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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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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泰国决策者宣布，《2019年家庭发展

和保护法》将于2019年8月20日生效。决策者将家

中二手烟比作“家暴行为”，认为它会导致其他家

庭成员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儿童。

由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部发起的该新法规定，

吸烟者有90天的时间戒烟，否则将在少年法庭或刑

事法庭受审。如果被判有罪，法院可以命令违法者

在家中戒烟和/或参加戒烟课程。然而，目前尚不

清楚该法律究竟将如何予以执行。

可以理解的是，这一新政的宣布引起了许多混乱和怀疑。许多人想不

通为何政府的权力之手要伸向人们的私人领域?泰国的许多公共场所和政府

大楼已禁止吸烟，包括机场。如果他们甚至不能在自己家中吸烟，那么应

该在哪里吸烟呢？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做，但可以在家里私下

做，然而吸烟却不是——也不应该是——其中之一。

新法宣布三天后，一位卫生部官员试图澄清此事，说新法实际上并未

设法禁止人们在家中吸烟，只是旨在“保护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免受吸烟者

在家中将吸烟习惯传染给其他家庭成员而造成二手烟的负面健康影响。”目

前尚不清楚新法带来的影响，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好吧。

这种法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荒谬可笑、令人发指的，但泰国

是亚洲第一个将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政府各部门都在跃跃欲试，计划种

植大麻以及大麻二酚（CBD）产品，并且计划其开发和出口，这使新法看起

来更加令人愤慨。如果人们不能抽吸传统卷烟，如果电子烟也不是良好的替

品（因为政府禁止电子烟），难道政府真的试图让人们吸食大麻吗？大麻肯

定是一个可以填补政府财库的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截至2019年6月，美国

科罗拉多州自2014年首次将大麻合法化以来，从大麻税收、执照和规费中累

计收取了10.2亿美元。试想一下，如果整个国家只吸烟或消费大麻，可以征

收多少税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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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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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R
eport 《亚洲烟草》：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国内电

子烟和蒸汽烟市场？

Fox Guo：目前市场上有加热不燃烧、传统

烟草和蒸汽烟产品。加热不燃烧的市场份额

目前尚不确定，但未来它将主导市场。

《亚洲烟草》：那么，当前中国，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换用电子烟和蒸汽烟，而不是传统

卷烟，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吗？

Fox Guo：以日本市场为例，可以看到现在

消费者都在换用加热不燃烧。这同样反映了

中国市场的趋势。我们认为，加热不燃烧和

蒸汽烟市场前景光明。

《亚洲烟草》：您能否谈一下对电子烟、蒸

汽烟和加热不燃烧产品的监管情况？目前形

势如何？

Jackie Zhuang：中国政府已宣布将针对中

国蒸汽烟市场出台电子烟标准，将对电子烟

油和电子烟产品强制实施该标准，但不会对

加热不燃烧产品强制实施。这实际上是政府

进入该行业的一个迹象，该行业私营公司未

来可能面临一些压力，而不会获得优势。这

一细分领域的未来有些迷茫。但是，加热不

燃烧不会受到影响。

《亚洲烟草》：所以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会

有针对加热不燃烧的法规吗？

Jackie Zhuang：Heet烟弹含烟叶，禁止进

口。中国烟草实行专卖制。他们可能会考虑

国外从业公司的数量，目前中国加热不燃烧

耗材市场还没有外国从业者。中国现在严格

禁止Heet，但可以通过电商网站合法购买

iQOS，不需要经过任何检查或施加任何限

制。IUOC从未受到政府的任何压力，因为我

们不接触任何消耗品。

《亚洲烟草》：刚才提及的电子烟国标什么

时候出台？

Jackie Zhuang：很快就会发布，但执行日

期仍然未知。我听到有消息说，需要向WTO报

告，因为这与中国出口贸易问题有关，所以

《亚洲烟草》最近有幸采访到爱优士（IUOC）创始人Fox	 Guo和蒸汽烟行
业咨询师Jackie	 Zhuang，进而一起讨论了中国电子烟、蒸汽烟和加热不燃
产品的现状。

IUOC的Fox	Guo与Jackie	ZhuangJackie 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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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Alt-Ulmer-Strasse
89542 Herbrechtingen
GERMANY

Tel. +49(0) 73 24 / 15-0
www.esband.deTapes: We know how!

Garniture tapes | Suction tapes
Drum tyres | Drive Belts & Conveyor Belts | Tobacco Apron

Endless tapes 
for cigarette & filter production

需要向WTO提交申请。我实际上并不清楚他们在等什么，也不了解WTO程序的

时间框架。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电子烟显然将被纳入中国烟草的管辖范围。

《亚洲烟草》：那么新法规将更加关注制造方面？还是对中国消费者有更大

影响？

Jackie Zhuang：总的来说，新法规是对产品本身的限制，包括产品规格和

电子烟油，以及将要使用的成分。所以，自然会影响交易方面。对于消费者

来说则是一种更好的保护，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会如何影响消费者，因为

关税措施仍然未知。

《亚洲烟草》：香港最近通过了一项全面禁止电子烟的禁令。这对中国的制

造商有何影响，特别是对大多数电子烟制造商的大本营——深圳？

Fox Guo：在香港禁止使用一般蒸汽烟产品和加热不燃烧不会影响到IUOC。

Jackie Zhuang：总的来说，香港市场很小，因此这种禁令不会对任何事情

产生任何影响，而且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消费者甚至不会提及该禁令。制

造商也不会真的在乎。

《亚洲烟草》：您如何看待中国或者全球蒸汽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

Fox Guo：iQOS和迷你烟弹等加热不燃烧细分领域将迎来大好机遇。电子蒸

汽烟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对此我没有发言权。IUOC等加热真烟的产品具有更

好的戒烟功能，将有很好的机会。

Jackie Zhuang：更确切的说，我是一名电子蒸汽烟专家。我个人认为，电

子蒸汽烟会快速发展，超越加热不燃烧和其他细分领域。这是我的期望。

《亚洲烟草》：IUOC生产这些非常具有创新性的设备。您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将推出哪些其他新的创新产品？

Fox Guo：市场将要推出的一大创新领域将是磁传导技术。然而，该技术可能

对人类有风险，因为来自磁功能的辐射实际上对消费者有害。目前没有办法

消除这种辐射。相信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期望能够面市的唯一技术。

Fox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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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DA批准PMTA最终指南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最终通过了其指导制造商通过上

市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提交新

型烟草产品申请的指南，这类产

品主要涉及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如电子烟、液体尼古丁

或者含尼古丁的烟油。这是该机构

对烟草产品进行持续监管多项举措

之一。

FDA代理局长诺曼•沙普利斯（Ned 

Sharpless）医学博士表示：“6月11日

最终发布的指南为各公司推广电子烟

和ENDS产品提供了建议。这些公司的

烟草产品在上市前需要提交申请，以

帮助FDA评估它们对公众健康的益处及

危害。目前，市场上的电子烟均未获

得授权，我们鼓励各公司参考该指南

提交产品申请。”

PMTA是各公司推广ENDS产品必须

遵守的法定标准，制造商或进口商必

须向该机构证明，其新型烟草产品将

益于保护公众健康。该法定标准还要

求FDA必须考虑新型烟草对公众的有利

或不利影响，包括烟草产品的使用者

和非使用者。此外，FDA还应当考虑对

公众行为的潜在影响——特别是现有

用户停止使用此类产品的可能性以及

不使用烟草产品的人开始使用此类产

品的可能性。这对年轻人尤为重要。

该机构的评估还包括审查烟草产品的

组成、配料、添加剂、成分和健康风

险，以及产品的生产、包装和标签。

瑞士
奥驰亚投资3.72亿美元收购
Burger	Sohne业务

奥驰亚投资3.72亿美元收购了

Burger Sohne袋装口服尼古丁产品业

务80％的股权，进一步扩大了其除卷

烟外的产品投资组合。该产品名称为

On，类似于嚼烟，但不含烟草成分，

奥驰亚将为On提供全球分销途径。

市场研究公司IR I的数据显

示，2018年袋装口服尼古丁产品市

场份额增至6000万美元，比2017年

增加了250％。

奥驰亚总裁Howard Willard表

示：“此次收购将为我们的产品组合

新增一种不可燃产品。我们认为这种

口服产品潜力大，发展快速。”

奥驰亚表示，On于2016年8月8

日之前推出，这是新烟草产品在未

获得FDA首次许可的情况下进入美国

市场的最后期限。该公司还表示，

除了瑞典、日本和线上市场外，On

产品目前在美国“数千家”商店中

都有出售。

英国
英美烟草聚焦卷烟替品

英美烟草公司预计，今年包

括Vype和Vuse两种笔式电子烟在

内的“新品类”产品的收入将增加

30-50％，而在美国市场的烟草销量

将有所下降。

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的数据显

示，美国市场的卷烟销量占英美烟

草收入的40％左右，但呈现出持续

下降的趋势。2018年全年销量下降

8.2％，今年5月份下降11.2％。

英美烟草公司表示，预计今年

卷烟销量将下降3.5％，但收入增长

上限仍可以达到3-5％。新首席执行

官Jack Bowles说：“在强大的可燃

性烟草业务的基础上，我们正在创

建更强大、更简单的业务，以推动

新品类产品向前迈进。”他还补充

说，进入2019年后，英美烟草的主

要卷烟品牌仍将继续占据主要市场

份额。

朝鲜
限制进口国外卷烟

据朝鲜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

社（KCNA）报道，该国政府已采取

措施限制国外烟草产品的进口，并

对该国的《烟草控制法》进行了修

订。《烟草控制法》自2005年7月通

过后已进行4次修订。最新规定对 

“新烟草产品的生产的审批”加以

限制，以此禁止新卷烟品牌面市。

目前，该国拥有多家烟草制造

商，其中最著名的是故乡（Naego-

hyang）卷烟厂。该工厂生产7.27、

天池（Chonji）和高香（Gohyang）

等品牌。

2018年，美国财政部指责平壤

每年从非法卷烟贸易获利10亿美元

收入。

印度尼西亚
打击网上烟草广告

印度尼西亚通信和信息部部长

Rudiantarahas透露，该国将打击网

上烟草广告。印度尼西亚已经在全

国范围内限制卷烟广告，包括禁止

赞助商促销烟草产品。

Rudiantara表示，在卫生部长

下达禁令后，他已下令撤除所有网

上卷烟广告。到目前为止，他们已

在114个社交媒体渠道上发现了违规

内容，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

Youtube，将依法予以撤除

泰国
THPI反对政府撤销对菲莫国
际的起诉

泰国健康促进研究所（THPI）

就外交部建议泰国政府撤回对菲莫

国际公司涉嫌逃税600亿泰铢的诉讼

一事表示反对。

THPI主席HathaiChitanont博士

表示，由于政府有足够的证据证实

对菲莫国际的逃税指控，考虑到国

家和公共卫生利益，政府应该允许

该诉讼继续进行。

指控称，菲莫国际低报了出口

到该国的卷烟价格，每包比零售价

145泰铢低7泰铢，导致该国数年内

损失的进口税收入达600亿泰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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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年轻人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度较低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不

太可能意识到烟草产品对健康“非

常有害”，但更有可能在网上查找

健康信息。这项调查旨在帮助人们

了解美国FDA的监管政策。

研究数据源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

所和FDA于2015年通过随机抽样美国邮

寄地址而共同完成的全国健康信息趋

势调查（HINTS）。共调查了3738名受

访者，并将他们分为3个年龄段：18-

29岁、30-64岁和65岁以上。

该研究的作者、纽约Sto n y 

Brook医学院的JaniperKwak-Chae博

士分析数据后发现，30-64岁与65岁

以上年龄组的受访者可能认为烟草产

品“非常有害”。他还发现，在不吸

烟的受访群体中，与65岁以上年龄段

的受访者相比，30-64岁与18-29岁年

龄组的受访者认为卷烟“非常有害”

的可能性降低了44-60％。在所有受

访者中，与65岁以上的人相比，18-

29岁的人更不可能认为电子烟、水烟

和其它水烟筒、自卷烟和雪茄等产

品“非常有害”。

美国
比佛利山庄成为首个全面实施
禁烟令的城市

比佛利山庄将成为首个几乎对

所有烟草产品实施全面禁令的美国

城市。6月4日，市议会一致通过了

一项关于禁止销售大多数烟草产品

的法令。所涉烟草产品包括卷烟、

雪茄、可溶性烟草产品、电子烟、

嚼烟和水烟筒。

该禁令预计将于2021年1月1日

生效，届时将影响烟草零售商，包

括加油站、便利店和药店。但是，

雪茄休息室和酒店将排除在外，这

些地方可以向客人出售烟草产品。

市议会将在三年内审查该禁令

对旅游业产生的影响。

希腊
撤销对SEKAP数百万罚款

希腊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了一项

修正案，撤销该国对烟草公司SEKAP

就走私违法行为征收的4400万欧元

罚款。SEKAP前身为国有性质，于

2014年由希腊籍俄罗斯投资者Ivan 

Savvidis收购，随后于2018年3月由

日本烟草公司收购。在Savvidis收

购之前，政府已对该公司开出数百

万美元的罚款。

新的修正案规定，如果公司在

转手时，购买者不了解SEKAP的罚款

事项，就无需对罚款负责，并且在

收购后免除所有新的罚款。该公司

还将得到政府保护，以免受到未决

诉讼的任何负面裁决。

保加利亚
帝国烟草2018年全年收入将
用作股息

帝 国 烟 草 保 加 利 亚 分 销 公

司（ITDB）宣布将向其唯一所有

者——帝国烟草海外控股公司分配

总额为130万保加利亚列瓦（75万美

元）的股息。

在向保加利亚商业注册处提交

的文件中，ITDB报告称，该公司的

净利润从2017年的160万列瓦降至

2018年的130万列瓦。2018年的销售

收入从2017年的1.936亿列瓦（增至

2.26亿列瓦。

沙特阿拉伯
新烟草许可条例

内阁批准了一项新的许可条

例。条例规定，国内咖啡馆和餐馆

每年需要支付高达10万沙特里亚尔

（26,675美元）的费用，以在其场

所内外销售烟草产品。

沙特阿拉伯的卷烟税在2017

年翻了一番，导致在接下来的数月

中，寻求戒烟帮助的吸烟者增加了

213％。

美国
烟草产品税率差异导致政府税
收受损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一份

报告称，由于斗烟产品的税率没有

卷烟产品高，因此自2009年以来，

联邦政府已经损失了25-39亿美元的

税收。

GAO表示，这种税收差异促使烟

草制造商转向生产低税产品，进一

步导致政府税收受损。但是，通过

缩小两种产品的税率差，政府可以

在2023财年获得13亿美元的税收。

该机构还表示，斗烟产品、卷

烟、小雪茄和自卷烟产品的税收未

能增加，2009年通过的《儿童健康

保险计划再授权法案》应负有相应

责任。

缅甸
税收提高计划

卫生和体育部正计划逐年提高

烟草和烟草相关产品的税收。

尽管政府不时提高税率，但与

邻国相比，缅甸烟叶和烟草产品价

格仍相对较低。

该部一位官员说：“烟草税

率已经达到30％。烟草价格越高，

烟草税收收入越低。邻国的烟草税

超过70％。大多数国家的烟草税超

过70％。泰国花费了10年时间才将

烟草税提高到70％以上。缅甸没有

制定烟草相关政策。尽管每年都制

定税法，但并没有长期计划。对一

包价格超过1000缅甸元的烟草产品

征收的税只有16缅甸元。我们希

望政府提高烟草税率，但这有点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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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撬开了韩国市场的大门，来自外国的竞争瓦解

了KT＆G的垄断地位。与日本和台湾等其它亚洲公司一样，KT＆G在与美国对手的竞争中失去

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KT＆G向美国竞争对手学习,瞄准国外市场，跳出国内市场,转型为跨国烟草公司，进入

全球市场并取得成功。今天，KT＆G已发展为全球第五大卷烟销售商，生产设施遍布全球各

地，电子烟业务也在不断发展。

走向全球，立足当地
KT＆G在全球大获成功,这为其在中东等不稳定市场的崎岖竞争之路做好了充分准备。

“起初，中东和中亚地区政治不稳定，但我们采取了完整的本地化和奢侈品牌策

略，Esse现在被定位为顶级超细支烟产品，”KT＆G的一位官员表示。

全球化一直是KT＆G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品牌的本土化能力，为市场量

身定制的营销策略，打造迎合当地消费者喜好的产品,如在印度尼西亚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

开发独特口味。

KT&G立足国内　
走向国际
20世纪80年代，韩国是全球第十二大烟草市场,卷烟年均销量超过800亿支。
在烟草业受政府保护的情况下，本土烟草巨头KT＆G(韩国烟草公司)一家独
大，主导着韩国烟草市场的制造和分销业务。

SiiD新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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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KT&G支持烟
农健康体检与儿童奖
学金捐赠仪式

“KT＆G的全球品牌战略是基于市场环

境打造出相应的本地化品牌。例如，中东和

中亚的迷你型细支烟Esse，以及印度尼西亚

的丁香烟，”KT＆G发言人对《亚洲烟草》

表示。

他们的方法似乎是可行的，因为Esse

品牌继续抢占大量市场份额，特别是在俄罗

斯、中东和中亚地区,该产品在细支烟领域

均处于第一或第二的领导地位。

尽管在韩国生产大量卷烟，但KT＆G还

在印度尼西亚附近开设了工厂,有近4000名

员工在此工作，超过公司员工总数的一半。

韩国市场促进加热不燃烧产品的发展
韩国市场的严格监管可能会引发公众反

对吸烟的舆论，KT＆G的品牌在国内市场的

增长也会受限。但该国对高科技产品的渴望

促进了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HNB）细分市

场的发展。

2018年11月，KT＆G推出了Lil系列产

品，包括拥有两款时尚金属色的Lil-HYBRID

产品。产品设计精致，吸引了消费者的目

光，并荣获众多奖项，2019年在德国iF设计

奖中斩获两项大奖。该公司对过去的产品进

行了改进，将加热温度降至160℃，比之前

同类产品的温度降低了100度，还增加了装

置产生的烟雾量，从而为用户带来奢华级的

烟雾享受。

韩国烟草制造商未公开其市场份额，但

预计菲莫国际的iQOS仍是韩国加热不燃烧市

场的领头羊，销量约占整个市场的50-60％。 

KT＆G凭借着新颖的设计和获奖产品，有望

成为iQOS最大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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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韩国政府对加热不燃烧产品不太欢迎。2018年6月，首尔食品与

药品安全管理部门表示，他们在加热型吸烟装置中发现了五种致癌物质，有

两种产品的焦油水平超过普通卷烟。

菲莫国际韩国分公司向韩国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获取他们用于确定焦

油和致癌物质水平测试的信息。其公司产品iQOS是该项研究点名批评的产品

之一。

尽管加热不燃烧产品受到韩国政府的冷落，但KT＆G及其竞争对手一直

在推动具有吸引力的创新和设计，激起人们对高科技的兴趣，加之不断有研

究支持加热不燃烧为传统卷烟的健康替代品，这将帮助韩国加热不燃烧市场

在未来几年蓬勃发展。

细支烟继续领先
KT＆G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与西方品牌竞争，成为全球重量级企业，吸引

吸烟者换用电子烟，从而为公司带来回报。

该公司细支烟旗舰品牌Esse，在KT＆G的出口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截

至2017年，Esse的出口量已超过2482亿支。优质化的Esse帮助KT＆G获取更

高的利润。KT＆G一直致力于提升Esse的品牌价值，并在海外市场开辟奢侈

品牌空间。

根据欧睿国际的数据，尽管多年来Esse的销量在下降，但这并不影响

公司保持较高的收入。该公司提高新款Esse和超长细支烟Esse等产品价格，

扩大销售高价产品比例，从而获得高利润，树立以质取胜的品牌形象——该

公司希望能够逐渐转型，平稳过渡到加热不燃烧产品领域以及其它高价值产

品领域。

关注本土市场
在实现全球化的进程中，KT＆G并未忘记本土市场，仍在韩国占据着主

导地位。

“虽然烟草市场开放后，外国

烟草公司带来了激烈竞争，但KT＆G

在韩国仍保持第一的位置，市场占

比约为63％，”一位发言人在接受

《亚洲烟草》公司采访时援引2019

年一季度的数据称。

该公司在韩国市场历史悠久，

对本土市场有着深刻认知，并一直

不断推出限量版新品，以保持其在

韩国市场的优势。

该公司还在国内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保护烟农的生计。即使韩

国烟农种植的烟叶价格已经上涨到

国际烟叶价格的两到三倍，但该公

司仍坚持购买。他们还将2％的销

售额投入到社会事业中——投入数

额之大，是任何韩国企业集团均无

法比拟的。今年早春，一场大火袭

击韩国，沿途摧毁了房屋和烟草农

场，KT＆G为此投入大量救援资金和

实际帮助。

尽管全球化受到了强烈冲击，

但开放型市场却为那些勇于承担风

险的公司提供了机会。KT＆G已经证

明，无论是在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本

土市场，还是当今混乱但有利可图

的新兴市场，深入了解市场并自愿

适应市场才是成功的关键。

Esse	Change	Himalaya可减轻烟味

KT&G旗下两款时尚金属色的Lil-HYBRID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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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搁置加香卷烟禁
令议案

加州参议院禁止加香烟草产品

的第38号议案增添了许多豁免权，

效力大打折扣，现已遭到公共卫生

组织的反对，并于5月23日被搁置。

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对该议案进

行了修订，水烟产品和一些常用于

雪茄和斗烟的香料产品被赋予豁免

权，这违反了该议案提出者州参议员

Jerry Hill(D-San Mateo)的初衷。

Hill说：“第38号议案的初衷，

旨在保护年轻人的健康免遭烟草制品的

危害，并防止下一代人尼古丁成瘾。水

果味、糖果味和其它香味的烟草制品对

年轻人有很大的诱惑，该提案的目的是

禁止这些产品。强制修正议案，将会产

生一些不必要的、有害的豁免。”参议

院拨款委员会要求该议案在提交参议院

投票前必须做出修正。

Hill说，那些希望豁免水烟的

反对者表示，该议案在惯用加香水

烟的社区引发了一些担忧。

“我很难相信，使用任何形式

的小熊软糖和泡泡糖口味的烟草是

一种文化传统，”Hill说。

然而，参议院在同一天投票批

准了一项禁止在州立公园和海滩吸

烟的法案。该法案只允许在公园指

定的区域抽烟和使用电子烟。违禁

者将被罚款25美元。

欧盟
欧盟缔约方同意制定电子烟法规

参与欧洲选举的主要政党支

持对电子烟进行监管，而非实施

禁令。欧洲民众党（EPP）表示，

中右翼党并不赞成禁止销售电子烟

产品，但是他们赞成制定特定的电

子烟税收制度。社会主义和民主党

（S＆D）进步联盟也反对禁止该产

品，但认为应该监控它们对公共卫

生的影响。

社 会 主 义 者 支 持 对 电 子 烟

征税。欧洲自由党和民主党联盟

（ALDE）不支持将电子烟设备作为

药品进行监管，因为这会导致价格

上涨。

美国
联邦法官指责FDA纵容电子
烟“滋长”

5月15日，一名联邦法官裁定六

个美国医学协会和五位儿科医生对

讼美国FDA一案获胜。

2018年，美国儿科学会和其它

健康团体提起诉讼，指控FDA推迟审

查电子烟和雪茄的安全性和健康影

响。美国马里兰州地方初审法院法

官Paul W. Grimm对此裁定：FDA于

2017年决定将电子烟公司向该机构

申请授权的时间推迟至2022年，并

允许在审查期间销售产品，此举构

成了违法行为。

Grimm在裁决中表示，FDA五年

的“合规安全期”可能让公司有足

够的时间吸引年轻用户，并“在加

香产品撤出市场之前让用户沉迷于

尼古丁，制造商有义务对公众健康

安全负责，延迟审查将对公众健康

造成危害。

全球
菲莫国际卷烟和加热型烟草产
品出货量增长

菲莫国际报告称，2019年第一

季度卷烟和加热型烟草设备出货量

增长了1.1％。该公司还指出，其

五大国际卷烟品牌的出货量都有所

增长；加热型烟草设备的市场销量

增长了34.6％，由此推动市场总销

量增长1.7％；国际市场总份额增至

28.4％，增幅为1%；全球加热型烟草

设备的市场份额增至2.0％，增幅为

0.5%：其中，欧盟地区增至2.1%，增

长了1.3%；日本增至16.9％，增长

了1.1%；俄罗斯增至3.1%，增长了

2.6%，韩国与此前持平，市场份额

为7.3％。

“我们第一季度的业绩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这得益于可燃型产品组

合的强劲表现以及无烟产品份额的快

速增长，特别是在日本、俄罗斯和整

个欧盟。事实上，全球iQOS用户在这

一季度的数量超过1000万。菲莫国际

首席执行官谭崇博表示，这些表现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韩国
英美烟草韩国公司卷烟产量超
3000亿支

截至2019年6月，英美烟草韩国

公司的泗川工厂累计生产了3000亿

支卷烟，3年前累计产量为2000亿支

卷烟，正顺利实现其作为全球出口

中心的目标。

泗川工厂已于2004年成为英美

烟草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生产工厂，

截至2018年，年产量超过342亿

支，包括烟草加热产品耗材。该工

厂目前向15个国家出口烟草产品，

生产力卓越，质量一流，成本低，

效益高。

泗川工厂负责人Kang Seung-ho

表示：“烟草业正在快速转型，我

们集团内部也存在激烈竞争。目前

公司已关闭了在柬埔寨和澳大利亚

的工厂，这意味着我们是亚洲剩下

的9家工厂之一。我们计划到2021年

将产能增至500亿支卷烟。”

印度
电子烟禁令或很快获批

印 度 药 品 技 术 咨 询 委 员 会

（DTAB）已经批准了一项提案，将

禁止制造、销售、分销和进口所有

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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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一次性电子烟和电子水

烟。DTAB将危害公共健康的潜在风

险（主要是对非吸烟者）列为禁令

的主要原因。

该禁令可能会阻止烟草公司在

印度销售ENDS产品。这一提案还需

得到卫生部长的最终批准。

乌克兰
Juul进军乌克兰市场

Juul Labs公司计划进军乌克

兰，该国将成为其第14个国际市场。

该公司乌克兰和独联体分公司

总经理Ivan Darkov说：“我们将在乌

克兰销售最传统的美国产品。Cigar 

House Fortuna将成为我们的分销合

作伙伴。我们的业务将遍布基辅、

敖德萨、列夫、哈尔科夫、第聂伯

罗和扎波罗热等六大城市的1000家

零售店。”

Darkov还表示，该公司打算要

求每个商店与分销合作伙伴签订合

同，旨在对购买该产品的客户进行识

别。“如果某个零售店的销售行为不

符合要求，公司将停止供应产品。我

们不打算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

进行推广，因为这些渠道的目标用户

主要是年轻人。我们会通过其它线上

渠道销售产品，”他说。

Darkov说，该公司在乌克兰没

有官方代表办事处，也没有计划开

设自己的生产工厂。

美国
旧金山或将禁售电子烟

6月7日，旧金山官员提出一

项法案，要求停止在该市出售电子

烟。公共安全和社区服务委员会以3

比0的投票，建议该法案提交全市监

事会审批。

如果该法案获批，旧金山将成

为美国第一个禁止销售电子烟的城

市。在FDA完成审查确保电子烟安全

性之前，它将暂停在实体店销售电

子烟，并禁止将网上购买的电子烟

送往旧金山。该市已经禁止销售加

香烟草产品。

孟加拉
政府拟调涨烟草制品价格

孟加拉国政府在其拟议预算中

大幅提高烟草制品（包括卷烟和比

迪烟）的价格，以遏制烟草消费，

提高税收收入。

在拟议预算中，10支装优质细

支烟的价格已从105塔卡增加到123塔

卡。政府将征收售价的65％作为补

充税，15％作为增值税，1％作为健

康发展附加费。10支装超细支烟的定

价为93塔卡，比之前的价格高出18塔

卡。如果实施该预算，20支装高端细

支烟的零售价将从210塔卡增至246塔

卡。10支装中支烟的零售价将增至63

塔卡，目前价格为48塔卡。

日本
日本烟草拟在全国发售美国精
神新品

日本烟草宣布将于2019年7月

底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美国精神（玛

瑙）新品。

该品牌于1982年创立于新墨西

哥州圣达菲市，因追求“100％无添

加剂”的纯天然烟叶而受到全世界

的欢迎。

产品销售和品牌部门副总裁

Takashi Araki表示：“为了创造

出享受天然烟叶的新方法，我们将

晚收型烟叶和完全成熟的烟叶混合

在一起，然后晒干。消费者将能够

享受到晚收型烟叶和完全成熟烟叶

的浓郁味道、真正的香气和丰富的

口感。与此同时，美国精神品牌的

特征保持不变，例如，采用整张烟

叶，烟丝含量高25％。”

日本
日本烟草将推出骆驼新品

日本烟草将于2019年7月26日在

全国推出骆驼新品Camel Box。

“我们的骆驼品牌多年来深受

消费者欢迎，这得益于其口感、香气

以及实惠的价格，”产品销售和品牌

部副总裁Takashi Araki说，“在2018

年6月成功推出两款新产品之后，我

们推出了‘Camel Box’，这是一款全

新产品，每包售价400日元，焦油含

量为12毫克。真正的美国配方，带来

了‘Camel Box’浓郁的烟草味道。丰

富的吸烟体验，让消费者享受鲜明的

细腻口味。”

代表品牌标志的骆驼图标位于

包装正中间。温暖的色彩代表这款

高焦油产品味道细腻，香气浓郁。

背后印有隐藏的骆驼标志，为简单

的包装增添了几分趣味。

美国
A.C.E.	 Prime推出奢华雪茄新
品牌

A.C.E. Prime 将推出奢华雪

茄新品牌M.X.S.（意为“卓越与成

功”）。在今年的IPCPR（国际优质

雪茄与斗烟产品展览会）上，该公

司推出了这款带有NBA超级明星Dom-

inique Wilkins和Tiago Splitter

特别签名的系列产品。A.C.E Prime

联合创始人Luciano Meirelles说： 

“这款产品获得NBA巨星助阵，选

用了世界上最优质的烟叶，我们内

部人员亲自操刀调配和卷制。这是

M.X.S.的神奇之处。我们迫不及待

地希望在全球推广这款雪茄！”

除M.X.S外，A.C.EPrime还推

出了其它三款优质雪茄系列——Lu-

ciano (The Traveler),Pichardo 

Cigars和A Cuban Eperience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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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都柏林研究公司研究与市场

（Research and Markets）于2017年10月

发布了《全球电子烟与雾化器市场分析与趋

势——2025年之前行业预测》报告。该报告

称，电子烟行业在未来10年有望以20.8％的

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25年，其市值将达

到614亿美元左右。该报告证明了，在21世

纪初还被认为是“新兴”行业的电子烟在

不到20年时间里迅速崛起。此外，上述市值

估算甚至不包括目前蒸汽烟市场的所有配套

产业，包括电子烟液制造商，尼古丁盐实验

室，配件生产商等等。

雾化器系统挑战多多
早期的电子烟是相当简单的，只有一个

外壳，内有一块电池，续航能力很弱，必须

非常频繁地充电，还有一个充满电子烟液的

烟弹。既不能调节出雾强度，也不能调节功

烟弹式电子烟的革新
不忘“初心”　大获成功
烟弹式电子烟是一种轻巧、便携的雾化装置，目前风靡一时。批发商想要多批
发；零售商渴望多售出，终端用户惊喜买到理想产品。为此，《亚洲烟草》采
访了以下几家公司。

浓缩乃精华：Aurora	Play（麦克韦尔-Vaporesso）

率和电压设置，更不用说调试整个雾化器和加

热线圈了。电子烟液的味道选择也是非常有限

的——坦率地说，其味道非常糟糕。那个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代的雾化器已发展为相

当成熟复杂的设备，是传统卷烟的绝佳替代

品。然而，许多基于雾化器的系统包含相对复

杂的小配件，通常需要学习曲线以最佳方式操

作。硬核电子烟爱好者把高端设备的制备和维

护看成一种珍贵的仪式。普通电子烟使用者可

能会望而生厌。目前有无数案列表明，已经换

用电子烟的吸烟者最终又复吸传统卷烟，因为

他们发现为了吸取尼古丁，还要操作复杂的设

备，这简直太乏味了。

烟弹式电子烟乃现代生活方式的标配
烟弹自2017年底首次出现以来一直是风

靡行业和消费者的最新趋势。烟弹提供最方

便但令人满意的蒸汽体验，并且无需阅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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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韦尔Vaporesso旗下Zero电子烟，配有尼古丁盐填充瓶

麦
克
韦
尔
Vaporesso

篇大论的说明书。这些“即插即用”的小工具易用性很强，从某种意义上代表

了早期电子烟的“倒退”。经预先校准后，烟弹可自动产生饱满、令人满意的

蒸汽。烟弹设计时尚，款式多样，小巧精致，方便携带，是现代自由生活方式

的标配。

中国企业引领烟弹式电子烟革新
正如中国人首次发明电子烟一样，目前中国企业正引领全面开展烟弹

式电子烟革新。事实证明，他们具有非凡的创新性，擅长从技术上推动行业

不断达到新的高度。深圳麦克韦尔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自主品牌Vaporesso就

是其中之一。与许多同行一样，该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电子烟产业中

心，创建于2005年，被认为是最早的先驱者之一。该公司拥有最一流的工

厂，生产着一系列先进的雾化器模型。该公司发现电子烟消费者群体巨大，

并且消费者希望获得简洁方便的抽吸方式，因而立即开始开发自主品牌的

烟弹式电子烟。“烟弹式电子烟非常容易操作，是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的设

备，”Vaporesso品牌的营销总监Niki Zhang如此说道，“该设备为消费者

提供了一种更为便捷的抽吸电子烟的方式，不需要消费者具备任何电子或机

械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烟弹式电子烟是目前电子烟行业中发展的最快的

细分领域。”

封闭系统or开放系统？孰优孰劣？
烟弹式电子烟分为两个不同的品类：封闭式系统和开放式系统。前者

是指非充电电池耗尽就必须丢弃的设备，后者是指可以多次充电，并且可以

换用替换烟弹的系统。两种系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见表格）。该公司目前

仅提供开放式系统烟弹设备。“该产品为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口味，减少用

户购买成本，”张先生表示。

Vaporesso品牌旗下的畅销产品
麦克韦尔Vaporesso于2018年推出了Renova品牌的Zero设备。配备了其

专利的C-cell电池，续航能力强，致力于提供顺滑的口感和始终如一的出雾

效果。“它一直是我们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张说。但她也坦承：“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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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系统与封闭烟弹系统的优势与劣势

来源：麦克韦尔-Vaporesso；威普四通科技公司

 开放系统	 	 封闭系统   
	 	 优势

口味选择丰富多样

TCO（总体拥有成本）较低

电池可重新充电，可多次重复使用设备

操作较复杂

用户必须手动填充烟弹（有学习曲线）

烟弹泄漏风险较高，尤其是未正确填充烟

弹的情况

劣势

易用性强（无学习曲线）

电池续航能力强（可吸400口）

烟弹无泄漏

口味选择有限
TCO较高

一次性电池耗尽后，必须扔掉设备

深圳威普四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董
事会主席Evan	Zhu

（
深
圳
威
普
四
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Mlife的M10烟弹式电子烟相当于两个
25美分的硬币大小
（深圳烟趣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越来越精致
在2001年的喜剧《超级名模》

（Zoolander）中，主角炫耀了一款小

小打火机大小的手机。当然，人的手

指几乎不可能在这么微小的按键上键

入数字。该手机当时还引起电影院观

影者的哄堂大笑，然而，现在各品牌

都争抢着把手机变得越来越小巧；以

至于几乎无法操作，看来还真是对当

时那种奇怪现象的讽刺性打击。目前

在烟弹式电子烟竞技场中也可以观察

到类似趋势，设备的尺寸趋于不断缩

小。然而，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更为

合理，因为较小的设备更容易携带，

但仍保持完整的功能性。

深圳烟趣电子产品有限公司（Mlife）于2019年2月在拉斯维加斯推出了

M10封闭系统烟弹式电子烟，引起轰动。该公司委托一位未具名但荣获红点奖

（源自德国，是与IF设计奖齐名的一个工业设计大奖，是世界上知名设计竞

赛中最大最有影响的竞赛之一）的韩裔加拿大设计师设计Mlife，结果这款只

有两个25美分硬币大小的产品是目前最小的烟弹式电子烟之一。然而，它非

常时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产品之一。“M10的出雾量、醇度和口味都非常出

色，”Mlife销售经理KuangZhaoguang断言，“但我更喜欢的是哑光、柔滑的外

壳表面的质地以及握在手中的感觉。非常适合放入口袋，看起来很精致。”专

利的一次性电子烟M10可吸300口左右。用户可以选择两种加热线圈，一种是陶

瓷的，另一种是棉纤维的。有的电子烟液不含尼古丁，还有的含尼古丁盐的浓

度分别为20、35和50mg/ml。“我们推荐芒果、草莓、烟草、冰薄荷、咖啡拿铁

或冰酒口味，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口味可以选择，”Kuang说。

但为什么M10必须变得如此小巧呢？Kuang强调说：“这是批发商和终端用

户想要的结果。许多人寻求“酷酷”的一次性烟弹式电子烟，已经厌倦了平淡无

奇的普通模型。此外，开发一款功能性的烟弹式电子烟已不再是像研发火箭科学

一样复杂。但要创造一个具有独特外观的伟大产品需要加倍努力。我们花了几个

月的时间完成M10。这与智能手机行业的情况相当。一旦功能完善，设计就是最

重要的事情。”德里克•祖兰德（Derek Zoolander，电影《超级名模》中的男主

角）当然乐意接受这种精致的产品。

Zero第一批生产批次中遭遇了电子

烟液泄漏问题”。如果未正确密封

烟弹和含电池的设备外壳之间的连

接部分，开放式系统通常就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我们两个月内解决了

该问题，甚至改进了烟弹上的再填

充开关。”她继续解释说：“Zero

专利的按压式填充机制允许重新填

充电子烟液，而无需移除烟弹，这

有助于防止频繁拆卸烟弹引起的泄

露问题。”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推

出的Vaporesso品牌旗下的Aurora 

Play也是目前的畅销产品之一。不

知情的人可能会将这款光滑的设备

误认为老式的打火机。二者体积相

同，该产品甚至还设计了类似芝宝

的“按扣”盖子，可以隐藏和保护

烟嘴，并且具有多种表面纹理，

比如闪闪发光的金属纹理，刻纹设

计，还有暗金颜色。

8 月 即 将 推 出 新 加 热 线 圈
Cmeshed

该公司下属的基础技术研究所

去年开发出第二代陶瓷线圈，发布

于麦克韦尔的专有技术品牌，已广

泛用于封闭式系统的烟弹式电子烟。

此外，该公司目前正在开发专门用

于可填充（开放式）烟弹系统的第

三代产品，即Cmeshed。张说预计将

于2019年8月推出Cmeshed，并且将成

为“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陶瓷加热线

圈”。张热情洋溢地说，新线圈将成

为Vaporesso品牌下开放系统烟弹式

电子烟的固定装置，将“确保均匀的

孔径，提高尼古丁传输效率，带来更

好，更一致，更纯净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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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麦克韦尔Vaporesso与威普四通科技公司
（Vapesower）的主要市场

*公司在各地区的总销售额
来源：麦克韦尔-Vaporesso；威普四通科技公司

地区	 麦克韦尔Vaporesso*	 Vapesower*
中国 n/a 30%

韩国 n/a 30%

欧盟+东欧 30% 10%

北美 30% 30%

其他 40% n/a

（
深
圳
威
普
四
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Cundi-Atmo礼物套装

Mlife小巧的M10烟弹
式电子烟拥有多种炫目
的颜色

（
深
圳
烟
趣
电
子
产
品
有
限
公
司
）

超群拔萃的电子烟
深圳威普四通科技有限公司（Vape-

sower）同样位于“电子烟之都”中国深圳，

成立于2017年。其姊妹公司MOS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直接向其提供电子烟液和尼古丁盐，

为该公司带来独特优势。然后将大部分其

他烟弹式电子烟品牌外包给第三方OEM/OED

制造商。“我们希望完全掌控口味和质量

的一致性，”总经理兼董事会主席Evan Zhu

解释说，“MOS”实际上代表“超越标准”

（“More Of Standard”三个英文词的首字母

缩写）。虽然这可能有一点“断章取义”， 

然而Vapesower始终承诺为其高品质的烟弹

式电子烟设备填充一流的电子烟液。MOS生

物科技公司目前提供27种不同口味的产品组

合，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更经济。

相似的内核　迥异的外观
上述电子烟液用于Vapesower旗下Cundi

品牌的两种烟弹设备型号：Cundi-Hecoo和最

近发布的Cundi-Atmo（也有专业版）。两者

都是非常轻便、简洁、笔式烟弹式电子烟，

但外观设计不同。虽然Cundi-Hecoo和Cundi-

Atmo基本版是封闭式系统设备，但Cundi-At-

mo专业版配备了可再填充的烟弹，外观清晰

可见，用户可以检查填充量。朱说，Cundi-

Hecoo的操作是全自动的，“豪华版”Cundi-

Atmo配备了“气流传感器开关”。“用户打

开开关，设备自动开启，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也有助于保护电池，延长续航时间，”

他说。

OEM/ODM“得天下”
除了销售其专有设备外，Vapesower还为

全球其他公司进行大量OEM和ODM生产。MOS旗

下子公司同样也生产电子烟液。“事实上，两

家公司70％的年度营业额来自OEM或ODM制造。

其余的是由我们的自有品牌设备和电子烟液

产生的，”朱说。他补充说，目前正在开发新

口味，“我们正在研究目前市场上不存在的口

味，例如椰子味”。朱还透露，Vapesower也

在开发新的烟弹式设备。“但是我现在还不能

给你提供任何细节，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哈，又是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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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头环伺的卷烟市场占
有一席之地的独立制造商

几乎每周都有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收购某家卷烟制造商的新闻报道，将其并入迅速扩

张的企业当中。一些评论家警告说，这种持续扩张可能导致全球市场最终只有跨国公司品

牌，造成类似卡特尔式垄断的情况。但是，这类“世界末日”的预言可能过于消极。尽管收

购行为还在进行，但全球仍有成百上千家独立制造商品牌成功占领市场份额，甚至还涌现出

新公司，他们显然有信心在卷烟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收购KMM公司
2014年，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收购了印度卷烟制造

商ITC位于美国的分公司King Maker Marketing（KMM）。此次收购包括美国知名卷烟品牌

Ace、Hi Val、Checkers和Gold Crest。“这些品牌加强并扩展了我们原有的品牌营销。除

卷烟外，USTC还生产RYO（自卷烟）、烟斗烟丝、小雪茄以及碎烟丝，”公司CEO兼总裁Os-

car House解释说。事实上，该公司的五大畅销产品（见表格）当时并非是King Maker的旗

下品牌，它们在收购前就已经存在。

“五大烟草巨头”正逐渐加紧对全球卷烟市场的控制。但仍有许多独立制造商坚
决反对这种垄断式的竞争。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其中2家独立制造商。

USTC工厂的卷烟生产线美国烟草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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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国际市场玩家
在 成 为 真 正 的 国 际 化 企 业

后，USTC的卷烟销售并非只局限在

美国。该公司旗下的Sheriff和Pa-

trol等品牌于2008年进入中美洲（

伯利兹和巴拿马）。直到2019年初

才进入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尽管拥

有这些海外市场，但USTC的大部分

营业额仍然来自美国市场。

根据House给出的数据，目前

USTC国内销量占销售总量的80％，出

口占剩余的20%。所有卷烟均由USTC

旗下独家工厂美国烤烟烟农服务公司

（US Flue Cured Tobacco Growers 

Services）生产。该工厂位于北卡罗

来纳州的Timberlake。与其它卷烟生

产商相比，USTC的显著优势在于，它

可以随时获得由合作企业种植的弗吉

尼亚烤烟（FCV）烟叶。

“我公司国内和大部分国外卷

烟产品都含有合作企业提供的弗吉

尼亚烤烟烟叶，”House透露，并补

充说,“可根据配方需求和销售情况

选用美国白肋烟烟叶。”此外，配

方中所需的所有亚洲烟叶均来自国

际采购。

少量OEM生产业务
虽然一些卷烟制造商可能会更

加重视OEM（代工生产），但USTC却

几乎专注于生产自有品牌。OEM仅占

年产量的5％左右，而剩下的95％

USTC工厂生产的Shield（硬装）

美
国
烟
草
合
作
社

美
国
烟
草
合
作
社

Shield whitesticks ready for packing at USTC’s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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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USTC自有品牌。“我们做一些预定的

OEM，这样对企业有利，”House说，“有时

我们也帮助那些遭遇OEM意外停工的公司，

直到他们重新获得生产能力。”这一战略似

乎付出了一些代价。2015年USTC的总产量同

比下降8％，但2016年总产量增长3％。2017

年总产量同比暴涨37％，2018年又激增33%。

但House预测，2019年公司年产量将有所放

缓，可能只增长10％左右。

美国关税配额（TRQ）的消极影响
起起伏伏的产量也许看起来像过山车一

样，但由于USTC非常看重与烟农的合作，因

此其处境相当特别。“我们商业模式的使命

是要求合作成员生产的烤烟烟叶都用于USTC

产品，以使种植者获得相应的红利。由于美

国烤烟烟叶的价格相对昂贵，竞争性产品的

定价是一项挑战。”此外，美国的关税配额

（TRQ）带来了相当不利的影响。起初，它

是为了确保在美国制造的卷烟中，有75％的

烟叶来自国内种植。“但今天，关税配额使

得进口的廉价烟叶以每年高达150,000公吨

的配额涌入美国市场。这意味着，在过去20

年中，美国卷烟生产使用的进口烟叶比例增

加了两倍以上，”House详细说明，“需要

减少关税配额，以维持原先预期的国内烟叶

使用比例为75％，”他恳切地说道。

分销不足阻碍扩张
市场准入也是一大问题。 H o u s e

说：“‘深口袋理论下的促销’限制了我们

的市场准入。”而竞争对手的排他性零售可

能会剥夺我们向客户展示产品的机会。“以

超值的价格提供优质产品本应是一种竞争规

范，不应当受到人为排斥，将竞争对手赶出

市场，”House指出。在国际舞台上，情况

也大同小异，因为全球大部分市场对价格的

反应都很敏感。“虽然我们意识到所有市场

都会考虑[当地]客户的经济环境，但我们会

瞄准能够识别并且使用高质量、高价值产

品的市场，”House如此解释USTC的市场战

略。虽然USTC决不会回避在欧盟、中东和部

分亚洲国家开展业务，但分销不足通常会阻

碍公司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我们在一些

目标区域看到了机会，但确保稳定可靠的分

销网络具有挑战性。”

绿地投资促进市场扩张
2005年，保加利亚邻国塞尔维亚接受

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绿地投资，当地公司

Monus LLC开设了新的卷烟厂。Monus首个卷

烟品牌Fast的巨大成功吸引了这笔注资，也

快速提升了该品牌在消费者中的知名度。

虽然Fast仍然是Monus在国内和全球众多

出口地区的畅销产品，但该公司努力通过与消

费者沟通和开发设计解决方案，紧跟全球趋

势，培育现有品牌，同时也投资新的品牌，如

Nero、De Santis、East，当然还有Monus。

虽然整个产品系列在塞尔维亚都有销售，

但其营业额仅占Monus年营业额的20％。“我

们对可靠性、高质量产品和对客户的关注，都

是Monus及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动力，”

该公司出口部门主管Tatjana Agrez指出。目

前，Monus的主要市场名单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勇

敢的环球旅行者的旅行计划（见表格）。Monus

的战略定位目前旨在促进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业

务扩张，并巩固其它的市场份额。“因此，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强大且组织良好的经销

商，以便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开放

和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Agrez说。

美国烟草合作社：销量排名前五的品牌

来源：美国烟草合作社

品牌名称
Traffic

1839

Wildhorse

Shield

1st Class

现有规格

超长卷烟、长支

卷烟

滤嘴类型

标准CAT

配方

美国

USTC最畅销卷烟品牌
Traffic

USTC总裁兼CEO	
Oscar	House

美
国
烟
草
合
作
社

美
国
烟
草
合
作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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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在未来市场拥有立足之地
虽然Monus声称其20多种卷烟品牌的业务

已遍及五大洲，但该公司仍然渴望进入更多

的市场......当然，这绝非易事。“例如，

我们发现伊朗有巨大潜力，”Agrez说，“但

我们需要在当地找到一个可靠的进口伙伴，

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里的烟草市场被国

家垄断，所有[烟草产品]进口都受到政府控

制。”Agrez也对西非和东非有兴趣，因为这

两个地区“具有巨大的销售潜力”，但她坦

承，公司目前对该地区缺乏必要的了解。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渗透进其它新市场就像在

公园散步那样容易。就欧盟而言，Agrez解

释说，对于小型卷烟公司来说，最大的障碍

是“对定位跟踪系统的大量投资”，这已成

为TPD2（欧盟《烟草产品指令》）的强制性

要求。同时，在Monus已经站稳脚跟的北非和

亚洲市场，主要的挑战是“来自中国和印度

低价品牌的强大冲击，”Agrez说。

2018-2019年Monus公司主要市场
主要市场	 入市时间
黎巴嫩 2010

土耳其 2013

独联体（CIS） 2015

利比亚 2015

美国（佛罗里达州） 2018

来源：Monus公司

2015-2019年按销售额计算的公司同比增长

来源：USTC/KTI/Monus

年份	 USTC	 Monus
2015 -8% +10%

2016 +3% +15%

2017 +37% +5%

2018 +33% +5%

2019（预计） +10% +10%

Monus公司出口部门
总监Tatjana	Agrez

Monus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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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品牌拥有优先权
尽管如此，凭借其多元化的品牌组

合，Monus在过去几年中的销量依然保持稳定

增长（见表格）。该公司的主要目标是自主品

牌的发展，OEM与合同加工的业务占比较小，

在Monus年营业额中不超过5％。“对于我们

来说，OEM对于扩大经济规模总是有利的，但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自有品牌的生产，”Agrez

说。她透露，Monus目前主要的OEM客户来自澳

大利亚、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

在市场服务方面，该公司拥有最先进的制造

工厂和6条全自动生产线（3条超长支卷烟生

产线，1条长支卷烟生产线，1条细支烟生产

线，1条八角形生产线）。“我们还将在今年

年底之前上线超细支烟和普通卷烟生产线，以

补充我们现有的品牌规格，”Agrez明确表示

Monus LLC将坚持不懈地发展业务。

新品牌Fast助力Monus公司获得成功Monus公司现代化生产设施

Monus公
司

Monus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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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WHO
SAID

WHAT?
“蒸汽烟的问题是，该产品
不会让任何人致死，因此不
需要处罚对该产品中的尼古
丁上瘾的人。这一点也是控
烟运动无法容忍的。”

——Michael B. Siegel博士，控

烟专家，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兼

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部社区卫生

科学教授  

全球
国际印花税协会支持采用定位跟踪技术

国际印花税协会（ITSA）支持实施税票和定位跟踪

系统最新技术，打击非法烟草贸易行为。

最近，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提出了许多可用于减少

非法烟草贸易活动的关键措施，其中包括对从生产或进

口到终端销售点整个供应链中的卷烟和其它物品进行有

效定位的跟踪系统。

巴西已经率先运行了一种先进的定位跟踪系统，

厄瓜多尔的现有系统效果不过，智利也计划采用这种系

统，世界银行的报告对此表示肯定和欢迎。还对爱尔兰

消费税税票计划大获成功给予高度赞扬。报告还指出，

菲律宾税票使用率很高，并对肯尼亚定位跟踪系统为行

业最佳实践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认可。

ITSA欣然接受世界银行就增加安全解决方案投资提

出的建议，这将最终减少欺诈行为，帮助世界各国政府

增加消费税收入，并控制烟草消费。

ITSA的Christine Macqueen表示：“报告中的案例研

究表明，应鼓励各国在安全性较高的全新消费税税票中采

用最新技术，无论是标签还是安全数字标识，都是供应链

中产品识别和跟踪系统的强大基础，这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议定书中的规定。”

美国
TachyonIQ发布DotCode算法

数据采集图像处理软件的领导者TachyonIQ，宣布

推出一种新的条形码扫描算法。该算法可以全方位解码

《欧盟烟草产品指令》强制采用的DotCode符号系统。

欧洲烟草业与其它行业一样，采用的系统可以对整

个供应链中产品进行追踪。通过在烟草产品包装上印上独

特的DotCode条形码，制造商和零售商能够实时跟踪和报

告产品定位，以阻止卷烟和细切烟丝的非法走私与制假。

DotCode条形码使用2D符号，在狭小的空间容纳许

多信息。“也有其它类型的2D条形码符号，”TachyonIQ

公司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EMEA）的销售经理

Thomas Rissmann表示，“但开发DotCode符号系统是为

了实现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高速打印应用。我们的解码器

已被证明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在全方位读取产品制造和

包装过程中，能够有效解决油墨堵塞、喷墨、线速不均

和其它印刷问题。”

即使出现打印问题，包装胶片收缩，背景对比度

低，甚至代码受到磨损或损坏，TachyonIQ算法都可以即

时准确地解码DotCode符号。在全球范围内，该软件通常

内置于零售点、仓库、配送和制造工厂采用的Code Cor-

poration公司的手持式扫描仪内，从而使定位跟踪系统

能够采集欧盟指令所需数据。

塞尔维亚
日烟国际开设新的生产线

日烟国际塞尔维亚分公司在森塔（Senta）工厂新

开设了一条价值300万欧元的生产线。

日烟国际执行副总裁Mutsuo Iwai表示，位于塞尔

维亚北部的森塔工厂，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表现最佳

的工厂之一，新设生产线代表着该公司在当地的业务又

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2006年至今，我公司的出口业务促使塞尔维亚

的贸易额达到近2.5亿美元，”Iwai说，“此外，日烟国

际公司为塞尔维亚五大纳税主体之一，自2006年以来，

纳税总额超过20亿美元。”

Iwai还指出，日烟国际是塞尔维亚唯一一家从当地

生产商那里购买烟草的外国卷烟制造商。该公司为自己

的员工、烟农和季节性劳工提供约1000个工作岗位。

自2006年收购森塔工厂以来，日烟国际已投资1.8

亿美元，并将生产的卷烟出口到黑山、波斯尼亚、黑塞

哥维那、北马其顿、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地。

比利时
那慕尔地区查处非法卷烟加工厂

海关当局拆毁了那慕尔市附近一家涉嫌约600万欧元

非法卷烟贸易的工厂，结束了长达数月的调查。此次行动

缉获了大约2500万支卷烟（相当于100多万包卷烟）、10

吨烟叶，以及位于沙勒罗瓦市和那慕尔市之间的Tamines

工厂的制造和包装工具。行动队员在搜查仓库时，发现

仓库内有15名员工，还有一间厨房、几间卧室，甚至还





38 tobaccoasia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A Pass i on  For  Exce l l enc e

FCV BURLEY ORIENTAL

Finest leaves
perfect blendsfor

Finest leaves
perfect blendsfor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Boegli.ch

STORY TELL YOUR BRAND 
Boegli–Gravures can help you to develop subtle, refined and 
ingenious ways of elevating your brand’s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your consumer brand experience. Let us partner 
with you to bring new dimensions to your marketing.

1.indd   1 04.10.2018   15:56:38

有一个健身房等生活设施。卷烟上的包装表明这些产品

将被运往希腊、土耳其和英国。

哥伦比亚
菲莫国际关闭工厂　Pielroja或将退出市场

菲莫国际日前关闭了位于哥伦比亚的工厂，此举让一

些人猜测该国标志性的Pielroja卷烟品牌将会撤出市场。

工厂关闭将导致麦德林和巴兰基亚至少800名工人以及约

100名为Pielroja品牌提供烟叶的烟农受到影响。菲莫国际

子公司Coltabaco收购了哥伦比亚一半以上的烟叶。

菲莫国际表示，哥伦比亚的非法烟草贸易活动是公

司决定关闭该国工厂的主要原因。“2016年，该国销售

税大幅增加，导致非法卷烟贸易飙升，并在2018年创下

25％的市占比新高，”菲莫国际哥伦比亚分公司副总裁

Carlos Guzman说。

然而，烟草工人工会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工会发言

人说：“关闭工厂的原因受到生产分散化的国际政策影

响。确实，走私品数量和税费都上涨了，但哥伦比亚的

税率仍然是整个拉丁美洲第二低的。”

美国
J.C.纽曼公司升级雪茄厂

J.C.纽曼雪茄公司已开始进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翻

新工程，欲将2078平方英尺的三层存储空间改造为手卷

雪茄车间。

业界警告称，如果美国FDA开始实施优质雪茄监管

计划，该公司可能面临破产。

J.C.纽曼公司的总法律顾问Drew Newman说：“FDA

的监管计划仍是潜在威胁。我们不敢拿公司的未来作赌

注，希望继续保持坦帕雪茄的制造传统。”

坦帕市是许多手卷雪茄制造商的所在地，但只有

纽曼公司仍然在该市下辖的易博市（Ybor City）工厂

97000平方英尺的车间生产机制雪茄。

手卷雪茄车间预计将于2020年1月份完工，届时将

迎来J.C.纽曼公司125周年纪念日。完工后，12名工人将

在此工作，而另外135名工人将继续使用机器，生产500

余种机制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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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特制滤嘴前景光明

20世纪50年代中期，醋酸纤维丝束（CAT）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吸烟体验。活性碳过滤装

置随后也为吸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丝滑体验。尽管大部分现代卷烟品牌仍在依靠相对简单的

醋酸纤维丝束滤嘴，但消费者近些年来却开始期盼越来越复杂的滤嘴。但话说回来，对各烟

草品牌来讲，采用复杂程度惊人的滤嘴并不仅仅是出于关注消费者需求。先进技术制造的滤

嘴可以充当重要的营销工具，进而带来竞争优势。

全球范围内呈增长趋势
说到最先进的卷烟滤嘴，就不能不提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益升华私人投资有限公司。80

年来，该公司一直立于不懈创新的前沿，不断突破新的卷烟滤嘴材料。益升华公司市场分析

师刘培英（Pei Ying Loh）证实道：“烟草制造商在生产优质系列产品时采用更为尖端复杂

的滤嘴，为消费者带来差异化的独特吸烟体验。但是，加香爆珠烟滤嘴因价值诉求被引入,

而市场上这种价值诉求更为普遍。因此,其零售价要低于同等口味的高端品牌。”欧睿国际

的数据显示，单滤嘴仍然占全球总份额的74%,但该数据在稳步下滑。刘培英表示：“下滑的

主要原因在于创新性特制滤嘴市占比不断增加。”刘培英还强调，大部分趋势是全球性而非

区域性,并补充说：“在亚洲，比如印度和韩国，超细滤嘴、塑形滤嘴和爆珠滤嘴等特制滤

嘴呈增长趋势。”.

消费者对特制滤嘴卷烟的需求日益高涨，已成为当今常态，而不再只是一种
优质增值品。为此,《亚洲烟草》对当前流行趋势进行了探究。

活性炭滤嘴仍然是益升华滤嘴产品组合的一部分

益升华公司的凹槽滤嘴，
其凹槽滤棒可改善烟雾扩散

益
升
华
公
司

益
升
华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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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urn-key. We 
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refine 
the DIET process and our DIET 
plants have above 95% uptime 
with a dry yield better than 98.5% 
through the plant. 

www.aircodiet.com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感官差异化至关重要
益升华开发与设计团队竭诚投入,“跳脱传统思维”,勇于创新，不断

推出新滤嘴产品,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一直做的风生水起。该公司新推的产品

包括“凹槽滤嘴”、“科林斯柱式滤嘴”、极具独创性的“高级壁流式滤

嘴”，以及“麻纸滤嘴”。但“科林斯柱式滤嘴”这类双滤嘴产品，其中一

个滤嘴的表面形状采用希腊多立克（Doric）柱子底座风格（提醒大家，不

是科林斯蒂安式！），使滤嘴设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在滤嘴中

嵌入的加香爆珠是卷烟滤嘴界真正的明星。加香爆珠藏在复杂的滤嘴填充

材料里，效果更棒了。益升华的全球创新及营销总监雨果•阿金海拉（Hugo 

Azinheira）表示：“我们认为带有加香爆珠和感官差异化特色的滤嘴是特

制滤嘴业发展的两大驱动主因。”葡萄牙人阿金海拉坚信，不同口味的爆珠

是推动目前趋势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他说：“现在越来越多样化了，比如

近来上市的‘红茶’口味。消费者一直在寻求新鲜有趣的口味体验。”内置

加香爆珠的形状复杂的滤嘴，能够带来崭新的品牌差异并与消费者进行更为

个人化的互动。

越发重视生物可降解性
益升华方面认为，爆珠和感官差异化未来对于可燃卷烟来说会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但阿金海拉也注意到一种并行出现的趋势：人们对生物可降解

材料滤嘴的兴趣日益增加。阿金海拉解释道：“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一次性塑料制品给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考虑生物可

降解性及可持续性，他们也期望有责任感的公司对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技

术和产品进行投资。”当然了，益升华也已经响应了这种号召，推出使用

纸、汉麻和赭红（Ochre）作为基底材料的滤嘴。此外，益升华还拥有了名

为BiTech的专利加工技术。尽管这些材料并非“100%生物可降解”，它们的

降解速度却无论如何都比醋酸纤维丝束要快,到目前为止，它们还属于新兴

领域。

益升华新推的麻纸滤
嘴，其滤棒和接装纸材

料均为汉麻

益
升
华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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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醋酸纤维丝束的统治地位
在这些可完全降解——或起码“环保中性”——的

替代品投入商用之前，醋酸纤维丝束仍将在当今市场上

大部分传统卷烟滤嘴填充材料中占据绝对优势。益升华

的行业战略开发总监帕特里克•梅瑞迪斯（Patrick Mer-

edith）指出：“还要考虑实用性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目前的可选材料中没有一种能代替醋酸纤维丝束。”他

还预测称，人们通过研究早晚能为久经考验的醋酸纤维

丝束材料找到继承者，该种材料会具备与醋酸纤维丝束

十分相似的特质。目前来看，滤嘴填充替代物仍然十分

昂贵，有人担心它们会导致卷烟价格猛涨，梅瑞迪斯则

为大家打消了这种顾虑。但是，醋酸纤维丝束的好日子

恐怕也所剩无几了。一旦开发出经济高效的制造方式，

那些填充材料就可以像醋酸纤维丝束一样便宜地大量生

产。梅瑞迪斯称：“长期来看，用替代材料做的滤嘴成

本并不会太高，如果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话就更是如此

了。”近日已有一种颇具潜在经济效益的替代材料问世

（见表格），但业内却知者寥寥。
益升华最新的创新滤嘴产品

来源:益升华公司

滤嘴名称

高级壁流式滤嘴

 

科林斯柱式滤嘴

 

凹槽滤嘴

 

麻纸滤嘴

 

关键细节

• 将醋酸酯管壁厚度降至不到1毫米

• 卷烟尾端结构独特，可能是颜色特殊的滤丝

• 具有不同形状，有利于品牌强化

• KS、DS和SS三种模式可选

• 可选双端或三段式设计

• 与众不同的“希腊多立克柱子底座式”滤嘴

段有利于烟雾扩散

• 可以填充加香爆珠

• 采用益升华市场领先的管段技术

• 压差相同时，发烟性高于单纯的醋酸酯产品

• 压差相同时，焦油状况优于单纯的醋酸酯

产品

• 结合了益升华其他产品、CPS和Sensation

的优势

• 滤嘴本体及包装均采用汉麻

• 过滤效果高于业内标准

• 生物可降解性初步测试结果与醋酸纤维素

一致

• 天然外观，纹理不同于Myria纸

主要优势

• 客户可定制分节类型、管状长度和填充

滤嘴外包装颜色

• 有外观特色

• 有成本降低的潜力

• 可应用于非可燃产品

• 有外观特色

• “口味任选”

• 各段可采用不同颜色的纤维束，增强

外观效果

• 有外观特色

• “口味任选”

• 生产效率优于两段结构的双滤嘴产品

• 加香爆珠的位置能让顾客控制薄荷醇的

集中程度

• 100%汉麻纤维,采用可持续措施

• 对消费者来讲特色显著

• 可以结合其他类型滤嘴

• 灵活性：可以在汉麻材料里添加其他

材料

益升华全球创新与营销总监
雨果•阿金海拉

益升华战略与业务发展总监
帕特里克•梅瑞迪斯

滤棒终端为星星状的成型多
层滤嘴

益升华的科林斯柱式滤嘴，
带有独特的希腊多立克
（Doric）柱式滤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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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精彩可期

还有一种合理的假设是，滤嘴制造商和烟草公司

迟早会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放弃醋酸纤维丝束，换用环

保型滤嘴。这种假设已初见端倪,因为许多国家正在加

强环境立法，推动逐步淘汰塑料等不可降解的污染物。

益升华声称已做好准备。“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未来也

将继续关注各地区不断更新的立法情况，”梅瑞迪斯保

证，“作为行业负责任的供应商，我们将与合作伙伴

一起遵守相应规定。”益升华不会一直只聚焦传统卷

烟滤嘴类别,而是已经密切关注新兴的新型烟草产品类

别。“我们正密切注意人们对大麻和汉麻等替品日益增

长的兴趣，希望将自己定位为这些新类别的领先滤嘴供

应商，”雨果•阿金海拉表示。未来精彩可期,让我们拭

目以待。 

瑞典公司采用Genia滤嘴

Genia filters will make 
their commercial debut in 
Swiss company Koch & 
Gsell’s tobacco and hemp 
cigarettes

《亚洲烟草》在2018

年第2期杂志上对德国公司

McAirlaids发明并取得专利

的可完全生物降解的全新

滤嘴材料——Genia进行了

专题报道，在我们的读者

群里引起了轰动。据悉，

有几家烟草公司已经联系

了McAirlaids公司，对这

种有潜力为行业带来颠覆

性变化的产品表示了极大

兴趣。McAirlaids公司销

售总监卡嘉•赛尔（Katja-

Selle）证实称：“过去12

个月里，我们已经协同几家

烟草制造商及带滤嘴小雪茄

制造商进行了测试。这些公

司来自欧洲和亚洲，公司规

模有大有小。”

Genia完全由纤维素构

成，生产制造时不用任何胶水或粘合剂树脂，工作原理也

和传统的醋酸纤维丝束有所不同。为了确保新材料保有滤

嘴材料的可用特质，有些烟草公司进行的测试阶段多达三

个，其中包括终端消费者测试。赛尔则声称：“从确定滤

嘴材料的正确规格后，目前收到的消费者固定样本组的反

馈肯定都是积极正面的。”

目前，很多测试尚在进行中，但已经有公司率先选

定了Genia。2017年7月，瑞典的一家小型烟草制造商Koch 

&Gsell在其专利所有的Heimat品牌旗下推出了世界首款商

业制造的汉麻卷烟，这一举措引起了轰动。今年夏天起，

这个瑞典团队会将Genia滤嘴材料应用于所有的汉麻卷烟。

赛尔称：“Koch &Gsell打算将Genia滤嘴推广应用于Heimat

全系列”，逐步淘汰醋酸纤维丝束。赛尔还表示：“我们

也期待今年稍晚时候将Genia滤嘴投入其他产品。”

文/托马斯•施密德与卡嘉•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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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新形势下的烟草
打假打私工作
当前，制售假烟、走私贩私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烟草打假打
私任务同样艰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制售假烟和走私贩私违法犯
罪活动必须持之以恒。

4月8日至19日，由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

室组织，行业内外众多媒体组成的媒体团，

先后走访了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五省（区）相关地市，近距离感受新形势下

的烟草打假打私工作，对部分重点地区烟草

打假打私实践和成效进行了深入了解。

加热不燃烧卷烟犯罪活动呈现新特点
近年来，新型烟草制品冲击着国内烟草

市场正常秩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的定义，全部或部分由烟叶作为原料生

产的供抽吸、吸吮、咀嚼或鼻吸的产品，都

属于烟草制品，加热不燃烧卷烟也符合这一

定义，我国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烟

草专卖法》有权管辖。

2017年6月，国家局明确将IQOS、GLO等

4种加热不燃烧卷烟判定为含烟草特征性成

分的烟草制品，为基层单位开展监管提供了

政策依据和指导。

在现实中，涉及加热不燃烧卷烟的犯

罪活动，呈现出与传统涉烟犯罪有别的新特

点：犯罪行为团伙化、专业化，人流、物

流、资金流分离，利用互联网平台线上交

易，运输渠道依托现代物流，“快进快出”

方式导致现场取证困难。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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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互联网+寄递”销售模式，南京市局运用了“线上＋线下”的情报搜集模式，线上开发寄递涉烟信息收

集研判系统，线下探索烟草稽查联络员、邮政管理联络员以及寄递企业联络员的“三员”联动监管，立体化收集案

件线索；

聚焦互联网销售案件的管辖权，扬州市局根据“两高”司法解释，主动邀请公检法提前介入，以符合公安机

关“涉互联网犯罪行为案件”的构成要件立案侦查，有效解决了异地案件侦办的管辖权问题；

聚焦证据认定问题，连云港市局在案件侦办中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依照法律程序重点收集犯罪嫌疑人的微

信、QQ聊天记录和网上银行交易记录，以有力证据确保了后续司法程序的顺畅开展；

聚焦加热不燃烧卷烟销售从线上到线下蔓延的趋势，苏州市局探索了以“两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诚

信经营信息公开为辅助、以信息数据平台为支撑的新型监管方法，扩大了专卖管理的“朋友圈”，挤压了涉烟违法

分子的“活动圈”；

2018年，江苏省查处加热不燃

烧卷烟案件14起，其中4起为国标网

络案件，沉重打击了涉烟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其一系列探索，更为

全行业侦办加热不燃烧卷烟案件积

累了经验、提供了参考。

“制假重灾区”如何脱胎换骨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受暴利诱

惑，福建云霄地区的部分村民开始

从事卷烟制假。很快，全县出现了

卷烟制假“专业村”。此后，随着

打击力度加大，制假活动从村庄转

入野外，呈现出分工式、家族式的

特点，更具隐蔽性。

福建省政府逐步完善了由省烟

草、省公安厅、省工商局等8个部

门组成的卷烟打假打私联席会议制

度。与之同步，漳州市采用了“一

纳入三结合”，建立了覆盖全市的

卷烟打假责任制。

十多年来，福建省局每年开展

1～2次专项行动，剑指云霄。锁定

重点地区，福建省局还联合公安部

门，开展了驻点打假。全省9地市轮

流派出专卖稽查人员轮值，每期行

动人数不少于30人，每年驻点时间

不少于300天。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云霄县

打假形势出现根本性好转。2014

年，云霄县制假烟机实现了“零查

获”，摘掉了卷烟制假重灾区的帽

子。2016年至今，云霄保持了制假

烟机“零查获”的记录，打假工作

取得30年来最好的局面。2015年

起，云霄县每年预留打假综合治理

经费，投入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建

设，极大地改变了全县面貌。如

今，一批新产业逐步成型，为群众

提供了“阳光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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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卷烟打假打私的“主战场”上打假打私体系形成
与其他地区不同，广东的烟草制假走私活动可谓“门类齐全”， 

且存在明显地域分布特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物流场所和物流

快递企业数量庞大，其他省份的假烟和从越南进入的走私烟，也有

很多在这里中转分销。”广东省局副局长曾政告诉记者，一定程度

上讲，广东烟草打假打私不仅是在为自己打，也是在为全国打、为

全行业打。

在潮汕地区，借助事前情报导侦、事中打击行动、事后案件办

理“三种模式”，揭阳市局全力推进打假方法科学化，先后破获了

非法生产假烟案等一批大案。

省会广州市局对物流站场、寄递企业、机场等监管力度明显增

强。2018年至2019年3月，广州市局物流货运站场查获涉烟案件65

件，在快递环节查处涉烟案件48件，确保了涉烟非法运输车辆“进

不来、出不去”。

在粤西要道，国家级的打击烟草走私情报中心，让烟草专卖执

法人员与海关缉私人员配合得更加紧密，双方联手破获了“1•23”

2016～2018年，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案件11.63万件，查获假

烟26.28亿支、走私烟8.45亿支、大型制假烟机811台套、制假烟叶

烟丝6638.72吨、假烟商标标识1.48亿张，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约

300亿元。

边境烟草打假打私构建协同作战体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南临北部

湾，大陆海岸线537.64千米，北仑河沿线与越南一河之隔，进出国

境十分便利。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区位环境，使边界成为涉烟违法犯罪的高危地

区。而随着全国始终保持烟草打假打私高压态势，近年来制售假烟、

走私贩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内制假分子逐步将制假阵地转移到接

壤的东南亚国家，在境外开办烟厂生产假烟，走私烟叶出境、走私假

烟入境问题愈发突出，边境烟草打假打私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

凸显。

近年来，广西中越边境烟草走私呈多发态势，防城港东兴北仑

河一线尤甚。2016年4月，广西烟草打私总队正式成立，进驻东兴全

力推动烟草打假打私工作深入开展。

在此基础上，广西烟草打私总队先后与东兴各执法部门签订了

联勤联值备忘录，建立联合打私工作机制，构建了以政府领导，海

关、公安、边防、海警、烟草等部门齐抓共管的“1+5”烟草打私体

系，形成了打击合力。

在“1+5”烟草打私体系下，挖后台、打团伙，巡查与守点结

合，陆上与海上结合、“断臂”与“破舟”专项行动结合，一系

列烟草打私行动强有力开展，2017年“1•17”特大非法经营卷烟

案、2018年“1•16”走私卷烟案、“4•22”非法运输卷烟案等大要

案件相继被破获，有力震慑了走私分子，东兴边境走私入境卷烟数

量持续下降，东兴打私前沿阵地的“桥头堡”作用逐渐显现。

无独有偶。在“烟草王国”云南，2018年以来烟叶国内非法流

通、境外走私数量激增，境外假烟流入较为突出，且其组织严密、

手段多样，给烟草打假打私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打击涉烟违法犯

罪面临严峻形势。

针对新变化、新问题，云南省局始终坚持各职能部门紧密协作，

不断深化和完善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在原云南省“两烟”打

假打私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省打击涉烟违法

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召开全省打击涉烟

违法犯罪工作会议，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均

在同级烟草专卖部门设立执勤室等一系列合

作机制，凝聚起共同打击涉烟违法犯罪的合

力，2018年全省共查办制售假烟网络案件52

起，大要案1989件，同比增长13.79%，联合作

战水平明显提升。

产业转型让打假打私由治标向治本转变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三元地区”处于

滇西南出省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出入便捷，

一度非法经营烟叶问题十分突出。

而如今人们来到这里，看到成片的高标

准农田内种满了林果、蔬菜，往日轰鸣的非

法加工设备作为烟草打假打私的战果沉寂在

仓库内，曾经深藏于民居中的非法加工窝点

转型改造成了菌菇养殖的“实验室”……从

全国烟草制假原料主要供应地向“力争成为

红河州乡村振兴先进典型和示范引领”的转

变之巨，令人惊讶。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涉烟违法犯罪反

弹，一直在紧盯工业用电量的变化，过去 

‘三元地区’每月用电量高达13万度，目

前一直稳定在七八千度左右。”泸西县副县

长张华介绍，“三元地区”非法烟叶经营集

散地被成功捣毁后，县里进行了户访摸查，

群众提及最多的是，生活怎么办，收入从哪

来？“没有产业转型支撑，专项整治、综合

治理难以持久，只有从非法烟叶经营脱离进

入合法劳动致富，‘三元地区’才能真正实

现长治久安”。

基于此，泸西县紧盯产业兴旺这个重

点，制订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建设规划及行

动实施方案，明确了2018年至2020年重点实

施产业转型发展、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

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和民生建设

等重点工作。

“三元地区”之一的桃园村卫民村小

组村民李永贵，正是一名产业发展的受益

者。2013年以前，他还是一名非法加工烟

叶烟丝的参与者，后来在政府、烟草等部门

教育引导下开始正当谋生，如今他所在的龙

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有果林1100亩、蔬

菜基地3000亩。“果林明年挂果产生经济效

益，蔬菜基地去年产值7000多万元，吸纳了

400多人务工，每人每月务工收入能达到三

四千元。”李永贵感慨，“过去挣再多钱也

是偷偷摸摸，现在站着说话理直气壮，没人

再会去干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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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AID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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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
联邦税收委员会面临废除青烟
叶税压力

巴 基 斯 坦 联 邦 税 收 委 员 会

（FBR）希望废除在脱叶工厂加工青

烟叶征收每公斤300巴基斯坦卢比的

可调联邦消费税（FED），目前面临

压力。

巴基斯坦国会议长Asad Qaiser

召开了讨论在2019-20年度预算中缓

解烟农压力提案的会议。FBR高层被

要求废除FED税，宣称这有负面影

响。一位FBR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

进行讨论，6月底会做出是否废除

FED税的决定。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需要量更少量价更低
的烟草制品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提高了称重和拍卖场费

用，每捆烟叶价格从上一季的4.5

美元涨到7.7美元。国际烟农协会

（ITGA）作物检测的最新报告显

示，非洲烟叶销售季并未给津巴布

韦烟农带来好消息，以至于津巴布

韦烟草协会（TAZ）主席召集业界所

有利益相关者参会。

ITGA报告中提到，津巴布韦国

内目前的烟叶交货量已经比2018年

减少20%，打消了期望大量种植的烟

农积极性。不仅交货量比预期低，

价格也远比2018年低，下跌37%。

上述情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烟叶销售市场季刚开始时并未

告知烟农支付方式，导致烟农对付款

流程产生不信任。其次，津巴布韦实

施美元实时全额清算新货币系统，

导致产生金融问题，带来通货膨胀

压力，给国内烟草公司造成了更多困

难。这些公司必须以美元购买烟叶，

增加了成本，所以他们降低了烟叶收

购价格。第三，拍卖场提高了一些费

用和价格，进一步加剧了烟农的困难

处境，使其收入减少。

纳米比亚
赞比西州种植园已获批

内阁已经批准纳米比亚东方烟

草公司租用赞比西州种植园来种烟

和玉米。

纳米比亚东方烟草公司合伙人

分别是中国投资者和该国奥希科托

区协调员Armas Amukwiyu。2015年5

月，该公司首次向赞比西州公有土地

局申请140亿纳米比亚元投资被拒。

此后土地局改变了立场，并向政府

表示，应该批准该项目。2019年6月

13日，贸易和经济发展内阁委员会

（CCTED）批准了该公司的申请。

该公司已经在Liselo获得了

10000公顷的土地，位于卡蒂马穆利

洛的市郊。

2015年，时任赞比西州长Law-

rence Sampofu说：“赞比西州社区

需要这个项目，他们并不反对，只

有一个人反对，但是在土地局召开

会议时，他从未出席并表达他的反

对意见。”

Sampofu还表示，该项目不仅仅

计划种烟，也计划种植玉米和蔬菜

及其他作物。

前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忻顺康

于2015年指出，赞比西州这个未决

议的种植园出产的烟叶并非用于当

地销售，而是销往中国市场。

津巴布韦
创新型烟叶烤房

本土工程企业MamsenEngineer-

ing研发了一种节能双涡轮烟叶烤

房，旨在为烟农减少能源费用，减

轻对环境的影响。

该公司的双涡轮烤房在库萨嘎

研究中心成功通过测试，由烟草研究

委员会（TRB）实际操作。该烤房的

创新技术被证实为新一代节能、可

持续烟叶烘烤系统。TRB会长Dahlia 

Garwe博士表示，津巴布韦小型烟农

烘烤烟叶需砍伐树木，烟草行业为此

而面临巨大压力。然而，津巴布韦拥

有丰富的煤炭储量，新节能烤房会使

木材的使用量大幅减少，从而轻松确

保烟草行业的生存。

该公司已经成功将这款新烟叶

烤房推广到莫桑比克，还准备推广

至整个南部非洲。该技术由轻质气

密钢管结构组成，外覆IBR板材，内

部结构采用垫层隔热保护，以减少

热惯量。。

该公司的Hanif Mahomed说，双

涡轮烤房可以让烟农用煤炭来烘烤

烟叶，燃烧过程中不需要使用电风

扇或太阳能风扇，烘烤每公斤烟叶

需要0.85公斤煤炭。他还提到，这

款烤房成本较低，适合小型烟农或

社区烟农，便于安装。烟农可以使

用煤炭、木屑、液化石油气和生物

燃料，还可以使用麦秆、玉米茎叶

和干草来烘烤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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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烟叶与加热不燃
烧烟草产品完美契合

不同形式的再造烟叶（RT）多年来被广泛用于制造多种消费品。例

如，将不同比例的再造烟叶碎片掺兑到多种卷烟配方中。再造烟叶也是绝大

多数手卷烟（RYO）的重要原料，并且还被用于机制雪茄的茄套。HNB出现

后，很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再造烟叶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使其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

HNB烟弹理想的填充物
“再造烟叶是一款成功的HNB产品的最佳搭档，”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

的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的工程销售经理AlperÇetin肯定地说。原

因在于再造烟叶能在加热至接近燃点时产生一种类似烟雾的、富含尼古丁的

蒸汽，而传统烟叶在相对低温下不会产生蒸汽。不言而喻，HNB技术的意义

是不再燃烧烟叶，防止释放焦油和大部分有害化学物质。HNB烟弹若只填充

传统烟叶,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设备产生的温度不够高。另一方面，再造烟

叶的制造工艺使其表面积大于烟丝，能够在加热至远低于燃点时释放含有的

几十年来，再造烟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商品,被广泛应
用于多种产品。如今，再造烟叶也被用于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
（HNB）。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一家主要的再造烟叶供应
商——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总部位于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工程销售经理AlperÇetin

明
星
农
业
科
技
国
际
公
司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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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和尼古丁。这些独特的优势让再造烟叶成为生产HNB烟弹主要的，或者

可以说唯一的原材料之选。Çetin评论说：“尽管HNB这个新兴领域刚刚起

步，但其对再造烟叶的需求越来越大。”

并非所有类型的再造烟叶都适合填充HNB烟弹
但是，并非所有类型的再造烟叶都可以用于生产HNB烟弹。Çetin解释

说：“用于HNB的主要类型是纳米纤维再造烟叶，”他说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利

用稠浆类型的再造烟叶。初步加工和卷烟生产剩下的烟末、粉尘和烟梗等碎

屑可以用于制造卷烟和散装混合烟中使用的再造烟叶，适用于HNB产品的再造

烟叶必须来自优质材料。“你不可能直接使用低等级的残渣，但HNB再造烟叶

要求来自高品质的原材料，也就是说

它必须用真烟叶生产，”Çetin强调

道。在加工过程中，原材料被机械地

拼接成直径只有几纳米（1纳米=1/10

亿米）的极好纤维。这种再造纤维

在水和粘合剂的存在下制成薄片，

便成为一种内表面积大增的烟草制

品，在低温加热环境下反应迅速且均

匀。“中国也生产一种叫做‘干法造

纸法再造烟叶’的产品，顾名思义，

就是利用压缩空气抚平纤维制成薄

片，”Çetin透露。“这种类型也可

以用于HNB产品，但据我所知中国之

外的企业还没有能力生产这种类型的

再造烟叶。”

纳米纤维再造烟叶需求增长或
引发短缺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的业

务开发经理EfeAbdullahoğlu表示，

纳米纤维再造烟叶是由2008年新开

发出的技术制成。他表示这种产品 

“如今已经成为抗拉强度、芳香饱

和度、口味饱满度、填充力和成本

效益均属最高品质的再造烟叶的世

界标准。”纳米纤维再造烟叶由真

烟叶而非用烟草碎片和烟梗制造，

因制造过程中水的稀释，该产品相

对其他原材料含有天然较低的尼古

丁含量。其尼古丁水平也比天然烟

叶更加稳定，并且可以通过混合不

同类型的烟叶来调整（比如增加或

减少尼古丁含量）。但突增的纳米

纤维再造烟叶需求伴随着供应短缺

的风险，或许现在还未出现这种情

况。“我们发现，HNB产品目前在日

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正经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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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烟叶“出手相救”
卷烟配方中高达20%的成分由再造

烟叶构成，最常见的是稠浆类型的再造

烟叶。向配方中添加这种产品可以在不

影响产品芳香品质的情况下降低生产成

本。并且由于再造烟叶相较于传统碎片

尼古丁含量非常稳定，添加至配方中会

帮助调整不同生产批次的尼古丁水平。

一旦美国FDA的法规开始生效，所有美国

在售的卷烟尼古丁水平必须符合“最小

成瘾性”的规定，再造烟叶在不久的将

来将更加重要。该公司的EfeAbdullahoğlu
表示，卷烟公司毫无疑问将开始增加其

配方中再造烟叶的比例来符合该规定。

他们实际上别无选择。但他也指出不是

所有的再造烟叶类型都适合代替原有烟

草20%之多的比例，纳米纤维再造烟叶十

分适合达到该比例，因为它含有70%的高

品质烟叶副产物粉末，比起其他类型的

再造烟叶能释放更多的香气和香味。由

于在生产过程中有水的稀释，再造烟叶

总体上的尼古丁含量比烟丝低，纳米纤

维再造烟叶可以“调低”卷烟的尼古丁

含量，使其符合FDA的规定。

再造烟叶：主要优势和常见应用

来源：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

再造烟叶类型
稠浆型再造烟叶

纸质再造烟叶

纳米纤维再造烟叶

干法造纸法再造烟叶

主要优势
低价

高阻力

比其他类型的再造烟

叶更芳香

生产过程无需粘合剂

应用产品
可燃烧烟草产品HNB烟弹

可燃烧烟草产品

可燃烧烟草产品HNB烟弹

HNB烟弹（目前只有中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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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烟叶样品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
司仓库内待发货的C40
包装的再造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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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时期，”Abdullahoğlu说，“如果需

求继续像当下一样剧烈增长，纳米纤维再造

烟叶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供应不足。目前已经

有一些供应公司实施了这种（纳米纤维）

技术，同时还有许多公司在努力部署和调

试，”他提醒说。Abdullahoğlu也预测供应

瓶颈期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短暂。“在我看

来，几年内所有的供应商都将拥有自己的

HNB再造烟叶处理系统。”

具有卓越投资眼光的投资家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当然不是游手

好闲之辈。作为全球烟草主要供应商之一，

该公司时刻紧跟市场重大发展，只要有必要

就不断应用新技术，在其产品组合中增加新

产品，从不回避必要的投资。Abdullahoğlu
指出，正是这种时刻保持警醒的努力奋斗和

与时俱进让SAI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再

造烟叶供应商之一，并且拥有最新的制造技

术”。他补充说2018年该公司在巴西新上

了“一条纳米纤维生产线，以提升公司全球

供应链的能力，并且还有一条新不锈钢带生

产线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文多禾梭，来满足当

地需求。”2019年，该公司甚至以将其纳

米纤维再造烟叶的库存量翻倍为目标，准

备建设另一个制造基地。Abdullahoğlu透露

说：“我们对再造烟叶的未来很有信心，特

别是纳米纤维类型，并且我们今后将继续关

注这类产品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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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2018-19年烟叶销售季不同于往常，而且该国也拥有诸多问题。货币政策已严

重影响到市场上的烟叶销售。烟叶经销商感叹，自推出即时支付结算系统(RTGS$)以来，通

货膨胀率对烟叶交易造成了严重影响。支付系统和更改留存收益率导致一片混乱，农民甚至

提出抗议，收回市场中的烟叶。根据津巴布韦烟草协会（ZTA）公布的数据，有关各方需要

意识到，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农民是决定继续种烟还是换种其它农作物。

在宣布马拉维烟叶销售季开始时，马拉维总统针对作物种植多样化的问题，敦促该国

各方寻找烟叶经济作物的替代品，避免该国的外汇收入受到影响。马拉维总统宣布将禁止烟

叶买家自产自销，还迫使经销商从农民那里购买烟叶。

坦桑尼亚烟叶销售季于近期开启。该国烟叶产量已经连续4年不断减少，但今年烟叶产

量将开始增加。烟叶依然是该国的主要外汇来源，地位仅次于腰果。

多年来，烟草业一直在敦促当局解决非法卷烟贸易问题，南非税务局（SARS）终于开

始采取行动。该机构在全国所有烟草生产机构安排了检查员，随后一个月内获得的烟草消费

2019年4-5月国际
烟叶市场概览
非洲烟叶销售季始于3、4月份。在此期间，烟农纷纷涌向烟草拍卖场和合同
交易市场，希望自己精心呵护一年的烟叶能够获得高评级收购。然而，这种
希望受制于烟农无法掌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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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新增了4100万美元。预计全年税收收入将

达到16亿美元。在先前措施取得成功之后，

他们还将引入定位追踪系统。为进一步控制

规模庞大的非法贸易活动，英美烟草公司计

划退出该国市场。

根据最新数据，在大西洋彼岸的巴西，

烟叶销售季进程将半。总体而言，今年的烟

叶质量有所下降，售价也低于2018年，烟农

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也化为泡影。巴西司法部

长和公共安全部等政府部门宣布正在进行一

项研究，以解决该国的非法卷烟贸易，此举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政府部门提议的措施之

一是减少税收，以降低非法卷烟的吸引力。

阿根廷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烟草合作

社、烟叶经销商、烟草公司和州/联邦当局

之间的价格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将弗吉尼亚

B1F级别的烟叶作为标准，以87.63阿根廷比

索或1.93美元（按当前汇率1比索=0.022美

元）出售，与上一年相比价格上涨65％。美

国农业部（USDA）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

种烟面积下降了16％。原因显而易见，部分

烟农转向大麻生产，或者至少将大麻作为烟

叶生产的补充。肯塔基州的种植面积变化最

为显著。由于该州数个大麻试点项目早已获

批，因而成为了大麻生产的先锋者。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

了菲莫国际iQOS设备的《上市前烟草产品

申请》（PMTA）。这意味着奥驰亚可以在

美国销售iQOS，并开始计划发售。日本在

引进iQOS后，完全改变了卷烟消费习惯，

可燃型卷烟产品销量大大下降。因此，业

内人士对奥驰亚未来的季度业绩充满热切

期待。美国消费者对加热型烟草产品的反

响如何？电子烟市场将受到何种影响？这

些问题浮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请记住，

在美国，奥驰亚既拥有领先的电子烟装置

Juul的少数股权，也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市

场的加热型烟草产品iQOS的独家销售代

理。自2014年底日本引入iQOS以来，卷烟

销售量下降了约30％（见图1）。

2018年，中国的卷烟销售总量为23750

亿支，与2017年的23689亿支相比，有所增

加。卷烟产量下降至23356.2亿支，因此销

售和生产之间400亿支的差异有助于减少卷

烟库存。烟叶进口额减至1.46亿美元，其中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按进口数量计）为津巴

布韦、巴西、美国、赞比亚和阿根廷。2019

年第一季度，日本烟叶进口量与2018年同期

相比增加了68.5％。

印度安得拉邦的农民要求国家采用紧

急财政援助计划调整烟叶的最低价格，以维

持收支平衡。卡纳塔克邦的烟叶销售季结束

后，共售出8.5万吨弗吉尼亚烤烟，每公斤

均价为2.05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5年，中东和

非洲地区的吸烟人数将达到1.8亿，比2010年

增加40％。该地区是烟草业的重点发展区域，

也是最具扩张潜力的市场。为此，一些非洲国

家制定了国家烟草控制条例等法案。最新制定

相关法案的国家是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加拿大

宣布了卷烟平装的最终法案，并将于今年11月

生效。该国10个省份针对烟草行业提起诉讼，

计划索赔金额为3750亿美元，这一事件非常重

要。然而，分析家预计诉讼结果将与美国该类

案件达成的结果相似。

事实证明，2019年，全球烟农面临着诸

多挑战和困难。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为烟草

行业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重要的发展契机。

烟农作为该行业的发展基石，将会密切关注

发展情况。

图1：日本卷烟销量（单位：10亿支）

日本卷烟销量（单位：10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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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ITG公司换帅

Oliver Kutz目前已接替Dan Carr

继任帝国品牌子公司ITG Brands公司

CEO兼总裁。ITG表示，Carr在此前16

个月担任上述职位，离职后将“投身

于其它事业”。

Kutz加入帝国品牌公司已有20

年之久，曾担任过俄罗斯、美洲、

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AAAA）区

域总经理。帝国品牌公司AAAA区域

总监Dominic Brisby说：“Oliver 

Kutz为ITG Brands带来了与传统烟

草和新型烟草有关的丰富经验。”

肯尼亚
Mastermind	Tobacco创始人
逝世

肯尼亚第二大卷烟制造商Mas-

termind Tobacco创始人Wilfred Murun-

gi逝世，标志着这位经验丰富的实业

家掌舵该公司长达三十年的时代结束

了。Murungi享年70岁，最近数月身体

欠佳。他离世后，公司一直在处理税

务问题，主要业务前途未卜。

1 9 8 5年，时任技术总监的

Murungi在掌握了卷烟行业的关键技

术后离开英美烟草肯尼亚分公司，

然后创立了Mastermind。

阿联酋
研究显示Medwakh比卷烟危
害更大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只使用

卷烟的人相比，传统纤细烟斗Med-

wakh使用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更大。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Yazan 

Al Ajlouni研究发现，从统计数据

来看，使用散装烟叶道哈（dokha）

的medwakh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

提高了大约4倍。

“Medwakh在该地区年轻人中

使用非常普遍，但它比卷烟更危

险，”Al Ajlouni说，“事实上我

们发现，不管是只吸medwakh，还

是同时吸用medwakh和其它烟草产

品，都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

险。”

他还补充说：“根据对低密度

脂蛋白和低载脂蛋白A等风险因素水

平的测量，那些只吸medwakh的人罹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5.25倍。”

印度
新手机APP报告烟草违规行为

印度政府开发了一款手机APP——

Stop Tobacco，报告与烟草有关的违

规行为。在正式发布前，该APP已经

接到25起投诉。据卫生和家庭福利

部门官员称，大多数投诉都是与公

共场所吸烟有关。

Stop Tobacco的推出是为了纪

念5月31日世界无烟日。班加罗尔农

村、杜姆古尔、乌杜皮、拉戈尔和

贝尔高姆等10个地区的用户可以优

先下载使用该APP。

该APP有4个组成部分，旨在提

高用户认识，并对违反2003年《卷

烟和其他烟草制品法》（COTPA）的

行为进行报告。用户可以上传违反

COTPA的图像。由于该APP支持GPS定

位，随后违规行为的位置将被锁定。

违规报告之后将被发送给相关

的地区卫生官员，同时抄送至上级

区域组织，包括与教育、妇女和儿

童等有关的其它部门，警方也将收

到报告。

新西兰
政府电子烟网站上线

卫生部新专题网站V a p i n g 

Facts目前已上线。该网站认可电子

烟产品，并告知吸烟者，电子烟可

大大减少吸烟危害。

该网站有三大部分：电子烟基

础知识；对比使用电子烟与可燃性

烟草的影响；建议使用电子烟产品

戒烟。

卫生部长Jenny Salesa表示，

该网站是一个“集中、可靠的信息

来源”，希望能够提高成年人及

其家庭或毛利族家庭对电子烟的认

知。该网站通过一些事实和建议强

调电子烟对毛利族妇女的重要性，

这些妇女的吸烟率高达32.5％，而

该国的总体吸烟率为13.8％。

台湾
实现HNB产品合法化请愿活动
超出预期

要求实现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

（HNB）合法化，并且对该类产品征

收与其它烟草制品相同的健康和福

利附加费的请愿书已经征得5000多

个签名，远远超出预期。

请愿书要求政府机构于两个月

内（7月17日之前）在相关平台上公

开发表回复。

4月27日，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在

线政策平台提出该请愿书，并获得

批准，两天后进入为期60天的签名

征集期。

请愿书内容显示，虽然很多人

把加热型烟草产品带到台湾，但无

相关法律规定对其进行监管。因此

这类产品应该受到烟草制品健康和

福利附加费的限制，以加强监管。

一些评论说，“许多大国已将

其合法化，台湾何时会赶上它们的

步伐？并且HNB与烟草制品类似，因

此没有理由禁止。”

全球
营养不良致病性高于烟草

成立于2018年的营养学家协会

（PAN）表示，营养不良对健康的危

害更甚于烟草、缺乏运动和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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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医学主任NiklasOppenrie-

der说：“目前，科学研究表明，最

常见的大众疾病主要是由一些风险

因素引起的。营养不良是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他还补充说：“全球73％的死

亡和超过一半的伤残调整寿命年都

是由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根据最

新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这些疾病

的最大风险因素是营养不良，超过

烟草、缺乏运动和肥胖等其它主要

风险因素。”

Oppenrieder表示，这些疾病主

要包括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

心病、心脏病、中风）、Ⅱ型糖尿

病、肥胖和各种癌症。营养不良也

会对其它常见疾病产生重大影响，

如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肌肉骨

骼疾病、皮肤病和痴呆症。

阿曼
烟草和酒精税率达到100%

自6月15日起，阿曼对烟草、酒

精、能量饮料和猪肉的征收税率达

到100％。

阿曼政府预计，每年新产生的

税收将约为1亿阿曼里亚尔（约合

2.6亿美元）。新税收的实施至少推

迟了18个月。

希腊
卷烟走私量居欧盟各国之首

由 菲 莫 国 际 委 托 毕 马 威

（KPMG）出具的“斯特拉报告”

（Stella Report）报道称，希腊是

欧盟卷烟走私率最高的国家，政府

2018年的税收损失达6.9亿欧元。

报告显示，希腊非法卷烟市占

比2018年增至23.6％，比2017年增

长了5.6％。该国是欧盟最大的卷烟

走私市场，销售额达到15亿欧元。

欧盟各国非法烟草消费量平均比例

为8.6％。

目前，希腊卷烟税收占零售价

的85％。政府对一包4.50欧元的卷烟

征税3.85欧元，零售商、经销商和烟

草业只能分到剩余的0.85欧元。

菲律宾
提高税收法案获批

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一项法案，

旨在提高烟草制品消费税和电子烟

关税。

参议院全票（20：0）通过第

2233号法案。法案规定，到2020

年，将每包卷烟消费税提高45比

索，2021年提高50比索，2022年提

高55比索，2023年提高60比索。

该法案还规定每10毫升电子烟

油需缴纳的关税为10比索。

巴基斯坦
内阁批准实施卷烟统一税

内阁已批准对所有盒装卷烟和

软饮料征收固定税，试图弥补严重

的预算赤字。

内阁于5月下旬决定，将在议会

批准2019/2020财政预算后开始执行

该税收。

对20支盒装卷烟征收10卢比健

康税，对250毫升软饮料征收1卢比

健康税。这些税收将专门用于卫生

部门的发展。

南非
追踪系统耗资巨大

南非烟草研究所（TISA）表

示，南非税务局（SARS）紧急发布

的卷烟追踪新系统——“跟踪标记

技术”耗资数十亿兰特，但有可能

仍无法遏制价值高达80亿兰特的非

法卷烟贸易。

TISA表示，新系统无法解决非

法烟草贸易的主要问题，即各制造

点的卷烟数量验证。

TISA主席Françoisvander 

Merwe表示，SARS试图在12个月内实

施该制度，而欧盟和加纳历经4年多

的磋商和试验才实施了该制度。

Vander Merwe还表示，TISA在

支持该跟踪系统，以解决非法贸易

中最有利可图的行为，并将确保合

法烟草安全进入全球最糟糕的非法

市场。

“这是非常复杂的高科技系

统，必须融入SARS、零售商、批

发商和制造商目前使用以及未来

将使用的技术，以便实时共享数

据，”Vander Merwe说，“推出这

样一个复杂的IT密集型系统需要足

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咨询和测试，

而TISA担心SARS进程匆忙，已经跳

过了这些关键步骤。”

柬埔寨
各部委被要求遏制卷烟消费行为

柬埔寨国民议会指示各部委遏

制公共场所吸烟行为，进而减少烟

草制品消费。

国 民 议 会 第 八 委 员 会 主 席

LokKheng在金边举行的“领导力在

烟草控制法与合法工具监督中的作

用”会议上表示，对机制的监管仍

具有挑战性。Kheng还表示，挑战源

于预算限制和监管官员的缺乏，这

些都无法确保法规得到执行。她还

指出，与邻国相比，柬埔寨的烟草

制品税率仍然较低。

Keng引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

经济和财政部报告说，柬埔寨的烟草

税率为31.1％，而缅甸、新加坡和泰

国的烟草税率则定在50-70％左右。

“柬埔寨尚未加强对烟草控

制机制的执行，无法对公共区域

进行监管以及对烟草信息进行传

播，”Kheng说，“相关部委必须共

同努力，减少烟草制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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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InterTabac与InterSupply
两大展会进入倒计时

2019年9月20至22日，德国国际烟草和烟具

贸易博览会（InterTabac）将和德国国际烟草

机械展（InterSupply）在德国多特蒙德同台举

办。前者是全球最大的烟草产品及配件商展会，

后者重点展出电子烟和烟草产品生产相关的产

品、服务及器械。目前，烟草业的这两大盛会已

进入倒计时，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展会亮点。

新入口大厅
首先，展会地点多特蒙德展览中心新设了

北门入口大厅。

多特蒙德市长乌尔里希•希劳（UllrichSi-

erau）表示：“新入口大厅占地4500平方米，气

派雄壮，引人入胜，可由此前往威斯特法伦会议

中心，这足以证明多特蒙德是举办现代展会的最

佳场所。我市对新入口大厅投资颇大，它展现了

多特蒙德和威斯特法伦集团的无穷魅力，也呈现

了多特蒙德展览中心的独特吸引力。”

威斯特法伦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

宾娜•鲁丝（Sabine Loos）表示：“展会中心

新设了北门入口大厅，新开了参观通道，改造

了展览前庭，如此一来，这里更富有吸引力和

竞争力了。我们将提供更多服务，采用当代风

格设计，满足现代组织者、参展者和参观者的

期望。参观者注册登记系统将使商展会格外受

益。国际参展者和参观者日益增加，我们将为

其展现崭新气象。”

新名字
多特蒙德展会中心不仅新设了北入口大

厅。会展中心所属的公司新改名为“多特蒙德

展览有限公司”，KHC威斯特法伦有限公司改名

为“多特蒙德会议有限公司”，展览中心则改

称为“威斯特法伦有限公司”。

展厅的名字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威斯特法

伦1号厅改称“威斯特法伦活动场”，2号厅现在

成了“1号厅”，威斯特法伦2U厅改称“1U厅”

，威斯特法伦2N厅改称“1B厅”，威斯特法伦

3A厅现在成了“2号厅”，威斯特法伦3B厅则成

了“3号厅”，原有的4至8号厅则保持原名。

中国参展商
距离本次展会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本

次展会占用了整个多特蒙德展览中心的9个展

厅，目前几乎所有展位均已售罄，只有3号展厅

（InterSupply）还有少量展位。今年有来自55

个国家的6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有170家企业

来自德国。到目前为止，参展商数量第二多的

国家是中国，近90家中国企业已签订了不同的

展位空间。

以下是今年参展的部分中国企业。

爱优士/深圳市余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爱优士(IUOC)创立于2017年，是创新的爱优

士加热不燃烧设备的研发及制造者，可选择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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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支做烟弹。爱优士拥有40余项专利，大部分是受到全球

专利合作条约（PCT）保护的发明专利。这些专利具体可

分为烟具专利、加热管专利和加热方式专利。

深圳精盐科技有限公司
精盐科技是EVOVE（亿雾）电子烟的制造方。创

始人刘济辉（Samuel Liu）和希泰什•杜贝（Hitesh 

Dubey）认为雾化技术和富有创新性的尼古丁传输效率能

够解决业内常见的困难，同时更好、更快地推动电子烟

在全球范围内普及。

聚为集团/卓尔悦
聚为集团于2017年创立，总部位于中国深圳，与欧

美许多著名的研究及认证实验室合作。卓尔悦的生产设

备也获得了电子烟雾化器制造商所能得到的最高级别认

证，包括全球电子烟首个UL认证。

江苏中烟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江苏中烟工业公

司）由江苏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创立于2003年9月。该

公司目前下辖南京卷烟厂、徐州卷烟厂和淮阴卷烟厂三

大卷烟厂，同时还有南通烟滤嘴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鑫

源烟草薄片有限公司两个配套子公司。江苏中烟是一家

集卷烟生产、销售及烟草物资配套供应为一体的大型烟

草工业集团。

麦斯莫科
麦斯莫科（Mysmok）于2014年开始做无烟产品硬件和

工业设计，于2015年进入电子烟开发制造行业，并于2016

年初组建了一支特殊团队，专注于加热不燃烧产品的研

发。该公司一直在延续这方面的努力，现在也在制造加热

不燃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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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kari@hitkari.net

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创立于2010年，是中国一家领先

的卷烟纸制造商及贸易集团，主要是生产娒恩

（MOON）牌卷烟纸、自卷烟滤嘴和配件等。娒

恩牌自卷烟纸原材料有每平方米20克重的木

浆，也有每平方米12克重的有机纯麻浆。该公

司也为卷烟纸提供贴牌服务，也能生产定制标

签、设计包装和水印。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江恒丰纸业是中国最重要的卷烟相关

纸业制造公司之一，也是中国国内造纸业第一家

高科技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卷烟纸、滤

嘴棒纸、铝箔衬纸、接装纸原纸和上百种工业特

种纸。这些产品销往国内外，既向中国各大中烟

公司供货，也服务于很多重要的外国客户。

德康
自2003年起，德康公司一直在研发电子

烟油，采用包括100%天然香料提取物和真正烟

草提取物等医药级别成分。2012年，德康建立

了罗马尼亚分厂，生产该公司在欧洲销售的产

品。2014年，德康在美国建立了办事处。德康

还开发制造了水果味水烟。

恒信科技集团
创立于2009年的恒信是最早将PG/VG电子烟

油推广到国际市场的制造者之一。从那时起，

恒信就一直是全球电子烟业的领跑者。恒信服

务于全球85个国家的消费者，目前分别在欧

洲、北美和亚洲设立了三个分中心。2016年，

恒信的电子烟油在全球销量为1亿瓶，成为全球

电子烟油销量第一品牌。2017年，恒信完成了

品牌重塑，并进行了产品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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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烟草行业互联网广
告宣传管控日趋严格
2019年4月20日，对中国烟草行业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一天。所有中国烟草企
业刚一上班就发现，自己用于发布服务信息和政策指导的微信公众号和企业宣
传账号都被无一遗漏的屏蔽掉了，受众看不到页面，企业也无法进入后台。

虽然自2016年9月中国实行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之后，互联网上的以发布产

品图片、宣传语等为主的传统烟草广告几近绝迹，烟草行业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也都受到

非常严格的管控，但像这次毫无理由“一刀切”式地全部关停信息发布平台还没有发生过。

起因
事情起因于4月15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18年互联网烟草营销数据监

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

一、烟草营销信息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仍然大量存在。

二、虽然目前在中国，男性仍然是卷烟的主要消费群体，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女性

和青少年群体正在成为烟草营销信息的主要传播对象。

三、与传统广告形式相比，互联网平台上的烟草营销信息更多使用软性植入的方式，

有更强的隐蔽性。

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6月共抓取烟草广告和促销相关信息51892条，烟草新闻

7289条，烟民讨论47304条。在烟草广告和促销相关信息中，烟草代理商销售信息最多，为

39507条，占76.13%;烟草代购销售信息1959条，占3.78%;烟草广告信息1977条，占3.81%;烟

草赞助信息265条，占总量的0.51%。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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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强调，

这次所抓取的相关信息以烟草代理商销售信

息最多，所占比例超过四分之三，与中国烟

草总公司及下属企业均无关系，但同一天新

华网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北京疾控：将加大

互联网烟草营销监管力度》的文章。紧接着

人民网评发布文章——APP现烟草软文，处

理不应止于“下线”。之后，国内众多媒体

相继跟进；引起高度关注，成为社会热点焦

点。随之，微信平台管理方迅速关停了几乎

所有的涉烟公众号，其中包括中国国家烟草

专卖局官方政务服务账号。

争议
这次事件的焦点在于，只要这些公众

号发布与烟草有关系的内容便一律关闭，而

无论其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这种“一刀

切”的做法显然对于那些行业性、政策性和

信息类、服务类的公号平台非常不公平，因

为根据中国《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只要不利用互联网发布烟草广告——不开展

烟草营销、不传播卷烟品牌，就应该根据法

律予以保留，但现实状况却令太多“遵纪守

法”的人感到失望。

尤为重要的事，这次事件传递了一个越

来越明晰的信号：中国对烟草宣传的管控会

越来越严格，越来越不留余地。

事实上，在这次发布的《2018年互联

网烟草营销数据监测报告》中，最为突出的

案例是目前一款非常流行的实用类App“小

红书”，“小红书”App中涉及烟草类信息9

万多条，所传播的烟草信息发布源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市场上销售火爆的电子烟，抓住

眼前的法律空白和监管盲区，发布各种软文

广告、诱导消费；另一类是不法商贩利用互

联网平台违法贩卖销售卷烟——包含大量普

通消费者真假难辨的假冒、走私卷烟，而这

本身也是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市场监管的重点

和难点。“小红书”被重点关注之后，所表

达出来的治理结果是删除所有涉烟内容，并

增加相关戒烟信息，时至今日，我们在“小

红书”上搜索“烟”、“烟草”等关键词确

实没有了涉及烟草的文章，但如果搜索“电

子yan”却依然存在不少“软文”。这也进

一步说明，真正需要治理的内容并没有因此

受到扼制。

而微信平台所采取的关停一切涉烟公

众号的措施就更令人难以服气，因为时至今

日，所呈现出的结果是：

一向遵纪守法真正代表烟草行业官方只做内部

信息传达的政务类、服务类公众号，因为是烟草类

公众号，所以被非常准确并毫不手软的关停了。而

真正需要治理的那些以测评、品吸、分享等面目出

现，软文风十足、诱导性强烈的传播内容，以及各

种平台上林林总总的卖烟信息，在4月20日之后，因

为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治理成本高等原因仍然

大量存在。

思考
中国的《烟草专卖法》开宗明义讲的很清

楚：“实行烟草专卖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

品的生产和经营”，中国政府也于2003年签署加入

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该《公约》自2006年1

月在中国正式生效。10余年来，中国的控烟履约工

作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得到了控烟组织的肯定和认

可。换而言之，即烟草行业是一个合法的行业，发

布法律法规许可的内容，就不应该受到惩处。

对于广告法明确规定的行为，如果有足够证据

证明其属于广告，应该关闭，而且还要严惩。但如果

只是“涉嫌”或是根本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只

因为是烟草行业的公众号就一律禁止或关停，是否妥

当，值得思考。近两年，中国的控烟进程推进很快。

自2016年以来，先后有20多个城市颁布了号称“史上

最严”的控烟法令，包括北京和上海；并且很多城市

的机场都拆除了“吸烟室”，一些商场和餐馆也都严

禁吸烟，吸烟的人越来越无处可吸，因为吸烟问题而

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屡见不鲜。

在此次事件之前，中国的“互联网控烟”虽

然严格，也都还局限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而这次宁

可“错杀一千”也不“漏过一个”的不合常规的做

法令人感到控烟态度的极度不理智。甚至可以说，

中国的控烟极端化，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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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74815-CIGARETTE ROLLING PAPERS 
FORMED FROM KOMBUCHA BIOFILMS 
Rolling papers formed from fermented microbial 
cellulose derivatives ( e.g., Kombucha fermentation 
biofilms) and methods of manufacture are described. 

Browse recent: Shaun Moshasha, Charlottesville, VA 
(US); Cutter Grathwohl, Charlottesville,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74815
Inventors: Shaun Moshasha, Charlottesville, VA 
(US); Cutter Grathwohl, Charlottesville, VA (US) 

2019/0168953-PACKAGED INTERLEAVED CURVED 
EDGE CIGARETTE ROLLING PAPER
A pop-up dispenser is provided containing a stack of 
curved edge cigarette rolling papers. The papers are 
folded and interleaved within a box having a slot for 
dispensing one curved edge cigarette rolling paper at 
a time. A cover hinged to one edge of the box 
overlies the slot in the closed position.

One paper is dispensed with its straight edge 
exiting the box first followed by a subsequent paper 
dispensed with its curved edge exiting the box first.

Browse recent: Curved Papers, Inc., 
Plainview, NY(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68953
Inventors: Michael O’Malley, Plainview, NY(US)

2019/0174814-SMOKING ARTICLE WITH REDUCED TOBACCO 
An example smoking article includes a smoking rod filled with a filler material. The 
filler material includes tobacco material and non-tobacco leaf material, and the 
filler mate-rial is distributed along a length of the smoking rod. 

In certain examples the tobacco material, non-tobacco leaf material, or both 
may be treated with one or more additives, and in other examples the filler 
material may not include additives. The smoking article can be formed as a 
cigarette, cigarillo, or cigar.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74814
Inventors: Munmaya K. Mishra, Manakin Sabot, VA (US); Shaoyong Yu, Glen 
Allen, VA (US); Weiling Li, Moseley, VA (US) 

2019/0174817-FILTER AND TOBACCO PRODUCT
A filter for a tobacco product provided with a through hole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including a slit on a circumference of the filter along a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wherein a cross-sectional area of the through hole is changed by 
twisting both sides in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filter in relatively opposite directions 
along the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with the slit as a boundary. 

A tobacco product further has the above filter, tip paper that wraps at least a 
part of the filter; and a tobacco rod including shredded tobacco and connected to 
the filter through the tip paper.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74817
Inventors: Hitoshi TAMBO, Tokyo (JP); Yoshiaki ISHIKAWA, Tokyo (JP)

Semi-Volatile Organics by GCMS Kombucha
Compounds Result (mg/Kg)
Menthal ND
Nicotine ND
Anabasine ND
1-Naphthylamine ND
2-Naphthylamine ND
NNN ND
4-Aminobiphenyl ND
NNK ND

Volatile Organics by GCMS Kombucha
Compounds Result (mg/Kg)
1,3-Butadiene ND
Isoprene ND
Acrolein ND
Acylonitrlle ND
Benzene ND
Toluene ND

Results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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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41)

Akyurek Technology
www.akyurektobacco.com
(Page 8-9)

Alliance One
www.aointl.com
(Page 19)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www.bat-science.com/
sciencereport
(Page C-4)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6-17)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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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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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Gima TT S.p.A.
Tel +39 051 6525111 
www.ima.it
sales@gimatt.it
(Pag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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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23)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64)

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kardien@kardien.co.kr
www.kardien.co.kr
(Page 37)

InterTabac/InterSupply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Page 3)

ITM
www.itmgroup.eu
(Page 27)

IUOC
jackie@iuoctech.com
(Page 33)

Max Schlatterer GmbH & Co KG
Tel +49(0) 7324/15-0
www.esband.de
(Page 11)

Events  展
会

MLT Micro Laser Technology
Tel: +49 (0) 89 901 196 700
contact@microlasertech.de
www.microlasertech.de
(Page 43)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45, 51)

Prestige Leaf Trade Limited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63)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47)

Shanghai Minsun
minsun@minsun.sh.cn
www.minsun.sh.cn
(Pag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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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9)

NV STTC
Tel +65 633 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53)

TANN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C-3)

Tobacco Technology Inc.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15)

TSAL
alper@tsal.biz (Alper Cetin)
afsaneh@tsal.biz 
(Afsaneh Ghorbani)
www.tsalengineering.com
(Page 35)

US Tobacco Cooperative
www.usleaf.com
(Page 25)

WT Asia
Tel +44 (0) 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www.wtevents.com
(Pag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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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