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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嘴解决方案
满足每一项需求

设计您的滤嘴。设计您的商标。
作为拥有超过 40 年丰富经验的公司，虹霓可提供滤嘴棒
生产领域的最顶层专业知识，并开发灵活的技术解决方案。
使用我们的创新制造理念，您的产品设计绝不会出错。

www.hau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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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s-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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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viding ready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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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推出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烟禁令。无论
是室内禁令，还是禁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销售电

《亚洲烟草》代表处

子烟，或完全禁止电子烟的销售、进口和使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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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禁令的原因无外乎两个：1）阻止人们吸烟；2）
防止18岁以下的青少年吸烟。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电子烟禁令的这两个主要原
因，那么问题来了：电子烟禁令是否真的实现了这
两大目标，还是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事与愿违？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明确指出，我们不反对电子烟法规。当
然应该有规则，特别是在质量和安全问题上，也没有人主张向年轻人销售电
子烟。但是，如果电子烟可能成为比传统卷烟的有害影响更小的潜在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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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电子烟岂非是自毁其身？如果人们无法使用电子烟，他们是不是会继续
吸食传统卷烟？那么，禁止电子烟又如何会有助于减少吸烟人数呢？
此外，还有禁止口味和降低电子烟中尼古丁含量的问题。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资助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电子烟禁令会导致人们使用电子烟减少，
但抽吸传统卷烟增加。
该研究由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理教授劳伦•帕切克
（La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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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k）领导，调查了240名18至29岁同时使用电子烟和传统卷烟

的年轻人。参与者被问及如果限制加香电子烟的销售；如果电子烟不含尼古
丁；如果他们无法调整尼古丁含量或蒸汽温度，他们会如何做？
结果47％的参与者表示，如果电子烟不含尼古丁，他们不会再经常使
用，相反会增加传统卷烟使用；2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不再提供定制电子
烟的能力，他们将减少电子烟使用，增加传统卷烟使用；17％的人表示，如
果电子烟的味道仅限于烟草味和薄荷味，他们也会这样做。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电子烟的立场开始逐渐缓和，并认识到
其潜在好处。虽然电子烟面市时间较短，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予以支
撑，但总的来说，大多数报告、研究和发现均表明，电子烟是一种“更安
全”（不一定是“完全安全”）的替品，可有助于减少传统吸烟。
推出电子烟禁令的政府是否太武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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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孟买警方奖励的纪念品

QA
Hitkari Multifilter公司魅力领袖Arun Hitkari

新任董事总经理Arjun Hitkari

Staff Report

《亚洲烟草》采访印度知
名滤嘴制造商前任董事长
印度Hitkari Multifilters公司是一
家全球领先的滤嘴供应商。该公司董事
总经理兼董事长Arun Hitkari是一位风
度翩翩、温文尔雅、精明睿智、和蔼可
亲的人。
他穿着讲究、谈吐文雅，多年来一
直是该行业的传奇人物。他彬彬有礼、
博学多才，无论是在公司办公，参加全
球会议，还是出席鸡尾酒晚宴，身着意
大利西装或其他国际定制服装的他总能
在人群中熠熠生辉。
他平易近人、热情友好，人缘很
好。简而言之，Arun Hitkari充满人格
魅力，富有真才实学。
在辞任Hitkari Multifilters董事长
六七年后，Arun
Hitkari接受了《亚
洲烟草》的采访。他已 委 任 自 己 的 儿
子Arjun
Hitkari为公司总裁董事总经
理。Arjun拥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是
一个勤奋、踏实、谦虚而且有管理才能
的人。
Arun Hitkari参加了《亚洲烟草》
的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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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您能分享一下自己最初
是如何涉足这个行业的吗？是什么吸引了您？
Arun Hitkari：当时好莱坞电影里那些
家喻户晓的明星吞云吐雾的场景让人感觉很
有范儿，特别吸引我，于是我也爱上了吸烟
的美妙享受，成了一名“老烟枪”，自然而
然就踏入这个行业了。
《亚洲烟草》：您从事该行业的感觉如
何？能分享一些难忘的经历吗？特别是那些
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经历，美好的或者糟
糕的都可以。
Arun Hitakri：在烟草行业工作非常愉
快，因为你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
景的人相识和交流，这些都是丰富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你会结识诚实、勤奋和知识渊
博的人。由于大多数人彼此相识，因此全球
范围内的主要供应商都很靠谱。
这个行业好的体验不胜枚举。世界无时
不在变化，最近也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
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亚洲烟草》：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任职
于Hitkari Multifilters？

TH
E
TA

Q&A

Arun Hitkari：Hitkari品牌成立于1896年。Hitkari Multifilters成
立于1973年1月26日，是印度首批卷烟滤嘴制造商之一，是印度烟草委员会
（ITC）时任主席AN Haskar先生与我父亲联合创立的。最初生产粘胶滤嘴，
并逐步发展到醋酸纤维滤嘴和一些更复杂的滤嘴。我是该品牌的第四代继承
者，我儿子Arjun Hitkari担任总裁后，成为第五代继承者。
《亚洲烟草》：现在Hitkari Multifilters是领先的滤嘴制造商，也
是印度市场众多公司的佼佼者。Hitkari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Arun Hitkari：是的，2008年，ITC给我们颁发了荣誉奖项，表彰我司
在2005年至2007年间在质量管理方面的卓越表现，对此我们倍感珍惜。我们
很高兴能够将国外备件、机械和原材料供应商直接引入印度市场，使印度
公司有机会在本土直接购买到全球
领先产品。而且，我们紧随全球趋
势，进军非烟草领域，发展多元化
业务。
我们一直提倡社会意识，过去
一直坚持履行与滤嘴业务无关的社
会责任。其中包括赞助孤儿信托基
金，在孟买融资成立一家医院，赞
助一家靠近某生产工厂的学校，并
设立基金，以帮助那些在执行任务
中牺牲的警察的遗孀。
《亚洲烟草》： 您认为印度和
中东市场未来发展和增长的关键领
域是什么？
Arun Hitakri：由于卷烟广告
受到限制，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那些
与众不同，拥有特殊包装外形的卷
烟品牌，如纤长形包装、扁宽形包
装，甚至是具有艺术美感的日本扇
形开口包装。包装内层铝箔的特殊
压花也是卷烟品牌吸引消费者的一
大特点。
《亚洲烟草》： 您认为该行业
目前在上述市场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什么？
Arun
Hitakri：最大的问题
是印度税收过高，导致卷烟价格
飙升，刺激卷烟走私和假冒产品制
造，导致印度政府失去了数千万卢
比的收入。降低税收迫在眉睫。
另外一大问题是85％的烟盒
上都有健康警示图，这使得印度成
为世界上图示警告最多的国家。美
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占全球卷烟
消费量的51％，但没有任何图示警
告。印度市场需要合理化的税收制
度，制止非法制造及卷烟走私。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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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WHO报告未认可卷烟替品的
科学创新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发布
了一份由彭博慈善机构资助的关于全
球烟草使用的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帮
助吸烟者戒烟。然而，该报告并未认
可卷烟替品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世卫组织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科
学视角：烟丝燃烧才会产生绝大多
数有害化学物质，导致吸烟相关疾
病，而烟丝本身不会。无法戒烟的
人会从危害较小的卷烟替品中获益
最多。事实上，一项对31个国家的
31000人进行的全球调查发现，88%
的受访者认为吸烟者应该可以选择
危害较小的卷烟替品。菲莫国际表
示，仅其替品已帮助全球800万人完
全戒烟。
菲莫国际战略和科学传播副
总裁莫伊拉•吉尔克里斯特（Moira
Gilchrist）博士说：“世卫组织继
续忽视卷烟替品的科学性，导致全球
10亿人继续吸烟，辜负了它的期望。
毫无疑问，经科学证实的无烟替品比
卷烟更好。我们的无烟战略符合世卫
组织的目标。我们希望到2025年，至
少有4000万吸烟者换用我们的无烟产
品，从而使吸烟率的下降速度比世卫
组织设定的目标快4倍。”
迄今为止，德国、日本和英国
等国家的高校和政府研究机构已经开
展了73项独立研究和科学审查，所得
结论支持使用危害较小的卷烟替品，
它们不燃烧，也不产生烟雾。

美国

调查显示限制电子烟或将导致
吸烟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研究
人员对240名18至29岁的烟草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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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双重使用者进行了一项调查，以

纯粹’的方法。同时，科学已经表

了解限制电子烟会造成哪些影响。

明，适当监下的小剂量尼古丁是一

结果发现，对电子烟实施某些限制

种温和的兴奋剂，与咖啡因没有什

可能会促使一些人更多地使用烟草

么不同。它甚至在治疗老年痴呆症

制品。

方面已取得成功。社会和行为成瘾

他们要求受访者针对3种假设情
景进行回应：一种场景是美国的电子
烟不含尼古丁，一种场景是只有烟草
味或薄荷味的电子烟，第三种场景是
使用者不能通过更改或定制化电子烟
装置来改变尼古丁的剂量。

是传统吸烟的一大问题，但电子烟
的化学成瘾则另当别论。”

中国

中烟国际股价累计涨幅近5倍
中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

约4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法

下简称“中烟国际”）又在香港交易

规取消电子烟中的尼古丁，他们就

所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交易日，投

不会使用太多电子烟，并且会增加

资者争先恐后地想从全球最大的卷烟

卷烟使用。约22%的受访者表示，如

生产商中国烟草总公司旗下国际子公

果法规限制他们个性化电子烟，他

司分一杯羹。该公司自6月份首次公开

们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17%的受访

募股（IPO）以来，股价上涨了44%，

者表示，如果仅限于烟草或薄荷口

累计涨幅近5倍。

味，他们将减少电子烟的使用，吸
用更多的卷烟。

彭博社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将
成为今年香港IPO业绩最好的公司。
中国卷烟市场庞大，在港股市场上

奥驰亚资助尼古丁传输项目

市具有较强的稀缺性，对投资者有

奥驰亚集团最近宣布，已与其

很大吸引力，因此人们将其与贵州

子公司Lexaria Nignia LLC（Lexaria

茅台公司相媲美。贵州茅台拥有令

Bioscience的一个部门）签署了一项

人垂涎的高端白酒品牌，是中国最

最终投资协议。奥驰亚将资助符合法

为广泛持有的股票之一。

定尼古丁传输形式的研究。
Lexaria

Bioscience公司首席

执行官Chris Bunka声称青少年吸烟
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

虽然一些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认
为，中国烟草股价溢价理所当然，但
也有人警告说，其上涨幅度过大。
香港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执董

Bunka说：“虽然电子烟不健

Dickie Wong说：“中烟国际股价飙

康，但不像抽烟那么不健康，换用

升非常荒谬，这只能说明疯狂和不

电子烟，拯救生命。”

合理的投资行为。它目前的估值远

Lexaria公司的尼古丁传输过程

高于实际价值。投资者押注中国消

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非燃烧、

费者对烟草和白酒的喜爱是可以理

非吸入的方法，不需要任何化学物

解的，但我们应保持理智。”

质或添加剂，不断实现进一步发
展。其技术也不是尼古丁口香糖或
贴片，设计贴合人体消化系统。

泰国

菲莫国际所涉争端尚未结束

Bunka说：“过去10年，全世

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DTI）在

界60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而

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世界贸易组

我们却在讨论阻止这种损失的‘最

织（WTO）小组裁决支持菲律宾诉讼

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泰国违反国际海关法。随后，泰国

染：国家流行病”的媒体见面会上

烟和电子烟，并防止一代纽约人形成

副总理威沙努表示涉及菲莫国际的

说。该公司还公布了其在3月至5月

昂贵且可能致命的成瘾嗜好，”他在

争端“尚未结束”。

期间进行的2019年第一轮非法卷烟

宣布签名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已有16

威沙努表示，商务部、外交

研究（ICS），结果显示非法卷烟现

个州批准将吸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但

部、海关署和特别调查部正在共同

占市场的60％，比2018年增加了2%。

有些州到2019年下半年或未来几年才

努力解决争端。他说，有的案件在

O’Rourke说，应修订《毒品管

泰国法院审理，有的在WTO法院审

理法》，以紧跟形势。他提出了一

理，这个问题很敏感，并且“尚未

个三管齐下的方法，包括成立独立

结束”。菲莫国际泰国子公司现在

工作组，暂停三年调涨烟草税，以

面临刑事和民事诉讼。

及禁止在马来西亚转运卷烟。

WTO专家组于7月12日公布裁
决，称泰国就菲莫国际从菲律宾子
公司进口的卷烟估值未能履行海关
估价协议规定的义务。
之后，菲莫国际敦促泰国放弃

联合国

联合国内部文件质疑烟草禁令
联合国一份内部文件似乎质
疑烟草公司与联合国合作的现有禁

印度

令，记者Colum Lynch在外交政策会

ITC公司二季度利润同比增长
12.6%
印度烟草公司ITC

会使该法生效。

Limited报

议上公开此文件后，引起了一些人
的关注。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UNOG）

对菲莫国际泰国有限公司（PMTL）

告，截至2019年6月的季度利润同比

即将离任的主任Michael

Møller的

的刑事起诉。

增长12.6％，至3173.94千万卢比。

备忘录于6月28日被送至联合国秘

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就2003年

该公司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至2006年间低估从菲律宾进口的卷

5.8％至1.15亿卢比，其卷烟业务同

Guterres）处。Møller由俄罗斯的

烟价值向PMTL征收200多亿泰铢的逃

比增长6％至5433.4千万卢比。息税

Tatiana

税款项。

前利润（EBIT）同比增长8.2％至

中说他与继任者分享备忘录见解。

马来西亚

非法产品使政府损失60亿令吉
烟草税
日烟国际马来西亚公司最近宣
布，由于对走私者执法不力，政府

Valovaya继任，并在文件

3849.13千万卢比，息税折旧摊销前

Møller坦诚烟草使用对公众

利润（EBITDA）增长8.7％至4565.7

健康的影响。然而，在离开之前，

千万卢比。

他谈到了烟草业的禁令，并建议如

美国

纽约州将吸烟年龄提至21岁

果希望实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则应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法。
尽管努力降低吸烟率，或者

纽约州州长最近签字，通过

减少从事烟草的相关工作，但截至

将吸烟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的法

2025年仍有大约11亿人将继续使用

该公司董事总经理Cormac

律，120天后生效，该法适用于传统

烟草，因为预计刚果布拉柴维尔、

O’Rourke透露，目前1/7的马来西

烟草产品、电子烟和雾化器的销售。

塞拉利昂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吸烟率

亚吸烟者吸非法卷烟和电子烟产

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95％的吸

将上升。因此，Møller看到了烟草

品，如果不加以控制，该数字将成

烟者在21岁之前开始使用烟草产品。

业本身使用他称之为更细致的方法

倍增长。

将吸烟年龄提高到21岁——该协会称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更广泛定

之为“21岁烟草”提案——已经成为

义中的作用。

可能会损失高达60亿令吉（14.3亿
美元）的卷烟和电子烟产品税。

O’Rourke表示，由于腐败和缺
乏监管尼古丁使用的法律，例如1952

纽约青少年的首要任务。

“世卫组织总干事Tedros

Ad-

州长Andrew Cuomo（D）表示，

hanom Ghebreyesus明确表示，根据

尽管数十年来政府一直在努力扼杀这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

“现实情况是，马来西亚深

种习惯，但仍有很多儿童和青少年开

他决定完全排除烟草业与联合国系

陷腐败，许多机构办事不力，导致

始吸烟，部分原因源自针对年轻人的

统的任何联系，”Møller说，“然

非法卷烟和非法酒精问题恶化，”

营销。“将吸烟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

而，政策问题仍然是这项禁令的适

他在一次关于“非法卷烟贸易和污

岁，我们可以首先阻止青少年获得卷

当性。”

年的《毒品管理法》，导致无牌电子
烟店和非法卷烟贸易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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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镜头拍摄AKD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的总部

欧盟《烟草产品指令》

跟踪和追踪法规合规在即
文/托马斯•施密德

欧盟的《烟草产品指令》（TPD2）现已生效，或许有些公司认为其跟踪和追
踪（T＆T）规程有点太快了。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一家克罗地亚公司，
该公司提供一种有趣的解决方案，可帮助那些茫然无措的公司保持有条不紊。
欧盟《烟草产品指令》第2014/40号法
规于2019年5月20日生效。烟草业通常将其

件公司AKD的IT和业务运营董事会顾问KristinaLeko Kuštrak说。

称TPD2，监管框架在其第15条和第16条中规

AKD公司成立于1991年，服务于广大经

定了实施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5日发布

济部门，包括政府机构、运输和物流公司、

的EC

2018/574号法规，其中详细说明了烟

医疗保健供应商、银行和金融机构、学术

草制品可追溯性的技术要求。最初仅适用于

机构以及企业客户。因此，其软件解决方

卷烟和手卷烟，但TPD2从2024年5月20日起

案和服务组合就像广泛应用的eSign（数字

将所有其他烟草产品纳入其中。

签名）和mSign（数字签到和缴费）解决方

该交错计划体现的想法显然是，卷烟和

案、QTSA（数据采集系统）服务、TACHONet

手卷烟制造商通常都是大型企业，他们在实

系统访问、贴有芯片的国家电子身份证软

施严格的跟踪和追踪要求以及防伪功能（这

件、第三代电子护照和驾驶执照、政府高

是该指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方面通常比中

安全性门禁卡和文档打印等。该公司已针

小企业拥有更多资源。但是，2024年的执行

对TPD2创造了烟草业特定的AKD

日期还“将为其他烟草产品的制造商——往

品，KristinaLeko Kuštrak认为，该产品已

往是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间，

经“从4月23日开始全面生产”，并且经过

以便在监管启动之前适应并吸取大型企业获

广泛的测试阶段，现在可以“服务于任何需

得的经验，”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的软

要遵守欧盟指令的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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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D产

[AKDd.o.o.]

AKD向《亚洲烟草》透露，今年1月已成为“欧盟第一家发布UID（唯一标
识符）的公司，实现了在可用许可以及已实施业务流程概念验证阶段的成熟解
决方案。”该公司在某大型制造商处成功地测试了软件在整个生产链中生成和
传播UID代码的全面可行性，通过该试点项目完成了概念验证阶段。AKD最近向
《亚洲烟草》证实，该公司目前客户有“所有运营克罗地亚市场烟草产品的
工厂的制造商”；业务遍布欧盟和国外的制造商。“与此同时，我们也扩大了
服务范围，以支持尚未准备好遵守TPD2标准的国家的制造商，”Leko Kuštrak
补充道，“这符合欧盟5月3日第2019/691号决策的要求”，即授权经济运营
商暂时使用其他成员国的ID发行的服务。”为了反驳一些毫无根据但又持续
流传的谣言，Leko Kuštrak坚称没有烟草公司参与融资或开发AKD TrackID产
品。“TPD明确指出，任何已实施的T＆T解决方案以及ID发行人建立的业务流
程必须完全独立于烟草业，”她补充说，“然而，烟草公司是这些系统的未来
用户，因此的确在TPD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Leko

Kuštrak保证，AKD

TrackID“是一种易于集成到现有生产线中

的解决方案。”AKD可在一周内完成集成，并可在客户遇到问题时全天候提
供支持。“但必须牢记，与UID发行人的集成只表明制造商完成了部分工
作，”她警告说，“他们还必须在生产线上调整其计划管理系统和ERP，以
及打印机和验证系统等任务。”AKD

TrackID软件非常人性化，能够稳定处

理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注册，设备代码发布，开始代码请求。“我们的客
户可以通过人性化的图形用户界面（GUI）予以实现，轻轻点击，即可实现
所有功能，”Leko

Kuštrak说。这确实非常简单：用户注册，发送设备代

AKD的IT和业务运营董事会顾问Kristina
LekoKuštrak

码，然后从SFTP下载收到的代码文件。“系统内部的逻辑可能是我们最宝贵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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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Dd.o.o.]

方案和产品中的复杂性和高防伪性特征，我
们可以向所有现有客户和未来客户保证AKD
TrackID拥有同样高的标准。”SLA防伪对定
价影响最大，因为停机会扰乱整个烟草制造
业生态系统。
为了缓解这种情况，AKD建立了一个可
扩展的基础架构，其中包含由公司自己的高
度安全的数据中心托管的主动备份。“我们
根据TPD2描述T&T流程的图表

在为烟草制造厂安装软件时，不对集成部分
收费，因为实施法规明确规定唯一允许以商

的资产，”Leko Kuštrak说，“我们已经有

业术语开具发票的服务是独特的聚合包代码

效地开发了生成代码的非标准算法，代码生

生成，”Leko Kuštrak解释说。AKD TrackID

成和交付时间极快，使AKD

可针对每个市场进行完全定制，具体取决于

TrackID在管理

生产系统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AKD

各自国家/地区的法法律法规。“值得一提

TrackID建立在行业标准以及TPD2

的是，克罗地亚已经在客户管理流程中引入

和ISO国际规范规定的技术要求基础之上。

了一些变化。但它们对所提供的服务没有任

“因此，我们不希望与生产设置的兼容性出

何功能影响，而是对合同管理产生影响。”

现任何问题，”Leko

Kuštrak说道，“一些

AKD当然不是欧盟烟草业唯一的T＆T解

大型制造商已经在其产品中实施了所要求的

决方案提供商。“但我相信，我们与竞争

T＆T功能。”该指令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都

对手的区别在于我们在技术和法规支持、

要采用标准化模式，以便更好地控制非法烟

可扩展性方面的经验，以及价格方面的优

草贸易。“我们谨记所有其他AKD软件解决

势，”Leko Kuštrak表示。她补充说，毕竟
AKD是欧盟第一个在可用许可证方面拥有全

TPD2的防伪特征系统或将带来麻烦

方位T＆T解决方案的UID发行人。
“AKD当时是欧盟唯一一家具有运营可

除了在整个供应链中实现烟草制品的完全可追溯性之

追溯性解决方案的UID发行人，我们受欧盟

外，TPD2还包含强制性防伪规定，加之T＆T的要求，旨在减少

委员会可追溯性和防伪功能小组负责人的邀

非法烟草制品，包括假冒品和走私违禁品。所有投放欧盟市场

请，参加他们的常规会议，以便为欧盟成员

的合法烟草制品的单位包装必须符合该指令的防伪特征系统。
他们需要携带防篡改的可见和不可见防伪元素的组合。可见元
素包括全息贴纸或标签，以及单元特定的条形码或二维码，而
不可见元素包括微印刷或UV墨水图形和类似的隐蔽措施。目标
是不仅助力公共当局确定产品是否被转移到非法市场（逃避消
费税和其他税收），而且据称还为终端消费者提供检查其购买
的产品是否真实的机会。

国代表提供第一手经验和知识。”当然，目
前，AKD的T＆T产品的主要目标客户是所有
欧盟成员国的烟草公司。
但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FCTC）签约国也选择在2025年之前实施
TPD2，这可能会扩大AKD在欧盟以外的准入市

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当然也会对欧盟以外的包装材料

场。毕竟，对于像AKD TrackID这样的软件产

供应商产生影响。为了避免集成所需的防伪功能，他们可能无

品，用Leko Kuštrak的话来说就是“当今互联

法继续提供其包装材料，以防危及通常需要数年时间构建和维

网世界互联互通，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解

护的欧盟客户群。此外，强制性要求也可能给欧盟以外的烟草

决方案本身以及我们提供的全方位支持都是

公司和/或品牌所有者带来麻烦：即使产品本身可能是真品，如

为了使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同

果单位包装不是100％防伪合规，将不允许进入欧盟市场。这会

时狡黠地暗示广大亚洲地区《亚洲烟草》的

制造危机？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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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烟国际自今年6月港
交所上市后成为热门
新股之一。

从市场角度看中烟
国际赴港上市

文/烟草在线

2019年6月12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旗下子公司中烟国际在香港市场上市。截至7月10日，
该公司的股价每一天都走的波澜起伏，既有强势暴涨，也有风云突变的回落，还有疯狂拉
升，总之，调整幅度很大，但在短短十几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近5倍。头顶“中烟”光环
和概念股的稀缺性（港股市场的“烟草第一股”），中烟国际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极大关注。
本文试图从市场的角度对中烟国际进行研究分析。在此之前，简单介绍一下中烟国际公司。

中烟国际主营业务
中烟国际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香港，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负责
资本运作，是中国烟草唯一的国际业务拓展平台，承担烟草的进出口贸易工作。中烟香港的
业务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烟叶产品进口，公司从全球（巴西、阿根廷等）采购烟叶类
产品，并转售给中国卷烟生产企业；第二是烟叶类产品的出口，将中国烟农生产的烟叶类产
品出口至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第三是卷烟出口，公司独家对免税店及卷烟批发商
出口中国品牌卷烟，其中涵盖了中华、玉溪、红塔山和白沙等中国卷烟品牌，在过去五年中
保持了约20％的年利润增长；第四是新型烟草制品的出口，主要为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

未来市场空间和驱动力
近年来海外加热不燃烧市场迅速崛起，逐步替代卷烟消费。截至2019年1季度，在全球率
先布局的菲莫国际旗下的iQOS在行业内取得了巨大的先发优势。该产品在日本的市占率从一开
始不足1%迅速增长至16.9％；目前70%的iQOS消费者是从其他竞争对手的卷烟品牌转过来的，加
热不燃烧细分领域已然是未来各烟草公司获得消费者的“必争之地”。截至2018年年底，日本
烟民加热不燃烧设备保有率超过40%。可以看出，这一块的市场蛋糕是巨大的。国外加热不燃烧
市场如日中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蒸汽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普及率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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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总公司进军
国际市场

年已经达到2.26%，且上升趋势明显，但中国
新型烟草的渗透率仅为0.27%，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然而，国内中烟公司早已在该细分领
域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布局，这一块的市
场潜力很大。2017年10月，四川中烟的加热不
燃烧烟具产品“功夫”登陆韩国，是中国第一
款海外上市的加热不燃烧品牌，一同上市的还
有宽窄（子弹头）烟弹。2018年，广东中烟首
批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MU+在老挝上市。2018
年10月18日，安徽中烟在合肥隆重召开磁粒均
热技术加热不燃烧产品全球首发仪式！2018年
11月7日，湖北中烟召开MOK发布会，标志着国
内首家新型烟草制品旗舰店——MOK官方旗舰
店成立，同步开放的还有MOK在韩国首尔新沙
洞的旗舰店。湖南、山东、贵州等中烟公司也
正开展研发工作。
中烟国际于2018年5月开始独家经营向全
球海外市场出口上述中烟公司新型烟草制品的
业务，主要是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目前，该
公司的出口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如全球第
二大加热不燃烧市场韩国。中烟国际招股书数
据显示，2018年，加热不燃烧产品的平均出口
价格约为每千支360港元。中烟公司投入大量
研发成本，国际市场对中国加热不燃烧烟草制
品的认可日渐增加，未来平均出口价格或会上
升。据招商证券预测，假设转化率、单包烟弹
价格分别为5%、10元/包时，新型烟草年市场
容量为585亿元，10%、20元/包时，市场容量
为2265亿元，市场空间十分广阔。

资金看好中烟国际的潜力
中烟国际是目前中烟旗下唯一的国际业
务平台，未来向海外市场与新型烟草产品方面
拓展发展方向，有望成为中烟整合海外资源的
排头兵，成为中国烟草行业发展与变革的直接
受益者。被称为“烟草第一股”的中烟国际，
在港股市场具有较强的稀缺性，商业模式易于
理解，其股票对散户投资者具有吸引力，这或
许是公司股票受追捧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背后庞大的国
内市场，中烟国际实际上只代表中国烟草总
公司整体业务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中烟公司
在中国国内的卷烟市场份额要比菲莫国际、
英美烟草、日本烟草、帝国品牌和韩国烟草
等五大国际巨头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总和还要
大。2018年，中国吸烟者人数为3.06亿人，
卷烟销售额达到1.44万亿元，约占全球卷烟
消费的44.6%。数量众多的烟民为中烟国际
四大业务板块之一——进口烟叶类产品提供
了一个稳定的市场。东方赞助金融集团创
始合伙人杰弗里•陈拉普德（Jeffrey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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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p-tak）还提出了中烟国际一经上市就受
到资金青睐的另外一个原因，“香港市场上
没有相当大的IPO，因此现在市场上有相当
多的流动性。”

中国烟草公司国际化道路
尽管中国有1/4之多的成年人为吸烟
者，然而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放缓，卫生官
员又在加紧努力遏制吸烟，比如2015年首修
的《广告法》禁止在大众媒体、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外发布烟草产品广告，并
增加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
烟草广告”的规定。种种举措导致吸烟人数
不断下降，在国内实行专卖制度的优势不再
那么明显，中国烟草现在不得不扩展全球市
场。根据海关数据，中国2018年的卷烟出口
价值为7.22亿美元，高于十年前的2.48亿美
元，其中大部分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政
府支持中国烟草“走出去”，全面提升其在
全球的竞争力，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领先品
牌。中国烟草分别在阿根廷、纳米比亚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设立了子公司，并与
菲莫国际公司在瑞士合资成立公司，在欧洲
分销中国卷烟品牌，目标是在2020年出口
4000亿支卷烟。
2018年，菲莫国际卷烟销量为1596.4万
箱，英美烟草销量1372.5万箱，日本烟草销
量982.8万箱，帝国品牌为530.4万箱，中国
烟草为4752万箱，是前四家烟草巨头的总和
还要多，但基本是自产自销，卷烟出口比例
非常低，仅占烟草总营收的3%左右。
从当前环境来看，中国烟草国际化仍
处初级阶段，中烟国际被赋予了中国烟草走
出去的重任，此次赴港IPO，融资也将用于
扩大东南亚等主要目标市场的销售渠道、与
其他国际卷烟公司战略合作等目的。此外，
持续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对中烟国际的业务
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前，中烟国际每年从美
国进口的烟叶大概占30％，但自从两个国家
互相对各自的商品征收关税以来，该公司自
2018年7月以来尚未从美国采购任何烟叶产
品。今年6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后，决定重启中美贸易
磋商，这标志着外部危机因素已缓解，市场
情绪得以好转，未来在市场表现或可期待。
考虑2019年国内经济依然面临下行压
力，财政收支依然严峻，那么烟草税利对财
政的支撑作用或继续提升。而中国烟草公司
不仅是要赚国内烟民的钱，还要上市融钱，
去扩大海外的市场份额，为国家财政收入加
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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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第二季度奥驰亚卷烟销量上涨0.3%
尽管吸烟率呈逐步下降趋势，
同时烟草业面临新的危机，但奥驰
亚集团的卷烟销量在今年第二季度
增长了0.3％。
该公司的收入也有所增加，销
售总额为52亿美元，这其中不包含
消费税。
奥驰亚董事长兼主席Howard
Willard表示，“在核心烟草业务的
推动下，我公司对第二季度的业务
进行了调整，每股摊薄后收益增长
了近9％。我们一直专注于成人烟
草消费群体，并且相信，凭借领先
的优质烟草品牌，代理iQOS在美销
售，并对Juul进行了投资，还有其
他一些未完成的交易，我们仍在美
国烟草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我公
司2019年的保持正轨发展，并重申
公司目标：即对2019年全年业务进
行调整后，每股摊薄后收益增长4％
至7％。”

韩国

英美烟草韩国分公司卷烟产量
超3000亿支
英美烟草韩国分公司正在努力
实现将泗川（Sacheon）工厂打造为
全球出口中心的目标。截至2019年6
月，该厂仅用三年时间，卷烟产量
由累计2000亿支增加超过累计3000
亿支。
自2004年以来，该公司的泗川
工厂一直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生产工
厂。截至2018年，该工厂每年生产
超过342亿套产品，包括加热型烟草
产品耗材。该工厂目前向15个国家
出口烟草产品，并以其出色的生产
力、高质量和低成本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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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闻
“我们正见证该行业的快速

古丁产品，其中包括多种规格和样

转型，但同时也面临着集团内部的

式，包括袋装、含片、甚至包括含

激烈竞争。英美烟草柬埔寨和澳大

有尼古丁的牙签。他说，这些产品

利亚工厂已经关闭，这意味着我们

的消费量同比增长了237％，其中91

是亚洲现存9家工厂之一，”他表

％的产品都是通过便利店销售的。

示，“我们计划,到2021年增加卷烟
产能至500亿支，”泗川Sacheon工
厂厂长Kang Seung-ho表示。

美国

Burke说，口服尼古丁产品占尼
古丁产品总量的0.1％。

阿联酋

商店柜台出售“无烟卷烟”

电子烟烟弹和烟袋导致烟草需
求量增加

得到法律授权后，将首次在商店柜

一位在CSP烟草论坛上发表讲

台销售iQOS。该公司表示，除迪拜

话的行业研究人员称，自2019年至

免税店外，还有11家超市和商店将

今，电子烟烟弹和无烟尼古丁烟袋

出售iQOS设备。iQOS由电池供电，

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

其中插入了含有烟丝的加热棒。加

匹兹堡的行业研究公司Manage-

菲莫国际公司的销售业务变更

热后可产生蒸汽而不是有害烟雾。

ment Science Associates（MSA）的

阿联酋政府不对加热型烟草设

高级副总裁Don Burke表示，2018年

备进行征税，但根据2017年的“烟

秋季，总部位于旧金山的Juul公司

酒税”，政府将对烟弹征收100％的

推出了加香电子烟弹，因此零售店

关税。今年早些时候，针对iQOS和

内电子烟及其零部件的数量和销售

电子烟等设备在阿联酋的合法销售

额均有所增加。

问题，医疗机构和制造商之间展开

Burke表示，截至6月29日，便
利店内烟弹销量与2018年相比增长

了广泛讨论，话题主要涉及电子烟
和蒸汽烟对健康的影响。

了171.7％。所有零售店内烟弹销量

“我们的目标是针对所有希望

同比增长160.6％，其中零售店占所

继续使用iQOS产品的吸烟者，”菲

有烟弹分销渠道总量的78％。

莫国际中东副总裁Tarkan Demirbas

Burke表示，虽然电子烟产品仅

表示，“修订有关吸烟替代品的法

占尼古丁产品总业务的5％，但仍然

规，表明政府已意识到低风险产品

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细分领域。Juul

对吸烟者的影响。这将是烟草行业

在2018年年底推出了四种加香烟

的未来。”

弹。他说，在公司宣布停止销售之

该公司希望其最新版本的iQOS

前，烟弹的订单量激增。Juul停止

3设备销量超过阿联酋非法交易市场

供应这些产品后，公司销量出现了

中的销量。目前，该产品在线销售

下降。然而，烟草味和薄荷味的烟

价格是零售价值的三倍以上。

弹销量显著上升，这基本上弥补了
公司之前所受的损失。
Burke说，过去一年中，唯一
超过电子烟弹销量的产品是无烟尼

英美烟草公司还宣布，法律变
更后，将在阿联酋推出最新的电子
烟设备Vype ePen 3。

PRODUCT NEWS

美国

雷诺宣布推出VELO
雷诺电子烟公司（RJRVC）是英
美烟草集团成员雷诺美国公司的运
营公司。该公司最近宣布正扩大现
代创新口服产品组合VELO，这是一
种无烟叶且无需吐出的尼古丁袋装
产品系列。VELO顺应了当今成人烟
草消费者（ATC）不断变化的喜好，
以及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期望。
VELO由高品质的原料组成，
可满足ATC的主要需求——便捷且
舒适，同时提供美味和愉快的体
验。VELO是一种烟草衍生尼古丁产
品，主要形式为尼古丁烟袋。除了
从烟叶中提取的尼古丁之外，VELO
不含任何烟叶或其它烟草物质。
与需要吐出的传统湿烟产品不
同，VELO非常方便，ATC可在任何时
间和任何地方使用。
VELO是RJRVC现代口服产品的
一大进步。该公司现在拥有的产
品组合，可为ATC提供传统烟草制
品替品，并且形式方便，体验愉
快。RJRVC的扩展版产品VELO，以及
下一代尼古丁含片REVE，突显了该
公司致力于满足现代成人烟草消费
者的动态需求、不断变化的偏好以
及对产品需求的补充。现代口服产
品需求量显著增长，VELO有望继续
保持这一势头。
作为RJRVC扩展产品的一部
分，VELO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通过
70000多个销售点进行销售。目前
VELO有两种口味：薄荷和柑橘，以
及两种尼古丁强度：2mg和4mg。

印度

高等法院限制FDA行动
孟买高等法院通过了一项临
时法令，禁止马哈拉施特拉邦食品
26 tobaccoasia

产品新闻
与药物管理局（FDA）对电子烟生

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该产品可能

产商戈佛雷菲利普斯印度有限公司

会添加限制使用的相关设置，并在将

（Godfrey Philips India Ltd）采

来限制在学校等地区使用，但这两种

取强制措施。

功能尚未添加。

2019年2月22日，中央政府卫生

为了遏制未成年购买和使用

服务总局要求，国家许可证管理机构

Juul产品，C1还要求用户在访问应

必须确保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销售、

用程序时，提交用户照片以及身份

制造、分销、交易、进口和宣传电子

证明。“目前，若要在加拿大和英

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包括电子

国的电子商务网站上购买Juul

烟、加热不燃烧设备、电子水烟、

备，客户必须经过严格的年龄验证过

电子尼古丁加香水烟等），除非获得

程，”Juul发言人对The

《1940年药物和化妆品法案》批准。

家美国科技媒体网站）表示，“此过

2018年8月28日，联邦卫生和

程包括对第三方数据库提交用于身份

家庭福利部敦促各邦和联邦领土不

检查的证明文件和照片，以验证客户

得销售、制造、分发或宣传ENDS产

的年龄和身份。”用户还必须提交电

品，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防止青少年

话号码以对帐户进行身份验证。

使用ENDS产品。

C1设

Verge（一

C1售价24.99英镑（约30美元），它

根据咨询意见，今年3月，马哈

并不是第一个利用蓝牙连接的电子

拉施特拉邦的FDA局长发布了禁止在

烟产品。大麻电子烟领导品牌Pax，

该邦储存、制造、分销或宣传电子

已经开发出连接应用程序的设备，

烟的指示。FDA最近对办公室和仓库

可让用户控制蒸汽强度。

进行了搜查，并在多个地方查获了
电子烟产品。
Godfrey公司高级辩护律师Amit

中国

即将颁布电子烟法规

Desai提到，今年3月通过的德里高

中国是全球大部分电子烟制

等法院法令中，即中央政府决定禁

造商所在地，目前正计划对电子烟

止在印度使用电子烟和其它电子尼

进行监管。此前，该国制定了一套

古丁输送系统，仍然有效。Desai认

电子烟中文标准，规定了尼古丁含

为，起诉者有权获得某些帮助，包

量、添加剂类型和其它成分，以及

括解除被扣押的电子烟，并进一步

电子烟设备的设计标准。

表示，应该允许在全球各地销售电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

子烟，它们危害较小，可以替代烟

司司长毛群安表示，该机构已开始研

草产品。

究电子烟，并计划为该行业颁布立

美国

Juul推出首款蓝牙电子烟

法。由此看来，中国正在对新的吸烟
技术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毛还表示，
研究表明，加热型电子烟气溶胶可能

Juul在英国推出首款蓝牙电子烟

含有“大量有害物质”，电子烟中的

产品Juul C1，此前已在加拿大进行试

添加剂会“危害健康”。毛还指出，

点销售。Juul C1可连接到一款安卓应

标签中的尼古丁含量说明模棱两可，

用程序，让用户了解吸了多少口，并

可能会误导吸烟者，而“杂乱无章”

锁定设备，防止其他人使用，还能在

的设备标准可能导致电池爆炸和其它

设备放错位置时找到它们。Juul公司

安全事故。

Helping Our Clients To Craft
The Finest Cigars In The World..

We offer cigar leaf from;
Indonesia and Latin America
Central America
Africa

A Passio n For Ex ce lle nc e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现代生活方式的完美搭配

日烟国际

日烟国际在全球力推Logic
Compact蒸汽烟产品
文/托马斯•施密德

日烟国际的Logic系列蒸汽烟产品以其卓越的品质著称，在全球多个重要的
蒸汽烟市场都取得了成功。目前，日烟国际正在全球力推Logic Compact，
这款产品使用简便，而且便于携带。《亚洲烟草》对此进行了深入了解。
日烟国际称，开发全新的技术和产品通常需要大量的研发工作，有时可能会持续数
年，但从提出Logic
Compact的概念到产品就绪，再到在英国试点推出，只用了8个多月时
间。Logic Compact能够快速投入市场，得益于其成熟的产品组合。“在技术驱动型行业中，
加快产品上市至关重要，”低风险烟草制品研发战略与创新副总裁Xavier Lubino表示。2018
年8月，Logic Compact在英国首次亮相，之后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市（详见表格）。

消费者：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低风险烟草制品
（RRP）：即日烟国际
认为有可能降低与传
统吸烟相关的健康风
险的产品。

产品上市速度重要，消费趋势同样重要。Lubino表示：“消费者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
我们的系列产品都是根据消费趋势推出的，例如Logic Power和Logic Curv等仿香烟产品，以及
Logic Pro等笔式产品，实际上Logic Pro当时还是全球这一细分市场的先驱者之一。”低风险
烟草制品战略与规划副总裁Ignacio Aguilera补充道：“现在，Logic Compact满足了消费者对
便携式蒸汽产品的需求。”现如今，那些对用户友好、体积更小、具有封闭式烟弹的蒸汽设备
在消费者喜好排行榜中位居榜首，尤其是在蒸汽烟产品较为成熟的市场中更是如此。甚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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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烟国际

日烟国际

名称也能反映这一点，“Compact”就传达了
产品体积小的设计风格。因此，日烟国际最
近在Logic Compact的营销活动就使用了“方
寸之间 尽在掌握”的宣传语。
日烟国际从来不是一家安于现状的公
司，在产品成功上市后，仍在不断丰富Logic Compact的产品线，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
化的选择。“Logic Compact上市6个月后，
我们就推出了新口味和新的产品颜色，并计
划推出产品配件。此外，研发团队还准备发
布新一代版本，”Lubino透露。

在全球多个国家上市
自2010年起，日烟国际开始大力推广低
风险烟草制品，Logic Compact只是其中的一
项发布活动。“过去8年中，我们专注于有
计划地拓展市场。如今，我们的低风险烟草
制品组合囊括了电子烟和加热烟草制品，遍
布全球19个市场，占全球蒸汽烟产品价值的
85％以上，”Aguilera称。作为Logic产品
组合的系列品牌，继在英国推出后，Logic
Compact又在11个国家推出。“今年年底前
还将在多个市场推出，”Aguilera说。

Logic Compact：奢华时尚

Logic精致烟弹磁力吸
入烟具

INSECT MONITORING

PROTECT YOUR INVESTMENT, YOUR PROFIT, YOUR REPUTATION!
The MoBe® Combo Mk.2 tobacco monitoring trap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your
tobacco product. Early assessment of any potential infestation
of the two key insect pests of stored tobacco is vital.

EFFECTIVE FOR THE:

• Early detection of insect pests within the tobacco industry.
• Post treatment assessment of control measures.

APPROVED FOR USE IN:
•
•
•
•

Tobacco storage facilities and warehouses.
Tobacco supply chain and shipping containers.
Tobacco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End user applications where tobacco products are stored.

St. Ivel Way, Warmley, Bristol, BS30 8TY. UK.
T: +44 (0) 117 967 2222 F: +44 (0) 117 961 4122 E: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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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取得的成功，日烟国际当地
团队认为，Logic Compact可拿在手
中，携带方便，能够满足消费者对
新生代烟弹产品的强烈需求，延续
Logic的成功。”

进军罗马尼亚市场

Logic Compact烟弹特写

科威特零售的Logic Compact红色款式

在英国试点推出
在向任何特定市场推出低风险烟草制品之前，日烟国际会考虑一系列
复杂因素，包括消费趋势、市场可行性以及监管环境等。选择英国作为Logic
Compact的试点市场也是如此，尽管这是一个相对容易、较为理性的决
定。“英国是世界上蒸汽烟产品发展最为成熟的市场之一。鉴于Logic Pro

2019年1月7日，Logic Compact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首次亮
相。此前，日烟国际罗马尼亚公司
曾表示，希望成为第一家进入该国
电子烟细分市场低风险烟草制品类
别的跨国烟草公司，从而获得先发
竞争优势。事实也是如此。这项精
心策划的举措帮助日烟国际从竞争
对手中脱颖而出，其他国际公司则
选择在该国率先推出加热不燃烧烟
草制品。“罗马尼亚成为推出Logic
Compact的第二个国家。根深蒂固
的日本文化和我们在全球的专业优
势，意味着品质仍是我们所有工作
的核心。进入罗马尼亚市场后，我
们仍将坚持完全相同的高标准，”
日烟国际罗马尼亚公司总经理Mark
Rock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科威特成为亚洲首发市场
Logic Compact概览
Logic Compact目前有六种颜色可供选择：星辰灰、深海蓝、玫瑰
金、至尊红、翡翠绿和香槟金。
提供两款电子烟油，可对靠磁性连接的一次性烟弹进行预填充：
- 常规电子烟油的尼古丁浓度分别为0、6、12和18 mg/ml（适用
于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市场）
- 尼古丁盐电子烟油的尼古丁浓度分别为34和58/59 mg/ml尼古丁
（适用于特定市场）
（尼古丁浓度由日烟国际在各地区的子公司自行决定。）
目前的风味组合依照电子烟油的类型分类：
- 常规电子烟油：烟草味、薄荷醇、浆果薄荷、樱桃、草莓
- 尼古丁盐电子烟油：烟草味、薄荷醇、混合浆果、焦糖香蕉
烟弹不可再填充，只能使用Logic Compact品牌的专用烟弹。电池
通过充电器连接线充电，入门套装都提供充电器连接线，如烟弹一样
靠磁性连接。内置350mAh锂离子电池，充满电后可吸用200口*。单个
LED灯可显示电池状态。为符合当代发展趋势，Logic Compact操作简
单，无需任何复杂的校准或设置。抽吸该设备，即可自动激活。
*实际抽吸多少口取决于用户的个人使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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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Compact在其他几个欧
洲国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推
出。但直到2019年4月底，才首次
在亚洲的科威特正式推出。日烟国
际中东地区总经理格雷厄姆•吉本
斯（Graham Gibbons）表示：“对
于日烟国际公司来说，这是一次激
动人心的发布活动，因为科威特蒸
汽烟市场增长潜力巨大。我们的低
风险烟草制品能够提供创新的解决
方案，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对于正在寻找卷烟替代品的科威特
用户而言，Logic Compact是一款优
质的时尚产品，设计简约、携带方
便、操作便捷。

科威特为何成为亚洲首发市场
如往常一样，选择在科威特投
放Logic Compact也是一个深思熟虑
的决定。低风险烟草品牌中东区经

理罗杰•汉布尔顿（Roger
Hambleton）表示，近年来，在这个位于波斯湾
的富裕小国，低风险烟草制品市场不断增长，2018年，大量消费者开始使用
封闭式烟弹系统。低风险烟草制品消费量激增，可能与科威特人极其热衷于
吸烟有关，统计数据显示，科威特人平均每人每天吸24支卷烟。“科威特人
坚信，蒸汽烟产品潜在危害小，因而出现了大量转吸低风险烟草制品的趋
势，”汉布尔顿说。尽管如此，该国的蒸汽烟产品供应十分有限。低风险烟
草制品仅限于在科威特市两个较小区域内的部分加油站和商店内销售。“由
于供应有限，我们认识到了消费者的关键需求，即他们需要随时随地都能购
买封闭式烟弹系统，”汉布尔顿说道。这正是日烟国际选择首先在科威特推
出Logic Compact的原因。

希望中东国家合理监管蒸汽烟市场
尽管消费者需求量不断增加，但对于是否允许使用蒸汽烟产品，许多
中东国家的监管机构仍是犹豫不决的态度。很多市场根本没有受到监管，或
者没有下达彻底禁令。“我们希望有一个开放的、受监管的市场，因为成年
消费者应该拥有选择传统卷烟替代品的机会，”低风险烟草制品公司事务总
监Denis Fichot说。“然而，从全面的产品标准出发，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
安全标准，设立一个合理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立法框架，不仅能够保护消费
者，也能为制造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阿联酋调整了产品标
准，从2019年4月起，蒸汽烟产品已经合法化。

亚洲其他地区情况复杂
亚洲其他地区（广义来讲可引申为亚太地区）的情况甚至比中东地区
更加复杂。日本拥有全球最大的蒸汽烟市场，虽然电子烟仍被禁止，但该国
仍占全球蒸汽烟细分市场总值的66％。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亚洲其他地区
对蒸汽烟产品的限制相当严格。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完全禁止使用蒸汽设
备，或者计划制定非常严格的控制措施。例如，香港目前就在考虑一项禁止
蒸汽设备和加热不燃烧烟草设备的法案草案。与此同时，整个东南亚地区几
乎普遍对蒸汽烟持反对态度。

Logic Compact推广计划
地域

发布日期

备注

英国
罗马尼亚
爱尔兰
加拿大
俄罗斯
意大利
比利时
法国
瑞士
希腊
科威特
立陶宛
爱尔兰
德国
以色列
新西兰

2018年8月
2019年1月

试点推广市场

2019年2月

加拿大：目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渥太华和阿尔伯
塔省出售含尼古丁盐的电子烟液
俄罗斯：含尼古丁盐的电子烟液

2019年3月
2019年4月

科威特：日烟国际在中东的第一个低风险产品市场，
出售含尼古丁盐的电子烟液

2019年5月
2019年6月
2019年7月
2019年8月

来源：日烟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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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这种充满敌意的情
况，尤其是如何推广Logic Compact方
面，日烟国际将如何应对呢？“我们
的法律专家正在对这些地区的监管环
境和进展进行密切关注......实际情况
多种多样。一些国家撤销了蒸汽烟禁
令，例如新西兰；一些国家则在考虑
解除禁令，例如马来西亚；但许多国
家仍坚持实施全面禁令，”Fichot解
释说。虽然禁止使用蒸汽产品，但实
际上整个亚洲地区对蒸汽烟产品的需
求量日益剧增。非法进口廉价蒸汽烟
产品，导致灰色市场发展猖獗。“为
了保护消费者免受危险和有害产品的
伤害，我们希望更多市场能够解除禁
令......我们支持合理的、基于证据的
监管规定，”Fichot说，“这些规定应
该考虑严格的产品安全标准和质量标
准。”

Logic Compact：时尚便捷的设计
Logic
Compact设计时尚，体
积较小，拥有预填充功能，配有
封闭式烟弹填充系统。该产品采用
时尚的金属色，配备持久耐用的
350
mAh电池，用户友好的袖珍设
计也可提供较大的蒸汽容量，可替
代传统仿卷烟设备和可再填充设
备。“在Logic
Compact的设计和
工艺流程方面，该团队投入了大量
精力，使其比同类竞品更好、更便
捷，”Xavier Lubino称。
事实上，让Logic Logic脱颖而
出的是更多的“幕后”技术细节。
它的压降设计“更接近卷烟体验”
。内部气流更通畅，吸嘴设计优
良，有助于营造出令人愉悦的吸烟
体验。此外，日烟国际最近在特定
市场推出了尼古丁盐配方，以丰富
传统电子烟油的产品组合。“含有
尼古丁盐的电子烟油可以提供一种
感官体验，一些消费者认为这种体
验更加愉悦和令人满意，”Lubino
解释道，“Logic Compact将口味、
烟弹、简约的时尚风格完美结合在
一起，能够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

法国LL公司提供的高端电子烟液系列

[Laboratoire Lips France]

西方电子烟液制造
商看好亚洲市场
文/托马斯•施密德

目前欧洲和北美市场已渐趋饱和，一些西方电子烟液制造商开始进军亚洲，
尤其是中国。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两家已在东方崭露头角的知名欧洲
公司。
中国是公认的电子烟发源地，如今已是

的电子烟液堪称一种艺术，拥有“超级鼻子”

全球大多数电子烟设备的生产地。深圳多家

的调香师既要掌握纯熟的技能，同时也要具备

公司不断提出新的突破性设计，实现技术进

丰富的经验。按照正确比例选配适当的基础成

步，推动电子烟进一步发展，从而不断赢得

分，才能创造一款散发吸引力的配方。此外，

赞誉。然而，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大部分国家

最终产品呈现的各种香味和香调的层次同样至

却并非全球最佳电子烟液的生产中心，这另

关重要，它们必须完美衔接，才能实现真正引

有其人。

人注目的和谐整体。李睿的老板（也可能是

法国Laboratoire Lips公司
融合法国精湛艺术的电子烟液

一位伟大的厨师，法国人的烹饪无可挑剔）成
功地将LL的电子烟液品牌系列打造为欧洲最精
致、最时尚的品牌。

“全世界有多少调香师？其中又有多少
人在调配电子烟液？幸运的是，我们公司的
创始人Cédric

顺应时势，大胆进军中国

Merino-Riocher是一位技术

虽然塑造了优质品牌，但欧洲市场渐趋

纯熟的调香师，他将毕生技能致力于调配各

饱和，LL公司开始扩张亚洲市场，尤其是中

类电子烟液。据我所知，他是全球独一无二

国。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尖端、技

的人才。”

术最先进的蒸汽设备制造中心，但该国（乃至

法国电子烟液Laboratoire Lips公司（以

整个亚洲）却并非是电子烟液的卓越制造中

下简称LL公司）亚洲市场总监李睿如是说，回

心。这里仅有的几家实验室通常只能生产相对

味起来意义更加深刻。这说明，创造一种创新

简单平庸的产品。因此，LL做出了一个非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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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ire Lips France]

法国电子烟液LL公司亚洲市场总监李睿

然且大胆的决定。今年该公司在深圳
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电子烟展上首次亮相亚洲，中法混血
的李睿表示，客户对其产品表现出了
极大的兴趣。李睿说：“中国的大多
数电子烟使用者从未尝试过任何像我
们这样复杂又高端的电子烟液，我们
为其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其产品组
合非常广泛：该公司的Lips高端品牌
囊括了67种口味，而SuperVape包罗36
种口味，就连该公司非常年轻的尼古
丁盐品牌Salt E-Vapor还有11种不同
的味道。

烟弹还需配备好烟液
虽然终端消费者是推动零售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但LL公司也在开展
OEM业务；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烟弹
制造商需要一家可靠且创新的电子烟
液供应商。李睿解释说：“我们必须
正视一点，目前全球市场上超过90％
的烟弹实际上是在中国深圳制造的。
但烟液不是在这里生产的，而这些烟
弹需要填充烟液。”但她也承认，不
同国家和文化对口味和香气的偏好可
能有很大差异，这对任何希望在各大
洲开展业务的电子烟液公司来说都是
一个重要的营销渠道。“这是童年时
期形成的记忆，主要取决于各地区的
饮食和环境因素。一个国家流行的味
道或香气在另一个国家不一定会受欢
迎，”李睿说，“但是，一般来说，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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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ire Lips France]

亚洲人在接受新味道方面比欧洲人更灵活和宽容。”若想在亚洲成功迈出第一
步，电子烟液品牌应该“突破极限”，同时适应和尊重地方差异。

克罗地亚公司Elda开拓亚洲市场

LL公司在2019年IECEI展上的展位

[Elda Ltd.]

1981年，企业家马里奥•达雷尼奇(MarioDarenić)在诺瓦格拉迪什卡
（NovaGradiška）小镇创立了一家家用电子产品家族企业。几经风雨，这家
起初不起眼的小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08年聚焦电子烟和烟液业务，在欧
洲开拓了这一新兴产业。今天，Elda公司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电子烟液制造
商之一，并且还生产一系列尖端的蒸汽设备和烟弹设备。因此，该公司进军
亚洲新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成功打入区域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了
解当地的口味和香气偏好。“在亚洲各国探索电子烟使用者的偏好，然后开
发完全满足其需求和期待的口味，这一点至关重要，”Elda公司销售经理
InesKovačević解释道。

适应亚洲的口味偏好

Elda公司在克罗地亚诺瓦格拉迪什卡小
镇上的现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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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偏好往往与文化特征和习惯有关。“例如，今年我们首次在巴
林展出，为此特别创造了一种玫瑰牛奶味的烟液，非常受欢迎。”同时，
最近在深圳IECIE电子烟展上最受瞩目的口味是尼古丁盐含量较高的复杂
水果组合。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日本、印度、韩国、中东......Elda对
每一个市场都感兴趣。“因此，我们要参加这些地区所有大型的电子烟
展，”Kovačević说道，“但我们必须承认，中东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挑
战，因为中东进口电子烟产品的流程非常复杂。”此外，该公司参加深圳电
子烟展一直收获满满。Kovačević说：“过去几年，我们一直都有参加IECIE

[Elda Ltd.]

[Elda Ltd.]

Elda公司销售经理Ines Kovačević

Elda公司迷人的香草奶油高端电子烟液

展，每次都会收到很好的反馈，并签订大量订单。”她补充说，很高兴公司
现在不仅以欧洲领先OEM制造商的身份走向世界，而且其专有的电子烟液品
牌也日益获得认可。“我们在IECIE展出的最新品牌是我们的Glam
Vape系
列，有14种丰富可口的味道。”现在该公司的IzyVape一次性含尼古丁盐烟
弹在使用部分口味。

“欧洲制造”

亚洲信赖

“我们所有的电子烟液产品均采用最优质的原料制成，我们也注重视
觉效果，内部设计师会注重包装上的每一个细节，以使其与众不同，引人注
目，”Kovačević阐述道。Elda为其业务合作伙伴带来的另一个优势是其OEM
产品和专有品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而公司“欧洲制造”的名号似乎也相当
有分量。“我们【亚洲】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坚持在包装上显示这一点，因为
人们普遍认为欧洲产品比当地产品更值得信赖。”Kovačević解释说。她重
申Elda紧跟亚洲客户的期望是多么重要。“我们努力探索尽可能多的市场，
结识这个行业的新人；每次会面都有收获，这可以确保为客户调整我们的产
品，并使其适合每个特定市场。”她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使Elda的品牌真正
适应亚洲，令当地客户满意。“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在亚洲的年销量将达到
我们目前全球销量的近50％，”Kovačević预测道，并期望在亚洲市场寻求
财富。

加州电子烟液品质与欧洲旗鼓相当
欧洲公司当然非常擅长创造令人惊叹的创新电子烟液。但是，总部位于加
利福尼亚州的北美实验室也同样擅长。和欧洲同行一样，他们也开始希望在亚洲
占有一席之地。Chubby Gorilla（胖乎乎的大猩猩）和Mad Hatter Juice（疯狂
帽子）等标志性品牌在今年的IECIE电子烟展上表现出色。与此同时，加州的Mamasan（妈妈桑）——品牌名字非常有趣——无意中在亚洲建立了一些业务。虽
然这些公司都没有同意《亚洲烟草》对其进行深入访谈，但至少能够从Mamasan
的老板RyanChalmé那里获得一些看法。“我们在深圳展会上表现非常棒，不仅因
为我们专为亚洲研发了引人注目的品牌，还因为我们的产品味道与亚洲人的味蕾
非常相配。这是我们首次亮相亚太市场，我们相信Mamasan很有可能成为亚洲最
受欢迎的优质美国电子烟液品牌之一，”Chalmé说，“我们现有的9种口味在亚
洲都表现不错，到目前为止，排名前三的口味分别是‘香芋芝士蛋糕’、‘全
麦’和‘青苹果酸糖（ASAP）’。”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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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I

KTI

KTI加工的烟丝

KTI：成功的独立卷烟公司
卷烟制造领域极具竞争性，保加利亚的KTI是该国最成功
的独立卷烟公司。
专注于两大品牌King和Corset
美丽的保加利亚南部城市普罗夫迪夫是KTI公司的所在地。几

KTI公司的Corset包装奢华

年前，国家烟草专卖公司——保加利亚烟草集团转型（后来私有

KTI“所在市场的增长率缓慢，显然称不上成

化）后，KTI无疑是巴尔干国内最大，而且也是国际上最成功的独立

功，”Buchanan承认。“但通过持续的投资

卷烟公司。KTC全球营销总监Stuart Buchanan表示，KTI专注于两大

组合和战略调整，我们通常能够解决这些问

主要品牌——King和Corset的发展。“King和Corset是我们主要的

题。”从这个意义上讲，KTI事先精心制定计

卷烟品牌，100％归我公司专有，”他说。KTI也拥有其它品牌，只

划，以确定公司期望进入的市场，然后相应

是并没有积极推动其发展，而King和Corset则拥有多种规格：包括

地调整其营销策略。“意大利就是一个很好

超长卷烟、长支卷烟、普通卷烟、细支烟和超细支烟等。

的例子，这得益于持续的战略优化，并与国
内伙伴进行合作。意大利现已成为我公司在

专注于出口

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Buchanan指出。

KTI是一家出口导向型公司。目前，该公司在保加利亚本土市场
的营业额仅占公司所有品牌营业总额的20％左右，其它80％则主要出

欧盟最先进的工厂

口到欧洲其它国家。目前，该公司的主要市场包括法国、捷克共和

关于其生产能力，Buchanan坚持认为

国和西班牙，2013年开拓了上述市场，2014年又增加了意大利市场。

KTI的工厂“是欧盟最新、最现代化的工

虽然KTI进行少量的OEM，但Buchanan不愿透露所涉及的客户和数量。

厂。”位于保加利亚的工厂受益于当地杰出

但他也承认，现有的客户重视KTI可靠的生产质量和强大的客户服

的技术能力、训练有素的员工、具有成本

务。“由于总部位于欧盟，需遵守欧盟烟草产品的制造法规，[OEM]

效益的地理位置，并且符合欧盟的质量标

客户将此视为对质量和客户服务的承诺，”但他补充说，“最终KTI

准。“我们的年产量超过300亿支，具体数

将专注于发展自己的全球品牌组合。”该公司业绩表现一直很好。

量取决于生产规格，”Buchanan断言。他补

自2017年以来，KTI的年度销量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

充说，KTI对创新和消费者质量的承诺也意
味着机器需要不断升级。他举例说，Corset

敬业战胜挑战

烟盒包装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规格的

起初，KTI发现很难打入市场。“我们的主要挑战来自主要经营

包装，是公司付出三年的成果，并为此投入

商的抵制——国内零售商和旅游零售商——他们不愿意接受烟草巨头

了数百万欧元，与欧洲领先的机器制造商共

以外的新公司，”Buchanan回忆道。“然而，我们一贯保持持续增长

同合作。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产能，KTI目

的业绩记录，不断为消费者提供创新产品，秉持卓越的客户服务理

前正在落实另外三条新规格的生产线。

念，现在我们已成为许多市场的首选合作伙伴。”尽管前景乐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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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需要安装烟草制品追踪系统
近日，巴基斯坦儿童权利保护
协会（SPARC）组织了一场关于“烟
草制品追踪系统”的会议。
追踪系统项目总监Tariq Hussain
Sheikh表示，联邦税务局（FBR）正在

5月20日推出的“追踪”法规

部门，也无法在12个月内被缉获三

定，可通过追踪供应链销售合法烟

次，”一位制造商写道。评论出现

草制品，这也是政府实施的一种新

后，规定的时间被延长至两年。

型管理方式。该法规要求零售商和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还在考虑进

批发商对卷烟和手卷烟的供应链进

一步实施惩罚措施，并可能对违规

行全程扫描和记录，直到这些产品

商店进行刑事定罪。一位业内人士

进入第一家零售店。

称，“HMRC在最近的会议上保证，在

敦促合法卷烟制造商安装这款软件，

在致财政部长的联名信中，便

过渡阶段于2020年5月结束后，将重

并通过税务印章来估算实际产量，以

利店协会（ACS）和批发分销商联合

新审视并加强与制裁和执法相关的

阻止非法烟草品牌在市场上出售。

会（FWD）对零售商和批发商遵守烟

法规要素”。相反，英美烟草公司

草追踪法规的时间表示担忧，并要

（BAT）将三次违规禁令描述为“与

求进一步明确供应链中新型烟草制

事实不成比例”，并游说称，变革

品的定义方式。

会使非法卖家的销售行为变得更加容

巴基斯坦儿童无烟运动办事
处的Malik

Imran表示，追踪系统

是一种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对货
物生产进行数字化、近乎实时的监

欧盟和英国法律规定，烟草制

易。英美烟草公司曾试图要求政府取

控。“几乎所有的欧洲和远东国

品制造商必须向零售商和批发商提

消因违反海关和消费税规定而被定罪

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都安装了该

供所需设备，并遵守相关法规。但

的禁令，以及因买卖烟草而被罚款超

系统，对市场上的消费品尤其是烟

由于便利店和批发行业的复杂性，

过1万英镑（12160美元）的海关和消

草制品进行监测。巴基斯坦也需要

它们还需要提供定制解决方案（还

费税行为，但以失败告终。

安装这种系统，”他说。

未提供）。为符合追踪法规的相关

SPARC执行董事Sajjad

Ahmad

Cheema表示，追踪系统能够确保生

规定，零售商和批发商现在面临巨
大的成本压力。

全息图是一种广泛有效的增税
手段

产线和非侵入式设备数据的不间断

ACS和FWD已经呼吁为尚未符合

国际全息制造商协会主席Paul

自动收集，而且不会影响生产速度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规定的

Dunn博士说，作为全球烟草税票计

和产能。

零售商和批发商制定相关流程，以

划的一部分，商业全息图仍被广泛

便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并确保他们

用作有效的认证手段。

他补充说，追踪系统将与中央
数据库的加密通信相连，远程监控

不会违规。

税务印章设备，并通过手持无线电
子设备检查和激活在线代码。
巴基斯坦心脏协会秘书长
Chaudhry Sanaullah Ghuman表示，
追踪系统可确保通过智能手机进行
消费者认证、自动预测税收、产生
控制报告、评估风险、进行行为和
合规管理。

英国

烟草追踪法规引发担忧
零售商和批发商已致函英国政
府，对引入烟草追踪法规的后续问
题表示担忧。
40 tobaccoasia

目前，全球数百个行政级别和
国家级别的税务机构，每年发行的

呼吁严格实施跟踪和追踪
（T&T）法规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公布了向政

贴有安全标签的印花税票超过1500亿
张，这表明政府和执法部门继续将其
视为有效获取税收的核心策略。

府T＆T咨询提交的20份匿名文件，

最新估计的数据显示，全息税

专门用于改善零售业务。最初的立

票市场价值超过1亿美元，其中卷烟

法草案规定，商店在12个月内发生

由于消费量大占绝大部分市值。

三次违反T＆T规定的行为，将会失
去购买和销售烟草所需要的代码。

全息税票接受度广，而且是
一种有效的认证手段。对于政府而

一些制造商呼吁延长这一时

言，将全息技术作为积极提高烟草

间，声称由于资源缺乏，零售商

种植消费税的策略，这是一个再好

在一年内被捕三次的情况不会发

不过的机会了。

生。“即使在非常活跃的交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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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国际税务印花协会挑战欧盟法
院的裁决
欧盟法院（EUCJ）驳回了国际
税务印花协会（ITSA）有关《烟草
产品指令》（TPD）的请求，后者提
起上诉。
ITSA诉讼称，TPD执行法规不符
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消除烟草制
品非法贸易（FCTC）议定书的相关
内容。
挑战法院的关键原因是，ITSA
认为TPD法规违反了FCTC议定书第8
条。该条款要求追踪系统应由政府
控制，并且不得由烟草业或委托给
烟草业实施。
然而，2019年5月，EUCJ驳回了
这一说法，理由是ITSA不得抵制欧
盟追踪系统，因为它与TPD法规的实
施没有“直接利益关系”。
现在，ITSA已经确认将提出上
诉，从而揭示EUCJ对“某些基本事
实存在误解”。ITSA秘书长Nicola
Sudan说：“我们认为，历史上参与
实施反非法贸易技术的实体，特别
是欧盟的烟草制品，确实与该问题
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我们有权在
欧洲最高法律机构做出决定之前进
行讨论。”
“EUCJ似乎将ITSA独立成员部
署的追踪系统与烟草业的Codentify
（数字编码认证技术）解决方案混
为一谈。该解决方案主要由大型烟
草公司控制。我们担心，欧盟委员
会已经构想并正在推动基于治理模
式的欧盟追踪系统，该模式将核心
职能委托给烟草业本身，这完全没
有必要。这也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后者（欧盟委
员会）限制了烟草行业的参与度，
42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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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基本禁止了烟草业对公共政策

始倾向于带有电子部件的半自动和自

产生影响。”

动S&S包装机。

“此外，欧盟追踪系统并未提

S&S包装机制造商关注的另一个

供强有力的认证工具来打击非法烟草

关键领域是维护——目标是减少维

贸易，也不允许运行基于既定国际标

护时间，同时提高生产率。

准和最佳实践的互通性追踪系统。我
们的目标是支持采用国际技术标准，
以协调反非法贸易技术和推广最佳实
践，包括ISO 22382*（指导消费印花
税的制定和规范）。

中国

S&S包装机市场需求量增加
Shell

and

Slide卷烟包装机

（S&S）可包装任何长度的固体卷烟
束，每包多达10支。S&S包装机由两
部分组成——填料密封机和输送系
统。它由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系统控制，并配有人机显示界面，也
可用于硬纸盒包装生产线。因此S&S
包装机是一种简单、紧凑、多功能的
包装机，适用于烟壳和纸箱包装。
该机器灵活性强，可应用于
任何完整的生产线，也可独立使
用。S&S自动包装机被广泛用于大规
模制造，产量高，且具有自动化系
统，是理想的包装生产机。随着全
球需求的增长，制造业需要依靠自
动化来提高产能，这种包装机有助
于满足行业不断增长的需求，预计
销量会有所增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雪茄
和卷烟包装行业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据专家介绍，雪茄市场比卷烟市场更
加稳定。卷烟市场的主要限制因素之
一是尺寸。与雪茄市场不同，大多数
卷烟制造商使用相同的包装尺寸，缺
乏差异化营销策略。S&S包装机制造
商越来越注重更换电子部件。这将影
响手动S&S包装机市场，因为市场开

James Adhitya Setiawan

讣告：BMJ市场经理
James Adhitya Setiawan
英年早逝
2019年8月17日，印尼卷烟纸
和包装供应商BMJ公司（Bukit Muria
Jaya）宣布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市场经理James Adhitya Setiawan英年
早逝，终年41岁。他是一位好丈夫、
好父亲、好兄弟和好朋友。James和蔼
可亲，他的妻子Elizabeth Lius、儿
子Nicholas Ardiwirya Setiawan、女
儿Jusincha Risalini Setiawan以及他
视公司为家的BMJ将永远深切缅怀他。
James于1998年本科毕业于
圣路易斯玛丽维尔大学，并于2003
年获得墨尔本大学硕士学位。他
于2001年开始从事专业市场营销，
之后成长为具有国际经验的价值
型营销人员。在2005年加入BMJ之
前，James曾在众多组织机构的董事
会任职。他为BMJ策划了以其出色的
互动广告、展览理念和企业活动而
闻名于烟草业的创意活动。
2019年8月21日，他被葬于印尼
西爪哇省卡拉旺地区的圣地亚哥山纪
念公园。James的音容笑貌、高尚品德
以及他对家人和BMJ的忘我奉献精神，
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愿他安息！

英美烟草力求以科学创新改变烟草

英美烟草深耕科研
创新求变
Staff Report

不可否认，烟草业正在经历一场巨变。

们将这些文章设置为“开放阅读”，确保任

长期以来，烟草业相关法规愈加严格，产品

何人都可以阅读我们的研究。我们也在科学

销量逐渐减少，消费者也越来越注重健康，

和公共健康会议上以及我们的专用网站bat-

逐渐转向潜在低风险产品（PRRP），因此传

science.com上分享数据。为此，我们升级

统烟草产品正迅速演变为下一代产品，如电

了batscience.com网站，使其成为聚焦PRRP

子烟、蒸汽烟，以及加热不燃烧产品。

和科学的清新而现代化的网站，”他说。

科学研发是PRRP发展的关键。英美烟草

Proctor博士还指出，研发PRRP的公司也

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是科学

应遵守国际产品标准，如电池安全性，以便

研发的行业领导者，经常在同行评审的科学

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

期刊上发表科研文章，用户可通过公司网站
www.bat-science.com进行查阅。
英美烟草公司PRRP科学组负责人Christopher

认可与挑战
PRRP在英国大受欢迎，英国公共卫生部

Proctor博士表示，科学方法是关

和英国癌症研究等机构评估了现有证据，从

键，但也必须遵循最高质量标准。“对于我

而得出结论认为，电子烟比传统卷烟的危害

们所做的科学研究，遵循最高质量标准至关

低很多。这意味着政府公开认可从传统卷烟

重要。我们将相关研究文献发表在同行评审

换用电子烟的好处，并将其公开传达给消费

期刊上，在发布前，其他科学家可以评估和

者。因此，电子烟在英国非常流行，因为消

评论所采用的科学方法、数据及其解释。我

费者可以购买到优质电子烟，并对其有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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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然而，在其它国家，例如美国，情况似乎毕比较

PRRP的批评者声称这些产品会导致吸烟，特别是对年

复杂。“美国对电子烟的态度比较模糊，”Proctor博士

轻人而言。Proctor博士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

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前任局长（最近刚

需要确保对这些产品进行负责任的营销，只针对成年人。

刚卸任）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曾积极讨

我们需要确保零售业意识到，未成年人不应该使用这些

论烟草与尼古丁产品的风险连续性，认为消费者应使用

产品。因为即便它们更加安全，也仍会让年轻人吸入尼古

比吸烟风险更低的产品。然而，美国各机构担心未成年

丁。这些产品必须面向成年人。”Proctor博士称，目前英

人使用这些产品。”

国几乎没有证据表明PRRP会导致吸烟，欧洲大部分地区也

“当前英国似乎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证据

是如此。事实上，目前已有正经表明PRRP可帮助戒烟。

表明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产品。这或许是因为两国的统

关于PRRP在英国更受欢迎这种情况，Proctor博士

计方式并不相同。英国统计电子烟产品使用频率为每周

说：“我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接受PRRP，是因为控烟组织

至少一次，而在美国，则是询问‘你曾经使用过电子烟

ASH（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在年度调查方面

产品吗？’。甚至有人只是尝试过电子烟，也会被美国

做得非常好，可从中获得精确认知。他们评估有多少吸

机构统计在内。曾禁止电子烟的几个国家现在已根据现

烟者正在转变吸烟方式，是否有戒烟者通过电子烟重新

有证据修订法规。我认为现在支持电子烟产品发展的国

接触尼古丁，是否有非吸烟者使用电子烟，未成年人的

家多于反对电子烟的国家，”Proctor博士说。

使用率如何。这些调查数据表明英国未成年人电子烟使

2018年5月，加拿大卫生部取消电子烟禁令，引入
新立法，允许电子烟使用，并现在表示，从传统卷烟换
用电子烟具有潜在好处；新西兰正在制定电子烟准入法
规；巴西有望制定允许电子烟使用的法律。

用率非常低。我认为政府能够看到这类数据和分析十分
重要，可充分了解这些新兴产品的趋势。”
“例如，我们在一些国家做过类似调查，旨在研
究使用加热型烟草产品的目标用户，我们的数据表明，

在实验室研发口服烟草产品

英美烟草PRRP科学组负责人Christopher
Proctor博士

几乎全部是成年吸烟者由传统烟草产品换用

注册登记，公开陈述我们的计划，完成研究

这些产品，基本没有证据表明未成年人在使

后，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予以公布。”

用。”

英美烟草还与企业家和发明者合作。
成果之一便是促成了内置颠覆性电子烟技术

科学促进变革

PureTech的Vype iSwitch产品的面市。与使用

英美烟草公司的目标是“通过科学和创

线圈和雾化芯子系统不同的是，PureTech由

新改变烟草行业。”然而，批评者经常质疑

金属板组成，解决了线圈和雾化芯子的“干

甚至否认他们的科学工作，因为他们说，英

烧”问题（产生某些有毒化合物）。

美烟草是一家烟草公司啊！

该技术最初由奥地利发明者开发，其

“我们的烟草变革之旅以科学为基

原理是改变气溶胶产生的防水，提高其有效

础，”Proctor博士说，“一些研究是由外

性，iSwitch提供非常洁净的气雾，比传统

部独立实验室代表我们开展的。比如临床研

烟雾含量减少了99.8％。“这也是一种非

究，我们一直与独立诊所和医生合作，他们

常高效的气雾发生器，因此消费者非常满

负责研究，遵守国际标准，确保最佳科学结

意，”Proctor博士解释说，“我们可能会

果。此外，我们实施之前为制药工业指定的

使用较低含量的尼古丁，因为这种系统可持

最佳临床实践。在开始之前，我们进行研究

续交付尼古丁。因此，从技术角度来看，
这真的令人感到兴奋，从消费者的角度来
看，该产品带来令人满意的口感。”目前已
在英国推出Vype iSwitch，可以通过商店和
govype.com网站购买。

密切关注新动态
几年前，英美烟草公司成立了一个专门
的技术侦察部门，负责寻找可从根本上改变电
子烟或其他产品类别的新型潜在颠覆性技术。
英美烟草做出了很多伟大的变革。“我
适逢其时，”Proctor博士说。“这对我来说
真的很有吸引力。我的团队有科学工作者，
有技术人员，也有产品开发人员，他们对未
来满怀信心，相信我们生产线中的产品将会
Christopher Proctor在塞尔维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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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越来越好。”

The Flavors of Future.
InterTabac 2020
World’s largest Trade Fair for Tobacco Products
and Smoking Accessories

18 – 20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ww.intertabac.com

Solutions for Success.
InterSupply 2020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Goods, E-Cigarettes, Pipes and Shishas

18 – 20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ww.intersupply.com

加香公司越来越具有创意

图片：Hertz Flavors公司

电子烟口味创新无止境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31岁的哈里森•丹尼尔（Harrison

Daniel）坐在桌子前抽电子

文/乔什•多伊尔

烟放松，芒果味的蒸汽让他惊喜不已。他曾是一名传统烟民，在他常去的那些场所，人们普
遍流行抽电子烟，吐着团团果味气雾，因此他曾发誓永远不会使用电子烟。
丹尼尔表示：“这就是我很长时间以来都不尝试电子烟的原因。”但是，后来他的一
些朋友逐渐开始换用电子烟，于是他也好奇尝试一下。开始他还不情愿尝试混合水果和糖果
等口味的电子烟，但后来发现巴掌大小的电子烟在口袋里既不占空间，也不会像传统卷烟那
样吞云吐雾，于是他打算试试，就这样慢慢走进了电子烟的世界。
电子烟很方便，而且还不会熏臭他的汽车。但丹尼尔发现口味是一大障碍，使用过加
香电子烟后，食物味道会被破坏。丹尼尔说：“刚开始我尝试不是水果味电子烟，结果击喉
感很强，使用之后，简直无法食用任何东西。”
尝试过那些余味讨厌的口味后，丹尼尔开始选择口味更为温和的电子烟，例如可乐以
及香草和烟草的混合口味。尝试的越多，丹尼尔越意识到一些烟弹和电子烟产品之间的质量
差异很大，有的口感强烈，有的回味绵长，有些烟弹和口味口感更饱满。丹尼尔升级电子烟
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经过反复尝试，丹尼尔找到了他最喜欢的芒果口味。虽然他不偏爱热带水果味，但芒
果味口感适中，又足够温和，不会破坏IPA的味道。
“芒果味不是太浓郁，如黄瓜般清爽，”他说。电子烟在过去几年呈爆发式增长，各
种新口味层出不穷。虽然全球吸烟者人数一直缓慢下降，但电子烟使用者人数却日益增加，
从2011年的700万人增至2016年的3500万人。5年前，电子烟行业估值仅为42亿美元，现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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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Hertz Flavors公司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复杂口味是目前的趋势

球估值已达226亿美元。2016年，全球三大电子烟市场——美国、日本和英
国——的电子烟使用者共投入163亿美元用于购买蒸汽产品和无烟烟草。
电子烟的大规模增长，促使无烟烟草公司不断创新口味，寻找下一个
能够唤醒消费者味蕾的口味组合。
迪拜FLAVORIQ公司副总裁兼销售主管艾米莉•诺特（Emilie Nault）表
示：“电子烟行业迎来全面发展，促使我们更加注重创造性。”该公司潜心
研究25年，致力于改善传统烟草和电子烟的口味。诺特指出，客户口味也随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Use 100% expanded fine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着电子烟行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
她说：“电子烟使用者一直寻求下一个创新，无论是口味还是体验（即
冷凝趋势），加香公司都认为需要创新并向客户提供新的选择。”
和任何行业一样，电子烟行业也为消费者提供众多选择，顺利解决其
高需求问题。这个细分领域的不断发展促使电子烟使用者敢于冒险尝试，因
此已从早期以烟草原味为主的简单口味，发展到目前的甜点烟液和果味烟
液，口味选择精彩纷呈。诺特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混合3种或更多味道的复
杂口味。他说：“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趋势一直是一项挑战。”
季节性偏好有助于减轻调香师的负担，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可预测的趋
势。正如一些营养师每个季节都倡导如何饮食，电子烟调香师也迎合消费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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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和冷冽冬夜的心情变化。在夏季，富有冒险精神的电子烟使用者往往
选择柑橘和淡淡果味。但是到了寒冷的冬季，许多人将回归更为温暖的口味。

www.aircodiet.com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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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这些周期变

在遏制某些加香产品的销售，特别是那些他们认为会吸引

化，协助调香师做足准备，预测市场偏好的转变，或者

未成年使用者的产品，如泡泡糖味和广受欢迎的芒果味。

一旦出现新趋势，即可抓住机会。但电子烟市场仍然非

他们还希望只允许设置年龄限制的网站、电子烟专

常年轻，并且不断变化，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团队也难以

卖店和其他零售店出售加香尼古丁烟弹。

准确把握。欧睿国际预测，随着封闭系统的普及，目前

FDA前任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

开放系统的主导地位将继续下滑，到2021年销售额将从

表示：“我们认为加香产品对青少年更具吸引力，因此

2014年的71％降至32％。

就公共健康价值和产品品质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还需对

但到2020年之前，蒸汽产品将继续增长，超越雪茄
和传统烟草制品，成为除卷烟外最大的细分领域。口味
组合丰富多彩，团队创意层出不穷，打造无限魅力，不
断吸引新客户和传统吸烟者。2015年，电子烟液是电子

口味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口味是吸引青少年使用的关键
所在，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评估过程进行适当评价。”
FLAVORIQ等公司也不得不设法应对欧洲《烟草产品
指令》（TPD2）等法规以及德国的薄荷醇产品禁令。

烟行业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别，销售额增长了57％至10亿

千变万化的法律也是调香师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美元。随着加香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寻求赢得主要合作

但创意团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创造创新和吸引人的产

伙伴关系的加香公司将长期致力于体验和创新。

品——而电子烟使用者将是最大受益人。丹尼尔等由吸

诺特说：“当然，创造一种新口味也绝非易事，但

烟换用电子烟的人士致力于寻找令人愉悦且没有残留物

比最初反复试验的时间肯定要少。我们的调香师精心调

和持久回味的产品。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有关于加

配比例，力求创造完美的蒸汽体验。”她的团队从业时

香吸烟产品伦理的争论，但创新将为那些选择吸烟或使

间已超过25年。

用电子烟的人提供更好的体验，无论口味如何。

你想象不到，为了让吸烟和电子烟口味更佳，调香

丹尼尔说：“如果我不喜欢某款产品，我会去寻找

师如何克服重重障碍，于大量现有果味中创造新口味。3

真正喜欢的产品。我自然而然地就喜欢上电子烟了，没

月份，FDA发布了备受期待的限制电子烟销售的提案，旨

有想太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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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DIET欧洲公司安装新生产线
2017年8月28日，大陆烟
草公司（Continental
Tobacco
Corporation，CTC）和Sangroup
International Pte Ltd.（SGI）
合作成立了DIET Tobacco Europe
Kft（DTE）公司。目前DTE公司正安
装新的干冰膨胀烟草（DIET）生产
线，将使目前产能增加3倍，使DTE
更好地服务客户。新的DIET生产线
将拥有最新技术，并从2020年8月
起提供更优质的DIET产品。

津巴布韦

BL公司拍卖场签约销售
黄金烟叶（Bullion Leaf）津
巴布韦有限公司表示，将与在公司
投入支持计划下未受益的农民签订
合同，将所收烟叶在Bullion的拍卖
场进行销售。该公司还表示，预计
今年拍卖场将迎来大批优质烟叶。
该公司董事总经理Gwanyanya
说：“今年我们有合同销售许可
证，因此将开展合同销售。那些没
有从我们的投入支持计划中受益
的农民将在我们的拍卖场签约销
售。”
2019年销售季于8月底开始，
到目前为止，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已授权38位买家，而2018
年是32家。

津巴布韦

烟叶销售系统诸多漏洞

WHO
SAID
WHAT?

尽管烟叶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创
汇来源之一，但又面临重重挑战，
生存能力受到威胁。
土地和农业议会投资组合委
员会最近在哈拉雷的议会大楼审查
2019年烟草销售季情况，并会见了
烟草商人。
议会对当地烟农可能遭受烟草
商人的金钱损失表示担忧，这些烟
草商似乎相互勾结，欺骗农民。
烟草商提供的证词表明，烟叶
体系被滥用，不利于农民，不利于国
家，而揭露腐败的人反而面临诉讼。
然而，委员会司法主席兼市长
Wadyajena表示，议会内发生的任何
会见内容都不能用于指控任何人，
并补充说议会将处理与主管部门起
诉的问题。
受邀商家无法对委员会提出
的如何共谋和主导烟叶质量和后续
定价等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特别是考虑到2019年该国烟叶均价
1.85美元，而国际市场同样烟叶价
格偏高。
由于受邀商家的一些高级管理
人员特别是Premier Tobacco Leaf缺
席了会议，委员会休会，但承诺尽
快邀请他们参会。

古巴

下一季烟叶采收可期
古巴西部皮纳尔德里奥省是制
造该岛最著名的雪茄品牌的最大的芳
香型烟叶生产商和供应商，目前该省
开始筹备下一次烟叶采收工作。在
2019-2020烟季，该省计划在Vuelta-

“许多人和组织机构仍然喜欢意识形态的争
论。他们的争议会让吸烟者感到困扰，让
对电子烟持怀疑态度的人成为卷烟的支持
者。”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Jack Olcz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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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jo的烟草种植园种烟20,050公顷，
该地区被认为是该省最重要的种烟
区，占该国产量的65％左右。
据古巴新闻社（ACN）报道，
随着土地整理，土壤改良和苗床区
域确定后，新的收获工作正在进行
中，而苗床灌溉的开始时间定于明
年8月底。
种植的品种有哈瓦那92，Corojo
2006和2012，Criollo 2010和Virginia 22、23和24，主要用于马里
埃尔特别开发区（ZEDM）卷烟厂的
生产，这是古巴吸引外国投资的明
星项目。
古巴在2018年连续两年收获了3
万多吨烟叶，手工卷制了大约3亿支
雪茄，其中近1亿支用于出口；机卷
了1.3亿支雪茄和140亿支卷烟。
烟草业是古巴国内生产总值
（GDP）贡献第四大的部门，2018年
的出口销售额达到近2.6亿美元。
烟草业在岛上雇佣了大约20万名工
人，在收获高峰时期最多可达25万
人。

美国

烟农种植大麻实现多元化经营
田纳西州的一些烟农开始换种
大麻，以保持收入稳定，预计2019
年将在该州种植38,000英亩的大
麻。2018年仅养殖了4700英亩。
三重农场的烟农李•巴格威尔
（Lee Bagwell）说，经过研究，他
考虑种植大麻。
他说：“我们并不是用种大麻
取代种烟。因为这里是该州的一个
非常好的种烟中心，就是我们县闻
名中外的深色烤烟，我们真的非常
幸运。”
种植大麻是为了实现农场种植
作物多样化。巴格威尔种了30英亩
的烟和玉米等行栽作物，还有6英亩
大麻。这是他第一年种植大麻，不
知道利润如何，但希望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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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威尔说：“我们的农场一
直都是多样化种植的。种植大麻给

和其他交易问题，并评论交易拍卖

部队（ABF）联合进行突袭，在北领

场的采购流程。

地凯瑟琳镇附近的一个地方发现了

我们带来一些安全感。但这是因为

烟农表示，加速和包容税改革

我们想更加多元化，通过种植大麻

（TRAIN）法的实施已经影响了他们

通过该行动，调查人员在现

弥补种烟利润不断下滑的趋势。这

的生产成本。目前的烟叶价格从每

场没收了三种烟株，用于干燥烟叶

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公斤60比索到75比索不等。

的运输集装箱，以及复杂的灌溉系

非法种植的烟叶。

他说采摘大麻更容易，与种烟

据NTA农场和技术服务部门称，

有一些相似之处，适合他们对烟叶

如果烟农参加由当地政府支持的合

和其他作物的生产方法。

同增长计划，他们每公顷的平均净

在谈及该行动所取得的成功时表

收入可达7万比索。

示：“这次查获远非传统的种烟季

菲律宾

Alvin Bilgera说：“烟叶是唯

统。
ATO副威尔•戴（Will

Day）

节，其地点距离以前建立的种烟区

国家烟草管理局呼吁许可交易

一能为我的家庭提供良好收入来源

菲律宾国家烟草管理局（NTA）

的作物。因此，我呼吁政府继续向

戴还指出，有组织的犯罪网

最近呼吁该地区的所有烟农只向持

我们烟农提供支持。”他最近在阿

络很可能是导致非法种烟的根本原

有执照的贸易商出售其产品，以确

布拉省邦贵市Agtangao县的农场开

因，如未查获，它们很可能流向全

保公平的市场价格。

始收割烟叶。他还希望烟叶的质量

国各地。

NTA主管Luzviminda Padayao解
释说，巴塔克市和库里马奥镇至少
有两个NTA许可采购站，烟农可向其
出售产品。
“我们无法控制前往村庄购

能够在交易中心获得更高的等级和
价格。

澳大利亚

查获６吨非法种植烟叶

数千公里。”

今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对非法
烟草产品的销售进行了重大打击，
部长预测这将在四年内筹集36亿澳
元（合27亿美元）。
在ABF的领导下，成立ITTF的目

买烟叶的牛仔/商人。这些NTA许可

澳大利亚新成立的非法烟草行

的是支持打击行动，旨在提高政府

采购站接受使用规定交易形式的监

动小组（ITTF）已查获6吨非法种植

执行新法，阻止假冒和走私烟草供

控，例如购买发票凭证（PIV）和购

烟叶，如果卖给吸烟者，可能导致

应的能力。

买凭证，”她日前接受采访时说。

1330万澳元（合986万美元）的消费

在交易季节开始之前，监管

税损失。

部门开展了一系列会议和定向研讨

在北领地警方的支持下，澳大

会，讨论烟叶买家当前的交易情况

利亚税务局（ATO）和澳大利亚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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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公司毕马威（KPMG）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烟
草产品的反复加税是导致全国非法
烟草制品销售明显增加的原因。

SAP公司的销售总监Chandrasekhar Vanguru监督烟叶分级

(SangamAgri Products)

新老公司殊途同归
发力国际市场
文/托马斯•施密德

《亚洲烟草》连续几期介绍了全球独立烟叶供应商，本期重点介绍两家烟叶
公司，一家重获新生的家族企业，还有一家老牌烟叶公司，二者均希望大力
发展出口业务。
全球烟草贸易在定价和客户服务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然而，该行业仍极具魅力，吸
引着新的交易者，毕竟，烟草作物还未消失。尽管来自反烟草游说团体和政府的压力越来越
大，但烟草产品仍然存在。印度销往世界各地的多种农产品中，也包括烟叶，而且烟叶性价
比非常高。烟叶主要用于制作烟丝，但优质烟叶也被用作雪茄茄套、茄芯和茄衣。印度烟叶
的主要产地位于南部和西南部的安德拉邦、卡纳塔克邦、古吉拉特州和北方邦。克里什纳帕
特南（Krishnapatnam）集装箱港口位于印度东海岸贡都尔附近，拥有现代化的设施，可将
产品运往全球各地。

在印度重获新生
同样位于贡都尔的还有SangamAgri

Products（SAP）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公

司的名称非常合理，因为烟草无疑是农产品。我们仅处理未经加工的烟草原料，所有原料
产于印度，”该公司的销售总监Chandrasek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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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guru解释道。可以说SAP可能是一家新

(SangamAgri Products)

公司，但它并不是刚刚诞生，而是重获新
生。Vanguru家族三代都从事烟草贸易。他
们的家族企业曾是“印度最著名的烟草商之
一”，但在2014年被迫停业。2012年之前，
每年向某跨国公司提供1500至2000吨各类型
烟叶。但是，在高存储成本和低价销售的双
重打击下，该家族企业最终不堪重负。“单
个客户的大宗订单，价格较低，发货较慢，
导致库存滞留，利息过高。因此，我们决定
及时抽身，”Chandrasekhar回忆道，但拒
绝透露所涉及的跨国公司。

谨慎前行

重操旧业

随后经过几年的债务合并，该家族企

球贸易商身上。“公司目前相当谨慎，对仅

业重新创建了SAP公司，Chandrasekhar发誓

供应ITC和VST等国内制造商的情况感到满

不会让公司再次陷入困境。“一些跨国公司

意，”Chandrasekhar说道。然而，这并不

推行的恶性定价政策使我们很难负担起管理

意味着该公司将永远躲避出口，它似乎已经

费用，更不用说获得可观的利润，”他回忆

迈出了第一步。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亚洲

道。也许是因为这段令人厌恶的经历，成立

烟草》称，该公司最近正与伊斯坦布尔的明

以来的短短几个月内，SAP仅向当地烟草制

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沟通烟草副产品的潜在

造商供货，不再将其所有底牌只押在一家全

供应合同事宜。

SAP公司复烤烟叶C48
包装纸箱（右为
Chandrasekhar
Van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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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Leaf Tobacco, Inc.)

Golden Leaf Tobacco交易比*
烟叶类型

交易类型

百分比

FCV		

65

白肋烟

20

烟丝

马里兰烟609		

15

*一般交易年
来源：Golden Leaf Tobacco公司

口目标。“我们正考虑将烟叶运往欧洲、独
联体国家甚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可能性。但
至少在目前，这一可能性被搁置，因为这会
过度消耗我们现有的劳动力资源。”

乡村路带我回家——老牌烟叶公司GLT
早在烟草作物首次出现在印度（或其
弗吉尼亚州的土地肥
沃，夏天阳光灿烂，
日照时间长，是种烟
的理想之地。

它任何地方）之前，该作物已经在其本土领

劳动力短缺阻碍扩张步伐

域——美洲开始了商业化生产。直至今天，

尽管该公司目前仅在国内销售烟叶，

美国烟草仍然享有“全球最佳烟草”的美

但生意并不糟糕。Chandrasekhar计划在年

誉。Golden Leaf Tobacco（GLT）总部位于

底前完成近4000烟叶的总营业额（见表）。

弗吉尼亚州基斯维尔市郊的一个农村社区，

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存，该公司采用了两种主

其入市时间比其它许多贸易商都要长，市场

要方法。“我们从印度烟草委员会组织的烟

地位不可动摇。自1989年成立以来，该公司

草拍卖中购买弗吉尼亚烤烟（FCV），而非

一直向卷烟和其它烟草制造商供应烟叶（详

FCV烟草则直接从农民和当地经销商那里购

见表格）。“我们的烟叶100％种植于美国

买，”Chandrasekhar透露。处理如此大量

本土，我们的货源渠道多种多样，包括农业

的货物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劳动力短缺，

合同和拍卖活动，”该公司烟叶执行副总裁

这不仅影响SAP，还影响印度烟草商人。虽

Fredrick “Spider” Cook解释道。

然该公司目前雇佣了260名女性烟草分级
员，但Chandrasekhar指出这个数量远远不

扩张海外市场

够。“女性分级员中缺乏熟练的劳动力，而

尽管GLT早在2006年就赢得了首批海外客

且很难雇佣更多的女性，”他说。这限制了

户（英国某卷烟公司），但其业务范围仍主

SAP目前的货物处理能力，也可能抑制其出

要面向国内客户，其中约90％的年销量主要
交付给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大型烟草公司。

2019年SAP公司交易组合

但GLT打算逐步扩张这种商业模式。“过去，
2019年预计交易量

我们主要面向国内经销商，也希望继续为这

常规弗吉尼亚烤烟

300吨

些客户供货。但我们的供货目标也包括国际

北部浅色土壤弗吉尼亚烤烟

200吨

制造商，”Cook说。面对总体经济低迷以及

200吨

国内卷烟销量减少的情况，GLT最近开始发

迈索尔弗吉尼亚烤烟

300吨

展其出口业务，不过起步并不容易。Cook坦

生晒白肋烟

700吨

承，GLT目前的出口额不到年营业额的10％。

EluruNatu深色凉烟（CDK）

600吨

其中一个主要挑战是“在卷烟制造商中提高

烟叶类型*

南部浅色土壤（SLS）弗吉尼亚烤烟

SLS烟叶

交易类型

全叶、烟丝、薄片

小叶、薄片、烟梗

1,600吨

共计

3,900吨

*只列出了主要的烟叶类型；如有需求，可提供其他烟叶品种。
来源：SAP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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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知名度”。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公司已
开始频繁“参加贸易展览会。”GLT于4月在
迪拜的WT
首次亮相。

Process＆Machinery国际烟草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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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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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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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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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Inc. Nexfill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Golden Leaf Tobacco, Inc.)

烘烤后的烟叶

“全美”烟丝打开国际市场
为了迈向国际舞台，GLT“在2017年开始打造‘全
美’烟丝，而且在全球市场上仍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换句话说，尽管原料质量好，并且100％来自美国，但
烟丝的价格仍具有竞争力。“我们现在不仅希望扩大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本地业务，还希望拓展国外出口业
务，”Cook重申了公司的长期愿景。目前公司发展已开
始步入正轨，2017年GLT的业务仅增长了4％，但Cook
预计2019年将增长25％。从长远来看，Cook还将“全亚
洲”确定为未来的出口目标市场。与北美洲和欧洲（卷
烟销售持续多年下滑）相比，亚洲烟草贸易依旧具有很
大潜力。

哈拉雷的使命
多年来，津巴布韦政局动荡，接二连三推出
大量灾难性政策，几乎抹杀了津巴布韦曾经蓬勃发
展的经济，影响了烟草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即使
在黑暗时期，贫穷的农民也继续种植大量烟叶，几
乎全部出售给邻国南非的贸易商和加工商，或者
被大型全球供应商以低廉的价格抢购一空。在人
类历史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本土商人根本
无力支撑起迅速衰退的经济。津巴布韦烟草公司最
近才开始参加国际展会。Sub-Saharan

Tobacco是

首批参加国际展会的公司之一，2017年12月才开始
在迪拜的世界烟草中东展会上首次亮相。但今年还
有另外两家位于哈拉雷的公司参加世界烟草中东展
会：Voedsel Tobacco和Torryblue Tobacco。这或
许标志着津巴布韦终于迎来拖延已久的经济全面复
苏。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该国终于开始重新掌控
其最有价值的农产品之一——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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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N THE PAST TO GROW A BRIGHT FUTURE
For over 100 years, Universal Corporation has been find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serve our customers and meet their leaf tobacco needs. We built a global presence, solidifie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adapted to changing agricultural practices, embraced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emerged as the recognized industry leader. Today, we conduct business
in over 30 countries on five continents, employ more than 20,000 permanent
and seasonal workers, and are the leading global leaf supplier.
Universal has a long history of operating with integrity, honesty, and a focus on
quality. We are a vital link in the leaf tobacco supply chain, providing expertise
in working with large numbers of farmers, efficiently selling various qualities
of leaf to a broad global customer base, adapting to meet evolving customer
needs, and delivering products that meet stringent quality and regulatory
specifications.
As we move into our next 100 years, we will build on our history by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leverage both our assets and expertise. We will continue our
commitment to leadership in setting industry standards, operating with transparency, providing products that are responsibly-sourced, and investing i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ies where we operate.

www.universalcorp.com

ITGA致会员：“信息是成功的关键，ITGA愿意定期为组织机构提供最新数据。”

烟草种植者首次参
加ITGA最新会议
国际烟农协会（ITGA）

今年7月，国际烟农协会（ITGA）在非

ITGA强调需要协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

洲参加了多场会议，支持该洲烟草种植国努

织（通过其第17条规定）和世界银行与民间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会议指出，该地区面临

社会、烟草种植者、企业、基金会和其它非

的主要挑战包括消费量下降、新一代产品对

政府组织（NGO）密切合作，以完成变革，

烟叶需求量减少、中美贸易战，以及对烟叶

并实现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替代作物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在国际劳工组织多领域会议之后，ITGA

ITGA还参加了2019年7月3日至5日在

于7月9日应邀参加了由其成员——马拉维烟

乌干达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ILO）技术会

草协会（TAMA）农民信托基金会在马拉维组

议，就进一步制定和实施综合战略措施交换

织的研讨会。马拉维农业部强调了烟草种植

意见，以解决烟草业“相当大的劳动缺口”

对该国经济的重要性，同时也需要寻求其它

问题。ITGA对国际劳工组织举行的综合性多

作物，以维持烟草种植农场的稳定发展。为

领域会议表示祝贺，烟草种植者代表首次通

支持上述想法，研讨会重点强调了政府对改

过ITGA发表意见。此次会议对种植者而言非

进营销系统的大力支持。马拉维政府意识

常及时且意义重大，同时讨论了该组织在解

到，烟草业仍然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同

决烟草业童工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若没有

时也鼓励烟农研究互补价值链。

烟草种植者代表参加该会议，那么与烟草相

TAMA农民信托基金会主席Abiel-

关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将不切合实际，这就是

MasecheKalima

ITGA赞扬国际劳工组织采取综合性方法的原

介绍了有关马拉维烟草业的历史洞见，强调

因，这表明该组织在寻求解决方案过程中展

20世纪90年代，在马拉维白肋烟生产和销

现出诚恳的意愿。

售改革期间，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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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a在开幕致辞中向大会

Speed up with a highly innovative
and flexible machine
SP2T SASIB Molasses
Flowpack Line

SASIB SP2T: the flowpack machine to dose molasses portions at high speed and quality performances.
Master of flexibility, it can handle a wide range of flowpack weights and pack shapes, ranging from
15/20 g and up to 370 g with a very quick time of switching.
SP2T is complete with cartoning and boxing line, which can be easily adapted to different layout
solutions, thanks to its versatility.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USAID）对马拉维发展结构性烟草市场所发挥的重要作

者，国际社会对该国的任何影响，都会对整个行业的价

用。之后，小农户的烟叶产量增加，对马拉维经济产生

值链——尤其是种植者产生重大影响。

了巨大影响。当时，世界银行表示，“小农户从白肋烟

21世纪，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大陆发挥了越

销售中获得的利润是马拉维农村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现

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政治原因，中国一直在非洲参与

金注入。”

投资，并从非洲未来可能享有的经济增长中获益。中国

TAMA农民信托基金会强调了顺应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UN

一直在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专注于发展公共和电信

SDG）的重要性，并承认烟草业需要赋权妇

事业，这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中国同时也对非洲农业领

女。为了更好地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举措，会议邀请了

域进行投资。最近，纳米比亚议会批准中国投资者在赞

联合国妇女署概述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

比西河地区开发10,000公顷的烟叶和玉米种植园，他们

非洲主要烟叶生产国应邀参加研讨会，以反映各

将获得99年的租赁权。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

国在该领域的真实情况以及烟草种植者目前面临的困

基金会给出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报告称，2006—2019年

难，同时遵守最佳农业规范，以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

间，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投资超过870亿美元。

发展。

中国非洲研究计划数据表明，2017年非洲的外国直接投

ITGA提供了烟叶和下一代产品全球市场的最新数
据，分析全球形势。就影响全球烟叶市场的其它重要事

资总额为43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都突出了中国在非洲大
陆的投资水平，这将改善包括烟草业在内的贸易环境。

项而言，中美贸易问题导致烟叶经销商合同减少，美国

烟草种植者热切期待着中美这两大经济体之间贸

北卡罗来纳州的出口从2017年的1.62亿美元下降到2018

易争端的消息，因为每项决定都有可能对全球数百万人

年的400万美元（下降了98％），导致烟草种植生产转向

的生计产生深刻影响。由于烟叶生产合同减少，美国种

其它作物，如大麻。

植者受到最直接的影响。非洲和南美种植者也将受到影

商品的快速流动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协
定、战争和外交的影响。由于中国是烟草业最大的参与

响。中国烟叶市场的需求将得到满足，唯一的疑问是所
消耗的烟叶产自哪里。

Complete Solu on for Swedish Snus Plant & Machinery from Tobacco Leafs to Plas c Cans
Delivering World Class Packaging Solu on for Last 3 Decades
Chewing Tobacco/Snus/Shisha Molasses Packing Solu ons

SidSam Formilan Machines Pvt. Ltd.(INDIA)
An Indo Italian Joint Venture Company
E-mail : sunjay@sidsamgroup.com
Website : www.sidsam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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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global brands for over 90 years.
As a global leader in the manufacture of foil and non-foil cigarette inner bundling, LLFlex has decades
of expertise, an unmatched supply-chain, and a range of innovative solutions, so you get more...
•
•
•
•
•
•
•
•

Extensive global supply chain ensures competitive pricing
Over 90 years of experience supplying the world’s biggest tobacco brands
The predominant supplier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Market-leading innovation, expertise and support
Superior quality with deep understanding of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Quick turnarounds, short lead-times
Multiple U.S.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Networks and partners across five continents

GET THE GLOBAL SOLUTIONS YOU DESERVE.
CALL 1-800-635-3645 (FOIL)

SEE US AT TABEXPO BOOTH 32A

Global Headquarters: Louisville, Kentucky, USA
Email inquiries: TobaccoPkg@LLFLEX.com
Visit our website: LLFLEX.com

LEADING GLOBAL PROVIDER OF FOIL AND NON-FOIL CIGARETTE INNER BUNDLING

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美国

英美烟草董事会任命新成员
杰里米·富顿（Jeremy/Jerry
Fowden，以下简称杰瑞）将加入英美
烟草公司董事会，担任独立非执行董
事兼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
该任命自2019年9月1日起生效。
杰瑞在2009年至2018年12月期
间担任美国饮料制造商Cott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自2019年1月起开始
担任公司执行主席。同时，他还兼
任星座品牌公司（Constellation
Brands）的非执行董事。
加入Cott公司之前，杰瑞曾担
任过多个管理职务，例如，贸易者传
媒集团（即现在的汽车贸易集团Auto
Trader Group plc）首席执行官；也
曾在百威啤酒集团（InBev SA/NV）
担任过若干职务，包括英国巴斯啤
酒公司（Bass
Brewers）首席执行
官、全球首席运营官和欧洲总裁；兰
科集团（Rank Group）执行董事，以
及玺乐集团（Hero Group）饮料部首
席执行官。此外，他还在百事可乐公
司和玛氏公司（Mars）担任过各种销
售和营销职务。英美烟草公司董事长
理查德•巴罗斯（Richard Burrows）
在谈到有关杰里米•富顿的任命时表
示：“我们期待杰瑞加入英美烟草公
司董事会。他在美国商业和战略转型
方面经验丰富，将有助于英美烟草的
成功转型。”

瑞士

菲莫国际任命首席产品官
菲莫国际日前宣布，任命李斌
（Bin
Li，音译）担任公司首席产
品官（CPO），自2019年8月1日起生
效，他将负责工业设计以及菲莫国际
低风险烟草产品（RRP）的开发。李
斌将会创建一个新团队，致力于优化
产品组合，开发令消费者、利益相关
者和监管机构信赖的优质产品。菲莫
国际首席执行官谭崇博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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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的加入。我们于5月首次公开扩
招高管团队，李斌加入后，团队扩
招到此结束。”
作为首席产品官，李斌将负责
与创新产品开发和平台技术战略有
关的所有事务。在加速菲莫国际的
开发周期和工业化步伐的同时，他
还将负责电子科技产品线的研发、
维护和制造。
李斌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在技术、产品开发和运营方面有着
雄厚的背景，而且在哈曼和飞利浦
等世界一流的消费电子公司积累了
丰富的产品设计和创新经验。作为
一个热爱设计和技术的前瞻性思想
者，他喜欢将客户的反馈纳入新产
品开发周期内。首席产品官是菲莫
国际高级管理团队的一员，直接向
CEO汇报工作。

美国

22世纪集团任命首席执行官
总部位于美国克拉伦斯（Clarence）的22世纪集团，拥有人为控
制烟叶尼古丁水平的技术。日前，
该公司任命一位烟草业前任主管担
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克利福德•B•弗利特（Clifford
B. Fleet）曾是菲莫美国公司的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自2018年12月以
来一直担任22世纪集团的战略顾
问。该公司的Henry SicignanoIII
因个人原因辞职，不到一个星期，
弗利特即被任命为公司的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
22世纪集团希望控制烟叶中的
尼古丁含量，开发一种尼古丁含量
极低的卷烟为基础的戒烟产品。该
公司正试图获得美国FDA对其戒烟产
品的监管批准，并希望最终能够将
极低尼古丁卷烟产品线商业化。此
外，该公司的技术还将应用于汉麻
和大麻行业。
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菲莫美
国公司总裁期间，弗利特一直是弗

吉尼亚州里士满一家管理咨询公司
的管理合伙人。

德国

NewCo组建新团队
在公司决定将所有部门整合在
一起办公后，NewCo全球烟草服务
贸易有限公司在德国公司组建了一
个新团队。Teresa Busch和Gerald
Hoke负责物流；Rainer Busch和Julio Bernacki负责销售；Liz Stegmuller负责管理。
NewCo新址为：德国福里德堡
市福里德堡山5号NewCo全球烟草服
务贸易有限公司。邮编：86316；电
话：+49 821 660 9120，传真：+49
821 660 91222。

全球

脸书推出烟酒发帖新规
脸书（Facebook）目前正推出
一项新规定，将限制烟酒产品（包括
电子烟）的销售与相关内容的发布。
公司发言人说，新规将禁止私
下在脸书和照片墙（Instagram）
上销售、交易、转让和赠送烟酒产
品。任何品牌发布的产品销售或转
让内容都必须针对18岁或18岁以上
的成年人。
这位女性发言人表示，公司推
行新规期间，不作出相应改变的团
体，将一律被移除。脸书已经开始
禁止在脸书市场平台上出售烟酒产
品，目前该平台将这一禁令扩展到
个人用户的常规帖子。
该发言人说，公司将“全面借
助社区技术、人力审查和举报等方
式，查找并删除任何违反这些政策
的内容”。
新政策允许接受报酬的网红在
发布与烟草和电子烟产品相关的帖
子中推广含尼古丁产品，这些帖子
不受年龄限制。但公司正考虑对这
项规定进行修订，也正与行业和监
管机构进行潜在的修订。

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世界烟草亚洲展预计将迎来1000名访客。

印度尼西亚

世界烟草亚洲展将在泗水举行
世界烟草亚洲展会将于2019年
10月16日至17日在印度尼西亚泗水
市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这是该国第7
次举办该展会。
事实证明，在泗水举办该展会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离开展还有两
个多月的时间，展位已完全售罄。
活动主办方Quartz Business Media
总经理史蒂夫•迪普罗斯（Steve
Diprose）表示：“泗水是印度尼西
亚第二大城市，毗邻许多烟草制造

商，为寻找合适的举办地点以支持
世界烟草亚洲展会的持续增长，泗
水是当之无愧的选择。我们对目前
的市场反馈感到非常满意，期待10
月份迎来展会盛大开幕。”
该活动预计将接待来自该地
区的1000多名参展者，已有来自中
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的买家
开始注册。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家
公司将展示一系列令人兴奋的产品
和创新，包括高速烟机、加热不燃
烧产品、滤嘴、烟叶、跟踪和追逐
系统、香料、醋酸酯丝束、水烟，
以及烟草制品。参展者提前登录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asia进行注册，可免费入场。
世界烟草展继续支持全球烟草
行业，轮流在亚洲、中东和东欧举
办市场领先活动。将于2020年5月在
保加利亚举行欧洲站活动，于2020
年12月在迪拜举行中东站活动。

美国

研究人员改造烟叶基因
美国研究人员对烟叶进行了基
因改造，使其能够在该领域生产医
用蛋白和工业蛋白。成功从实验室
环境转移到室外可以提供巨大的增
长机会，从而使整个概念在经济上
可行。目前工业酶和其他蛋白质是
在大型发酵反应器中制造的。康奈
尔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人员
建议，在工厂里生产可以减少2/3
的生产成本，并指出，生物衍生蛋
白的市值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达到
3000亿美元。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植物
仍然能够在野外正常生长，同时产生
非天然蛋白质，这是真正的突破，”
康奈尔大学的贝丝•阿纳（Beth Ahner）说。基因工程是通过向植物细胞
的叶绿体中传递制造所需蛋白质的
DNA指令来实现的，然后培育这种叶
绿体中含DNA指令的植物。

2020

Dubai International VAPE EXPO
Festival Arena By InterContinental, Dubai Festival City
3.27-29th
Strict FDA regulation
Golden Age of VAPE Development in Middle East

Contact：Cecilia Wu
Phone：+86-15914342575
Email：cecilia.wu@way-joy.com
www.dbvape.com
WAYJOY
VAPE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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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种烟脱
贫

国家烟草专卖局投身
十堰市扶贫开发工作

文/烟草在线

中国烟草行业是中国财政税收的支柱企
业，同时多年来利用自身优势投身于扶贫工
作。本文以国家烟草专卖局在湖北省十堰市
的扶贫为案列，介绍其以产业扶贫为基础，
在贫困地区建造了烟田基础设施、水利设
施，开辟设施利用新途径，开展脱贫技能培
训，发展多元增收产业，不断提高贫困烟农
稳定增收能力。
湖北省十堰市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脱贫难度大、
返贫率高。1992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投
身十堰市扶贫开发。1992年至今，国家烟草
专卖局已经累计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折款7
亿多元，实施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
发、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生态改善为重点
的“国烟扶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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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烟扶贫工程27年来成果显著
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承担着生态
保护和贫困人口脱贫的双重责任，扶贫攻坚
任务十分艰巨。1992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
局投身十堰市秦巴山片区扶贫开发。2002年
至2012年，国家局把郧西、竹溪两县作为定
点扶贫县。2013年以来，国家局把自然条件
最恶劣、经济最贫困的竹溪、竹山两县作为
定点扶贫县。1997年开始，国家局选派司局
级干部在十堰市挂职，同时每年从国家局机
关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对口帮扶县挂职担任
扶贫副县长，2015年起选派干部到十堰贫困
山区担任“村第一书记”。目前，已经累计
有39名国家局干部在十堰曾经或正在挂职。
1992年至今，为改善定点帮扶地区恶
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国烟人以民生需求为突

破口扶贫助困，紧紧围绕饮、炊、行、住、
医、教、耕、灾等当地百姓最关切的问题，
倾力帮助当地破解发展困境。2018年以来，
国家局将扶贫的重点工作落脚到产业扶贫、
消费扶贫、党建扶贫、干部培训、干部选派
等方面，落实精准扶贫举措，做精做实定点
扶贫工作。
27年来，通过国烟真情帮扶，解决了
十堰山区16万余人吃水难、22万亩农田灌溉
难、38万人行路难、45万人看病难、4万名
学生上学难问题，10余万农户通过烟叶及相
关产业的带动实现了脱贫致富。

发挥烟草优势，开展产业扶贫
国家局依托烟叶产业，变“输血式”
的生活救济型扶贫为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将培植产业作为
最大限度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让贫困人口彻
底脱贫的治本之策，集中解决好群众迫切需
要的产业发展问题。
发挥烟草优势，进行资金投入。2013年
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采取以“一个依托、

四个带动”（以产业扶贫为依托，带动易地
扶贫搬迁建设、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和
公益项目建设）的措施，对竹山、竹溪两县
的扶贫资金由原来的每县每年500万元增加
至1000万元。2015年将对口帮扶竹山、竹溪
的扶贫资金增加为每县每年1500万元，2017

种烟是湖北省十堰市
脱贫的根本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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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至每县每年2000万元，2018年增至每县每年2500万元。突出烟叶产业扶
持，将行业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十堰10个县、市、区中，有6个国家级重点
贫困县，其中有5个地区在种植烟叶，与其他地区相比，烟叶种植对于十堰山
区农民脱贫更具意义，是烟农脱贫致富的基础和依托。
国家局积极用好计划资源，加大烟草工商企业在稳控规模、质量提
升等方面对十堰市竹山县、竹溪县烟草产业扶持力度，带动更多贫困户脱
贫。2018年8月，国家局组织召开竹山县、竹溪县“金神农”烟叶产销衔接
会，进一步提高烟叶生产水平和烟叶质量，努力提升工业可用性，确保烟叶
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为十堰市农村修建
基础设施

家局帮扶竹溪一中新校区建设，建

另一方面，为促进十堰烟叶产业走质量发展之路，提升烟叶品质结

成全市一流的现代化高中。在竹溪

构，提高烟叶单产，增加烟农收入，国家局在各烟区乡镇开展职业烟农技术

二中，国家局投资为师生建起“金

培训，对评选为“十佳烟叶种植村”的种烟村进行配套奖励，极大调动了烟

叶餐厅”，1500多名学生露天就餐

叶种植积极性。2018年，国家局委托十堰市局（公司）先后组织培训竹山、

成为历史。实施了“国烟助学”“

竹溪两县烟叶生产技术人员和烟农1000余人次。

金叶图书室”“金叶新长城自强

立足山区特色资源,拓宽农民脱贫增收渠道。在着力发展烟叶产业的同

班”“相守计划”等一系列公益项

时，国家局创新扶贫思路，立足山区特色资源,扶持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

目，使20余所中小学、近2万名学生

展茶叶、核桃、中华蜜蜂、郧阳大鸡等特色产业，推进产业扶贫到户到人，

受益。2018年，为解决乡镇学校师

把贫困农户增收项目与当地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一村

资力量短缺问题，投入资金支持竹

一品，一品一社”的山区特色产业开发新格局，较好地解决了山区农民一家

溪县“双师教育”项目，重点建设

一户各自为战的局限性和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有效拓宽了当地农民脱贫增收

双师教学教室终端设备70套、直播

渠道，提升了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2018年9月，国家局在十堰市召开定点扶

间4个、进班专线200条和直播、智

贫地区农特产品产销衔接会，推动国烟扶贫竹山县、竹溪县乃至十堰地区农

控中心服务器专线。
加大卫生医疗事业帮扶力度。

特产品销售，促使国烟扶贫农特产品进烟草销售终端、进内部食堂、进职工
家庭，进一步拓展了山区农产品销售渠道。

投资扶持竹山县牌楼、柳林乡公祖、

目前，十堰市综合利用育苗大棚96座，密集烤房262座，种植香菇26棚

大庙乡等乡镇卫生院的扩建改造项

43万袋，天麻种植24661.4平方米,其中大棚4个4195平方，林下74户16915平

目，为竹山乡镇卫生院捐赠5辆救护

方，密集烤房169座3551.4平方。

车。通过“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
为房县捐赠救护车及医疗设备等，持

以产业扶贫为依托，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续援建了竹山先近20个村级卫生室。

国家局坚持“输血”和“造血”相结合。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

通过帮扶，贫困山区百姓就医的条件

措，帮助贫困村脱贫。以解决行路难、饮水难、住房难为重点，逐步提高极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乡镇和村

贫村发展能力，改善极贫村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加大教育、文化、卫

级卫生设备的配备，迅速改变了医院

生等公共事业建设投入，实施教育医疗公益扶贫行动，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设备短缺的现状，提高了诊断能力，

2007年，国家局在十堰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试点工作，助推定点帮

减少了患者往返于上级医院的路途奔

扶县的烟叶发展迈上新台阶：支持定点帮扶县成立合作社，组建专业化服务

波，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队，开展育苗、机耕、植保、烘烤等专业化服务；大力推行烟水、烟路、育

的问题。

苗工场、烟用机械等综合配套建设。投入资金帮助烟叶产区建设水池、沟

2019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

渠、管网、机耕路。在当地投入资金援建水源工程及水库工程，解决饮用水

目前，竹山、竹溪两县还有贫困人

和农田灌溉用水问题。自1997年开始，国家局通过新修、维修和硬化公路、

口26万人，国家烟草专卖局将继

新建桥梁，解决行路难问题。支持水源工程建设，解决吃水难和灌溉问题。

续充分发挥烟草体制优势，按照精

极大改善了当地的基本生存情况，改善了民生问题。

准施策的原则，制定针对性的产业

加大科教扶贫投入力度。在郧西县，国家局投资援建7所希望小学，为

扶贫措施和公益扶贫项目，确保竹

20所初级中学建起图书室、微机室；在郧县（郧阳区），国家局兴建了5所

山、竹溪贫困人口如期完成脱贫任

希望小学，使3000名适龄儿童坐进了宽敞明亮的教室；自2006年开始，国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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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厂安装的e-ATENA凹版印刷装置

[DCM ATN]

凹版印刷术驰骋烟
草包装业

凹版印刷虽不是烟草包装采用的唯一一种印刷技术，但它在烟草包装行业肯
定是一种主流技术。《亚洲烟草》对DCM ATN公司的采访就认证了这一点。
文/托马斯•施密德

由于印刷前置作业成本较低，单张纸胶

造，同时也广泛用于其它类型的烟草包装产

印技术似乎比较适合印刷少量的烟草包装。

品，比如外箱、内盒和软盒包装纸、内衬、

只要印刷量不少，凹版印刷就是当之无愧的

外包装和接装纸。

主流印刷方式。凹版印刷质量卓越，最适合
烟草包装的高标准印刷要求。

e-ATENA用途广泛

凹版印刷在印制过程中可保持色调统

DCM ATN的e-ATENA是一款电子伺服驱动

一，印刷质量也极为平滑，这使其从多种印

机，搭载了最新的贝加莱自动化技术，采用

刷技术中脱颖而出。此外，烟草包装上呈

模块化设计，整合了一系列可选组件（详见

现的卓越金属光泽就是采用凹版印刷实现

表格）。Dessus表示，“标准的e-ATENA电机

的。“凹版印刷也是通过卷筒给纸，流水线

可在450g/m2以下规格的纸和纸板上印刷。客

中可加入金属箔或全息图印花、触感漆、特

户无需调整设备，即可在纸面印刷和纸板印

殊涂层和喷墨印刷等工序，”法国公司DCM

刷间轻松切换，只需在更换不同材料时设置

ATN的售后经理Pierre-Eric Dessus说道。

张力水平。”

DCM

ATN是为烟草包装市场提供凹版印

e-ATENA版本在全球热销，最大印刷宽度

刷机械和补充设备的全球领先供应商。该公

为640mm，一般配有一个内嵌旋转刀切割机，

司区域销售经理Jason

Elvery说，e-ATENA

最多可定制14种颜色。“我们每年能销售几

系列已经普遍用于不同类型烟盒的印刷和改

台烟草包装印刷机械，销量最多的是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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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 ATN]

家的客户，倾向于选择锻压送纸而
非堆料送纸。“除此之外，我们没
发现其他地域差别，”Elvery指
出。从更大范围来说，这意味着并
不存在一种“全能的”e-ATENA模
式，能让DCM

ATN推荐给全球范围

内那些拿不定主意选哪一种模式的
烟草公司，特别是还需考虑集成方
案。Elvery说：“为了确定经济效

在ROTOFOIL装置上应用的内联或离线
铝箔或全息印花

或12种颜色的类型，”Elvery表示。
在他看来，DCM ATN是非常成功的，因
为这家公司在设计和制造凹板印刷设
备及其皮带下的旋转刀切割机方面已
经有50多年的经验，并且重点关注烟
草包装市场。

客户遍布全球
“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
Dessus特别提到，“我们一开始更
加关注欧洲市场，后来聚焦中国。
如今，我们2/3的凹版印刷机都出售
给了亚洲国家。烟草包装市场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今后也是如此。
我们一直在改进机器、提高
效率，可快速生产超高品质的印
刷纸，并且产生的废料极少。”绝
大部分销售额来自回头客。“他们
了解也认可我们的优质产品。”然
而，目前在全球销售的机器没有太
明显的差异，不会出现某个e-ATENA
版本在一些市场格外受欢迎、在其
他市场受冷落的现象。唯一明显的
区别或许是那些劳动力成本较低国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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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 ATN]

可以生产好几千万张印刷纸。”Dessus从专
业技术角度指出：“许多市场上的印刷机确
实需要特型印刷专业技术，胶印和柔版印刷
自不必说，也包括一些凹版印刷。
但e-ATENA极易操作，并且能满足各大
品牌严格且特殊的要求。”此外，在产量大
的情况下，凹版印刷还是最经济的印刷方
式，旋转刀切割机也是最经济的转换方法。
这使得e-ATENA生产线有非常快的投资回报，
一般情况下投入使用18个月内即可回本。

客户服务与销售同等重要
销售新机械固然重要，但提供一揽子支
DCM工厂安装的e-ATENA生产线集成了多个设置，包括UV烘烤、旋转模
切和纸板送纸、复卷机和通用旋转模切旋转模具。

持服务也同样重要。在这个领域DCM
口皆碑。Elvery称，DCM

ATN有

ATN认识到高质量

的服务是关键，包括培训机械操作员、定期
维护、机械校准、耗损部件更换、机械整修
益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彻底了解客户

和升级。他表示：“客户在生产优质包装方

的特殊需求。每个客户的情况都是独一无二

面需要提高效率，而我们将竭尽所能使包装

的，因此需要向其推荐量身定制的机器。”

是否值得投资？
请扫描该二维码，观
看DCM的e-ATENA的
简要视频演示

DCM ATN未受亚洲山寨机械的冲击
不可否认，亚洲有很多公司有着令人

并非所有烟草公司都设置印刷部门，
有的更倾向于外包给专门的烟草产品包装公
司。尤其是烟草制造商未达到一定产量的
情况下，自然也不会配套投资一套印刷设
备。Elvery指出：“每台凹版印刷机每个月

厌恶的嚣张恶习：剽窃和滥用已有专利和品
牌的设备，有时甚至直接冒充为他们的自主
创新。这在凹版印刷机行业也有发生，有的
生产商甚至抄袭整台机器，或重要的机械、
电子部分。然而这并未对DCM

ATN造成太多

冲击。Pierre-Eric Dessus评论到：“确实
[DCM ATN]

有中国公司尝试抄袭我们。但这对他们来说
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自动化程度特别高，
并且一直在进行升级改进。”此外，客户
也反馈说：“中国产的机器质量仍远不及
DCM

ATN的产品。”与此同时，区域销售经

理Elvery坚定地认为，投资一套便宜的机械
得不偿失，因为废品率高而生产效率低，机
器也会频繁“罢工”，需更换部件的维护费
用也会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我们的客户清
醒地认识到，投资一套高质量的机器更为
合算。DCM

ATN所有机器都是100%在法国设

计、制造、装配和测试的，质量卓越。并且
我们的机器可以运行多年，如今有大量的30
年前生产的机器仍在运转。”俗话说的好，
这是一条e-ATENA生产线，在进厂测试之前基本已完成组装，可从中看到
生产线开头的拆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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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失大，可真是得不偿失啊。

主要技术规格
根据客户订单要求，生产电子伺服驱
动机组合机床
最多14种颜色
卷筒纸宽度为660mm或850mm
生产速度可达250 m/min
以最少的废品率实现快速作业转换
印刷溶剂型或水性油墨（如果选择的
是UV干燥器，还包括UV）

方案
• 印刷UV油墨和涂层的惰性
（即在氮气下）或非惰性
• 金属箔印花
• 全息印花
• 100%检测系统，用于检测任何印刷
错误
• 排斥系统或自动排斥具有印刷错误
的空白和拼接
• 旋转模切割、压痕、压花和凹陷
（最多4个单元）
• 通用旋转压片机旋转模具以及可选
的高桩送纸
• 锻压送纸
• 堆料送纸
• 标签切割和送纸
• 不间断复卷机
• 等等

[DCM ATN]

e-ATENA技术规格与方案

DCM ATN区域销售经理Jason Elvery

来源：DCM ATN

高速生产更加复杂的印刷纸，包括
生产更容易、更稳定。”DCM ATN的法国工厂已经开始提供这些服务，新售出

圆角印刷纸等。Elvery透露，今后

的e-ATENA生产线在安装到客户工厂之前将接受一丝不苟的测试。“我们的客

即将升级优化该公司的通用旋转刀

户将见证这些测试，只有他们满意后，我们才会拆卸并将其运送至客户的工

切割机，以便生产多种宽度和长度

厂，在那里将会进行组装并二次测试，”Dessus如此解释。他表示，标准流

的印刷纸，以及凹版金属箔热印花

程“肯定包括对操作人员详细的训练和生产支持，也给维护人员提供所有的

和全息图印花。为了将能耗减至最

安装信息。”

小，还提升了烘干机的热风二次循

2019年，DCM ATN为客户增加了本地服务和技术支持。从7月1日起，公

环效率机能。Elvery说，“还对各

司的法国售后工程师将永久驻扎在印度尼西亚，以保障快速响应和服务亚洲

种性能进行了改进，以符合欧洲和

区域的客户。DCM

ATN现在可为三个大洲提供精湛的本地化技术支持，以协

国际安全标准，下一步将改进内线

助客户运行e-ATENA生产线。从9月1日起，将有专职工程师加入法国的DCM

退回系统。”Dessus补充到：“这

ATN专门服务热线，解答ATN机械有关问题，助力Dessus的售后服务团队，保

将保障自动内线控制……短纹理和

障客户随时都能得到优质服务。

长纹理的印刷纸都可以高速印制。
我们也与其他欧洲主要公司合

保持升级改进

作，如今除旋转刀切割外，也能够提

和不断完善的DCM ATN的服务和支持网络一样，法国的研发部门也经常

供内线平面印刷切割服务，那些生产

对e-ATENA进行升级。最近升级了新的转换滤波器组件，使得e-ATENA可以

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印刷纸客户会很感
兴趣。我们还将发布‘myATN’app，

钢筒的替代品
凹版印刷机一般运用雕刻好的钢筒在材料上印制颜色和压纹。过去，雕刻
好的钢筒的花费经常被看作凹版印刷的劣势之一。但如今亚洲一些专业公司能

客户可以利用app获得丰富的个性
化服务和信息。”DCM

ATN还生产各

种补充设备，包括纵切复卷机、镀

以欧洲和北美地区平均25%到50%的成本雕刻新的钢筒，供应充足且便宜。虽然

膜机、覆膜机、切纸机和收缩套转

在运输、储存、处理体积庞大且笨重的钢筒上仍有物流相关条例限制，但很多

换机。“比如，Tigre是一种自动双

供应商，包括德国的制造商Janoschka和Saueressig，已经成功研发了其他替换

炮塔纵切复卷机，通常装在e-ATENA

材料。新材料更轻，更便于储存和更换，也适配于不同品牌的凹版印刷机。合

上；LaminaStripe是一种以130m/s的

适的替换材料有镍和铜制成的中空筒，需要配备一个空气芯轴。但也有用钢和
聚氨酯泡沫塑料为原料组成的夹层筒，这种筒需要安装涨缩轴。这些材料可能
没有钢坚固，也很可能磨损得更快，但投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少量印刷还是
比较有吸引力的。

速度印刷连续全息图案的设备，它也
可以替换凹版金属箔印刷组件。”
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观看eATENA的视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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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展会

2020年1月
国际烟草展览会

2020年5月
国际包装展（Inter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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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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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13日
德国科隆市
主题：一般包装及相关设备

2019年12月
INVESTA烟草研究大会

2020年4月
IECIE深圳电子烟展

2019年11月
世界烟草博览及研讨会
（Tab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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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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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abac/Inte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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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供应品、服务、原材
料以及OEM/ODM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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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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packer can pack one thing,
we packed everything
with one p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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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FUTURE OF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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