，减少至35亿支（价值3400

万美元），而出口到叙利亚的卷烟

则增长了9.1%，达到66亿支（价值

5560万美元）。亚美尼亚向俄罗斯

出口的卷烟从2017年的3.374亿支

（价值410万美元）增长到了9.006

亿支（价值980万美元）。

来自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委员会

的数字则显示，2018年的卷烟产量

增长了11%，达到316亿支，该国生

产的卷烟中，大约有85%出口到其他

国家。

韩国
中国烟草总公司推出新款加热
不燃烧烟草产品Mok

中国烟草总公司在韩国市场推

出了其新款加热不燃烧装置Mok。

中国烟草总公司说，相比菲莫

国际的IQOS、英美烟草的Glo，以及

韩国KT&G公司的Lil等竞品，Mok更

小巧、更轻便、更便携。Mok的配套

烟支是Coo，据说烟叶含量较高，能

提供类似于传统卷烟的浓郁味道和

香味，而且烟支也比市场上其他加

热不燃烧烟支更长、更粗。

此外，中国烟草总公司还在首

尔高端购物区开设了一家专卖店。

日本
日本烟草公司推出两款Mevi-
us新产品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将于2019年

5月16日开始全国范围内推出Mevius

品牌旗下的两款新品：Mevius名优

薄荷Muscat Green 5（100毫米细支

烟）和Mevius名优薄荷Muscat Green 

One（100毫米细支烟）。

日本烟草产品和品牌部门的营

销副总裁荒木村上（Takashi Ar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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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国会议员提议彻底禁止卷烟进口

马来西亚的一名国会议员在国

会提议，马来西亚应该对卷烟实施

彻底的进口禁令，使马来西亚成为

世界上首个无烟国家。

拿督斯里邦莫达拉丁(京那巴丹

岸区国民阵线议员）说：“鉴于政府

在努力确保非吸烟者不受烟草烟雾影

响，为什么不彻底禁止进口卷烟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彻底无烟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将能

保持健康。”马来西亚目前禁止在所

有的小餐馆和饭店吸烟。马来西亚卫

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阿末博士

说，政府在禁令的初始阶段采取温和

的方式而不是“需实施和执行”的方

式。不过，祖基菲里警告说，今年7

月起，全国5008名卫生官员将会全面

严格执行烟草禁令。

美国
FDA考虑将烟弹和电子烟撤出
市场

3月19日，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

局（FDA）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医

生说，FDA可能考虑将所有的烟弹和

电子烟撤出市场。如果今年的全国

青年烟草调查显示，这些产品在未

成年人中的使用出现增长的话，则

将会实施这一举措。

FDA发布了收紧合规政策的电

子烟销售限制指南草案，因为该指

南草案适用于加香电子尼古丁输送

系统产品，并优先考虑禁售这些产

品，以阻断青年人获得这些产品的

途径。一周后，FDA局长表示可能

考虑将烟弹和电子烟撤出市场。不

过，这个提议不包括烟草味、薄荷

醇、薄荷香味，但这项严格的合规

政策将有效减少加香烟草产品。

说：“Mevius品牌在日本一直非常受

欢迎，是我们公司在过去40年中领先

日本卷烟市场的主要推动力。Mevius

名优薄荷系列产品含100％天然薄荷

醇，击喉感强，因而受到消费者青

睐。”

MentholMuscat Green 5和Men-

tholMuscat Green One都是超细支

Mevius名优薄荷产品的第二系列产

品。

荒木村上补充说：“在挤爆胶

囊之前，这两款新产品的特点就是

100%天然薄荷的味道。挤爆胶囊的

时候，浓郁、令人愉悦的果香麝香

味（muscat）就被释放出来。其包

装以Mevius的签名流线型图饰为特

色，白光从胶囊中散发出来，体现

纯天然薄荷清新的感觉，黄绿色的

圆形图饰描述了从挤爆的胶囊中散

发出的麝香葡萄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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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素诱捕器当之无愧
的烟草虫害监测专家

Borgwaldt	Flavor公司的Contrap诱捕器
【图片由Borgwaldt Flavor公司提供】

如果烟草甲虫或烟草粉斑螟破坏储存的烟叶、加工器械甚至成品时，

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更不用说巨大的成本损失。因此，任何一家烟草公司

都应该持续监测这两种害虫，以便在造成危害之前启动虫害控制措施，这是

常识。害虫几乎可以发生在烟草供应链的任何阶段。有时，它们会进入一个

新的集装箱，将虫卵藏在烟草包里，随之在仓库里尽情孵化。当受感染的烟

叶进入机器时，很快就会影响整个生产车间。如果虫卵或幼虫进入成品，整

个生产批次有可能被尽数销毁。

大约在二十年前，总部位于英国的Barrettine集团与信息素专业公

司Agrisense Limited联合创新，研发了MoBe诱捕器。其下一代产品——

MoBe Combo Mk. 2诱捕器于2010年推出，并逐步淘汰了之前的产品。顾名思

义，“MoBe”是“蛀虫/甲虫”两个词的缩写，该诱捕器旨在专门监测烟草

甲虫和烟草粉斑螟；或者更确切地说，监测这两个物种的成虫阶段。

简单的工作原理令人惊讶
令人惊讶的是，诱捕器的工作原理十分简单——利用生物的生殖本

能。Barrettine集团子公司Barrettine Environmental Health的执行董事

众所周知，任何一家称职的烟草公司都应该持续监测烟草甲虫
和烟草粉斑螟。信息素诱捕器能够评估是否发生病虫害感染，
这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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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ine的MoBe	Combo	Mk.	2商业
包套装含20个诱捕器、诱饵和胶垫

部署在原地的MoBe	Combo	Mk.	2诱捕
器，被贴在了容器壁上

MoBe	Combo	Mk.	2胶垫上诱捕的烟草
甲虫和烟草粉斑螟

【
图
片
由
Barrettine集

团
提
供
】

【
图
片
由
Barrettine集

团
提
供
】

MoBe	Mk.	2诱捕器全球市场分布

（来源：Barrettine集团）

市场区域	 客户百分比
西欧 8

东欧 12

北美 8

南美（包括加勒比海） 7

亚洲 30

中东&北非 10

撒哈拉以南非洲 25

共计 100%

Steven Bailey直截了当地说：“MoBe 

Mk.2使用了针对这两种害虫的性激

素——a.k.a.信息素，这种信息素能

够引诱烟草粉斑螟和烟草甲成虫进入

诱捕器。将浸有信息素的特殊缓释聚

合物垫从密封袋中取出，并放入诱捕

器中，其活性可以保持4-6周。但其

作用远不止这些。诱捕器的设计也能

促进空气交叉流动达到最佳水平，从

而使脚垫发出的信息素得以均匀释

放。“此外，诱捕器的内表面还添加

了挡板，可以减少信息素的挥发性转

移，并减少胶水和诱捕器外壳之间

可能产生的相互干扰，”Bailey阐述

道。实验证明，无论这两种害虫是否

同时存在，信息素之间互不干扰。此

外，该诱捕器已经过独立测试，证明

它可以有效引诱这两种害虫，并优于

许多单一的信息素诱捕器。

胶水让害虫无处可逃
每个诱捕器都配有一个粘性胶

垫，置于放有引诱物的中心位置。

如果没有这种粘性表面，整个装置

将毫无用处。因为烟草甲虫或烟草

粉斑螟一旦意识到这种气味并不是

潜在的交配伴侣释放的，它们就会

四处飞散。但是，胶水让它们无处

可逃。“事实上，我们改进了胶水

配方，使其更加粘稠，同时可在不

同的大气条件下保持稳定。此外，

独特的表面设计使害虫无法从诱捕

器中逃离，”Bailey解释道。同

样，使用非驱虫印刷油墨也是一个

重要特性，否则害虫可能会避开诱

捕器。

适用于所有情况
“MoBe Combo Mk. 2具有多种用

途，它可以部署在烟草供应链的所

有生产环节，”Bailey声称，例如

烟草仓库、集装箱、生产设施和烟

草产品储存地。这是因为它的设置

非常简单，每个包装都附带必要的

说明。“实际上，只需要将信息素

诱捕器从铝箔包装中取出，然后除

去胶水表面的保护纸，并将诱饵放

在胶垫的中心。使用完毕后，将诱

捕器按照原来的位置进行收纳，” 

Bailey解释道。他还补充说“根据

周围的环境及温度，诱捕器可持续

使用4-6周。”必须注意多个诱捕器

的设置方法，以确保最佳的监控效

果。“我们的建议是，每10平方米

应放置一个诱捕器，安装位置应距

离地面约1至1.2米，”Bailey说。

但捕获的害虫数量达到多少时可表

明发生了侵染，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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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gwaldt	Flavor公司销售
管理组经理Niels	Danielsen

Borgwaldt	Flavor公司的
Lasiotrap

【
图
片
由
Borgwaldt Flavor公

司
提
供
】

诱导剂的快速蒸发可能失去功效。而MoBe诱捕器可在这

一温度条件下和建议的时间内持续保持活性。“这确保

了终端用户可在热带和赤道环境中进行烟草加工以及在

供应链区域的广泛适用性，”Bailey称。“MoBe Combo 

Mk.2已经得到主要烟草制造商、生产商和加工商的批

准。”但是，尽管Barrettine的产品几乎遍布世界各个

角落，但该公司仍希望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开发更多销售市场，并打造更好的品牌知名度。“诱捕

器经常[在这些地区]与杀虫剂相互混淆，并且被错误地

归类为杀虫剂，”Bailey解释说。

德国Borgwaldt旗下的两种产品
这家英国公司当然不是唯一一家成功向烟草业销售

信息素诱捕器的公司。德国著名的虹霓（Hauni）集团

子公司Borgwaldt Flavor，可以为全球领先的烟草分销

商、加工商和制造商提供两种与其媲美的产品。该公司

为其诱捕器设计了两种独特的形状，分别命名为Contrap

和Lasiotrap。这样命名有其合理性。“两种设计之间

的差异对于不同的贴装点而言各具优势。例如，我们的

Contrap产品拥有扁平椭圆的形状，这是它的致命武器。

因此非常适合用在承载货物的密集容器中。而具有三角

形形状的Lasiotrap，可放置在仓库和加工区域。不同的

空间对它们来说通常不是问题，”Borgwaldt销售管理组

经理Niels Danielsen解释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Con-

trap不能部署在生产区域，或者Lasiotrap不能放在承载

货物的容器中。“这两种设计只是让用户在有空间限制

的情况下进行挑选，”Danielsen说。此外，Contrap还

可以用在可能发生大量烟尘的特定加工区域。其扁平设

计有助于保护粘性表面免受过多灰尘的影响。

针对害虫特异性靶向的两种诱饵
这两种诱捕器的工作原理与Barrettine的产品相类

似，即在胶粘剂贴片的中心部署信息素诱饵。然而，它

们的明显区别在于，Borgwaldt不是诱饵混合物，而是

两个特殊的胶囊，一个包含针对烟草甲虫的信息素，另

一个包含针对烟草粉斑螟的信息素。将两种信息素单独

放置在胶囊中，可以选择专门监测其中任何一种害虫。

或者，可将两个胶囊一起放入诱捕器中，以便同时引诱

两种害虫。胶囊本身带有微型孔洞，可随时间的推移，

微量缓慢地释放信息素。控制释放量可确保每个诱捕器

在安装后的持续使用时间长达6周。Danielsen说，当需

要对装载在容器中（建议使用Contrap）的货物记录害

呢？Bailey坚持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每个公司。各公司

都有自己的监测要求，其中包括根据其既定操作程序触

发害虫控制处理的阈值。

在高温环境中同样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MoBe诱捕器是少数几种通过37摄

氏度科学测试的害虫监测诱捕器之一。其它诱捕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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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MoBe trap to Japanese cigarette beetle brand ’S’. Athens, 2011

Lassioderm
a beetles trapped

Sample week
 MoBe  Japanese brand’S’  2per.Mov.Avg.(MoBe)  2per.Mov.Avg.(Japanese brand’S’)

测试MoBe	Combo	Mk.	2性能
为了证明MoBe® Combo Mk. 2诱捕器的效果，对其进行了独立测

试，并与日本著名的烟草甲虫诱捕器品牌进行了对比。试验方还对大型

商业设施内的诱捕器进行了评估，并选择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虫害。

•每种类型的诱捕器需进行4次测试，每次测试包含4次小测验（每

种类型的诱捕器需要4×4次检查）。

•随机分配诱捕器，并于每周轮流更换。在距离地面大约1.8米的墙

壁上悬空安装诱捕器，每周更换一次。

•相同试验过程需保持诱捕器之间的距离大于5米，不同的试验过程

需保持诱捕器之间的距离大于10米。

•共进行了两次评估。2011年（春夏季）持续了12周，2012年（春

夏季）持续了8周。

测试结果：MoBe Combo Mk. 2诱捕器的性能与日本著名品牌的诱捕

器相当，特别是在烟草甲虫数量水平较低时。其中，监测烟草甲虫的敏

感性对控制虫害至关重要。

虫数量时，应将该装置安放在靠近门的位置。通常在运输过程中，每个容器

安装一个诱捕器就足以监控害虫。而在存储或生产车间进行监控时，两个装

置之间的安装距离应为15至20米，所需要的诱捕器数量更多。“理想情况

下，诱捕器应安装在墙上、烟草包顶部，或贴在距离地面约1.20米的机器后

部，”Danielsen详细说道。

考虑气候条件
但Danielsen还警告说，必须考虑到周围的气候环境。在温暖潮湿的气

候中，昆虫的繁殖速度可能比温带地区更快。在温带地区，当害虫量较多

时，可能表明已经发生了侵染。但在热带地区，害虫数量的增加可能仍被视

为正常情况。然而，正如Danielsen所建议的那样，无论公司的地理位置处

在何处，精心记录被捕害虫的数量至关重要，“至少每周1次，甚至如果怀

疑有虫害，应当每天记录1次”。“如果害虫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按比例增

加，则应启动虫害控制措施，”他敦促道。灭虫后，可再次部署诱捕器，以

确认灭虫过程是否成功，否则需要重新安装。“借助Lasiotrap或Contrap，

可以大大减少害虫的控制成本，”Danielsen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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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烟市场大“爆发”

为了争取年轻人市场，还有电子烟产品和影视剧及明星挂起了钩。比如某品牌的电子

烟就和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放在一起宣传，买电子烟送电影票，该电影主角、中国演

员——黄觉据称就是个电子烟爱好者。

电子烟所产生的感官刺激（击喉感）、华丽的视觉效果刺激（烟雾缭绕）、不产生烟

草味、多种口味可供选择，以及隐藏着的科技感，这一系列产品属性，正击中了一批年轻人

的消费心理，使其逐步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起来。

不过，年轻消费者的追捧只是电子烟流行的一部分原因，更大的助攻来自资本的强势

介入。2018年，国内已有十几家电子烟公司获得融资，总融资额达数亿元，其中包括了真

格基金、动域资本、源码资本、IDG资本等多家一线投资机构。显然，资本早就盯上了电子

烟，使其成为2019年中国市场的创业“风口”。

资本点燃中国电子烟市场
2018年5月，爱卓依IJOY获得投资者3亿人民币A轮融资；6月RELX悦刻宣布完成3800万

天使轮融资，由源码资本领投、IDG资本跟投；12月，电子烟研发商“智胜致能”完成3000

万元Pre-A轮融资；MOTI魔笛电子烟获真格基金Pre-A轮1000万美金投资。

2018年12月31日，港交所宣布中国烟草子公司中烟国际拟在香港上市。中烟国际在招

股书中表示，其目标是积极开拓新型烟草市场，同时继续加强卷烟出口业务。基于传统烟

过去一年，有不少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抽起了电子烟，其消费大
概占了3成以上，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提高。

中国设计独特的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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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它们处于有利地

位，应把握新兴烟草制品行业的商机。

2019年1月，中国著名手机企业家罗永

浩在发布会上，顺势介绍了一款电子烟产品

福禄（Flow），当月底，在中国电商平台淘

宝网开启预售，售价为299元。同样是1月，

前同道大叔创始人蔡跃栋在朋友圈发布海

报，宣布其创办的电子烟品牌“YOOZ”开启

现货发售，据YOOZ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通

过朋友圈、KOL、网红账号的转发及宣传，

现货销售首日卖出的电子烟营业额便达到

500万。此外，还有五位新媒体创始人（董

事长）联合跨界推出自主品牌电子烟“灵犀

LINX”。

对此，中国有资深投资顾问说，相比传

统烟草市场，未来电子烟销售会出现翻倍增

长。据中国国金证券的报告透露，未来4年

电子烟的整体规模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资本为何青睐电子烟市场？
以资本视角是判断某个行业或项目是否

具备投资价值，高频、刚需、大市场是三个

基本判断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烟原

生于卷烟的需求，所面向的群体高度重合。

中国庞大的卷烟市场对于这三个条件的满足

已经无须赘述。

电子烟同时兼具电子产品与消耗品属

性，尤其是众多创业项目都是聚焦于需要替

换烟弹的“小烟”，因此满足高频持续购买

的条件。
电子烟在中国年轻人中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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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因为好玩儿、时尚，还是因为替烟的需求，无论是否含尼古丁盐，电子烟在

潜意识认知里也已经决定了像卷烟一样都是具备心理、生理层面的成瘾性的，所以对

于转化用户来说也是刚需。

尽管中国卷烟市场的确切营收规模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但根据单箱结构和总销

量来简单估算，这是一个万亿级规模的市场。结合欧美市场电子烟目前10%左右的人

群转化率来粗略测算，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电子烟市场起码是千亿级规模。

外界对于中国烟草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高利润，当然这个说法如果限定于销售毛

利的话那没有大问题，中国烟草的万亿税利，其中的大部头是税的构成。这也是为何

假烟、私烟屡禁不止的原因。所以相比烟草，电子烟还是一个高利润的产品。设备和

烟弹（油）耗材两端，烟油的利润很是惊人。根据笔者接触过的一家烟油企业透露，

烟油销售几倍十几倍的利润很正常，一支小烟的毛利也基本会在100%以上。高利润是

刺激资本进场的直接诱因。

有需求、有能力进场，同时还要看竞争对手是否留下了进入机会。电子烟作为新

兴的、尚且无法定性的新品类、新物种，目前的市场还谈不上什么竞争，这对于众多

想上场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市场。尽管市场已经有许多原本主供出口的电子烟

制造企业启动内销的品牌战略，但对于中国消费者认知来说，目前依旧不存在任何头

部品牌。而且，对于多数中国制造企业来说，企业的重心更习惯于生产环节的利润，

并不想参与下游的竞争，因为制造企业在营销上的短板也就意味着新的成本投入。所

以，面对这样一个初期市场，原本优势就在下游的这些创业者也就有了充分的机会去

各施所长，抢用户、抢渠道、抢终端……

资本躁动下的政策不明
电子烟创业火热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争议。这种既不属于“食品”、又不属

于“药品”的行业产品仍处于监管真空，同样，也让监管变得复杂，但厂商们清楚地

意识到监管者即将介入。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于2018年8月发布《关于禁止向未成年

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并对生产销售“三无”电子烟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2019年1月1日，中国杭州开始正式实行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明确

规定，禁止吸烟场所不仅禁止点燃烟草制品和吸传统卷烟，也禁止吸电子烟。

继杭州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之后，深圳也紧随其后。近日，《深圳经济特区

控制吸烟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在市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升级“控烟令”，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

2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向特区立法会提交《2019年吸烟（公众卫

生）（修订）条例草案》，建议禁止进口、制造、销售、分发、宣传电子烟等另类吸

烟产品，违例者最高可判罚款5万港元和监禁6个月。2月20日，该草案被提交至立法

会首读，其后中止二读，并交付内务委员会跟进。

在今年的央视“3•15”晚会上，刚展现出发展苗头的电子烟被点了名。“标识不

规范”“含有甲醛等有害气体”“危害一点不比香烟少”“缺乏监管”，种种电子烟

行业的问题被曝光。

在某种意义上，电子烟抢夺的是传统烟草的市场份额。监管层不会坐视不管，任

其肆意发展。一旦监管举刀，电子烟未来可能面临政策、加税、发牌照等多重挑战。

巨头高歌猛进，创业者纷纷入场，资本重金押注，电子烟真的会成为中国市场的

风口吗？现状是电子烟还难以与传统卷烟抗衡，但蚕食的速度在加快，且随着传统烟

草巨头的动作，其在电子烟领域也将有所探索。不过，电子烟要进一步打开市场，将

面临更多问题，相对应的法律、政策、标准都尚是空白，这给电子烟埋下了隐患。或

许此次央视315晚会曝光行业发展乱象有利于加速监管政策出台，推动电子烟走上良

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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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英美烟草斥资900万美元在斐济建新厂

英美烟草公司计划投资900万美元，在斐济南迪

（Nadi）的Votualevu建设烟草加工厂。

在奠基仪式上，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伊瓦

霍夫（Alexander Ivakhov）说，这个项目标志着公司向

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彰显了其继续致力于斐济的发展。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署查封假烟制造厂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署突击检查并关闭了位于布纳的

一家非法卷烟制造厂。据称，这家非法烟厂由开伯尔•

普赫图赫瓦省投资委员会副主席的家族经营。

这家工厂一直在布纳生产伪造假冒卷烟，仿制巴基

斯坦烟草公司、菲莫巴基斯坦烟草公司和开伯尔烟草有

限公司的品牌，据说每天给巴基斯坦国家财政造成的损

失高达520万巴基斯坦卢比。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国家税务署突袭假烟厂

孟加拉国国家税务署驻地办事处的一个工作小组突

查了一家位于坦盖尔的假烟厂。这家工厂一直伪装成米

厂开展经营活动。

这个工作小组查获了近三吨加工烟草、过滤嘴，两

套机器，以及高价品牌卷烟的烟盒，经核查，这些烟盒

都是假冒产品。

在进行突袭检查之前，孟加拉国国家税务署收到烟

草制造商的投诉，称有制造商在生产假冒卷烟，逃避增

值税和附加税，影响合法的注册烟草制造商。

西达卡增值税分局（Dhaka West VAT Commission-

erate）表示，假烟厂没有进行增值税注册登记，一直在

伪造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多数卷烟品牌。

美国
查尔斯顿新开一家Indio雪茄厂

最近，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顿新开了一家Indio雪

茄厂，生产销售各种烟草产品，而且还开设了一间雪茄

吧，供客户享用雪茄。

Indio雪茄厂出售哥伦比亚手工雪茄和多米尼加手

工雪茄，均采用厄瓜多尔外包烟叶，味道十分柔和。这

家烟厂还可以设计个性化的雪茄标签，帮助客户庆祝特

别的庆典。Indio雪茄房储存着近30个雪茄品牌，包括高

希巴、Fittipaldi、Macanudo和 Punch。

美国
印第安人保护区烟厂卷烟年产量达11亿支

罗克河烟厂位于温尼贝格部落印第安人保护区，占

地15000平方英尺，每分钟生产5000支卷烟，年产量为11

亿支，销售遍及全美。

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东北部的烟厂，罗克河烟厂

生产火舞（Fire Dance）、One Spirit和银云（Silver 

Cloud）等自有卷烟品牌。这家烟厂拥有几条生产线，生

产火舞和One Spirit等过滤嘴雪茄和斗烟。

所有产品采用一种特制的混合烟叶，是在北卡罗来

纳州种植、加工，并装在220磅重的箱子里运输过来的。

美国农业部称，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最大的烟叶种植

州，去年烟叶产量超过3.31亿磅。罗克河烟厂需要大约

220万磅烟叶。除了卷烟和其他传统烟草产品之外，罗克

河烟厂通过自有品牌Kohu，进入了笔式蒸汽烟笔、电子

烟和电子烟油市场。

美国
G.D美国公司斥资400万美元扩大业务规模

在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帮助下，一家制造高科技烟草

产品生产与包装机械的意大利公司计划扩大业务规模。

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宣布，G.D美国公司

（总部位于意大利）计划斥资近400万美元，扩大和升级

位于切斯特菲尔德郡的业务。诺瑟姆说，这项计划将创

造26个新职位。弗吉尼亚州州长办公室说，这家公司将

有资格通过该州就业投资计划获得州政府提供的补助，

也将有资格享受制造设备的减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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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较为突出的烟草加工设备（如过

滤器、卷烟机或初级加工设备）相比，激光

打孔机通常显得默默无闻。然而，如果离开

它，制造“淡味”卷烟将会相当耗时，打孔

的准确性也会降低。实际上，只有少数几家

供应商可以提供烟用接装纸打孔设备，而德

国公司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虹霓和

Rofin-Baasel（由Coherent公司收购）这两

大公司，但Micro Laser Technology有限公

司（简称MLT）也紧随其后。MLT成立于2000

年，如今，已成为专业激光打孔机设计领域

的佼佼者。“我们为客户提供咨询、规划、

开发、制造一条龙服务，”该公司营销负责

人AxelNäther表示，“对烟草业来说，我们

激光打孔——淡味卷烟
解决方案的最佳选择
对烟用接装纸进行机械打孔早已过时。现代卷烟制造商的首选方案是激光打
孔。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一家领先的激光打孔设备供应商。

MLP-50

的先进应用可以为卷烟接装纸提供激光打孔

服务，也可以使用激光切割包装纸板。”

多种高质量产品选择
该公司的MLP产品系列专门面向卷烟制

造，客户可以根据型号进行离线或在线使

用。最受欢迎的离线设备是该公司的MLP10。 

Näther表示：“它的起价非常吸引人，而

且质量也与[我们]的大型设备相当。”同

时，如果大量生产多种类型的烟草产品，它

可以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大多数客户将一

个或两个[大型]MLP50或MLP50 TWIN系统与

数个MLP10装置一起安装。这样，他们不仅

可以利用MLP50系列的大批量生产性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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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P产品系列

型号	 主要应用	 主要技术规格

（来源：MLT公司）

MLP10

MLP50

MLP50 TWIN

MLP-M

离线烟用接装纸

打孔装置

离线烟用接装纸

打孔装置

离线烟用接装纸

打孔装置

在线卷烟打孔装置

• 单线轴操作

• 适用于小批量生产以及批次测试生产

• 激光功率200W到1000W

• 打孔排数8

• 适用于中型和大型生产批次

• 激光功率1000W到4000W

• 打孔排数最大至20

• 多线轴操作，可自动分割成单线轴

• 适用于大型生产批次

• 激光功率4000W到8000W

• 打孔排数最大至40

• 多线轴操作，可自动分割成单线轴

• 适用于室内卷烟生产设备和实验室设备

• 通常配备超脉冲激光器，峰值功率超过

 1000W

• 各模块每分钟可处理的卷烟量高达8,000多

 支

• 适用于新型烟草产品的多个MLT可用模块

时也可以利用MLP10小规模生产的灵

活性。”该公司的所有离线型号都

是专用于接装纸打孔的独立系统。

此外，MLT还提供在线模块MLP-M系

列，可将该系列集成到卷烟制造机

本身。然而，Näther欣然承认“部

署MLP-M在线系统的频率较低。”他

表示，该公司此前花费了大量时间

用于更新这一模块；自从最近进行

系统升级以来，它可以轻松应对越

来越快的卷烟生产。“现代卷烟制

造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这就是我

们需要为经典的[MLP-M]在线模块配

备更强大的激光光源的原因。”

持久可靠地操作
说到烟用接装纸打孔，这是

制造“淡味”卷烟必不可少的工

艺，Näther解释说。各种离线模

式的设置——例如穿孔行数、孔

径等——可以自由调节，也可以根

据不同的卷烟产品进行自由设置。 

“设置完成后，系统将存储在软件

中，可以从操作员屏幕上选择所需

要的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打

孔设备可以从始至终地完成所有事

情，非常可靠。”从MLP10系统到

MLP50 TWIN系统，每分钟能够轻松

处理的接装纸长达700米，每秒可打

孔数为100万个。“即使每天进行

三个生产班次，我们的系统也不会

出现错误，并始终保持极高的一致

性和稳定性，”Näther声称，并补

充说“这种性能在各方面都超过了

机械打孔设备。”激光打孔的处理

速度极快，处理容量巨大。而旧式

的机械打孔，孔径通常很大，机械

过程也导致孔行分布不均。“现在

用于接装纸的激光打孔是一项非常

成熟的技术，运行成本低，效果出

色，这是机械打孔机根本无法比拟

的，”Näther坚持说。

【
所
有
图
片
由
MLT公

司
提
供
】

一台机器内20个打孔头

离线打孔通风排在线打孔的工作原理：每支卷烟1-2排

【
所
有
图
片
由
MLT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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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领先的打孔机制造商
武汉大族金石凯激光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位于

中国武汉中部的“光谷”。该公司专门从事高功率激光加工

设备的研发、制造和营销，涉及多个行业。其主要用于烟草

行业的激光打孔产品是Han*SGS系列（或者也称为HANSGS）。

该系列包括三个独立的型号：GS-D400/8P、GS-D600/8P和GS-

D2000/8P。组件中使用的激光元件来自Rofin-Coherent，而进

纸机同样由德国公司Beckhoff提供。同时，光学系统棱镜来自

美国公司。整个光学系统完全封闭，无需定期清洁和维护，

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可选的零点装置，确保了水松纸可以全

盘打孔，并在纸张断裂或堵塞时自动停机，保证最高的打孔速

率。最高打孔速度为每分钟864万个，最大线速度为每分钟650

米。该公司是中国激光打孔机领域表现最佳的公司之一。

【
所
有
图
片
由
MLT公

司
提
供
】

MLP-50上的单边筒管切片

堪称典范的客户服务和售后服务
客户满意度是MLT的头等大事。这不仅

可以销售尽可能多的组件，而且公司还会在

现场安装之前对每个系统进行定制设计和测

试。公司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和想法与之进

行深入磋商后，每个系统都将在MLT的研发

机构进行精确的测试。“这意味着在交付最

终的新系统之前，我们实际上还生产了用于

服务第一批客户的[测试]系统，”Näther详

细说明。该公司的服务还不止于此。“我们

还会派遣一名技术服务工程师在现场配置和

安装系统，”Näther说道，并补充说“客户

购买并安装运行MLP10和MLP50可以在两周内

完成。“然而，配置较大的MLP50 TWIN可能

需要更多时间，也许要四周，”他承认。安

装后的最终步骤包括MLT技术人员“在客户

前期生产期间”进行全面监督，并且如果需

要，对客户自己的员工进行全面培训。“但

是，是否需要培训取决于客户。他们中的大

多数已经拥有我公司系统的大量操作经验，

只需新订购机器。”MLT为其所有解决方案

提供的售后服务通常包括24个月的保修期、

维修协议以及通过协商后达成的独立扩展服

务。“但我们通常建议客户至少每年进行一

次现场维修服务，”Näther说。

不断涌现新想法
尽管烟草行业只有少数专业激光打孔

供应商，但Näther仍表示该行业竞争激烈。 

“我们不仅要与其他供应商竞争，也必须了解

客户的想法或解决方案，”他说，“并非所

有想法或解决方案都能实现......如果都要实

现的话，有时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这些都迫使

MLT不断构建新的产品理念，开发新的想法以

保持竞争力，并为市场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虽然Näther拒绝透露其公司在全球具体的市场

份额，但他透露，MLT的系统“在亚洲、西欧

和东欧市场所占比例大致相等”。但他也表

示，由于亚洲拥有数量集中的卷烟制造商，

因此那里是该公司的主要市场之一。“对于

我们来说，中国尤为重要，因为该国巨大的

吸烟人群对卷烟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们的设

备已经开始在那里运行，未来也会有良好的

业务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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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熏蒸害虫防治法
在烟草行业中，磷化氢熏蒸法仍然是一种严谨的害虫防治法。当然，这里
还有其它替代方案可供选择。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德国ThermoNox	
GmbH公司。

如果烟草甲虫（lat.Lasiodermaserricorne）或烟草粉斑螟（lat.Ephestiaelutel-

la）在仓库中肆虐成灾，或在生产板材和机器中大量繁殖，磷化氢熏蒸法是最常使用的处理

方法。该方法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因为待处理的区域必须是密封的。磷化氢是高毒性气

体，处理后数天内不得有人员进入消毒区域，导致生产停工时间过长。此外，熏蒸处理后需

要额外的时间通风散气。但是，也有其它方案可以避免这些麻烦。一种是热处理：即使用至

少80摄氏度的高温杀死入侵的害虫——但有可能在此过程中损坏制造设备或原材料。另一种

方案是低氧或化学净处理（参见边框说明），但其使用时间和地点会受到限制。

最初应用于磨坊害虫防治
ThermoNox GmbH公司提供了一种温和的替代方案——低热处理。该公司老板兼总经理

Martin Hofmeir称，这种获得专利和商标的灭虫系统由电热炉和特殊的风扇构成，并巧妙地

组装在一起。起初，大约在1993年至1994年间，这一系统用在Hofmeir的谷物碾磨机中，用

来防治面粉和水稻甲虫。几年后，该系统进入了面包店和其它食品加工厂，并得到了酒店行

业的认可。事实证明，ThermoNox还可以消灭臭虫以及潜伏在酒店房间或餐厅中烦人的臭虫

和害虫。“从2000年开始，我们从酒店行业获得了第一个灭虫合同。与此同时，酒店行业成

为继食品制造业之后的第二大客户，”Hofmeir回忆道，烟草行业之所以排在第三位，仅仅

是因为“周围的烟草公司数量略少于其它行业。”

ThermoNox老板兼董事总经理Martin	Hofmeir和他的“孩子们”【图片由ThermoNox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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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设施处理期间被塑料薄膜包裹的受
侵染的烟草机器。可以从前面看到
ThermoNox的装置

【
图
片
由
ThermoNox公

司
提
供
】

消灭烟叶害虫
非熏蒸害虫防治选择方案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是BASF的

Carifend系统。该系统专为保护储存在仓库内的烟叶而设计。它是唯一一个能

够提供连续、预防性保护的害虫控制系统，无需使用传统的磷化氢熏蒸。此

外，Carifend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杀虫净应用技术，可以帮助减少熏蒸剂对烟叶

的影响。根据BASF的说法，经过特殊开发浸渍的杀虫剂，在保护储存烟草方

面，已被证明杀虫率高达100％。BASF为Carifend配置了个性化的统包服务，包

括设计、制造、安装、系统监控和处理。然而，该方法不适用于对烟草机械设

备进行害虫防治。

（来源：BASF网站）

CORESTA助力口碑营销
实际上，该公司从未将其害虫

防治产品积极地向烟草行业推广。 

“事实上，当我们的第一个烟草客户

就病虫害感染问题向我们寻求帮助

时......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

我们的，”Hofmeir说。该公司的第

一个客户是英美烟草公司（BAT），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美烟草在德国

南部城市拜罗伊特的一家生产工厂。

该工厂使用ThermoNox解决方案灭虫

获得了成功。奥地利国家烟草公司很

快成为下一个大客户。随后，奥地利

塔巴克负责害虫防治的执行官Franz 

Rappl就此事向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

作中心（CORESTA）提交了一份详细

报告。这一事件促使大型烟草公司进

一步开展灭虫行动，其中包括日烟国

际和菲莫国际。

与虹霓达成合作
向CORESTA报告提交后，2007

年，领先的烟草机械制造商虹霓公

司（Hauni）邀请ThermoNox公司来

到汉堡，在其设备上进行灭虫测试

项目。正如Hofmeir所说，该机械

制造公司对结果非常满意，正式认

可ThermoNox是“适用于所有虹霓

机器的有效灭虫方案”。“据我们

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害虫防

治方案获得虹霓公司的认可。”这

种认可提醒了更多的烟草客户关注

ThermoNox方案（当时用途还相对模

糊）。该方案启动20年后，Hofmeir

称其公司已经“成功地为全球约15

个国家/地区的烟草行业提供Ther-

moNox灭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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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遍布全球
当然，合作伙伴并非全部来自ThermoNox的家乡——

巴伐利亚小镇Fahlenbach。相反，该公司已与全球各地

的经销商和服务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伙

伴都“已经获得了我公司灭虫方案的许可”，Hofmeir

说。Hofmeir还详细说到：“目前，我们公司的服务遍布

全球各个地区，特别是在西欧、东欧，以及墨西哥、日

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合资企业。他补充说，“大约17年

前，我们与日本福冈的SAN-EI建立合作，他们代表我公

司处理整个亚洲市场。”ThermoNox系统已经出售给多个

亚洲国家进行使用。“例如就在不久前，我们在菲律宾

完成了两个项目，”Hofmeir回忆道。

极其简单的操作和维修
磷化氢熏蒸需要拥有相关执照的人员执行这一危险

程序。而Thermonox方法可由任何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

操作，包括工厂的技术人员。“如果想由工厂内部人员

进行处理，可随时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咨询获取相关指

导，”Hofmeir说道。但是，他只建议在较小区域（如单

间）中由工厂员工操作。对于整个工厂车间，他更建议

派遣Thermonox技术人员进行操作，确保设备和热量分配

炉的正确安装和配置。尽管如此，任何工厂的技术人员

都可以轻松完成定期系统维护和工作状态检查。“我们

的设备只有很少一部分部件较易磨损，”Hofmeir自豪地

解释说，“所有的ThermoNox机器都未出现故障，数十年

前安装的系统仍在使用。”

谨慎安装，确保高效率
ThermoNox基本对烟草甲虫和烟草粉斑螟的各个发

育阶段，即卵虫、幼虫和成虫都非常有效。其原因是，

几乎所有的昆虫物种都具备特定的气温高易感性。“昆

虫不能通过排汗来调节核心温度，只能根据周围的气温

进行自我调节，”Hofmeir说。一旦气温达到50摄氏度以

上，它们体内的蛋白质就开始凝固，这基本上会致其死

亡。典型的ThermoNox灭虫周期为24至48小时。该方案持

续使用低热量，在风扇和通风管道的作用下不断循环。

对于防治效果而言，单个电热炉（以及地板风扇等辅助

设备）的正确安装至关重要。“产生的热量必须以某种

方式分布，才能对昆虫产生致命影响。”

局限性
但ThermoNox害虫根除效能方案也有一大局限性。 

“无法对烟包进行害虫根治。紧密堆积的烟叶就像一个

绝缘体，施加的热量不能深入到足以消灭烟草甲、虫卵

或幼虫的地方，”Hofmeir承认道。然而，当在大型工

厂车间使用时，ThermoNox可以带来相当有益的影响”。

该设备在35至44摄氏度的预热阶段可以模拟昆虫适应的

夏季温度；换句话说：交配季节的温度，这会引诱它们

离开藏身处。当灭虫设备识别出灭虫效率最大化的场所

时，即可采取适当行动——例如将ThermoNox集中安装在

这种特定区域。

ThermoNox相较于常规熏蒸的优势

（来源：ThermoNox公司）

对人类和环境完全无毒

未观察到一些熏蒸剂的耐药性

可致死昆虫发育的所有阶段（卵、幼虫、成虫）

对任何机械均有最大穿透力

无需大量的预处理绝缘

无需后处理曝气

可自由进出经处理的区域

方便使用，无需许可执业人员

当害虫无法呼吸时
排净烟叶中的氧气就会让害虫窒息死亡，这听起来

很简单。某些供应商提供了这种有趣的磷化氢熏蒸替代方

案。这些方案被称为低氧处理或氮处理。处理过程非常直

接：将被虫害感染的烟叶隔离在一个特殊的处理室内（或

者在一个密封的塑料箔帐篷下）。在规定时间内，氧气

被氮气所替换，最终导致害虫死亡，包括它们的幼虫和虫

卵。在烟草产品运输前或运输后，可以优先使用该方法。

但也可以应用于仓库中的烟叶包。其缺点是，如果需要在

某些位置上建立固定处理室，投资成本可能会很大。在仓

库中使用临时塑料薄膜帐篷时，由于必须反复组装和拆

卸，以分批处理大量烟叶，因此可能会相当费力。此外，

单个灭虫操作持续时间长达48小时。然而实际上，该方法

可以保证100％的灭虫率——当然它也对人类和环境是完

全无害的。

某个初级加工厂内在运作的ThermoNox装置

【
图
片
由
ThermoNox公

司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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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WHAT?

津巴布韦
称重和拍卖场费用均上涨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提高了称重费用和拍卖场

费用，从上季度每捆4.50美元增至

本季度每捆7.70美元。

烟农必须接受的其它收费项目

包括0.75％的烟草税、0.8％止损指

令税和农业部征税（每公斤0.875美

元）。3月19日，该委员会将每捆烟

叶的拍卖价定为12RTGS（实时全额

结算系统，合4.50美元）。3月22

日，继续上调。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该委员会

此举将影响烟叶种植的可行性。并

补充说，拍卖价格与美元挂钩，违

反了2019年《33号法定文件》，该

文件规定拍卖价格应以实时全额结

算美元为准。

该委员会发言人Sheunesu Moyo

将拍卖价格上涨归因于拍卖场成本

结构的上涨。业内人士担心，由于

通过拍卖场销售的烟叶约占总量的

20％，收费的增加可能会进一步减

少销量，从而使更多的种植者进入

收费较低的合约拍卖场。

泰国
烟农寻求政党帮助应对税收上涨

烟农呼吁各政党帮助减轻40％

的消费税对卷烟的影响。这一税收规

定预计将于今年10月1日开始生效。

碧差汶白肋烟农协会会长Songkran 

Pakdeejit会见了五个政党的代表，

讨论新税率对烟农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消费税结构，无论

卷烟售价如何，都要征收交易量税

和增值税。增值税分两种税率：建

议对每包价格低于60泰铢的卷烟征

收零售价的20％；每包价格超过60

泰铢的卷烟征收零售价的40％。一

旦新税率生效，60泰铢或低于60泰

铢的卷烟每包税额将增加至售价的

40％，该税率也适用于每包价格超

过60泰铢的卷烟。这会导致卷烟零

售价格上涨。该协会预计每包卷烟

零售价格将上涨30泰铢。

Pakdeejit称，北部、东北和

中部地区约有5万户烟农正在艰难

应对逐年增加的卷烟税率。他还表

示，较高的价格和随之而来的销量

下降，将影响泰国国家烟草管理局

（TAOT）的卷烟生产和销售量，进

而减少对农民的收购配额。

津巴布韦
取消2%的电子转让税

津巴布韦对烟草拍卖场的所有

交易取消2％的电子转让税，预计

交易量将会增多，烟叶拍卖价格将

开始稳定。由于一些烟农持观望态

度，销售季的成交量逐渐放缓，其

他烟农也对低价成交感到不满意。

第一捆烟叶的成交价格是每公斤

4.50美元，比上一季第一捆成交价

低40美分。

免除2％电子税的交易行为包

括：个人手机钱包和银行账户之间

的资金转移，用于购买电力的移动

货币信托基金转移，津巴布韦矿产

销售公司（MMCZ）与矿业公司之间

的资金转移，以及Fidelity Print-

ers and Refiners公司与黄金生产商

或销售商之间的资金转移。

此 前 ， 烟 草 商 人 和 拍 卖 场

运营商曾通过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要求政府取消2％的电子

税。他们认为该税收将会严重损害

他们的利益。由于他们与MMCZ以及

Fidelity Printers and Refiners

的运营方式相似。因此，后两者也

希望能免除2%的税款。

柬埔寨
烟叶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柬埔寨农林渔业部数据显示，

尽管该国已获得向越南提供免税和

无配额烟叶的出口政策，但2018年

烟叶种植面积仍有所减少。

柬埔寨上季度烟叶产量7454吨，

与前一季度的9089吨相比，减少了18

％。而全国烟叶种植面积也从6859公

顷降至5743公顷，减少了16％。

特本克蒙省的Kroch Chhmar是

该国最大的烟叶种植区。该区农业

办公室负责人Sum Ra表示，由于市

场波动，烟叶种植面积在过去几年

中不断减少。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柬

埔寨向越南出口了1200吨烟叶，总

价值为237万美元，比2016年增长24

％。2016年出口量为989.75吨，总

价值为191万美元。除出口外，烟农

还向英美烟草（柬埔寨）有限公司

“我不打算对FDA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做
任何大的改变。我计划保持FDA在每个领
域现有的行动方针不变，并全力以赴。”

——诺德·沙普利斯，FDA代理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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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烟叶。这是一种“合同农业”

制度，较之出口越南，该制度可为

烟农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菲律宾
呼吁向有执照的贸易商出售烟叶

国家烟草管理局（NTA）呼吁所

有烟草种植者向有执照的贸易商出售

其产品，以确保市场价格的公平。

据NTA负责人Luzviminda Pa-

dayao称，在Batac市和Currimao

镇，至少有两个经NTA许可的采购

站，烟农可向此处出售产品。

“我们无法控制前往村庄购

买烟叶的无执照商人，”Padayao

说，“这些NTA许可的采购站受到规

定交易形式的监控，例如购买发票

单据（PIV）和购买凭证。”

Alyansa Dagiti Mannalon 

iti Ilocos Norte公司代表Genaro 

dela Cruz表示，由于实施了《包

容性税务改革法》(TRAIN)，烟叶

价格将上涨至每公斤128菲律宾比索

（PHP），这对他们的生产成本影响

很大。目前，烟叶价格每公斤60到

75菲律宾比索不等。据NTA农场和

技术服务部门称，如果烟叶种植者

参加由当地政府支持的合同增长计

划，他们每公顷的平均净收入可达7

万菲律宾比索。

肯尼亚
农民重新种植烟叶

经过三年的停滞状态，农民现

在又开始重新种植烟叶。许多人再

次从烟叶种植中获益，正如数十年

前那样。当时，由于最大的烟叶买

家联一国际（Alliance One）关闭

了位于Migori县的收购站，并搬迁

到坦桑尼亚，许多农民开始大规模

种植甘薯和高粱。

现在，新买家Platinum Tobac-

co 和东非烟草公司出现后，农民又

开始种植烟叶。由于销售烟叶的收

入比销售甘薯多10倍，因此烟叶种

植的吸引力显而易见。

肯尼亚农民种植两种烟叶，基

于STV技术的烤烟和DSP技术的明火

烤烟，这是根据烟叶收获后的保存

方式进行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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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烟：举足轻重
却也默默无闻

如果将烟叶比作一个大家庭，白肋烟是备受欢迎的长子，弗吉尼亚烤烟是经常外出追

求时髦的次女，香料烟则是安静谦逊的妹妹。尽管香料烟是多种混合型卷烟的重要成分，但

与耀眼的“兄弟姐妹”相比，它很少能够得到同等重视。香料烟主要供应商明星农业科技国

际公司（Star Agritech International）的烟叶运营经理YiğitÖzkurter表示，在某种程度

上，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足称道。首先，全球香料烟产量远远低于其他知名烟叶品种。其

次，与其它烟叶类型相比，这种作物只能在相当有限的几个国家种植，导致香料烟寂寂无

闻。最后，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与过去几年的产量下滑也是重要原因。

与众不同的香料烟
但Özkurter坚持认为，香料烟与其它烟叶品种不一样。这种作物具有其它烟叶无法提

供的独特香气。因此，它是优质美式混合型卷烟、电子烟、某些烟斗烟丝、手卷烟/自卷烟

（RYO/MYO）以及加热不燃烧（HNB）烟草制品的主要成分。Özkurter表示，通常来说，香料

烟的主要供应国是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还有泰国、印度、阿尔巴尼亚和独联

体国家（例如俄罗斯），这些国家均种植特定的香料烟品种，尽管在数量上有很大差异。中

国多年来也一直在种植香料烟，但在培育种子活力方面经历了许多挫折。无论中国的香料

尽管全球对香料烟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各地区产量却急剧下降。一些主要贸
易商认为，应对香料烟给予足够的重视。

香料烟烘烤【图片由声望烟叶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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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烟叶运营经理Yiğit	
Özku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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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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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产量有多少，都悉数用于国内烟草业。因

此，中国必须从其它地方进口大量香料烟。

香料烟产量下滑导致严重稀缺
过去十年中，全球香料烟市场出现了

相当大的波动。“土耳其仍然是全球最大

的香料烟生产国，占世界供应总量的65％左

右，”Özkurter解释说。但土耳其国家烟酒

专卖局(TEKEL)于2008年完成私有化后导致

香料烟产量急剧下降。“[私有化]意味着

TEKEL不再保证以高价补贴购买农民的香料

烟，”Özkurter说。“这导致香料烟产量大

幅下降，之前的年产量为2.5亿公斤，私有

化之后，三年内的产量只有5000万公斤。”

此外，其它国家香料烟产量下降，进一步加

剧了已有的不利局面。因此，香料烟的价格

几乎翻了一番，尤其是伊兹密尔（İzmir）品

种（优质美式混合型卷烟的核心成分）成为

卷烟生产中最昂贵的烟叶品种之一。

严重的供应瓶颈？
更糟糕的是，加热不燃烧产品在两三年前横空出世。由于香料

烟也是许多加热不燃烧混合型产品的关键成分，跨国公司（包括推

出iQOS设备的菲莫国际）不得不额外采购香料烟，以确保充分供应

卷烟生产以及新推出的加热不燃烧产品。“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全

球对香料烟的需求低于现有的供应量。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情

况变得截然相反，”Özkurter评论说。为了说明当前香料烟的货源

有多么宝贵（并非因产量波动所导致），他说，“即使中国的香料

烟消费仅仅增加5％，也可能消耗掉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

顿的总产量。”虽然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都不太可能发生，但Öz-

kurter仍然推测“中国确实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严重的供应瓶颈”。

杰出的混合香味伴侣
与此同时，总部位于香港的声望烟叶贸易有限公司（Pres-

tige Leaf Trade Limited）自1995年以来，一直进行香料烟贸易

活动。“我们每周都会处理香料烟订单，因为它是高品质卷烟的关

键香味成分，并能与混合物中的其它香味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董

事总经理ZaferAtici说。他在烟草行业的职业生涯已经超过26年。

虽然Atici不愿透露其主要供应国，但《亚洲烟草》推断他正在频

繁访问印度、泰国、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Atici估计，伊兹密尔

品种——主要种植于土耳其，印度也有少量种植——约占全球香料

烟产量的40％。此外，普里莱普（Prilep）品种（主要来自马其顿

和泰国）和巴斯马（Basma）品种的产量（主要来自希腊）分别约

占20％和15％，而Katherini、Samsun和Krumovgrad等其它品种仅

占5％左右。目前巴斯马成为中国唯一一个种植得还算成功的香料

烟品种。

主要香料烟品种和全球主要产地

（来源：声望烟叶贸易有限公司）

品种	 主要产地
伊兹密尔 土耳其、印度

巴斯马 希腊、中国

普里莱普 马其顿、泰国

Samsun 土耳其

Katerini 希腊、土耳其

Krumovgrad 保加利亚

本地品种 独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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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取消补贴	农民弃种香料烟
有关香料烟日益稀缺的现象，Atici与Özkurter观点一致。他

坚信，在过去几年中，香料烟产量明显下降。他还赞同，国家烟草

专卖局的私有化——不仅在土耳其，希腊和保加利亚也是如此——

也对此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Atici认为，至少还有一部分责任

应当归咎于欧盟补贴政策的取消，这对于许多小型种植户而言，香

料烟的种植对其不再具有吸引力。“由于取消了补贴]巴尔干地区

大量农民彻底放弃了种植香料烟，”他说。这非常不幸，因为在目

前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这一发展态势将会危及未来香料烟的安全供

应。“毕竟，香料烟需要干旱的天气和极其特殊的土壤才能茁壮成

长——这些条件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国家，”他解释道。“香料烟是

一种对生长环境要求较低的作物。由于它对水分和施肥要求极低，

且采收后只需晒干，因此人们又称它为环保作物。”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种植香料烟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比种植白肋烟和

弗吉尼亚烤烟所需的工作量还要多。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欧洲

种植国，这意味着巨大的开销成本。因

此，Atici详细说道，在欧盟和国家烟草专

卖局的补贴取消之后，许多农民放弃种植香

料烟，转向其它更有利可图的作物，这一选

择不足为奇。但是，如果像印度和泰国这样

的亚洲国家决定填补这一缺口并扩大香料烟

产量，那么这可能成为摆脱这一难题的途

径。毕竟，这些国家的某些农田确实非常适

合种植香料烟，而且劳动力成本很低。“由

于干燥的天气和贫瘠的土壤，这些国家的某

些地区几乎不能种植其它烟草品种……甚至

少许收入也可以为那里许多贫困的农村地区

带来巨大变化，”他建议道。

印度农民穿过香料烟幼苗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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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fer	Atici（右二）检查经压缩的香料烟，以备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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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香料烟作物
报告

土耳其2016年香料烟产量为7600万

公斤。具体而言，伊兹密尔品种的产量

为5300万公斤，其中5200万公斤用于出

口，均价为7.09欧元/公斤。

马 其 顿2 0 1 6年普里莱普和雅卡

（Yaka）品种产量下降至2800万公斤

（据估计），而2015年同期产量为3300万

公斤。其次，马其顿香料烟总产量为土

耳其总产量的47％，位居第二大生产国，

比世界第三大生产国希腊的产量多50％。

顶级普里莱普AB品种的价格高于3欧元/公

斤，与土耳其伊兹密尔品种的价格持平。

希腊2016年收获了大约1850万公斤

的经典香料烟，其中包括大约1200万公

斤的巴斯马和约650万公斤的Katerini。

据说巴斯马和Katerini的产量因天气干

燥而有所下降。但通过一些补救办法，

仍然创收了优质的Katerini和高于平均

质量的巴斯马。

保加利亚的Krumovgrad和北保加

利亚品种在2014/15年产量达到1600万

公斤，而2015/16年的产量仅为1200万

公斤。由于该国的政府烟叶种植补贴政

策尚未明确，这两个品种的定价一直很

低。农民一直对此持反对意见，并声称

这一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来源：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2018

年10月发表的信息；《亚洲烟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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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美烟草公司招募新董事长

英美烟草公司正在招募接任

Richard Burrows的新董事长。

Burrows任英美烟草董事长近

10年。1988年，他在爱尔兰制酒公

司担任董事总经理，旗下有高级威

士忌品牌尊美醇（Jameson），当时

该公司被法国企业保乐力加（Per-

nodRicard）收购，后来又被健力士

的母公司大都会公司（如今的帝亚

吉欧集团）恶意收购。此后，2000

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集团的联合执

行官。

英美烟草在最近发布的年报中

表示：“董事会已谨慎考虑董事过渡

一事，以确保有序继任，并已优先安

排行政和财务总监继任计划，2019年

已生效。在新的一年，董事会将密切

关注董事长继任计划，以及公司治理

新准则的职位需求。”

每周喝一瓶红酒相当于每周吸
5-10支卷烟

每周喝一瓶红酒带来的癌症风

险，相当于每周吸5-10支卷烟。

《英国医学委员会公共健康》

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预测，在非吸

烟者中，每周饮用一瓶红酒，将使男

性癌症风险增加1%，女性则为1.4%。

研究带头人Theresa Hydes博

士，来自南安普顿大学医疗服务系

统基金会消化内科。她表示：“我

们将卷烟和酒精饮品进行估算，利

用过去对吸烟影响的成功的信息传

送来传达酒精可能导致的患癌风

险，藉此作为衡量。我们希望用卷

烟来作参照物，可以更有效地进行

信息交流，帮助个人选择更明智的

生活方式。”

药物成瘾方专家兼波士顿大学

公共健康学院的社区健康科学系主

任Richard Saitz博士，并未参加上

述研究，但他表示酒精和癌症风险

之间的关系很少被讨论，虽然酒精

是已知的致癌物。他说：“如果告

知人们一定量的酒精相当于一定量

的卷烟，这有助于公众认知癌症风

险。”

全球
不健康饮食致死率大于烟草

由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并在

《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

现，不健康的饮食要为全球约1/5的

死亡负责，高于其他所有的健康风险

导致的死亡数量，包括烟草使用。

该研究于1997年至2017年，在

全球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做了饮食

习惯研究。研究人员发现食盐、全

谷物和水果食用量不当导致2017年

超过半数的饮食相关死亡。饮食中

缺乏坚果、籽实、蔬菜和欧米茄-3

脂肪酸，与饮食中摄入糖过量在全

球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死亡。

加拿大
利用烟株生产治疗性人类蛋白

加拿大西方大学和劳森健康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烟株作为“绿

色生物反应器”，生产富有治疗潜

力的抗炎蛋白。

烟株一直被用于制造大量的人

类蛋白，即白细胞间介素37（IL-

37）。这种蛋白质是由人体肾脏天

然产生的，但非常微量，它具有强

效的抗炎和抑制免疫特性，有助于

治疗一系列的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紊

乱，例如II型糖尿病、中风、老年

痴呆症和风湿性关节炎。

该研究首次显示这种功能性人

类蛋白可以从植物细胞中提取。“烟

株有望用于制造药物，而且比当下的

方法更加便宜，”西方大学生物学院

副教授兼劳森健康研究所科学工作者

Shengwu Ma博士指出。“烟草很高

产，并且我们可以在两周内暂时改变

其植株来提取这种蛋白质。”

西方大学舒立克医学和牙科学

院教授兼劳森健康研究所的科学工

作者Tony Jevnikar博士表示：“这

种蛋白质是体内的一种炎症调节因

子，且已经在临床实验模型中显示

对很多疾病有治愈效果。人体肾脏

产生IL-37，但远远不能让我们摆脱

炎症损伤。”

美国
陶朗CEO获得欧洲最佳商业领
袖奖

陶朗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Ste-

fan Ranstrand获得了国际荣誉，其

领导和合作战略获得认可，被欧洲

权威CEO大奖授予“可持续资源管理

行业最佳CEO”头衔。

今年是Ranstrand担任陶朗CEO

的第十个年头，他带领公司走在不

断变革的路上，将一个松散的实体

集合改变为强大的统一品牌。陶朗

如今是全球公认的食品、资料回收

和采矿业在逆向自动售卖技术和传

感器分类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者。

犹他州成为第八个将最低吸烟
年龄提至21岁的州

犹他州长Gary Herbert于2019

年3月底签署了HB324号法令，该州

就此成为第八个强制实施最低吸烟

年龄为21岁的州。实施该法令的州

还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

马萨诸塞州、俄勒冈州、夏威夷

州、缅因州和弗吉尼亚州等7个州，

以及400多个城市和郡。

然而，今年初，在立法会会期

之前，美国癌症学会行动网络（简称

ACS CAN）宣布反对该法令，表示这

是对年轻人的处罚，应阻止其他郡和

城市通过类似烟草法令，而应在两年

内分阶段引入。另外，ACS CAN的政

府关系负责人Brook Carlisle，对军

队成员及其家属豁免表示担忧，他说

这种豁免与美国国防部的目标相悖，

也不能维持军队成员的健康。

ACS CAN还宣布反对其中的优先

购买权条款。该条款防止城市强制

实施不同的年龄限制，但从烟草零

售行业获得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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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2019年末将出台《控烟法》

今年年底一项新法律即将出台，将对所有烟草相关

产品和禁烟区域进行监管。卫生部长Datuk Seri DrD-

zulkefly Ahmad透露，卫生部目前正在起草一项新法

律，有望于年末完成，然后提交至总检察署。法律暂定

名为《控烟法》。目前，马来西亚的《食品法》管控着

烟草制品，而《毒品法》管控含尼古丁的蒸汽产品。

美国
薄荷烟遭限后烟草商店数量翻番

2019年4月的一份报告揭示，在2018年确定了薄荷

烟只能销售给成年人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烟草商店数

量增加了一倍多。

烟草商店的数量从25家增至52家，其中许多商店是

便利店分隔出来或增加了一个隔间用于向21岁及以上的

消费者销售烟草产品。

2017年，该市议会投票决定限制烟草商店和烈酒商

店销售薄荷烟产品，不论哪种商店都不能向未成年人销

售。因此便利店主等申请开设独立的烟草商店。店铺申

请数量猛增促使议会宣布一年内暂停批准新营业许可。

该禁令即将于今年夏季失效。

雷诺美国公司前总裁加入帝亚吉欧集团董事会
雷诺美国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ebra Crew被委任加

入帝亚吉欧集团下属健力士公司的董事会，并出任非执

行董事。加入雷诺美国之前，Crew在百事可乐公司的北

美营养部门担任总裁，以及在美洲地区饮料和西欧部门

担任总裁达5年之久。在此之前，Crew曾在卡夫食品、雀

巢和玛氏公司任职。

Crew目前任职于史丹利百得、纽维尔品牌和吉百利

的母公司Mondēlez的董事会。

南非
烟草公司税务记录清白

南非烟草协会（TISA）会长Francois van der 

Merwe为协会的烟草公司成员辩护，指出他们的成员中没

有一家违反南非纳税义务。 “这是缴税人和收税人之间

的问题。TISA是南非合法工业的代表，所有成员均鉴定

合格，没有一家违反南非的法律，”Francois van der 

Merwe如此提到。

《星期日泰晤士报》此前报道南非国税局（SARS）

追缴英美烟草南非公司未交的税，为此Van der Merwe

做出上述反驳。英美烟草南非公司回击了该指控，并表

示，实际上南非国税局还欠了该公司3000万南非兰特的

退税未返还。Francois van der Merwe称，南非国税局

察觉到了“非法经营者用卑鄙手段来转移针对真实情况

的注意力”，便于开展非法卷烟贸易，今年非法贸易使

该局损失了至少80亿南非兰特。“你或许看到了英美烟

草因销量下降不得不裁掉300个工作岗位，这些交易都流

向了非法经营者手中，他们不缴税，因此其产品价格非

常低，”他说。

美国
席格：控烟运动会引发公共卫生事故

控烟专家、公共卫生研究者、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社区卫生教授迈克尔•席格博士称，一些控烟运动的

参与者在对公众说谎，夸大了电子烟等烟草替代品的风

险。席格表示，公共卫生和控烟事业应该建立在“对公

众撒谎大错特错”的原则上。但近些年来，我们行动的

中心价值变成了反对蒸汽电子烟，控烟运动很大程度上

弃真相于不顾。他表示：“一种近乎清教徒式拘谨的无

能驱使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能从尼古丁中获得

愉悦感，而尼古丁不一定会害死人。我们把妖魔化蒸汽

电子烟当成了控烟运动的唯一目标，直接牺牲了我一直

认为该是我们首要目标的东西——让吸烟成为历史。”

图中人物从左至右分别是：Max	Schlatterer（ESBAND）公司的Jens	Faerber和Willi	Miller；Boegli	Gravures公司的Charles	
Boegli；Messe	Intl公司的Candas	Carmen；Dortmund；Hitkari	Multifilters公司的Arun	K.	Hitkari和Arjun	A.	Hitkari；SWM
公司的Jean	Lorber；Union	Paper	Mills公司的Niraj	Shrivastava；Hitkari	Multifilters公司的Ashok	Bhandari；以及《亚洲烟
草》的Glenn	Anthony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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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中国“烟王”如何
打造出著名卷烟品牌

中国“烟王”褚时健

消息迅速在中国互联网上传开，人们

不禁追思这位传奇老人，更是对他70多岁

开始种植橙子，最终创立享誉中国“褚橙”

品牌的事迹，充满了敬佩之情，而“褚橙”

只是他人生后半段的轨迹。翻开褚时健的履

历，1979年-1994年，对于他来说，或许更

是浓墨重彩的一段岁月。在这15年间，褚时

健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卷烟，使玉

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

大型烟草企业。

褚时健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就不得

不回到那段岁月的最初，一探究竟。褚时健传

记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去玉溪卷烟厂

报道前，褚时健对妻子说，“去烟厂，有点

2019年3月5日，原中国云南省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

怕”。这“怕”并不是褚时健对陌生行业和陌

生工作环境的“怕”，而对应的正是当时玉溪

卷烟厂的境况：一个疲沓的中国老国营工厂，

人事上，厂内派系林立，决策极慢，执行力极

差；产品上，品牌众多，却都是中下等烟，同

质化严重，“拳头产品”——“红梅”烟也被

调侃成“红梅红梅，先红后霉”；生产上，是

半机械化作坊式经营；精神上，工厂职工软、

散、懒……面对这样一座卷烟厂，褚时健如何

不“怕”？但他并没有被这“怕”吓倒，恰恰

因为懂得“怕”，为日后的工作找到了头绪和

方向。褚时健上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后，便启

动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

技术改进和原料保证。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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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改变了玉溪烟
厂和中国烟草业

抵押工厂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尚处于计划经

济体制，卷烟生产企业不能自己申请购买国

外设备，必须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分配购买指

标，由当地外汇部门调拨外汇购买。这次购

买指标分配给了贵州烟草公司，贵州卷烟厂

也是当时的名厂，生产的“云雾山”和“花

溪”等卷烟品牌名气很大，国家外汇部门也

同意批给贵州省外汇指标，再由企业拿资金

去换购，当时这套设备的价格是2700万美

元，按照当时的外汇牌价，等于人民币7000

万元左右。贵州卷烟厂最终没要这套设备。

指标因此转给了云南，但是第一选择

也不是玉溪卷烟厂，云南省烟草部门首先征

求的是昆明卷烟厂的意见。当时生产“红山

茶”、“大重九”等系列名烟的昆明卷烟厂

兴趣也不浓。褚时健此时已经在赶往昆明的

路上了，出发前，几个副厂长意见并不统

一，大家觉得风险太大，如果真的购买，玉

溪卷烟厂的全部资产都要抵押出去。可是褚

时健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在车上和副厂长商

量好了购买方案，到昆明就说服了省经委和

省计委。

这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卷烟设备，可以全

自动化加装过滤嘴香烟。80年代末，中国拥

有这种设备的工厂，只有玉溪卷烟厂一家而

已。对技术的重视，其实褚时健早有行动。

他刚上任就开始改造生产线，之后陆续进口

了英国、日本和荷兰的85台烟机装备和两条

生产线，虽然不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设备，

可也算得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水准。

得益于技术能力的提高，玉溪卷烟厂迅

速进入了中国一线烟厂的行列，这些技术上

的革新，往往被褚时健更多传奇的过往所遮

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其实是特别相信科

技进步的人。

将烟田打造成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
这也是1984年褚时健将美国农业部的烟

草专家、华人博士左天觉请到玉溪改良烟叶

种植的原因。

玉溪出好烟，在清朝末年开始盛产各种

烟叶，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就已经进入此

地。1953年，被称为“鸡油黄”的玉溪烟叶

参加在河南许昌举行的全国烤烟会议，得了

一个108分的高分，从此成为云烟的代表性

品种。

不过，到褚时健接手的1981年，玉溪烟

叶已经无法和国外市场上的烟叶竞争，尽管

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可是生产的卷烟质量

还是有缺陷——烟叶不够香，抽起来劲道不

足。这也是促使褚时健把目光投向烟田的原

因。1984年8月，褚时健和左天觉先后多次

来到玉溪通海县。左天觉是曾担任美国农业

部烟草研究室主任的华裔，他回中国100多

次，指导各地的农业生产，尽管他被带去观

摩的通海烟田已经是大片烟田中的翘楚，可

是他一眼看去就知道毛病所在：化肥使用不

当，使用量仅为美国的40%，导致烟叶营养

不足；烟苗种植晚，导致烟叶发育不良，生

长期短；采摘过早，不够成熟。

褚时健认为左天觉说到了中国烟叶的要

害。他觉得，要改变中国烟叶生产的质量，

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是缺乏资金，因为改

造烟田必须改造水源，而且还需当时看起来

很昂贵的化肥。二是科技不过关。

针对这两个难题，褚时健提出了一个方

案，由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包括帮

助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但

有一个条件，所有烟叶都必须出售给玉溪卷

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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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亲力亲为，思
维超前，实现伟大转
变

这就是后来被大力推崇的“烟田是企

业生产的第一车间”的概念由来。这种改

革，带来的不仅是烟叶质量的提高，更关键

是，整个通海县最先拿出了1700多亩烟田牢

固地成为玉溪卷烟厂的资源，和烟厂捆绑在

一起。

1985年，通海的试验田所产的中上等烟

叶的质量占了91%以上，和国外水平一致，

这也是褚时健成功的重要一步。

冲击和启发
褚时健提出要把车间建在烟田里，这

在当年看来，很离经叛道，因为按照既定部

署，烟田属于烟草公司系统，和烟厂属于平

级部门。

在如今的通海县，人们已经不再种植

烟叶，只有在靠近大山的村寨，才能看到密

集的烟站。在这些种烟村里，有若干水库，

这些水库很多是褚时健时代的产物，包括延

伸到烟田的喷灌装置，现在还在使用中。其

实，当年这些都还不算是褚时健的得意之

笔，他最得意的是把大量资金放进了烟草公

司，帮助农民购买化肥，或者兴建水利，使

烟草公司、农户和烟厂结结实实捆绑在一

起。当年，通海县的领导是赞成褚时健的做

法的，可当褚时健把这种做法进一步推广的

时候，甚至在他所在的玉溪市的郊区，却遭

受了坚决反对。1983年颁布的《烟草管理条

例》规定，收购和推广种植从来不允许烟厂

介入，而是烟草公司的职责。当时最流行的

一句话是：“褚时健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

司的井里来舀水了。”

因为推广优质烟叶种植，县域经济毫无

疑问是受益者。当时，玉溪下面的若干县领

导都很支持，其中泸西县若干年后算下来，

得到了玉溪卷烟厂的扶持资金将近两个亿，

这些县都一跃成为经济强县。

“第一车间”保证了，褚时健觉得，

当时的体制并不能保证烟厂的利益最大化，

因为掌握了烟草公司和烟厂，只掌握了制造

渠道，但是流通渠道还在烟草专卖局手中，

烟草专卖局负责销售，三者按照制度设计是

完全割裂的。可是褚时健既然已经合并了前

者，当然也想合并后者，三合一才能保证利

益的最大化。

1987年的玉溪卷烟厂已经是当地的利

税大户，烟草专卖局事实上只是听从烟厂指

挥的办事机构，褚时健的想法是，将烟草公

司、烟草专卖局和烟厂合为一体，由他有机

指挥，不用听命于上级机械的管制。这一合

并对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冲击极大，摆脱了过

去板块式的环节控制。

1987年，云南省烟草公司做出批复，同

意了褚时健的计划，他一跃成为烟草三合一

体制的第一人。“红塔山”品牌正是在这种

三合一体制下开始腾飞的，按照当时人们的

说法，是“金娃娃”被放出来了。不久，全

国烟草行业开始推行这套管理体制。

不过，1998年，褚时健因经济问题入

狱，这套体制随之宣告终结。此后，烟厂厂

长不得再兼任烟草专卖局局长，因为分立体

制可以防止腐败的滋生。

褚时健已经仙去，他的传奇一生也终于

落下帷幕。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企业家的奋进和探索，虽然这其中

掺杂着争议和错误，但他们以实际行动为改

革之路做出了推动和启发，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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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到目前为止，烟叶产量和销售情

况如何呢？2月份结束后，我们终于有机会

总结一下主要烟草公司（日本烟草、菲莫国

际、英美烟草、帝国品牌和奥驰亚）的发展

动态：销量如何变化？公司战略是否改变？

以及各公司财务状况如何？任何一个问题都

可能对烟草种植者产生巨大影响。

从上图中我们不难发现，四大烟草巨头

的销量5年来首次出现增长。当然，我们必

2019年1-4月烟叶
市场概述
烟叶动态有何影响？

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吸烟率不断下

降，烟草销量增加可能源于这几大公司的收

购和兼并。然而，这并没有否定烟草销量在

2018年增长的事实。

马拉维的烟叶产量约为20.6万吨。然

而，烟叶经销商的需求量仅为16.69万吨，

由此造成了4万吨的剩余，这肯定会使销售

季的烟叶价格不高。尽管如此，政府收入预

计也将达到3.4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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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烟叶销售季开局不利。由于该

国的财务状况处于敏感期，中央银行——津

巴布韦储备银行或RBZ——将销售烟叶获取

的大部分外币用于弥补该国的外汇储备。行

业委员会和农民协会经过多次讨论后达成共

识，即烟农将持50％的外币，其余50％将以

RTGS（新货币，即时结算系统）进行支付。

种植规模较大的烟农（超过两公顷）能够持

有外币的时间为180天，而种植规模较小的烟

农所持有的时间没有期限。进入3月第三周

后，共有172471名烟农对作物进行了出售登

记，高于2018年的123763名（增加了39％）。 

销售首日的烟叶均价为每公斤1.83美元，而

2018年整个销售季的均价为2.22美元，同比

下降17％。由于该国面临通货膨胀问题，每

公顷的种植成本在一年内翻了一番，因此农

民们期待更高的烟叶价格。最后，烟叶经销

商抵制拍卖活动，寻求减免2％的中间交易

税。烟叶在该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

而在销售初期就发生了很多混乱情况。世界

各地的烟草种植者应密切关注该国烟叶短期

动态。

赞比亚政府宣布将修订立法，旨在规

范该国的一大重要行业——烟草业。烟草业

在赞比亚由来已久，政府一直悉心呵护。阿

根廷米西奥内斯地区的烟叶价格谈判已经结

束，比2018年增加了59.5％。白肋烟将以每

公斤1.81美元的价格出售，而Criollo烟的

协定价格为0.93美元/公斤。合作社已购得

32000吨烟叶。

本文发表时，巴西的烟叶采收工作基本

完成，价格谈判也已经结束。种植者与两家

公司达成协议——Souza Cruz和日烟国际将

购买巴西烟叶。交付过程正在进行中：弗吉

尼亚烤烟的交付工作已完成14％，白肋烟完

成25％，卡莫姆烟完成64％。尽管多米尼加

地区的烟叶产量有所下降，但气候干燥，烟

叶质量肯定有所提升。

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是美国烟叶的重

要出口市场），自2019年初，美国的烟叶情

况开始恶化。烟叶公司宣布合同订购量减少

约30-80％，这将使美国烟草种植者的销售

过程更加复杂。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

烟叶出口量与2017年相比增长了5％，收入

超10亿美元大关。美国FDA局长斯科特·戈

特利布的辞职令业内人士大为震惊。分析者

预测，在其离职后，该机构的许多举措也将

随之失效。然而，待最初的兴奋消失后，才

明白戈特利布推动的许多措施都是FDA的既

定政策。而且由于该机构的政策是共同决议

的结果，因而主要议程很可能不会改变。气

候适宜，土壤适当，佛罗里达州已经进入播

种季。然而，在北卡罗来纳州，由于对病虫

害的担忧，播种尚未开始。

匈牙利的烟叶价格提高了：弗吉尼亚烤

烟（FCV）增加了10％，白肋烟增加了8％，

其产量分别为3,500吨和1,000吨。中东巴基

斯坦烟草委员会对烟叶的需求量为37070吨，

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34％。

加拿大一起诉讼案件要求烟草公司支付

104亿美元，用于对加拿大吸烟者造成的健

康损害进行赔偿。加拿大多起集体诉讼案件

的赔偿金总额接近3750亿美元，这将对整个

行业构成重大威胁。

毫无疑问，当谈及烟草时，每年的这个

时期至关重要，这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

国家开始进入烟叶销售季的时节。这将决定

世界其它地区的烟叶价格。

ITGA：自1984年以来代表全球烟草种植

者发声

表1：总销量（10亿支）

（来源：根据公司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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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可持续发展
与创新

欧洲烟叶烟草分支机构（ELTI）协办本次大会。会议聚焦正在构筑烟草业未来和未来

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众多演讲者在会上讨论了烟草业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下为大会上

讨论的主题的一些要点。

烟草的可持续性
烟草业经常面对的一个挑战，是被否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环球烟叶公司的芭芭拉•马

特里尼讨论了烟草公司实际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性，并且同时遵守《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马特里尼说，基于管理、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生产力和经营准则这四大支柱，

烟草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是可以实现的。

管理意味着要建立起能支持良好商务实践的公司业务流程和公司结构，进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经营。烟草生产商需要关心的环境问题包括水的利用、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生物多样性

等。烟草生产商还需要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劳工权益、消除童工和强迫劳动、健康与安

全、可持续生计等，这些全都可以通过农业实践来实现。最佳的农业耕作方式、尽力减少浪

费，以及尽可能提高效益和农民的赢利能力可实现可持续的高生产力。最后，经营准则必须

建立在持续改进的基础上，并且要接受整个董事会的评定。

可持续发展与创新成为2019年4月3日至4日于迪拜举办的中东世界烟草展首
次大会上的关键词。

一位发言人在中东世界烟草展大会上表示，联合国2018年在都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图所示），
烟草业务与此紧密相连，因此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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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里尼强调，光是做慈善是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反，这只能是政

府和私人企业坚持努力的结果，而跨国烟叶公司也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通

过落实到位各种制度支持这项工作。

创新的法律框架
《贸易协议》的创始人兼常务理事马丽娜•弗尔媞（Marina Foltea）博士谈到了

为烟草业中的创新建立的法律框架。弗尔媞认为，创新的主要推动力是竞争（保持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份额）、法规（对法律法规环境中的变化做出回应）、文化变

化（适应不断变化的客户偏好和社会态度）及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国际法律框架包

含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保

护版权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专利与商标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作为提交专利申请的统一程序的《专利合作条约》，以及为在全球注册和管

理商标提供便捷和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的《马德里议定书》。

烟草价值链上的知识产权保护从烟叶种植阶段的烟草品种权的保护开始，到加工

和生产阶段的专利保护，再到营销与销售阶段的商标保护。烟草品种权有20年的保护

期，它具有地域性，而且必须满足新颖、独特、统一、稳定这些保护标准。

加工生产阶段的专利也有20年的保护期和地域性。专利保护标准具有新颖性、非

显见性及符合工业应用。商标权的保护是无限期的，只要商标具有独特性，但也要视

实际的使用情况而定。

创新对烟草业的影响
欧睿国际的研究分析师伊万•格兰诺夫认为，高端化、新出现的购物方式、个性

化、健康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消费者、对真品的追求、代沟，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前

沿等，是构建新尼古丁消费者群体的大趋势。新出现的购物方式使得购物平台转向互

联网和移动渠道，消费者消息更为灵通，也展现出更多的科技能力。消费者在寻找高

端化名优产品和个性化产品，尤其在尼古丁输送系统和设计方面。每代人对烟草的不

同态度，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不断增加，这为减害烟草装置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人

们希望各种品牌都是真品，具有能保持的明确价值。经济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也培

养了新的尼古丁消费者群体。

目前，卷烟的新产品开发集中在爆珠和香味、过滤嘴、版式、包装规格、混合味

道、原产地和天然成份。新产品开发的机遇包括可生物降解和其他特殊过滤嘴、烟支

结构调整和模块化卷烟。

格兰诺夫认为，水烟是一个具有发展和新品开发潜力的种类，尤其是在香味方

面，因为水烟被认为更能获得社会的接受，尤其是在年青一代人中，甚至被当做一种

建立地位的工具。水烟还能表达个性。

减害产品的新产品开发机遇存在于加香尼古丁菱形烟、无烟小鼻烟、非烟草水烟

和可食用尼古丁方面。

电子烟与加热烟草产品已经成为可燃卷烟之外的领先产品种类。2012年，有700

万电子烟使用者，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900万，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6400万。

数字化已经改变了经销方式及与尼古丁消费者的沟通方式，不管是通过社交媒

体、生活方式与健康影响者、AR/VR（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消费、蒸汽

烟店，还是通过直播或订阅的可用商业模式。

电子烟的主要发展趋势与尼古丁输送、简洁性和口味有关。电子烟的竞争力在于

一体化和相互连接性，它们会慢慢影响消费者行为，实现定制化，会变得更精致，更

新换代的速度会更快，口感会更强烈，使用时间会更长。

能够在新一代产品中发挥杠杆作用的新技术有VR、AR、AI/情绪追踪和实体/电子

界面人性化。VR技术有望实现消费过程中操纵知觉认知的前景。AR已经用于向消费者

宣传及对消费者进行教育。AI（人工智能）与情绪追踪的结合彻底改变了消费者服务

的可能性。人性化将改变支付程序、数据流，从而最终将改变物质消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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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37910-Stabilization Methods for Tobacco and Tobacco Products
A stabilizing process for tobacco and tobacco products includes sterilizing the 
tobacco by applying an electron beam treatment to the tobacco. The process may 
also include treating the tobacco. The treating the tobacco includes pre-condition-
ing the tobacco, pasteurizing the tobacco, cur-ing the tobacco, fermenting the 
tobacco, or combinations thereof. The method may also include forming a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containing the tobacco.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037910
Inventors: Yahya KARGA, Richmond, VA (US); James POWELL, Richmond, VA 
(US); Dongmei XU, Glen Allen, VA (US); James A. STRICKLAND, Richmond, VA 
(US); Ujwala WAREK, Chester, VA (US) 

2019/0054489-String Filter
Example embodiments include a system for 
removing string from shredded tobacco, including an 
arrangement config-ured to dispense shredded 
tobacco from a first location to a second location 
along a path of communication, a string filter 
operative at a location along the path of communica-
tion comprising a first roller comprising pins, whereby 
string may be contacted by at least some of the pins 
and retained at the string filter as the shredded 
tobacco passes through the filter.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054489
Inventors: Carl Patrick Kite, Midlothian, VA (US); 
Linwood Carneal, Richmond, VA (US); Joshua Brock 
Craft, Chester, VA (US); Richard Kevin Barnhouse, 
North Dinwiddie, VA (US)

2019/0037918-Product for Storing Materials such as Tobacco Materials or 
Tobacco Substitute Materials having Electronic Device
A product for holding a tobacco material or a tobacco substitute material 
includes a body defining a storage envi-ronment and an electronic device. The 
electronic device 
includes an input means to generate an input signal from an external stimulus; an 
output means to generate an output signal in response to the input signal; 
wherein at least the output means is arranged on a substrate; and wherein a 
protective layer is arranged to at least cover the substrate and the output means 
so as to prevent egression of compounds therefrom to the tobacco material or 

tobacco substitute material within the storage 
environment. The electronic device includes an 
appropriately adapted protective layer. A user may 
therefore assess the freshness and quality of a 
tobacco material within the product, without any risk 
or alter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tobacco material via 
egression from the electronic device to the storage 
environment. 
Browse recent: JT International S.A., Geneva (CH)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037918
Inventors: Jiirgen Kiimpel, Konz (DE); Olaf Janson, 
Steinhage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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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33)

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Pag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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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19)

Burley Tobacco Growers Coop
Tel +1 859 252 3561
steve@burleytobacco.com
www.burleytobacco.com
(Page 28)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13)

Delfin
Tel +39 0445 580688
info@delfin.it
(Pag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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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Gima TT S.p.A.
Tel +39 051 6525111 
www.ima.it
sales@gimatt.it
(Pag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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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29)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vsnl.com
(Page 50)

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kardien@kardien.co.kr
www.kardien.co.kr
(Page 39)

InterTabac/InterSupply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Page 55)

IUOC
jackie@iuoctech.com
(Page 14)

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Tel +49(0) 7324/15-0
www.esband.de
(Page 35)

Events  展
会

MLT Micro Laser Technology
Tel: +49 (0) 89 901 196 700
contact@microlasertech.de
www.microlasertech.de
(Page 21)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45)

Prestige Leaf Trade Limited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32)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3)

Sangroup International
www.sangroupintl.com
(Page 59)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C-4)

Socotab Frana S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7)

Spikker Specials B.V.
Tel +31(0)316-523892
www.spikkerspecials.nl
(Page 49)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37, 43, C-3)

NV STTC
Tel +65 633 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27)

TANN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25)

Tobacco Technology Inc.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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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51)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5)

WT Asia
Tel +44 (0) 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www.wtevents.com
(Page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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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
国际优质雪茄及斗烟零售商协
会贸易展（IPCPR）
6月29-7月3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www.ipcpr.org

主题：烟草制品及其配件展示

2019年9月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19年9月20-22日
德国多特蒙德市
www.intertabac.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展览，包括烟草
制品、配件、电子烟、下一
代产品（NGP）、加热不燃烧
（HNB）、设备、机械、供应
品、服务、原材料以及OEM/ODM
产品/服务。

2019年10月
虫害控制大会（ICC	–	CORESTA）
2019年10月7-8日

菲律宾马尼拉市

www.coresta.org/events

主题：聚焦烟草科学的大会

世界烟草流体机械展亚洲站
2019年10月16-17日

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市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asia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设备和机械展览

IECIE上海蒸汽文化周
2019年10月30-11月1日
中国上海

en.iecie.com/shanghai.php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

燃烧展览

2019年11月
世界烟草博览及研讨会（Tabexpo）
2019年11月12-14日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

组织者未提供联系信息

2019年12月
INVESTA烟草研究大会
2019年12月9-13日

古巴哈瓦那市

www.investacuba.com

主题：聚焦烟草科学的大会

2020年1月
国际烟草展览会
2020年1月29-31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新一代产品展览

2020年4月
IECIE深圳电子烟展
2020年4月24-26日

中国深圳

en.iecie.com/shenzhen.php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

燃烧展览

2020年5月
国际包装展（Interpack）
2020年5月7-13日

德国科隆市

主题：一般包装及相关设备

2020年7月
世界烟草展欧洲站
2020年6月2-3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市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urope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设备与机械展览

2020年9月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19年9月18-20日
德国多特蒙德市
www.intertabac.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展览，包括烟草
制品、配件、电子烟、下一代
产品（NGP）、加热不燃烧、设
备、机械、供应品、服务、原
材料以及OEM/ODM产品/服务。

2020年10月
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
（CORESTA）大会
2020年10月11-15日

奥地利维也纳市

coresta.org

主题：聚焦烟草科学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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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 SASIB filter tube 
make-pack line

Looking at the future through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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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2503-2018-Sasib-campagna adv-2018-SoggettoSFT_216x283.indd   1 05/03/18   0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