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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业从来都是纷纷扰扰的，2020年伊始也是

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

首先，自去年以来，美国禁售除烟草和薄荷醇

外的所有口味的电子烟弹的法令，于今年2月初生

效，终于尘埃落定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确

切了解，哪些是被禁止的，哪些是允许销售的，也

算是一种解脱，能够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领先的电子烟和蒸汽烟制造商的高

管们出席了美国众议院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举行的行

业听证会，面对那些似乎更倾向于提出指控，而不是实际听取任何辩解的众

议员提出的问题和攻击。对行业高管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结果仍

然令人失望。

最近，美国政府公布了2021年的拟议预算，该预算将把对烟草产品的

监管权从FDA归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属的一个新机构。根据预算计

划，新机构旨在应对烟草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美国政府预计，此举将促

使该机构更有能力对新型烟草产品作出战略反应，同时使FDA能够专注于其

确保国家食品和医疗产品安全的传统使命。当然，预算计划必须首先获得国

会审批，但如果新机构获批，肯定意味着行业将面临巨变。

新冠病毒的爆发已经影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并波及到世界其他地

区，这也导致IECIE 2020（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的组织者推迟活

动，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最后，至少就目前而言，5月12日的截止日期已迫在眉睫，这是电子烟

制造商向FDA提交烟草产品市场准入申请（PMTA）以获准进入美国市场的最

后期限。PMTA包括任何新设备或新口味以及最近被禁止的产品。FDA将考虑

这些产品对所有人的现有风险和益处。PMTA只是漫长的审查流程的开始，

预计将持续12个月，但FDA的决定将在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对电子烟产生重大

影响。

所有这些都是在这个行业一直面临的所有“正常”挑战的背景下发生

的，如立法者和各机构的禁烟努力、平装法、禁令、增税、改变消费者偏好

等。似乎这个行业“激动人心的时代”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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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TH

E TA

Q A

《亚洲烟草》：您在行业深耕30多年，历经烟草业

万千变化。您能不能分享一些“里程碑式”的变化？

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我将逐一阐述我印象最深

的四个方面。

- 烟草态度
1987年，我从瑞士洛桑的菲莫国际公司开始了我

的烟草职业生涯。菲莫国际产品使用的烟叶必须是最好

的，绝不能有差池。烟叶就像卷烟的“圣杯”，这也是

其他烟草巨头的一种态度。因此，需要提前三到四年采

购烟叶，储存在仓库中，从而提供始终如一的口味。此

外，一支卷烟由一克优质烟叶制成，这意味着一大箱1

万支卷烟要使用10公斤烟叶。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节约成本，烟叶质量有所下

降。此外，卷烟配方中使用了更多的烟叶衍生物，如再

造烟叶、梗丝膨胀（CRES）、粒状梗丝膨胀（ESS）、干

冰膨胀烟丝（DIET）和烟末。当下的卷烟一般含有50%的

烟叶和50%的衍生物，大肆包装，广添调味，都是为了掩

盖低劣的配方。另外，由于加入了大量卷烟衍生物，导

致卷烟配方中的烟叶含量从原来的1克降至0.75克。因

此，失去了卷烟的自然感觉，明显改变了吸味，增加了

更多添加剂的味道。最后，与20年前相比，卷烟燃烧得

很快，口数减少了很多。

- 市场噪音
20世纪80年代，烟草世界很简单。全球至少95%的

烟草产品是主流国际卷烟（主要是美国混合型），其余

的则是斗烟和雪茄产品。在卷烟消费税快速增长的推动

下，手卷烟（RYO）和自卷烟（MYO）很快成为美国、欧

盟大部分地区和澳大利亚的一大主要品类。过去十年，

加热不燃烧（HNB）等各种形式的蒸汽烟产品进入了这个

行业。现在，烟草零售商货架上的产品琳琅满目，让人

眼花缭乱。水烟的爆炸性增长，进一步丰富了消费者的

选择范围，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困惑。

- 吸烟者权利
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航空公司和几乎所有的公

共场所（为了合理起见，不包括医院）都允许吸烟。今

天，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观察室外情况，以确保在指定

的室外区域吸烟。现在几乎所有室内（个别国家除外）

均全面禁止吸烟，公园、海滩、阳台等室外场所也逐渐

受到管制。烟草业的领航者是否已经放弃了争取吸烟者

自由的斗争，反而强烈同意监管机构的做法，愿意接受

并遵守所有限制性立法？20年前，人们的立场是“我们

是对的，我们为自由而战！”现在则成了“感谢让我们

在指定区域吸烟！”人们的立场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Iqbal Lambat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总部

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

伊克巴尔•兰巴特（Iqbal 
Lambat）博士是烟草业
最富传奇的人物之一。兰
巴特博士是明星农业科技
国际公司（前身为明星烟
草国际公司，于2018年更
名）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
官。此前曾任职于名士手
表和陶氏化学欧洲公司等
全球领先的蓝筹股公司，
以及菲莫国际、雷诺国际
和日烟国际等烟草巨头公
司。兰巴特博士拥有日内
瓦韦伯斯特大学金融、市
场营销和经济学三个硕士
学 位 ， 以 及 洛 桑 商 学 院
国际金融博士学位。他能

言善辩，对行业素来洞若
观火，见解启人深思。日
前，兰巴特博士对《亚洲
烟草》分享了他的一些见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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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造品与违禁品(C&C)
伪造品与违禁品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高消费税推动的。消费税越高，

走私率就越高，英国就是最好的例

证。英国实际上报的卷烟消费量在

400亿支左右，但实际消费量至少是

这个数字的两倍。产品完全是从欧盟

以外的国家走私进来的，同时还存

在半合法的走私活动，即从一个低

成本的欧盟国家购买退税产品，然后

免税将这些产品带入英国。欧盟10%

的烟草产品是C&C，南非是50%，南美

是30%。亚洲和澳大拉西亚高达两位

数，马来西亚目前是世界上C&C比例

最高的国家，为70%。这已成为行业

和政府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重大问

题，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这

种犯罪活动给卷烟行业带来了不良影

响。一家烟草公司几乎不可能再开设

新的银行账户（这正是明星烟草国际

公司更名为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的

原因之一）。

《亚洲烟草》：目前，禁烟

规定越来越严格，烟草制品消费习

惯有所转变，导致吸烟人数开始下

降，并且从传统卷烟转向新一代产

品。然而，一些人认为，传统烟草

产品仍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

场不会消失。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您认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全球

燃烧型卷烟市场规模大幅缩减，已

经从过去30年的历史最高点6.2-6.4

万亿支，下降到今天的5.3-5.4万亿

支。“旧欧盟”、美国、日本，都

出现了急剧下降，甚至最近中国也

出现了负增长。

市场销量下降的因素，包括影

响承受能力的高消费税、允许吸烟的

限制性区域，以及发达国家向更清洁

生活迈进的举措，他们的年轻消费者

倡导次世代生活——不喝酒、不吸烟、不吸毒。在中东和非洲，随着可支配

收入的增加，机制卷烟（FMC）的消费量不断上升，预计该地区未来几十年将

经历爆炸性增长。然而，到2030年，这将不足以抵消预计每年-2-3%的全球卷

烟下降。

蒸汽烟（尤其是JUUL）已占据了美国大约10%的传统卷烟市场，其影响

不可小觑。而且，蒸汽烟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总体而言，

并没有对传统卷烟销量造成重大影响。就加热不燃烧而言，只有菲莫国际的

iQOS取得了成功。该产品在40多个国家推出，估计90%的销售额来自日本，

这表明该产品在全球其他地区完败。日本一直是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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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禁止蒸汽烟，iQOS这才趁机脱颖而出。日

烟国际的Ploom以及英美烟草的Glo经过了几

年的市场营销，刚刚步入正轨。总之，加热

不燃烧“外观新颖，但吸烟体验差”，这个

细分领域似乎没有很强的吸引力。

《亚洲烟草》：您认为目前烟草制造商

和供应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对克服

这一挑战有何建议呢？

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我认为，对整

个烟草行业来说，所有参与者面临的主要挑

战是如何应对不断下滑的市场：

• 对于卷烟制造商而言，这意味着要

合理布局市场，并大幅缩减公司规模。比

如，英美烟草和日烟国际最近都宣布了裁

员，总数超过6000人。

• 对于烟农和加工厂，主要是应对日

益下滑的产品销量，避免出现未交付库存。

• 对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来说，

需要应对几乎无新销量或新订单的情况，因

为跨国制造商会以“翻新和升级”避免“替

换理念”，节省关键现金流。

• 所有周边相关产业，如配件供应

商、非烟草材料供应商等，都将面临同样的

困境。

烟草业一直被形容为“乌云背后的曙

光”，曙光意味着烟草业的高利润。四大跨

国烟草巨头加上中国烟草，年利润约350亿

美元。乌云代表着对整个行业的过度监管，

更具体地说是对广告、健康警告和包装、日

趋萎缩的吸烟权和日益增加的消费税方面的

过度监管。乌云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临界点，

是否遮蔽了曙光？

《亚洲烟草》：可持续性是目前企业的

一大关注点，包括烟草行业的企业。那么烟

草公司应如何调整商业模式支持和促进可持

续性呢？

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最好能从烟农

这一环节执行可持续性。但许多公司很敷

衍，很少有公司真正地去履行。

《亚洲烟草》：明星烟草国际公司于

2008年成立时，主要致力于向中小企业供应

烟叶。经过10年的成功发展，现公司更名为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现在不仅是烟叶，

而且是咖啡豆、大豆、橄榄油、糖和葡萄酒

的知名农业供应商。那么再过10年后，您认

为公司会有怎样的发展？

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现在是公司成

立的第11个年头了，我们的业务遍及五大

洲，在40个国家拥有130家客户。我们一直

在推广衍生品，目前拥有两个重组烟草工

厂，第三家正在评估中。我们还通过第三方

工厂大力推广梗丝膨胀（CRES）和干冰膨胀

烟丝（DIET）。未来10年，我们公司将重点

发展以下战略：

a.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将成为一

家领先的衍生品供应商，旗下梗丝膨胀

（CRES）工厂（目前正在敲定中）将分别设

在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工厂还将

新增粒状梗丝膨胀（ESS）和微波膨胀梗丝

（MPS）生产线。将CRES生产扩大40%，ESS

扩大60%，MPS扩大100%。此外，如果技术成

本降低，我们将为供应链再新建几家重组烟

草和干冰膨胀烟丝（DIET）工厂。集团收入

的至少30%必须来自衍生品部门，该部门在

烟草衍生品供应方面应居全球第一。

b. 集团的烟叶收入将依率下降，但明

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将继续专注于为中小型

制造商提供烟叶、配方专业知识以及其他有

益协助。并将进一步扩大目前来自喀麦隆、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雪茄烟叶供应，致力于

成为第三大雪茄烟叶供应商。至少50%的集

团收入将来自该部门。

c. 将逐步建立农产品（非烟草业务）

业务，主要是在我们目前合作的烟叶类国

家，希望该业务提供至少20%的集团收入。

d.集团将以人为本，聘用我们业务所在

国家的优秀人才，尊重文化差异，使“多元

化成为我们的关键推动力”。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将从制造商或种植

者的贸易商身份，逐渐转型为一家大型农产品

公司。这次转型将彻底改变我们目前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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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菲莫国际与KT&G 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

菲莫国际宣布已与KT＆G公司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并计划在韩国以

外地区销售KT＆G公司的Lil蒸汽烟

产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后，菲莫

国际有权在韩国以外的地区销售Lil

产品，为期三年。但该协议不会限

制本公司产品的销售，例如IQOS或

其他第三方产品。Lil产品包括加热

不燃烧烟草系统、电子蒸汽烟产品

及其混合产品。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谭崇博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计划在未

来几个月内推出IQOS MESH，扩大产

品范围。我们相信通过加强合作，

能够使成年吸烟者受益，例如提供

更多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推

广无烟产品。”PMI尚未计划在美国

销售KT＆G产品。

菲莫国际与奥驰亚仍有可能合并
菲莫国际首席运营官Jacek Ol-

czak在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透

露，菲莫国际仍有可能与奥驰亚合

并。他说：“谈判已经告一段落，

但仍将继续。”

菲莫国际与奥驰亚将继续在

IQOS方面进行合作，奥驰亚在美国

销售该产品，菲莫国际在其他地方

销售。

此外，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谭

崇博表示，该公司已准备在今年年

初推出新的电子烟设备IQOS Mesh。

谭 崇 博 谴 责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仍“停留在过去”，拒绝与

任何烟草公司签订协议。他还将世

界卫生组织的立场与许多其它国家

的监管机构进行了对比，后者已经

批准出售卷烟替代品。

印度
戈弗雷-菲利普斯即将出售

由已故实业家KK Modi创办的卷

烟制造公司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公

司（Godfrey Phillips India）即将

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降至Sensex

榜末。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公司的一位分析师说：“疲软的宏

观经济环境导致（销量）出现高位

数下降，致使ITCNSE -0.14％的价

格上涨10-15％。即便价格上涨超过

10％，卷烟在2021财年的最佳情况

下也只能与息税前利润（EBIT）持

平。”

菲利普资本（Phillip Capi-

tal）和Edelweiss在评估预算之

后，下调了ITC的股票评级，预计

ITC的卷烟价格将上涨6-7％。

Edelweiss分析师说：“各尺

寸卷烟的NCCD增加了2-4倍，加税幅

度在9％至15％之间。实际上，在投

资组合层面上的加税幅度可能约为

11％。这意味着该公司需要将供货

需求（MRP）提高6–7％才能抵消税

收带来的冲击。”Edelweiss将ITC

的股票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

有”，并将其目标股价定为250印度

卢比。 

菲利普资本的分析师说：“我

们认为，即使ITC保持与2020财年一

样的印度卢比息税前利润（EBIT），

但它也必须将加权平均价格至少提高

6％至7％。ITC在2021财年的产量可

能会受到冲击，这一情况受DSFT的影

响最大。一方面是由于疲弱的经济环

境，另一方面是来自GPI和VST In-

dustries的竞争加剧。”

美国
联邦新法律令威斯康星州执法
机构左右为难

新的联邦法将购买烟草制品和

电子烟产品的法定年龄提高到了21

岁，这造成了一些麻烦。因为它与

威斯康星州法律内容相抵触，执法

人员无法执行该法案。

威斯康星州法律规定，购买

烟草或电子烟产品的最低年龄为18

岁。当地执法机构执行州法律，而

不是联邦法律。因此，如果商家继

续向18、19或20岁以下的人群销售

烟草或电子烟产品，警察部门将无

被出售，他的儿子Lalit Modi在1月

27日的推文中证实了这一消息。 

Modi Enterprises董事长Kris-

han Kumar “ KK” Modi，于去年11

月去世。他的妻子Bina Modi随后被

任命为董事会主席。

目前，印度万宝路卷烟制造商

戈弗雷-菲利普斯公司拥有两大股

东——菲莫国际（持股25.1％）和

KK Modi集团（持股47.09％）。

Modi Enterprise准备出售的其

他旗下公司包括Modicare、Modicare 

Healthcare Placement和24家Seven

便利店。

印度烟草协会关注NCCD增税
印度烟草协会（TII）对提高卷

烟的国家灾害应急税（NCCD）表示

关注，称此举将刺激非法卷烟贸易

经营商，可能使印度沦为“走私卷

烟”的首选之地。

印度烟草协会说，印度非法卷

烟持续增长，目前已经占该国卷烟

市场的四分之一。

印度烟草协会在一份声明中

说道：“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联

邦预算局（Union Budget）提议增

加NCCD，这将加大合法卷烟业的压

力，鼓励非法卷烟贸易，并对烟农

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因为烟农

的生计与合法的卷烟价值链息息相

关。”

“弗吉尼亚烤烟种植协会和

合法卷烟业的利益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呼

吁财政部长重新考虑该提案并撤回

NCCD税。”

ITC可能将卷烟价格上调10-15％
分析师说，印度最大的卷烟制

造商ITC，可能需要将卷烟价格上调

10-15％。这是因为，印度财政部长

Nirmala Sitharaman提议联邦预算

局提高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税，从

而导致卷烟产量下降。

在财政部宣布加税之后，ITC

的股票下跌7％，创下自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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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力。威斯康星州警察协会已致

信各州立法领导人，要求修改威斯

康星州的法律，以允许执法部门有

效执行联邦新规定 。参议院和国会

已经提出更改威斯康星州法律的提

案，但尚未获得表决。

瑞士
菲莫国际2019年第四季度利
润和销售额均超预期

菲莫国际公布的2019年第四季

度利润和销售额，均高于预期值。

菲莫国际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

1.22美元，高于FactSet预计的1.21

美元。公司收入从74.499亿美元增

至77.1亿美元，增长2.9％，高于

FactSet预计的76.61亿美元。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谭崇博表

示：“我们预计暂时会出现一些不

利因素，尤其是在印尼，但在进入

2020年后势头良好，并有望在货币

保持中立性时仍然实现净收入。此

外，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将保持稳定

增长。我们2019至2021年的复合年

增长率目标至少为5％和8％，这一

幅度还会增加。”

现在，预计全年调整后的每股

收益为5.50美元，低于FactSet预计

的5.60美元。在过去的12个月中，

股价上涨了11％。

菲莫国际重组将影响265个工
作岗位

菲莫国际公司已经确认，在瑞

士西部法语区的洛桑和纳沙泰尔运

营中心将进行重组计划。该公司预

计，重组将会影响瑞士265个工作岗

位，其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岗位可能

转移到里斯本、伦敦或克拉科夫。

菲莫国际表示，员工已经参与

了磋商会，并将在三月底之前通知

他们最终的变更结果。瑞士的重组

与菲莫国际专注于无烟产品的计划

有关。

巴基斯坦
在全国禁止所有烟草或烟草制
品广告 

2020年2月1日，巴基斯坦国家

卫生服务部（NHS）在全国范围内禁

止各种烟草或烟草制品广告。

根据该禁令，除非《2005年联

邦消费税规则》有所规定，否则不

得在包括报纸、杂志、书籍、期刊

或任何印刷出版物在内的印刷媒体

上刊登烟草或烟草产品广告、促销

或赞助的内容。

在电影院或剧院（包括移动电

影院或小型电影院）、电视或广播

（包括有线电视或闭路电视）中也

不允许播放烟草广告。

此外，还禁止在服装（包括帽

子和可用物品）、固定或移动的商

店招牌、室内或室外销售点的海报

或画报，以及大幅广告牌上展示烟

草广告。

禁止在室内或室外的销售点展

示烟草产品，包括移动或固定零售

店和街头兜售。

爱尔兰
非法烟草缉获量同比下降75％
以上

新数据显示，2019年非法烟草

缉获量减少了75％以上，因为走私

者为避免被发现，从烟草交易中运

用了复杂的技术。税收部门的数据

显示，2019年仅缉获了1,050万欧元

的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而2018年

缉获的金额为4,220万欧元。

据税收部门发言人说，走私者

使用“越来越多别出心裁和复杂的

走私方法以及藏匿技术”，例如，

放弃通过集中箱大规模走私烟草产

品，转而通过与传统毒品走私有关

的复杂隐蔽物走私少量烟草产品。

越来越多巧妙的藏匿方法证明

了小规模烟草走私活动正在发生。

部门发言人说：“那些犯罪分子走

私非法烟草产品的方法十分狡猾，

要对此保持警惕，以有效应对这种

新的藏匿方法。”

南非
菲莫国际南非公司投资额将超
4,350万美元

随着IQOS在南非的市场范围

不断扩大，菲莫国际南非分公司

（PMSA）到2020年在当地的投资有

望超过6.5亿南非兰特（约合4,350

万美元）。

菲莫国际南非分公司董事总经

理Marcelo Nico表示：“尽管经济

形势严峻，我们仍会加大投资，为

南非1000万成年吸烟者提供更好的

无烟型替代产品。从2017年到2020

年，我们的总投资额将超过6.5亿

兰特，未来几年将继续进行投资。

这显示了我们对南非经济的持续信

心。”

自2017年4月在南非推出IQOS以

来，菲莫国际南非分公司在当地已

开设了26家零售店，仅2019年就开

设了15家。

该公司还针对IQOS推出了认

购服务，消费者可以在一年的时间

里，每月支付大约80南非兰特来还

清购买设备的费用。Nico认为，这

是为了确保产品价格不会成为选择

卷烟替代品的障碍。

“禁令没有用，从来都是如此。禁令将迫使人

们复吸可燃卷烟，刺激黑市非法销售激增。”

——电子烟技术协会执行董事Tony Abb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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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实施的一系列烟草控制措施，实

际上并非都能实现其控烟目标，这很常见。

平装卷烟法即是如此。目前，政府和反烟团

体仍然推崇平装，将其视为降低全国吸烟率

甚至是劝阻消费者染上吸烟习惯的绝佳工

具。例如，泰国曾出台了一系列立法，禁止

在所有户外场所（包括指定的海滩）吸烟，

但基本没有效果。2019年10月，泰国规定所

有卷烟品牌使用平装，承诺此举将为公众带

来极大好处。不出意料，到目前为止，平装

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吸烟者无论如何都会吸烟
“我卖的卷烟和以前一样多。无论卷

烟如何包装，烟民还是要抽烟的。”泰国首

都曼谷的老店主Chalor Chingmuang肯定地

平装曾被吹捧为降低吸烟率的有效工具，但似乎并没有任何效果。

卷烟包装：彻底的
失败？

英国平装卷烟

消
费
品
包
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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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联
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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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毫无疑问，她与平装批评者的说法完

全一致——即平装不会有任何效果。他们认

为，平装法仅仅是官方为了安抚有影响力的

反烟草游说活动而做出的让步，没有任何实

质性意义。各国政府将烟草视为全民公敌的

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忽略了其他产品的恶劣

影响——就像烟草一样——这些产品极大地

影响了公共卫生数据。

全球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强制要求这些产

品实施平装。想象一下，所有这些产品，包

括含糖汽水到葡萄酒、啤酒或烈酒，以及含

有反式脂肪、防腐剂和其它化学添加剂的超

加工食品，必须使用统一的包装销售，包装

上印有大面积的健康警告标签，品牌标签则

是几乎看不见的极小的统一字体。这难道不

觉得不可思议吗？然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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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A董事Mike Ridg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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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泰国于2019年10月推出卷烟平装法
后，店主Chalor很难辨认卷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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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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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德

在对烟草制品实施这一举措。今年将加入无效的平装行列的国家有加拿大、

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比利时将在2021年推

出这项法规；格鲁吉亚和匈牙利也将在2022年推出平装。

给卷烟零售带来诸多不便
尽管平装未能显著降低吸烟率，但它在为零售商和顾客带来不便方面

表现“出色”。店主Chalor说：“现在所有的包装看起来都相似，因此准确

挑选出某个品牌的产品成了问题。”这位69岁的老人抱怨说：“有时候，我

甚至得请客户到柜台后面，以便他们可以挑出自己想要的产品，我的视力很

难辨认出这些极小的品牌名字。”她还建议：“年轻人不会因为种种原因而

养成某种习惯，也不会因为没有吸引力的包装而打消吸烟的念头。”颇具讽

刺意味的是，比起政府官员发表的那些没有信服力的声明——为什么平装是

一个绝妙的主意，这位在不知名的曼谷郊区经营一家街边商店的老妇人的评

论更有说服力。

损害卷烟品牌形象
平装还会损害品牌形象。品牌所有者通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不

是数十年的话）和资金，精心创建和策划产品范围以及相关的品牌形象。平

装以及强制性的标准字体要求，会破坏这些品牌形象。即便废除限制性措

施，也很难恢复到原先的程度。这是不公平的。

烟草业也有支持者
就反对平装而言，烟草业也有支持者。总部位于英国的消费品包装制

造商联盟（CPMA），大力支持平装的反对者，这完全出乎意料。CPMA由现任

董事Mike Ridgway于2013年创立，宗旨是“在控烟法规日趋严格的环境中，

为包装行业发声，并为所有消费市场领域的品牌所有者提供支持”。CPMA成

员遍布7个国家，其中包括提供烟草制品的公司。

Ridgway坚决反对平装，坚称没有一项权威研究证明该措施的有效性。

他说：“我所看到的这些‘研究’，都是反烟者和高校所谓的研究部门引述

的可疑来源。”现实生活中所有有关平装有助于减少吸烟的证据，实际上都

是相反的。Ridgway说：“请看一下澳大利亚[关于平装]的研究结果，尤其

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进行的相关研究。”这项独立研究，于2018

年在澳大利亚推行平装五周年之际发表，直言不讳地将这项立法描述为“五

年失败”，并揭露出自上次成功开展公共反吸烟活动以来，该国的吸烟人数

首次增加。

平装会刺激非法贸易
Ridgway说，平装并不能实现其预期目的。因为购买合法烟草产品的消

费者（如果是长期烟民）明白，即使是图案“统一”的包装，也会提供某些

信息（例如尼古丁和焦油含量）。他还说，平装法无疑加剧了市场上假冒产

品的泛滥。例如，2012年，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推出卷烟平装法的国家，目

前该国假冒产品的情况就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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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品牌依次
为：雨水、SMS和
Krongthip（泰国
品牌），目前均在
泰国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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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原定今年推出平装，提议包括

用旧的“外壳和滑盖”样式替换翻盖顶部包

装。Ridgway警告说：“但是这种包装由于

更容易复制，经常被非法贸易使用。”他

坚持说：“假冒烟草产品的增加是实行平

装的结果。”平装给制造商、零售商和消

费者带来了不公平、困惑和麻烦的负担。

他建议，教育是降低吸烟水平更加有效的方

法。Ridgway说：“从入学开始，就对年龄

较小的孩子进行教育，将促进健康的生活文

化，并且（可能与）一项解释吸烟带来不良

后果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德国正在有效地执

行这项工作，统计数字也支持了这项政策的

可行性。”

欧盟控烟法规更趋严厉
德国是欧盟的成员国之一，当然要遵守

日益严格的《烟草制品指令》（TPD）。新

版指令（即TPD2）已于去年年初生效，对烟

草制品及其制造商施加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

信的限制性法规。Ridgway预计，这种情况

在TPD3中只会继续加剧。他预测说：“TPD3

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COP9（将于2020年下半

年在荷兰举行）的会议结果，试图进一步强

化[限制和法规]。”为什么烟草业被挑选出

来，并且被妖魔化呢？Ridgway解释说：“

这是因为烟草业是反烟者可以轻易瞄准的目

标，而且政府已经成功将‘烟草是一种不健

康的产品’渗透进公众（尤其是非吸烟者）

的思想。”当然，很少有人（甚至大多数烟

草消费也不会）反对这种观点。烟草并不是

唯一的罪魁祸首，周围还有无数其他不健

康的产品。到目前为止，这些产品避开了激

进主义者和官僚们的愤怒眼神。但这可能不

会持续太久。Ridgway指出:“非政府组织和

控烟者逐渐将目标对准其他产品，包括与糖

有关的食品、早餐谷物和婴儿配方奶粉，当

然还有英国政客追究的‘烟草风格标签’酒

精饮料。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一项‘新业

务’”。这表明他们仍然缺乏如何完全“解

决”这些产品的专业知识。

没有其它办法吗？
在此之前，改革将继续以烟草业为主

进行打击，并可能使其一步步屈服。Ridgway

说，在英国，这种残酷攻击的结果已经可见一

斑。2017年英国引入平装，已完全淘汰了国内

烟草制造业。他说：“这里什么也不生产，一

切都要进口。因为三个技术合格的大型包装工

厂被迫关闭，当地不再生产烟草包装。其余工

厂的劳动力也减少了。换句话说，引入平装，

对包装业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援引的曼谷老店主

的话：“无论卷烟包装如何，吸烟者都会吸

烟。”因此，平装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那

么，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降低吸烟率呢？就

英国而言，Ridgway建议当局“审查有关平

装有效性的证据，并考虑由于非法贸易增加

导致政府收入减少的情况。目前，英国非法

贸易额为28亿英镑。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的数据显

示，每日非法贸易额约为800万英镑。”如

果发生这种情况，它就会威胁到烟草业和相

关行业的生命线，包括雇佣高技能员工的营

销和工程服务业。但是，到目前为止，攻击

还没有结束。Ridgway表示:“在英国，有

关在单支卷烟上印制健康警语的计划已被取

消。”他指出，从引入平装开始，法规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CPMA还认为，消费品平装

会限制品牌设计和开发领域，从而削弱专业

公司的作用（例如包装制造商）。并且，在

全球化贸易环境需要品牌保护的时期，这将

进一步限制消费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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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企业数据库天眼查的数据，中国有9500多家电子烟公司。缺乏核心技术，起

步门槛较低，监管缺位等因素，造就了电子烟行业的起飞。这既是机遇，也是风险。只是创

业者们没想到，监管来得如此迅猛。

监管收紧线上销售被禁
11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

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相关部门敦促电子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及时关闭电子烟互联网销

售网站或客户端；敦促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烟产品及时下架；敦促电子

烟生产、销售企业或个人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通告的结果是所有电子烟从电

商等互联网平台下线销售，仅允许在线下合规销售。随后，雪加、鲸鱼轻烟等电子烟企业纷

纷下架相关产品，并关闭了位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的店铺。

这则两部委通告被称为中国电子烟行业2019生死劫，为一路狂奔的中国电子烟行业踩

了刹车。从现在来看，深圳多家电子烟生产厂商订单锐减，不得不裁员裁撤生产线，清理库

存，终止所有的电商营销方案和预算。整个电子烟产业链都陷入了停滞。电子烟行业委员会

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5万人失去了工作。这是基于对市场的判断。

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会长欧俊彪表示，过去的3年是电子烟行业的产品技术

都越来越成熟，是发展最鼎盛的3年，但两则通告的下发令现实急转直下，让整个行业猝不

及防。国内市场电子烟销售超过70%是通过线上完成，尤其是刚刚崛起的电子烟品牌更是依

赖线上销售，因此新政对于大部分电子烟品牌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无疑是一场行业的大

地震。他掌舵的广东思格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电子烟生产企业，已经登陆新三

板。2019年上半年，和其他电子烟创业者一样，他将公司业务从海外扩展到了国内，租下了

1800平方米办公室。然而，电子烟网络禁售后，他不得不转租止损，为拓展国内市场高价招

聘的国内团队也必须全部砍掉。

线上销售被禁
中国电子烟还好吗？

文
/烟

草
在

线

中国电子烟网上销售
禁令对电子烟行业来
说可谓“2019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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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导致电子烟代工厂的生意出现断崖式下跌。资深从业者南威从2013

年开始入行，这5、6年以来，大烟和小烟轮番上阵，换着流行，他的生意也

就安安稳稳的做下来了。然而，目前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将电子烟业务暂时

停摆，开始开发其他业务，但并不想离开电子烟行业，除非这个行业彻底不

存在了。

此外，2019年12月初举行了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子烟展览会，来参展

的展商大概在60家左右，规模远不及深圳和上海的电子烟展会有数百家展

商参展。自线上销售渠道被堵后，行业不少品牌都面临甩货和生存问题，

有多家此前已报名参展的品牌临时缺席，有的已经交费的展位也是放弃布

展。YOOZ、福禄、灵犀、铂德等品

牌均未参加本届展会。

据 央 视 财 经 报 道 ， 数 据 显

示，2018年，国内电子烟从业人数

超过200万人，年销售总额超337亿

元，出口总额接近300亿元。随着全

球电子烟监管趋严，电子烟企业应

该有超过50%的裁员的压力，此外，

订单下滑的企业超过70%以上，这个

对整个电子烟行业是非常大的压力

和挑战。

线上渠道禁售之后，品牌想

要抢占用户只能走线下这一条路，

这也意味着，各品牌将会投入更多

的成本，拿出更多补贴来争夺渠道

资源。就在品牌端厂商长吁短叹之

际，国内电子烟生产商龙头企业麦

克韦尔在12月19日向港交所提交了

上市申请。

拓展线下渠道
据悉，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新政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众多

电子烟企业不得不拓展线下销售渠

道，包括酒吧、KTV、网吧、连锁超

市、便利店等，以及电子烟企业自

建或加盟的专营店，纷纷加大了线

下渠道拓展的力度。比如铂德宣布

提供总额不低于3亿元的补贴，用

于线下零售网点建设；雪加在提高

线下渠道拓展投入的同时，还在北

京、上海等十多个城市推出“雪加

直送服务”的业务。

也有电子烟企业表示，新政

的影响并非灾难性的。11月新政之

前，喜雾的销售模式包括线上线下

两部分，新政之后，喜雾迅速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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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销售计划，在产品入商超、便利店的同时，开启了线

下专卖店模式。11月8日，喜雾第一家线下专卖店在武

汉开业。目前，已有10家专卖店营业。该公司CEO陈敏

说：“从好的一方面来说，这也为我们营销策略定了方

向，我们从科普出发，更侧重于消费者对行业和产品本

身的认知。春节前我们还会在全国各个主要城市再开15

家。”

电子烟品牌RXR创始人赵杨博对记者表示，相比渠

道的数量，其更注重质量。“我们更多是一个赋能者的

角色，对线下渠道进行赋能，比如对一些动销数据不理

想的门店，提供更多支持，提升产品动销率，实现双

赢。”

销售渠道改变，意味着电子烟企业的营销策略也需

要做出相应的变化。线上销售、线上广告被禁，消费者

接触电子烟渠道减少，相应品牌露出机会也在减少，那

么如何增加曝光机会，占领消费者的心智认知，是众多

电子烟企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一些电子烟企业寻求弯道超车的同时，也有一些

企业选择稳扎稳打。

近期加强电子烟市场监管，阻止电子烟向未成年人

蔓延，成为公众关注的舆论焦点。12月18日，占据国内

电子烟市场60%份额的RELX悦刻宣布推出向阳花系统，从

选址阶段就禁止在中小学校周边开店，降低未成年人接

触的机会，在门店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智能识别年龄，与

身份证结合识别未成年人。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获悉，悦刻将逐步推进系统

在悦刻专卖店、智能贩售机、RELX ME APP等6大场景

部署，利用AI智能、人脸识别、年龄验证、童锁设计，

以求从店铺选址到用户购买的各个环节，可预防、可追

溯、人性化的防范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

其中，“姓名-证件号-人脸”三重验龄关卡结合

是该系统主推的亮点。悦刻表示，借助AI智能、人脸识

别、IoT等技术和产品创新，能确保在悦刻专卖店中只有

成年人可购买电子烟产品。

电子烟专柜用上人脸识别，个人隐私该如何保护？

对此，悦刻有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利用边缘计算，人

脸数据只在本地计算，用完即弃，不再保存，严禁数据

分享。

未来方向规范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告让狂奔的创业者停下了

脚步，开始思考出路和规范运营，肃清了市场上不合

规的小品牌，以及制止了出格的品牌营销，这也是好事

情。行业专家表示，这一过程将增加生产成本，并可能

使许多小型电子烟出口商破产。但这些规定将提供明确

的指引。中国电子烟开始从线上销售转入线下销售，开

始从国内市场转移到海外市场，这无疑又加速了对小品

牌的淘汰。 2020年的春天已经到来了，电子烟的春天

还会远吗？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中国电子烟行业正尽快适应新形势，保持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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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纽约州驳回风味电子烟紧急禁令

美国纽约州一名法官驳回了纽

约州的风味电子烟紧急禁令，并裁定

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

和当局在试图遏制青少年使用电子烟

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越权行为。

电子烟店和电子烟技术协会提

起诉讼，对纽约州的紧急禁令提出

质疑，认为此禁令是“行政违法行

为”，违反了州宪法赋予立法机关

的立法和政策规定。

纽约州最高法院代理大法官

Catherine Cholakis指出，电子烟

紧急禁令是纽约州卫生官员按照库

默指示于去年9月首次批准的。阻止

执行紧急禁令的决定，不可与电子

烟相关健康风险的辩论相提并论。

但是，她的裁决词显示，“这项阻

止禁令不应该被错误地解读为削弱

人们对以下问题的忧虑：使用风味

电子烟液，很可能导致青少年尼古

丁成瘾。”

法庭记录显示了使用电子烟的

人群。Cholakis指出，几乎所有电

子烟疾病都与使用大麻有关，而非

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设备。

去年10月，奥尔巴尼上诉法院

在该禁令生效前数小时，就暂停执

行该禁令。这项裁决将诉讼发回给

撤销禁令的Cholakis。

Cholakis在裁决中写道：“随

着与电子烟相关肺部疾病的原因越

来越多，可以就是否禁用某些或全

部电子烟产品这一最终问题做出明

智的决定。”

FDA授权22世纪公司出售低尼
古丁卷烟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已授权22世纪公司销售两

种新型烟草产品——Moonlight和

Moonlight Menthol。这两款新品是

燃烧过滤型产品，烟碱含量较少。

FDA认为，授权这些尼古丁含量

较少的产品在美国销售，可能会减

少成年吸烟者对尼古丁的依赖，因

此能够保护公众健康。该机构还表

示，包括年轻人在内的非吸烟者也

不太可能使用该产品。

FDA同时指出，授权尼古丁含

量较少的产品在美国合法销售或分

销，“并不意味着这些产品是安全

的，或是经过FDA批准的”，并指出

Moonlight和Moonlight Menthol与传统

卷烟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尼古丁含量。

卫生局就电子烟发表不同讯息
在最新发布的有关30年戒烟成

就的文件中，美国卫生局局长就电

子烟有效性发出了不同讯息。

杰罗姆•亚当斯（Jerome Ad-

ams）博士在一份长达20页的《消费

者指南》中说：“电子烟是一种不

断变化且多样化的产品，使用方式

多种多样。因此，很难基于特定的

电子烟临床试验对戒烟功效进行概

括。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证

明电子烟对戒烟是否有效，从而更

好地了解电子烟对健康的影响。”

同时，该指南建议“为了使成

年吸烟者从电子烟中获得有意义的

健康益处，他们需要完全转换为使

用电子烟，并停止使用卷烟和其他

烟草制品。”

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的戒烟

率达到60%以上，但使用FDA批准的

戒烟药物或行为咨询成功戒烟的比

例不到33％。

指南中与电子烟有关的其他

观点包括：“许多成年烟民对使

用电子烟戒烟很感兴趣”，“一些

研究表明，使用含有尼古丁的电子

烟比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更容易戒

烟”，“一些研究表明，与不经常

使用电子烟的吸烟人群相比，频繁

使用电子烟的人群，戒烟可能性更

大。”

澳大利亚
卷烟价格将上涨12.5%

从今年9月开始，澳大利亚的卷

烟价格预计将上涨12.5％。作为联

邦政府遏制吸烟的举措之一，这将

是卷烟价格连续第八年上涨。

价格上涨后，最便宜的卷烟售

价为29澳元/盒。万宝路金价格将上

涨至近49澳元。预计袋装烟草的价

格也会上涨。

印度尼西亚
电子烟被视为有害产品

印度尼西亚第二大穆斯林组织

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发布了

一项法令，指出电子烟有害，并禁止

该组织2200万追随者使用电子烟。

此法令只对那些赞同乌理马委

员会观点的人具有约束力，并表明

了该组织坚决反对卷烟和烟草制品

的立场。穆罕默迪亚中央执行委员

会法特瓦（裁决）部门的成员Wawan 

Gunawan Abdul Wahid说：“电子烟

与传统卷烟一样有害，它们属于破

坏性或有害性的消费品类别。”

穆罕默迪亚禁令涵盖所有类

型卷烟，包括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

（ENNDS），以及加热型烟草制品。

穆罕默迪亚数十年来一直在努

力打击卷烟。印度尼西亚乌理马委

员会（MUI）也发布了吸烟禁令，禁

止在有儿童、孕妇的场所和公共场

所吸烟。Nahdlatul Ulama（NU）的

追随者是穆罕默迪亚的近四倍，其

中一些人居住在爪哇的烟草产区，

他们对卷烟的看法更为灵活，称可

以根据情况允许或禁止使用卷烟 。

日本
日本烟草降低Ploom TECH系
列产品价格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将把Ploom 

TECH +入门套件的建议零售价从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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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下调至2980日元。同时，Ploom 

TECH入门套件1.5的建议零售价也将

从3000日元下调至2500日元。新价

格自2020年2月1日起在日本生效。

英国
日烟国际推出薄荷醇小雪茄烟

日烟国际推出标准双胶囊外包

叶小雪茄烟，进一步丰富了薄荷醇小

雪茄产品组合。新款小雪茄的滤嘴中

含有薄荷醇胶囊，捏爆后会释放出薄

荷口味。日烟国际英国公司销售主

管Ross Hennessy表示：“我们希望

标准双胶囊外包叶小雪茄烟成为成年

吸烟者的主流选择，并获得那些寻求

超值产品吸烟人群的认可。”“特

大型号”包装每包10支，零售价为

4.50英镑。烟叶中含有弗吉尼亚混

合烟草。

推出Voke设备
据称，新推出的设备Voke对孕

妇也是安全的。

Voke已被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

监管署（MHRA）批准为药物。该设

备不是电子烟，无需加热、燃烧或

蒸汽，就可以快速释放尼古丁。

Voke看起来像一包卷烟，里

面装有一个矩形盒子，可以插入

塑料“卷烟”。用户只需从包装

盒中取出塑料“卷烟”，然后将其

推入包装盒底部的小孔即可。塑料

卷烟中将加入低剂量的尼古丁，然

后使用者将其直接吸入肺中。一包

Voke（20支装）的价格为11.99英

镑，与一包卷烟的价格类似。

英国研究人员：世卫组织“传
播明显的错误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0年

1月下旬发布的有关电子烟的最新警

告，遭到了英国公共卫生专家的强

烈反对。他们指责世卫组织就电子

烟的潜在风险和益处“公然传播错

误信息”。

1月20日，世卫组织发布了一份

文件，对电子烟的价值表示保留意

见，并对电子烟的风险表示强烈关

注。世卫组织表示“毫无疑问”，这

些设备“对健康有害且不安全。长期

使用这些设备会造成何种影响？现在

提供明确答案还为时尚早”。世卫组

织还建议“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

产品可用于戒烟”，并敦促寻求戒烟

的烟民尝试使用尼古丁贴片、口香

糖，或其他工具，例如咨询热线。

对此，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

院烟草依赖性研究小组主任Peter 

Hajek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两天后由

英国科学媒体中心发布）：“世卫

组织有反对使用电子烟的历史，这

正在损害他们的声誉。尤其是他们

颁布的这份文件。”

他补充说：“没有证据表明电

子烟是‘易上瘾’产品。使用电子

烟后，不到1％的非吸烟者成为常规

吸烟者。电子烟不会导致年轻人吸

烟——年轻人吸烟率达到有史以来

最低。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电子烟

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

英国烟草与酒精研究中心主

任、诺丁汉大学呼吸医学顾问约

翰•布里顿（John Britton）说，

电子烟“明显比烟草危害小”，而

且“世卫组织歪曲了现有的科学证

据。” 

英国禁止薄荷味烟草制品
从2020年5月20日开始，根据新

版《欧盟烟草制品指令》的规定，

英国将禁止所有薄荷味细支烟和

手卷烟，以及其他所有风味烟草制

品。该规则也适用于卷烟纸。

根据新法律，任何人不得生产

或供应（a）含有香味成分的过滤

嘴、卷烟纸、包装、胶囊或其他成

分的卷烟或手卷烟；（b）含有烟草

或尼古丁的滤嘴、卷烟纸或胶囊；

（c）允许消费者改变产品气味、味

道或烟雾强度等产品。

亚太地区
预计HNB市场年复合年增长率
将达14.6％ 

最近，Research and Markets

的一份报告预测，亚太地区加热不燃

烧（HNB）烟草市场在2019-2025年期

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14.6％。

根据该报告，加热不燃烧烟草

产品相关风险的降低，促使消费者

从传统卷烟转向此类产品。这类产

品已在亚太地区获得社会认可，并

致力于减少致癌物质和减少焦油含

量。此外，它们提供了与传统卷烟

类似的体验，趋使普通吸烟者转向

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

报告还显示，在全球范围内，

亚太地区在加热不燃烧烟草产品的

市场份额最大。该地区有最大规模

的吸烟人群，推动了亚洲国家对此

类产品的需求。自从引入加热不燃

烧烟草产品以来，日本在该地区的

收入份额最大，韩国的市场增长率

最高。

按年龄组别划分，由于较高的

社会接受度，18-39岁年龄段的人已

经占领了此类产品市场。与线上模

式相比，线下模式已在加热不燃烧

烟草产品市场中占据了最大份额。

不仅是因为该类产品的物理特性，

还因为线下购买没有年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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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初，中国卷烟品牌“中华”推出

中华（金中支）和中华（双中支）并大获成功

后，中支品类迅速走进公众视野，并在之后持续

发力。如果说2017年和2018年对于中支产品来

说，还处于不断发展中，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对

于整个中国烟草大盘也还没有什么影响力，但进

入2019年之后，中国卷烟品牌推出的中支产品经

过前两年的不断积蓄，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中支烟在2019年实现商业销售接近100万箱，

商业销售收入突破400亿元，单箱批发均价从3万元

达到4万元。尤为振奋的是，高价格中支烟占据了

增量的绝大部分。中国烟草中支烟的发展已经进入

到更趋主流化、高端化、精品化的轨道。

与此同时，中支烟品牌之间的竞争也日趋

激烈，如果说前两年的中支烟发展，还大多是解

在中国的卷烟产品中，烟周长大于19毫米且小于23毫米的卷烟产品被定义
为“中支烟”，虽然这并非官方确定的标准，但基本上中支烟就是介于传统粗
支卷烟与细支烟之间的一种卷烟类别。

中国烟草“中支烟”进入
“红海时代”

决品牌有没有这个类别产品的问题，那经过两年

发展，不同品牌以及规格的差距已然拉开，头部

产品也已经出现，但中支烟市场仍处于发展当

中，后来产品依然出现，且仍然有爆款产品迅速

脱颖而出，这个市场已经进入红海竞争时代。

差异化形成高下之分
2018年，尽管中支烟整体面上保持了可观

增长，但毕竟只是低基数上的高增幅，短期内锦

上添花的意味更重一些，品牌的热情和重心也更

集中于立足长远的提前布局、合理卡位。实际

上，如果剔掉头部品牌、成熟产品的市场切割，

相当一部分中支烟还只停留在解决有无这个层

面，销量规模、市场覆盖、消费影响和品牌贡献

都极为有限。

文
/烟

草
在

线

中国中华中支烟取得
了重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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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2019年，中支烟开始寻求中支以外的差异化，也就

是在形态差异化之外，更为强调和突出技术差异化、风格差异

化和品牌差异化、市场差异化，大家的注意力逐渐从“中支烟的

不一样”变成了“不一样的中支烟”。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中支

烟高端化的政策导向之外，大品牌发挥了绝对的头部引领示范作

用。各大品牌高度重视中支烟领域，从技术端的产品开发到市场

端的品牌培育，在产品差异化之外的消费引导、市场造势有更多

动作。

高结构成为衡量中支烟发展实力重要标杆
目前，中国烟草一类中支烟的品规数量超过80个，占据整个

中支烟的80%左右，前10位品牌的集中度达到84%以上。目前，一类

中支烟形成了“3+4”的鲜明格局，有“中华”、“黄鹤楼”、“云

烟”3个品牌商业销量突破5万箱，超过2万箱的有“娇子”、“天

子”、“利群”、“玉溪”4个品牌。“中华”品牌作为中国烟草中

支概念、中支标准、中支形态的缔造者，是当之无愧的头部品牌，

其中支规格——中华（双中支）以超过5万箱的销量成为中国高端

中支烟第一品规。在中国卷烟品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黄鹤楼”品

牌在中支烟领域同样不乏表现力和成长性，其中支规格——黄鹤楼 

（硬奇景）在2019年实现销量53000多箱，是一类中支烟仅次于中华 

（双中支）突破50000箱的中支产品。

云烟品牌提出了“中支烟元年战略”，对中支烟的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其中支规格——云烟（小熊猫家园）成为最大亮

点，已经实现普一类中支烟的最大销量。除此之外，云烟（大

重九中支）突破1000箱，尤其是云烟（黑金刚印象）所营造出

来的市场热度，极大地提升了“云烟”品牌在高价位中支烟市

场的活力。

在这3个5万箱品牌之外，则是达到2万箱的4个品牌。“娇

子”品牌依靠娇子(宽窄平安中支)、娇子(五粮浓香中支)两个

过万箱规格，卡位了400元、500元两个关键价位，实现了细分领

先和做强做大，也确立了“娇子”在高端中支烟市场的步步攀

高。“天子”品牌系统布局中支烟之后，在资源配置、市场投

入、营销动作等方面全面发力，使得其中支规格——天子（中

支）上市仅仅1年便突破30000箱，单规格挺进一类中支烟前4位。

“利群”最近几年加大了特色产品、细分市场的力度，

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除了高水准之上的产品力，品牌

力也为“利群”的中支烟发展助力不少。利群（阳光橙中支）

靠着稳扎稳打，在500元价位占据重要分量，利群（楼外楼）

对于销量的贡献更大一些，也体现出衔接结构上移的品牌意

图。“玉溪”品牌的中支烟规格——玉溪（中支和谐）、玉溪

（中支阿诗玛）分别在400元、300元将原有的“和谐”、“阿

诗玛”两大产品系列形成了新的激发。

产品集中布局使竞争升级
从目前来看，普一类中支烟在推进市场普及化、夯实品

牌基座化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差异化+性价比构成了最大竞争

优势。这其中既有消费升级带来普一类市场的持续扩容，提供

了相对旺盛的消费需求，也因为个性化、年轻化、多样化的需

求变化，让中支烟得以发挥从品牌、形态、风格的更多差异。

但从中支产品发展规划来看，300元、400元和500元三

个整数价位构成了中支烟的集体发力，布局了超过40%的一类

中支烟品规，反应出足够的市场信心和品牌热情；也由于兼顾

了规模的空间感和结构的提前量，这三个价位段值得品牌更大

的投入加码，更加耐心、更具韧劲地培育品牌、提升消费。相

应的，这也成为了品牌之间、产品规格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价

位，如果说在2019年以及之前更多还是“做大蛋糕中分享蛋

糕”的双赢局面，那未来随着竞争的加剧，则可能是刀刀见

血、近身肉搏的状态。另外，考虑到目前一类中支烟在单个具

体市场绝对销量仍然偏低的现实，除了中华（金中支）、中华

（双中支）相对有力的渠道动员和溢价能力，在商业渠道品规

数量持续收紧、异型分拣能力不足的双线作用下，中支烟的发

展还存在变数和摇摆，整体的高歌猛进之下，绝不是想象中的

水涨船高、雨露均沾，这才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竞争。

中国中支烟细分领域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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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机器人异型烟包装系统

中国工业机器人公司新松开发

了一种新的卷烟包装系统，能够适

应烟草产品以及烟盒的形状和尺寸

的不断变化。

目前烟盒设计日益多元化，

有的开口在烟盒上盖，有的开口在

侧面，这是全球趋势。新系统利用

delta机器人，将烟支推入烟盒。

该公司的“新松并联机器人智

能分拣解决方案”，以新松Delta并

联机器人为核心，配置新松视觉检测

系统Svision2D，融合二维视觉检测

技术、智能补光技术、深度学习DL算

法技术、数据融合优化技术等，为异

型烟提供分拣包装解决方案。

新松为烟草物流中心提供8套异

型烟分拣包装并联机器人系统，已

经全部投产使用，每天处理订单数

以万计。

全球
到2027年，烟草包装纸市场
预计将达到15.65亿美元

Absolute Market Insights公

司预计，到2027年，全球烟草包装

纸市场将从2018年的12.11亿美元

增长到15.65亿美元，复合年增长

率为2.5%。

市值的明显增加归因于自卷烟

（RYO）受欢迎程度的上升，特别是

在千禧一代中。与机制卷烟相比，

卷烟纸及烟管等手卷烟相关产品成

本较低，这是推动烟草包装纸市场

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电子烟使

用率日益增加，特别是在青少年中，

这被视为会阻碍烟草包装纸市场的发

展。然而，由政府监管机构制定的关

于约束或限制风味电子烟销售的严格

规定，正促使电子烟使用者将吸烟方

式转变为抽吸自卷烟。

在欧洲，手卷烟比机制卷烟或

传统卷烟更有吸引力，因而散装烟

草消费额增加了1.4%。德国公共卫

生协会（DGPH）的数据表明，机制

卷烟销量下降了2.5%，约为670亿

支。其下降的原因被认为是，散装

烟草销量总体增加了1.1%，包括吸

烟者手卷烟。此外，亚太各国政府

机构纷纷采取行动，禁止烟草替代

品，成为该地区年轻人越来越多地

使用手卷烟的另一个因素。预计这

些因素将对烟草包装纸市场的增长

产生积极影响。

乌克兰
卷烟制造商或将减少乌克兰投
资项目

Ukrtiutiun协会警告称，如果

设立卷烟贸易差额，卷烟制造商可能

会考虑减少在乌克兰的投资项目。

Ukrtiutiun在写给弗拉基米尔•

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

总统的信中，要求总统对规定卷烟

贸易差额的1049号法案行使否决

权，并重新考虑这项法案。

该协会指出，拟议法案要求分

配卷烟制造商和贸易商的收入，如

此一来，从经济上来说，在乌克兰

生产卷烟就会变得不合理。该协会

还指出，如果这些规定生效，制造

商和进口商之间以及零售商之间的

竞争将受到极大限制，拟议的规范

也将成为烟草产品价格上涨的另一

个因素，如果叠加其他因素，这将

刺激非法贸易增长。

该协会还说，乌克兰议会通

过这项法案，迫使烟草产品制造商

和进口商在2021年1月1日前以不

超过规定最高零售价（含增值税和

消费税）80%的价格向批发商销售

其产品。

Ukrtiutiun协会认为，乌克兰

议会通过的决议将导致2020年卷烟

价格平均上涨18%。

 

新西兰
帝国品牌将关闭Petone卷烟厂

帝国品牌计划关闭Petone工

厂，将使122人遭受失业风险。该工

厂及其员工已进入协商程序。

帝国品牌企业法律事务主管

Kirsten Daggar Nickson表示：“全

球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需求已经下

降，因此，关闭Petone卷烟厂的提

议对我们未来的业务是必要的。”

她接着说：“新西兰等市场的

未来是下一代产品。因此，我们正

在进行业务、产品线和分销渠道的

转型，向那些希望转向更健康替品

的吸烟者提供下一代产品，去年我

们在新西兰市场成功推出了电子烟

MyBlu。”

“我们将针对每位员工制定一

系列个性化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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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德国举行的国际烟草制品与

烟具展（InterTabac）上，Koch & Gsell的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展位吸引了无数参观者纷

至沓来，令一些烟草公司羡慕不已。该公司

的“Heimat”（祖国）系列卷烟轰动一时。

这不仅是因为它只使用不含添加剂的瑞士本

土烟叶，还因为该公司于2019年成功推出了

全球首个合法商用大麻卷烟品牌。

目前，无化学添加剂的纯“天然”烟草卷烟在欧洲相当流
行。在大麻合法的地方，烟丝内甚至可能含有大麻，一
家瑞士小公司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瑞士卷烟制造商推出全
球首款合法大麻卷烟

Koch & Gsell工厂的Heimat CBD大麻预制烟

[Koch &G
sell AG

]

[Koch &G
sell AG

]

一名小学生的“卷烟”梦
早在1987年，当时还是小学生的罗杰•

科赫（Roger Koch）和他表弟就展现出了创

业天赋，他们用橡树叶和栗叶混合枞叶，创

造了自己的“卷烟品牌”。为了多挣点零花

钱，这两个男孩随后在当地跳蚤市场上出售

他们的产品。罗杰•科赫回忆说：“由于烟

的味道非常糟糕，所以没挣到什么钱。”但

这也激发了年轻的罗杰下定决心“有朝一日

要开发真正的烟草产品”。多年以后，他终

于成年了，于是重拾烟草的梦想。2009年，

他开始在花园里种植白肋烟、弗吉尼亚烤烟

和香料烟。然而，科赫咨询过的所有自封的  

“专家”都建议他放弃这个想法。他们说，

瑞士本土产的烟叶只适合作为廉价填料，仅

此而已。但科赫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梦想，最

终甚至获得了允许他继续实验的官方许可。

愚人节推出新品
瑞士种烟历史至少已有450年，但是只有

白肋烟和弗吉尼亚烤烟在该国的高山气候中生

长得相当好。科赫说：“我知道这会阻止我创

造一种典型的美式混合型卷烟，但我决心物尽

其用。”他很快也意识到，瑞士烟草市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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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h & Gsell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oger Koch

[Koch &G
sell AG

]

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度监管，而专业的

烟机极其昂贵。当时，科赫已经组建

了一家公司。直到7年后，他才最终

于2016年4月1日首次推出了两大畅销

品牌：Heimat（金装）和Heimat（黑

盒）。尽管推出日期很奇怪，但飙升

的销量很快就证明了这肯定不是愚人

节玩笑。第一年，Heimat销售额从零

增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300%，第二年

又翻了一番。2018年至2019年间，销

售额继续增长30%，罗杰•科赫预计今

年销售额可能增长50%。科赫预计，瑞

士烟民渴望尝试完全由本地烟叶制成

的、无添加剂的烟草产品，效果果然

不同凡响。

沉重的财务负担
然而，让罗杰•科赫大吃一惊的

是“在瑞士开办烟草公司的巨额财务

支出”。他发现这与在高山森林里采

集枞叶和橡树叶相去甚远。他说： 

“除了昂贵的机器，我们还需要获得

生产许可证，并必须为强制烟草税保

证金寻找担保人。”幸运的是，该公

司最终成功找到了当地一家愿意提供

这种大额担保的保险公司。当然，

挑战还远未结束。“此外，我们还必

须进行投资，以使我们的工厂符合食

品法、工作场所安全规则等等。”尽

管科赫最初准备了50万瑞士法郎供自

由支配，“但结果证明，这还远远不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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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mat（金装）

Heimat大麻花蕾，2019年在卢森堡面市

[Koch &G
sell AG

]
[Koch &G

sell AG
]

品牌/配方
Heimat（金装）/瑞士配方（白肋烟、弗吉尼亚烤烟）

Heimat（黑装）/瑞士配方（白肋烟、弗吉尼亚烤烟）

Heimat（烟叶与薄荷）/瑞士配方（白肋烟、弗吉尼亚烤烟、薄荷叶）

Heimat（烟叶与大麻）

Heimat（纯大麻）

Heimat（大麻花蕾）

规格
KS+RYO

KS

KS

KS

KS

KS

尼古丁CBD/THC（每支）
0.5mg

0.7mg

0.4mg

尼古丁0.5 mg CBD 11%

THC 0.8%

CH: CBD14% THC0.8%

LU: CBD 4% THC0.2%

CH: CBD14% THC 0.8%

LU: CBD4% THC0.2 %

推出年份
2016
2016
2018
2017
2019 (CH + LU)
CH: 2018

LU: 2019

“Heimat”品牌系列（2020年）

CH = 瑞士/LU=卢森堡 来源：Koch & Gesell公司

烟农人数少，烟叶产量低
Heimat只使用瑞士烟叶，那么产量足够吗？事实上，该国目前只有

大约160名烟农，而且人数正逐年减少。烟叶年产量只有1000吨左右。科

赫说：“目前对我们的生产来说肯定是绰绰有余的，除非我们开始大力出

口。Heimat只使用叶片，绝不使用烟梗。”但他认为，该品牌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在配方中完全避免任何添加剂，如保湿剂和风味”。而这或许是

Heimat公司在欧洲目前“绿色化”的社会氛围中最重要的卖点。“作为一家

制造商，我们能够为顾客提供一种纯天然的产品，这是我们最与众不同的地

方。我本人也抽烟，当然不想抽烟梗或吸入各种化学添加剂，”科赫表示。

梦想开发香料型Heimat卷烟
Koch & Gsell公司也在煞费苦心地规划未来。科赫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

试验白肋烟和哈瓦那烟叶，但“还不能用到配方中。”他去年夏天尝试了一

种马其顿香料烟品种，结果令人惊喜。“这是我抽过的最好的烟叶，”他坚

持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瑞士种植这种类型的烟叶，当然，还要再次申

请特别许可证。”科赫的梦想是最终推出一款“只用香料烟制成的”Heimat

卷烟。幸运的是，瑞士当局目前非常支持他的想法。“每个人都喜欢我们

的项目，也许联邦公共卫生局除外，”他笑着说。Heimat现在分销在全国

各地，有Co-op和Denner等主要连锁超市，也有加油站和“Valora”售货

亭。Heimat在瑞士流行后，科赫当然也很乐意在其他欧洲市场推出该产品。

遗憾的是，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所以出口是不可能的。科赫解释说：“我

们向欧盟出口产品时，必须支付57.6%（按申报货物价值计算）的高额关税，

这是我们目前限制在瑞士销售的主要原因。但我们正在积极寻找投资者帮助

我们在欧盟建立工厂，以解决出口问题。”

全球首款合法大麻卷烟
提到全球首款合法大麻卷烟，就会想到Heimat大麻卷烟。是的，你没看

错！是大麻。科赫说：“在我看来，瑞士非常巧妙地应对了CBD（大麻二酚）

产品的合法化问题。”现在吸食大麻越来越普遍，政府做出了相当务实的反

应，颁布法令规定，只要THC（四氢大麻酚）含量不超过1%，无论将大麻用于

制造绳索和织物（这一直是完全合法的），还是将大麻用于娱乐性吸烟，均

已无关紧要。科赫解释说：“这项法令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使用者和政府，

政府现在可以对大麻产品征税。”瑞士对大麻的监管比较宽松，这是Koch & 

Gsell开发烟叶和大麻混合型卷烟Heimat的直接原因，事实上这是世界上首款

商业化生产的大麻卷烟。最近，该公司扩展了产品范围，最新推出了纯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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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国内所有烟草贸易由
SOTA管理

瑞士国内所有的烟草贸易

都由本土烟草合作社（SOTA）管

理。该组织向烟农提供采购担

保，作为回报，它拥有唯一的采

购权，以预先商定的价格采购烟

农的全部产量。因此，SOTA是该

国唯一一家可以向烟草制造商合

法出售本地烟叶的机构。因此，

生烟叶市场是受限的。所有卷烟

公司，包括在该国经营的跨国烟

草公司，只能向SOTA订购国内订

单。此外，SOTA根据每个卷烟公

司各自的市场份额为其分配经计

算的预定比例的年度采购量，无

论他们随后是否实际使用烟叶进

行制造或销毁。然而，收购价格

得到了大量补贴。对于顶级产

品，烟农目前每公斤可获得17瑞

士法郎以上，而制造商只需以每

公斤9瑞士法郎的价格从SOTA采

购。差价通过SOTA基金予以摊

销。SOTA系统的一个主要缺点是

烟叶没有来源标签，因为从瑞士

全国各地采购的所有白肋烟和弗

吉尼亚烤烟基本上都集中放在一

起。这实际上剥夺了制造商从他

们信任的烟农手中选择烟叶的权

利。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一制

度消除了农民的销售风险，也使

他们能够提前计划，并保留适当

的种植面积。

Heimat（仅含大麻，不含烟叶）和大

麻花蕾Heimat（使用大麻花）。

全面打开欧盟市场指日可待
就大麻系列而言，Heimat（烟

草）和Heimat（大麻）仍然是该公司

的畅销品。然而，这一趋势正逐渐转

变。科赫指出：“许多欧洲人更喜欢

把烟叶掺到大麻里，但现在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转向纯大麻产品，”他说，

其公司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1%的THC

含量。“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常甚

至会预留15%的缓冲，将每支卷烟中

的实际THC含量调至0.85%。”自2019年推出以来，该公司的大麻产品在瑞士

各地与普通的Heimat系列产品一起合法零售。自2019年7月起，开始在卢森堡

出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森堡大公国是欧盟成员国。与我们所了解的一

样，欧盟对非欧盟烟草制品征收很高的进口关税，禁止Koch & Gsell的常规

产品。此外，大麻卷烟似乎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Koch & Gsell当然要抓住

时机。该公司今年将在比利时推出大麻卷烟。科赫说：“2021年，我们计划

将大麻产品销往奥地利，也希望进军德国和意大利市场。”

想当年一个怀揣梦想的小学生突发奇想用枞叶和栗叶做了吸味难闻的

卷烟，从此以后，便有了后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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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2020年烟叶产量同比下滑13%

由于天气干旱，津巴布韦2020年的烟叶产量预计将下

降13%，从上一季创新高的2.59亿公斤降至2.25亿公斤。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主席帕特里

克•德维尼什（Patrick Devenish）表示，初步估计今年

拍卖场的烟叶交付量将下降至2.25亿公斤。

德维尼什说：“灌溉烟田的烟叶品质很好，但旱田

烟叶受干旱影响较严重，而且由于雨季到来较晚，种植

季节被推迟，初步预估的烟叶产量约为2.25亿公斤。”

他还说：“灌溉烟田的烟叶品质很好，但相当一部

分旱田（并非全部）烟叶由于干旱天气损失严重，需要

一些降雨。”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马蒂比里

（Andrew Matibiri）博士说，该机构目前正与政府农业

推广服务局（Agritex）一起进行作物评估。 

马蒂比里说：“截至目前，我们在作物评估期间观

察到的情况是，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降雨之后，烟草作

物现在生长良好。”津巴布韦商业农民联盟主席Wonder 

Chabikwa说，2019年9月第一周播种的灌溉烟叶已准备出

售，而大部分旱田烟叶均受到了旱灾的影响。不过，如

果该国一些地区持续降雨，烟叶收成有可能大幅复苏。

胡伦圭吸引烟草公司设立拍卖场
继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呼吁分权经

营后，几家烟草公司表示有兴趣在胡伦圭（Hurungwe）

设立拍卖场。

Karoi市议会主席Abel Matsika证实了希望设立拍

卖场的烟草公司大量涌入该市，他说：“Karoi市和胡伦

圭区均受益于烟草销售分权。到目前为止，我们与该行

业的四家新参与企业进行了密切接触，这将促进当地经

济的发展，因为资金将流通起来，甚至包括电话卡小贩

和蔬菜小贩在内的整个业务链都将从中受益。对此，我

们深表感谢。”

Matsika还表示，设立烟草拍卖场将有助于为胡伦

圭创造就业机会。Matsika说：“我们期待着看到这些公

司履行责任，并美化Karoi和胡伦圭的整体形象。我们还

需要照顾弱势群体，真的希望这些公司切实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

菲律宾
以农业机械化带动烟草产业发展 

菲律宾农业部长威廉•达尔（William Dar）宣布了

通过农业机械化和实施现代化烟叶种植技术提升国家烟

草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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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拟提的烟草业促进计划（TIEP），设想在未来

五年内发展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烟草业。达尔说：“我们

正考虑将稻米竞争力提升基金（RCEF）视为一种模式，

国家烟草局（NTA）董事会及管理层也正藉此共同制定烟

草业促进计划。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机械化计划、从农

民到市场的经营计划、增值市场计划、培训基础设施和

提供2%利率的信贷融资等措施，帮助烟农增加收入。”

兼任国家烟草局董事会主席的达尔称，烟草局希

望每年从烟草基金中调拨400亿菲律宾比索（7.884亿美

元）或80亿菲律宾比索（1.577亿美元），用于农业机械

化、种子分配、信贷融资，以及技能发展，从而提高北

方吕宋地区烟农的生产力。

澳大利亚
国税局关停非法烟草种植场

澳大利亚税务局（ATO）在古尔本（Goulburn）附

近发现并关闭了一个价值300万澳元的烟草种植场，查获

并销毁了10.3吨价值1330万澳元的非法烟草。据称，国

税局官员在Boxers Creek查获了四英亩烟草作物、四捆

烟叶、一个烤房和三个烤炉，其中一个烤炉已经打开，

正在烘干烟叶。

美国
肯塔基州合作社投票支持给农民付款

肯塔基州白肋烟种植者合作社将向数千名烟农支付

数百万美元。合作社董事会批准了一项计划，希望保住

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合作社，该组织近年来在烟草销售

上连年亏损，难以为继，此前有200多名会员投票签署解

散合作社的请愿书，并分配其资产，而其他会员则提起

诉讼，要求解散合作社，并将资产分配给所有会员。

根据周转计划，该合作社将清算投资，计划在今

年年底结算大笔贷款后，将约1500万美元支付给肯塔基

州、俄亥俄州、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的大约4000名烟农。

该合作社还将出售其拥有的410万磅烟叶，以及办

公楼。董事会预计，清算投资和出售资产最终将带来总

额约2800万美元的收入，然后将其平均支付给2015年至

2019年期间入社的会员。

在支付和结算其贷款后，该合作社预计还有350万

美元维持运营，届时董事会人数也将从20人裁至5到15

人。而且，合作社将停止向会员采购烟叶，而将重点放

在指导烟农并支持研究、教育以及惠及烟农的计划上，

包括在白肋烟市场下滑时帮助他们转向其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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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一直是非洲最大的烟草生产国

之一，这得益于其良好的天气和土壤条件。

随着烟草合约种植计划的实施，种植面积和

产量的增加均促进了黄金叶产量在过去十年

的显著提高。2018年，2.58亿公斤的销量创

下新高，略低于1998年2.6亿公斤的历史最

高水平。这一发展促进了积极参与烟叶出口

业务领域的本土烟草商的复苏。

重燃国内烟草业活力
Sub-Sahara Tobacco（私营）有限公

司创建于2017年，注册成立于2018年，是最

早帮助重新点燃本土产业活力的公司之一。

该公司总经理Getmore Mangundu表示，公司

愿景是“成为一家国际公认的优质烟叶供应

商”，专注于“传统公司通常不会服务的中

小型卷烟制造商”等客户。她说，津巴布

韦目前大约有134,378名小型烟农、20,000

津巴布韦国内烟草
商重燃产业活力

Sub-Sahara Tobacco
烟草公司承包的弗吉
尼亚烤烟烟苗
[Sub-Sahara Tobacco (Pvt) 
Ltd.]

名合约烟农种植烟叶，前者的平均农场面

积在2公顷左右，后者的平均农场面积超过

30公顷。津巴布韦基本只种植弗吉尼亚烤

烟（FCV），主要种植区是中马绍纳兰省、

东马绍纳兰省、西马绍纳兰省和马尼卡兰

省。Mangundu解释说：“津巴布韦弗吉尼亚

烤烟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质量而著称，是卷烟

制造商的理想选择。”

100%出口，奇迹般增长
Sub-Sahara Tobacco从其合约烟农处采

购大约85%的弗吉尼亚烟叶，其余的烟叶从拍

卖场采购。Mangundu保证说：“我们提供所有

品质的弗吉尼亚填料烟叶和风味等级，四种

主要产品分别为：打叶叶片、烟丝、烟梗和

细切烟，当然也能够可靠地满足任何定制订

单。”Mangundu说，该公司烟叶全部出口，由

于津巴布韦是内陆国家，其使用的主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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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ahara工厂加工
的叶片

[Sub-Sahara Tobacco (Pvt) Ltd.]

港口是莫桑比克的贝拉和南非的德班。2019

年相当健康的增长数据佐证了该公司的成

功，而Mangundu预计今年的增长将更为可观。

该公司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邻近的非洲国

家、中东和北非、西欧和东欧以及亚洲。

挑战重重
津巴布韦烟草业由该国烟草业营销委员

会（TIMB）带领其他组织予以治理，该委员会

负有一些主要责任。其中包括对烟叶销售活动

的调控；促进烟叶销售（特别是出口）；收集

和汇编与烟叶供应、销售、制造和消费有关

的统计数据；传播烟草相关市场研究以及烟草

领域相关的其他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业

不受经济挑战的影响。Mangundu说：“值得注

意的是，该国长期存在外汇短缺问题，这是烟

叶种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进口农业材料

成本的不断上升损害并危及合约生产的生存能

力。另外一大问题是气候波动，“气候条件不

断变化，干旱和热浪始终不断。”为了减轻这

些负面天气影响，Mangundu呼吁紧急设立一个

循环基金，用于发展该国的灌溉系统。

面临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津巴布韦

烟草种植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新烟农，往往

缺乏如何种植满足质量要求的作物的知识。

为此，哈拉雷政府公办的Blackfordby农学

院已经开设了一段时间的强化培训课程。小

型烟农无地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可

以通过租赁补贴实施适当的土地分配政策来

解决。此外，烟草商向合约烟农提供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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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不仅有助于他们实现更大程度的机械

化，降低管理费用，而且还有助于改善他们

的烘烤设施，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最后

同样重要的是，通常不可靠的电力供应，特

别是在津巴布韦农村，可以通过安装太阳能

电池板和柴油发电机来解决。目前尚有许多

事情需要完成。

竞争加剧
随着津巴布韦未来将积极转向自由市场

经济，竞争加剧自然在所难免。这也适用于

该国利润丰厚的烟草行业。在过去几年，津

巴布韦出现了几十家商业公司，甚至还有更

多的贸易商（即经销商）。对于海外买家来

说，选择合适的津巴布韦供应商有时会有些

麻烦，特别是并非每个公司都有足够的经验

来完成所有规格的订单。然而，有相当一部

分公司拥有令人瞩目的稳健业绩。Sub-Sahara 

Tobacco作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无疑是首屈

一指的，几乎会参加所有国际烟草行业展览

会。此外，表现突出的还有以下两家公司。

挑战/问题

缺乏种烟知识，特别是新烟农

气候挑战（干旱）

缺乏资金

缺少土地

农村电网不足

失控支出

商业银行贷款利率高

不合格烤烟

冰雹和火灾损失

缓解措施

哈拉雷的Blackfordby农业学院提

供短期培训课程和实地考察

开发灌溉系统

商业银行与烟草商发放贷款

提供烟农负担得起的租赁补贴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和柴油发电机

尽可能利用机械加工

向烟草商廉价借贷

升级烤房

农作物保险

[从各种来源汇编]

务农挑战与缓解措施
烟区 销量（吨）
中马绍纳兰省 83,108,727

东马绍纳兰省 54,982,649

西马绍纳兰省 83,076,819

马尼卡兰省 37,662,223

共计 258,830,418

来源：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

2019年津巴布韦弗吉尼亚烤烟产量

职责

• 制定并颁布整体农业政策和预算

• 烟草业理事会

• 代表商业烟农利益的协会

名称

农业部

烟草投资与营销委员会

（TIMB）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

津巴布韦监管机构

弗吉尼亚烤烟烟梗

[Sub-Sahara Tobacco (Pvt) Ltd.]

Voedsel Tobacco International
该公司总部位于哈拉雷，早在2008年

就开始涉足烟草业务，并获得烟草业营销委

员会（TIMB）颁发的“A级”买家许可证，

这表明该公司有权收购并交易出口品质的烟

叶。该公司早期作为外国商人的代理人，在

哈拉雷的拍卖场上代表他们采购烟叶，之后

开始经营自己的合约农场。尽管公司入行相

对较久，但过去几年，Voedsel一直坚持参

加国际贸易展。

Shasha Tobacco
Shasha Tobacco集津巴布韦弗吉尼亚

烤烟的生产商、采购商、加工商和供应商于

一体。作为最早出现的本土烟草商之一，该

公司获得了相当多的资源，维持了相当数量

的合约农民。这使得该公司能够根据客户

订单供应完整叶片以及各种各样的烟叶薄

片。2019年，Shasha Tobacco决定通过出席

各类烟草展提高国际知名度，因而实现了完

全向好的财务前景。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

该公司的收入大幅增长，到2019年底达到了

200万美元。Shasha Tobacco是ACAL Tobacco

公司的生烟叶贸易子公司，后者是一家烟草

产品制造商，成立于2007年，主要为非洲供

应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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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共和国夹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之间，据说是欧洲游客最少的国家，其国内生

产总值（GDP）也是欧洲最低的，这是由于自1991年脱离前苏联独立以来，该国历届政府贪

污腐败，无耻地侵吞国家资产。然而，摩尔多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种植多种作物，包括烟

草。但目前种烟规模仍然相对较小，主要种植弗吉尼亚烤烟、白肋烟以及当地品种Moldavs-

ki。摩尔多瓦烟草对烟草霉菌具有高抗性，含糖量较低，尼古丁含量在1.2-4%之间，烟叶结

构稠密，香味纯正，因而受到追捧。

Pasinfo-Grup：摩尔多瓦最大的烟草公司
Pasinfo-Grup是摩尔多瓦目前为止最大的烟草公司。公司总监伊凡•塞瓦斯蒂安（Ivan 

Sevastian）表示，Pasinfo-Grup由企业家米哈伊尔•拉萨诺夫斯基（Mikhail Latsanovskyi）

于1999年创立，是一家真正的开展全方位业务的公司。他说道：“我们是摩尔多瓦唯一一家

烟种生产商和供应商，而且烟叶种植园的面积最大，占地约700公顷。”这些烟田的收成约占

Pasinfo-Grup年产量的80%，其余20%由合约烟农提供。塞瓦斯蒂安透露：“我们目前有5个合

约农场，烟田面积大约150公顷。”2019年该公司的弗吉尼亚烤烟、白肋烟和Moldavski的总产

量约1600吨，其中约70%出口，其余用于国内。“我们最重要的出口国是德国、希腊、波兰、

俄罗斯和乌克兰，它们使用这些烟叶制造混合型卷烟，”伊凡儿子、Pasinfo-Grup销售总监塞

尔久•塞瓦斯蒂安（Sergiu Sevastian）说道：“我们的产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我们

实施了严格的质控，而且售价仍然比邻国商家更具竞争力。”

东欧独立烟草商多年来不露锋芒，如今开始在国际上大显身手。

东欧独立烟叶供应商
一改低姿态 锋芒初露

卢布林烟草公司首席
执行官Miroslaw 
Pekala
[卢布林烟草公司]

在卢布林种植的弗吉尼亚烤烟烘烤架

[Lukow
a Tobacco C

om
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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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邻国不同的是，摩尔

多瓦政府既不向烟农提供任何补

贴，也不征收烟草税或许可费，再

加上该国劳动力成本为欧洲最低，

种种因素可能会有利于定价。此

外，Pasinfo-Grup拥有自己的初级

加工厂，进一步节约了成本。伊凡•

塞瓦斯蒂安表示:“我们只在自己

的工厂进行加工，事实上，从种子

发芽到成品的所有流程都完全由我

们自己控制。实验室测试也是在公

司内部进行，因为这会让客户信任

我们的产品质量。”剩下的就是运

输问题，特别是运往海外，摩尔多

瓦没有直通海运的通道。虽然可以

通过铁路或公路运至欧洲的几乎任

何地方，但摩尔多瓦独特的地理位

置可能会对潜在的洲际运输带来问

题。但伊凡•塞瓦斯蒂安不同意这

种假设。他说：“虽然我们目前没

有海运，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肯

定会找到办法。这并非不可解决的

问题。”他指出，距离最近的集装

箱港口是罗马尼亚黑海沿岸的康斯

坦察（Constanta）。不过，他也

承认，尽管该公司对开发北美洲和

亚洲等利润丰厚的市场很感兴趣，

但“地理距离是一大障碍，需要付

出相当大的努力。”

Pasinfo-Grup公司温室里的烟苗

[Pasinfo-Grup SRL]

卢布林：波兰最知名的烟草公司
许多波兰人不喜欢他们的国家

被归入“东欧”。然而，波兰位于

奥德河（river Oder）对岸，大多

数地理学家认为，奥德河是中欧和

东欧之间的分界线。当然，我们这

里不讨论地理学。事实上，今天的

波兰是欧洲最著名的烟草生产国之

一。位于波兰东南部地区的卢布林

市（波兰语Łukowa），土壤肥沃，

微气候适宜，生产着欧洲大陆最好

的烟草。因此，这个地区烟农众

多，商业公司林立，其中最知名的

一家公司是卢布林烟草公司。

2013年，当地的Pekala和Hyz家

族创办了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烟叶的

贸易公司——卢布林烟草公司，2015

年，该公司投资自己的初级加工厂，

从而扩大了业务。波兰每年生产大约

22,000吨烟叶。虽然卢布林地区是该

国最大的弗吉尼亚烤烟种植区，但

除此之外，其他地区也种植了大量

的白肋烟和Skroniowski等当地烟草

品种，几乎全部出口。卢布林烟草

公司首席执行官米罗斯拉夫•皮卡拉

（Miroslaw Pekala）说，该公司以

柠檬色的弗吉尼亚烤烟而闻名，尼古

丁含量低（0.8–1.2%），含糖量高

（26–30%），特别适合生产水烟产

品。“因此，我们这类烟叶的主要出

口市场都是水烟盛行的国家。”他透

露，该公司从1500名合约烟农那里采

购烟叶，主要出售“烟梗含量极低”

的片烟。他解释说：“我们的客户对

含有太多烟梗的产品非常敏感，因

此我们非常重视，尽可能降低烟梗比

例。”

和卢布林地区的许多其他人

一样，Pekala家族几代人都深入参

与到烟草种植中，他们打算今年扩

大种植。“我们家2020年的目标是

种植130公顷，”他说。卢布林烟

草公司的农学家就烟草种植的所有

问题向农民提供知识和建议，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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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 Leaf]

品种 销量 出口
Moldavski (Jubilenyi) 800吨 75%

弗吉尼亚烤烟 500吨 80%

白肋烟 300吨 60%

来源：Pasinfo-Grup公司

Pasinfo-Grup全叶交易额2019

乌克兰烟田

密切合作。Pekala解释说：“我们的专家每天都会拜访农民，以确

保我们主要需要的淡柠檬色烟叶有个好收成。我们会根据当时天气

不断调整种植方法，因为一个错误可能会损害一批作物。”实验室

分析和质量控制——包括尼古丁、糖、烟梗含量、水分和非烟物质

（NTRM）——确保卢布林烟草公司的商品始终如一地合乎标准。该

公司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集装箱港口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进行

海外出口。尽管卢布林烟草公司在中东地区生意兴隆，那里的水烟

文化是一种传统生活方式，但亚洲其他地区对该公司来说并不特别

重要，因为“没有大型水烟市场”。

然而，波兰对烟草种植和贸易的规定并不是最宽松的。Pekala

解释说：“烟草供应链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首先，农民必须登记

他们的土地面积和预期产量，以及他们的承包量。但那只是开始。

商人面临的障碍更多，他们必须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才能与农

民签订供应合同。除了许可证之外，商人还必须根据合同总金额支

付海关担保。Pekala说：“每100万公斤烟叶需要存入100万波兰兹

罗提（接近26万美元），这是一笔沉重的财务负担。”未从事过烟

草贸易的新成立的公司面临更多的障碍。“他们必须拿出更高的担

保，”Pekala说，并补充道，由于要求“冻结大量其他地方急需的资

金，同时商业银行通常不会为此类业务发放贷款”，这往往会压倒

新兴企业的财务能力。此外，在波兰境内运输烟草有特殊的海关要

求。Pekala指出：“我们必须登记每一次运输，以便海关部门能够监

控所有的烟草运输。”如果疏忽了这种登记，将受到巨额罚款。

Alphabet Leaf：乌克兰烟草的荣光
在乌克兰还是苏维埃共和国时，它不仅是前苏联的产粮区，而

且还是最大的烟草供应商之一。这一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乌克兰素来

以其农业潜力而闻名于欧洲众国，这主要得益于其肥沃的黑土孕育着

种类繁多的农作物。而气候适宜的西部地区则孕育着蓬勃发展的烟草

种植业。Alphabet Leaf公司的老板纳萨尔•韦尔比茨基（Nazar Ver-

bytskyy）说，乌克兰种植的主要烟叶类型是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

（Ternopilskiy地区）。虽然该公司于2015年在英国注册，但韦尔比

茨基的大部分业务都来自他的故乡乌克兰。在国际销售方面，他与西

班牙企业家Maria Minayo（长期从事烟草业

务）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在英国注

册公司有助于在整个欧洲开展贸易，”韦尔

比茨基解释说，“事实上，我们年销量的90%

在西欧，其余的是乌克兰客户。”

目前，该公司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包括

弗吉尼亚烤烟的全叶和片烟，但韦尔比茨

基说：“2020年，我们还计划在产品组合

中提供白肋烟。”除了乌克兰，该公司还从

波兰、印度和孟加拉国进口烟叶。韦尔比茨

基表示：“乌克兰和波兰的弗吉尼亚烤烟

非常相似，都是低尼古丁、高糖。”2019

年，Alphabet Leaf在乌克兰的合约种植面

积达35公顷，与卢布林烟草公司在波兰的合

约种植面积为15公顷。韦尔比茨基说：“他

们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帮助我们进

一步发展自己的烟叶种植。”随着公司业务

的扩大，他计划今年将承包面积增至100公

顷。Alphabet Leaf为其承包农场提供法国

和德国弗吉尼亚烟种，因为“它们质量上

乘，成熟后可用于生产水烟产品。”

虽然Alphabet Leaf公司主要专注于欧

洲市场，但它“正谨慎评估我们可能感兴

趣的任何市场，防范可能遇到的障碍和问

题。”韦尔比茨基说，该公司目前向印度和

孟加拉国出售烟叶，“遗憾的是，我们目前

尚未进入中东市场。”尽管重点关注欧洲，

但韦尔比茨基也指出，“亚洲市场一直是我

们表现最好的市场，销量和市场份额均不断

增长，烟草行业总体趋势有利，如对用于水

烟产品的特种烟叶的需求。”他认为Alpha-

bet Leaf是“一家迅速成长的公司，尽管我

们是一支年轻的团队。”目前，一切努力都

是为了发展乌克兰的烟叶种植。“我们希望

把种植规模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通

过密切合作，鼓励烟农重拾乌克兰烟叶种植

的昔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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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烟叶产量再次下降。这意味着烟农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保障生计。烟农根

据作业规范种植合法的烟草作物，既能养家糊口，又能给国家创造外汇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WHO）举行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第八次缔约方会议（COP8），

会上再次指责烟草种植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混淆了该领域工业和农业的影响，这是不正确

的。烟农是无需对烟草制品行业的影响负责的，他们只需对种烟产生的直接影响负责。即便如

此，他们也必须清楚哪些是种烟行为产生的影响，哪些是客户采购政策产生的后果。

与往常一样，世卫组织《吸烟：整个烟草供应链中的全球环境足迹评估》的作者只阐

述了2014年烟草行业的整体影响，但未区分烟草种植影响与其他影响。实际情况是：

• 共种植了3240万吨青烟叶

• 种植面积达400万公顷

• 共生产了648万吨干烟叶

• 制造了6万亿支卷烟

• 二氧化碳排放量8400万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0.2%）

• 用水量超过220亿立方米

• 石油消耗量超过2100万吨

保障烟农生计
保护烟草种植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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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每种作物需水量（mm）
（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烟农在进入烟叶拍卖场或合同拍卖场之前，需要先烘烤烟叶。可采用的

烤烟方式有烤制、晒制、晾制和熏制。只有熏制过程需要燃烧木材。最常用的

方法是烤制，需要加热烤房来烘烤烟叶，但热量的来源不一定是木材。采用带

有现代取暖设备的现代化烤房，大大减少了对木材的需求，从而缓解了森林

砍伐的问题。世卫组织的《吸烟：整个烟草供应链中的全球环境足迹评估》估

计，2014年烟叶烘烤用掉805万吨木材，烘烤1吨烟叶需要近7.8吨木材。

烟叶可持续性工作组编制的《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第17号指

南》（2016年4月）重申了烟农为解决森林砍伐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 根据烟叶产量调整烤房规模

• 提高隔热性，将热损失降到最低

• 安装均匀散热的烤炉

• 安装相对湿度控制装置，以防止燃料浪费，同时提高品质和产量

烟农引进上述措施并非没有成本。大型烟叶采购商为了降低烟草产品

的烟叶成本，将烟叶种植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从而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了一系列固有的问题。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区域挑战的环境影响与此

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一个国家普遍设有幼儿园，学校离烟农居住的地方很

近，或者有很好的交通工具，那么很明显，让孩子远离农田或去学校接受教

育所面临的困难，与一个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是不同的。

此外，在过去20年中，向烟农支付的价格一直停滞不前，而生产成本

却呈指数级增长，这也是以上问题的产生因素之一。许多国家向烟农支付的

价格只勉强高于甚至低于生产成本。为此，烟农没有选择使用煤炭或天然气

来烘烤烟叶，他们只能负担得起价格较低的木材。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同样

的原因，他们无法在作物的关键阶段（如收割）雇佣额外的劳动力。确保烟

农得到更好的报酬是减少森林砍伐以及降低烟草对环境影响的关键所在。

烟农不得使用最有害的农用化学品。烟草公司和烟叶经销商也必须严

格遵守有关卷烟成分的规定，不得采购含有这些化学物质的烟叶。因此，烟

农实际上会避免使用危险化学品，否则将损害他们的最大利益。

而且，如表1所示，烟草并非需水量较大的作物，而是属于需水量最低

的作物。最需要水的作物是甘蔗和棉花。棉花是纺织工业的原料，烟草则因

其对健康的影响而受到抨击。

烟农尽最大努力保持烟草种植可持续性，一些烟农协会已经在实施多

种社会方案，解决童工问题（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其他作物种植和经济

活动所固有的问题），建立日托中心、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发展才智和学习

的活动。

对烟叶的需求不会突然消失，烟草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烟草使用也

绝不会完全消失。消费者使用烟草/尼古丁产品的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

变化，因此烟农有责任使其生产适应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需要。然而，在考

虑对待烟草的态度时，应铭记特里•马贝特（Terry Mabbett）博士关于巴

西利亚烟草的评论。马贝特博士强调说，不可能“在小农场上找到保持几乎

相同收入水平的烟草替代作物”。马贝特博士断言，尽管烟草平均只占农

场面积的16%，但却创造了56%的收

入。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可以肯定

地说，烟草种植不会消失，将继续

存在下去。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

是全球唯一的烟草种植者协会，近

40年来一直致力于改善全世界烟草

种植者的条件。

实施《良好农业规范》（GAP）

可以更好地改善烟草种植的农艺条

件。提高GAP的效益有助于寻求更可

持续的农业技术。GAP通过采用更健

康的农业战略的程序，可增加烟农收

入。采取整地、用水管理、轮作、使

用保护设备等措施，可防止农民和劳

工生病，并可避免因产品品质下降而

降低价格或造成市场损失，从而限制

森林采伐或使用童工。

必须清楚的一点是，只有那些

参与合法烟草市场的组织才会努力

改善环境。控制非法烟草贸易至关

重要，因为非法组织不会遵守这些

规则。支持合法烟草部门持续改进

他们的不足之处，将有利于政府和

公民。然而，烟农的持续努力也决

不能被忽视，烟草业需要重视GAP的

落实。烟农日夜劳作，不断提升生

产质量，因此获得的价格和收入也

必须相得益彰。

作物 需水量（mm）
烟叶 400-600

棉花 700-1300

苜蓿 800-1600

葡萄 500-1200

红花 600-1200

大豆 450-700

向日葵 600-1000

豆类 300-500

甘蔗 150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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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THE SALE OF VAPING PRODUCTS IS NOW LEGAL IN THE UAE
The World Vape Show will be the fi rst international vape expo in the UAE, opening up a new 
market in a region where the e-cigarette industry is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Build brand 
recognition and meet thousands of buyers in Dubai.  

MEET NEW CUSTOMERS 
Day 1 and 2 are dedicated to B2B buyers and day 3 will welcome thousands of consumers. Use 
that opportunity to meet retailers, fi nd distributors and test products with end-users.      

YOUR GATEWAY TO THE MIDDLE EAST
Dubai’s liberal trade regime makes it the commercial capital for the MENA region and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re-export. The World Bank has ranked it 1st in the region for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equest a sales brochure today at
www.worldvapeshow.com/info

A NEW GATEWAY FOR THE SALE OF VAPING 
PRODUCTS IN THE MIDDLE EAST

www.WorldVapeShow.com            jakenixon@WorldVapeShow.com           + 44 (0) 1737 855047

ORGANISED BY

3-5 June 2020 | DUBAI WORLD TRADE CENTRE
3-4 June 2020: Business buyers | 5 June 2020: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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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帝国品牌任命新首席执行官

帝国品牌已任命Stefan Bomhard

为新的首席执行官。

Bomhard在加入帝国品牌之前，

曾在汽车经销商Inchcape担任过5年

首席执行官。

去年 1 0月，公司董事会宣

布，“一旦找到合适的继任人”，执

掌帝国品牌公司长达9年的艾莉森•库

珀（Alison Cooper）就会辞职。

帝国品牌表示，2020年2月3

日宣布任命Bombhard为首席执行官

后，库珀即会卸任。届时，将先由

两名部门主管Dominic Brisby和Jo-

erg Biebernick临时担任联合首席

执行官。曾领导公司新产品战略的

Matthew Phillips也将辞职。

研究表明戒烟可以治愈受损的肺
英国一项新研究表明，人们停

止吸烟后，新的肺细胞可以替代受

损的细胞。

这项研究由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

学院研究所（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伦敦大学学院和日本京

都大学的研究人员联合开展，并由英

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和韦尔科姆基金会

资助。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检查

了儿童、从未吸烟的成年人、吸烟

者和戒烟者的肺细胞，以寻找DNA变

异。他们在吸烟者和戒烟者的细胞

中发现了数千种突变，包括已知会

导致癌症的DNA突变。但是，他们还

发现戒烟者的细胞样本中存在令人

惊讶的数量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戒烟前

已有数十年烟龄的吸烟者，他们的

部分肺细胞也接近正常水平。这表

明，人们停止吸烟后，这些细胞就

会生长。在当前吸烟的人群中，尚

未发现这些正常细胞。

美国
NDC任命新总裁

全球领先的提高生产力的测量

和控制解决方案供应商NDC Tech-

nologies宣布，马蒂•尼曼（Marti 

Nyman）已接替戴夫•罗兰（Dave 

Roland），担任公司总裁兼战略增

长负责人。后者自2016年以来，一

直担任NDC总裁，在其任职期间，为

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尼曼拥有提升财富500强公司、

其他行业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企业

价值方面的丰富经验。

尼曼是蓝十字蓝盾公司（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副总裁兼

首席发展官，负责明尼苏达州医疗市

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创新产品的成功

交付和业务增长。在此之前，他曾在

United Health Group、Ulteig、Best 

Buy、ADC、Ericsson和GE担任管理职

务。此外，尼曼还是明尼苏达大学卡

尔森管理学院的导师，负责领导力、

创业和企业设立方面的研究生课程。

纽约州立法者拟禁止一次性滤嘴
一次性卷烟滤嘴最近被纽约州

立法者盯上了。立法者称，一次性

滤嘴会对个人健康和周围环境产生

危害，希望通过实施《减少烟草制

品废物法案》禁止这种滤嘴。

布鲁姆县公共卫生教育家Laura 

Kelly说：“烟头是世界上垃圾量最

大的垃圾。丢入环境中的烟头数量

越多，渗入到水和空气中的有毒化

学物质也就越多。”

Kelly表示，烟头在不同的环境

下完全分解可能需要18个月至10年

的时间，而且对人类肺部的危害比

向烟民售烟的危害更大。

如果该法案通过，将禁止销售

带有一次性滤嘴的卷烟和电子烟。

罗 马 尼 亚 / 保 加 利
亚/摩尔多瓦
日烟国际任命新总经理

日烟国际任命Evgeny Nikolsky

为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保加利亚

等分公司总经理。此前担任该职位的

Mark Rock，将继续领导日烟国际德

国分公司。Evgeny Nikolsky于2001

年加入日烟国际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销

售团队。

全球
英美烟草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获得认可

英美烟草公司因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受到嘉奖。根据2019年的气

候报告，该公司在全球环境影响非

营利组织CDP享有声望的“气候变化

清单”中名列前茅。

根据CDP 2019年气候变化调查

数据显示，英美烟草公司在减少排

放、降低气候风险和发展低碳经济

方面的行动获得了认可。在数千家

公司中，英美烟草公司是少数表现

较好的公司之一。

CDP的年度环境披露和评分标准

被公认为企业环境透明度的黄金标

准。2019年，资产管理规模超过96万

亿美元的525名投资者，和采购支出

3.6万亿美元的125个主要采购商，要

求企业通过CDP平台披露有关环境影

响、风险和机遇的相关数据，超过

8400家企业对此做出回应。

英美烟草公司企业事务部负责

人Simon Cleverly表示：“气候变

化是影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

一。作为一家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

我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是正

确的，而且鉴于我们对自然资源的依

赖程度很高，这也具有合理的商业意

义。我们很高兴自己的努力已经列入

CDP A级清单，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高

度认可，我们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争

取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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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8日至20日，国际烟草业

的所有目光都将聚焦德国多特蒙德展览中

心，届时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将再次

展现新产品、创新服务和信息化支持会议计

划。InterSupply为买家、生产经理、工程

师和研发人员提供有关烟草产品和电子烟

生产商的所有最新产品、服务和机械的信

息。2019年，两场展会表现卓越，行业观众

给予一致好评，主办方根据目前的注册信

息，预计今年参展阵容依然强劲。

国内外众多新参展企业加入展会
今年新加入的参展商令人翘首期盼。瑞

士的ALCHEM（欧洲）公司首次参展，该公司

生产尼古丁和尼古丁化合物，用于电子烟、

尼古丁贴片和尼古丁口香糖等烟草替代品。

来自德国弗莱堡的过滤嘴组件制造商Cerdia 

Services开发了首款经认证的可生物降解过

滤嘴丝束，据说在56天内可降解90%。

多特蒙德作为东道主，还将迎来以下

几家展商。塞拉尼斯（Celanese）公司是比

利时的一家化工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为烟草

行业提供用于过滤嘴生产的醋酸丝束。来

自美国的Horner International公司开发各

种香味和调味品，可实现从种子到成品配料

的整个供应链管理。在香精香料领域有着丰

富传统的美国公司Mother Murphy’s也将参

展。InterSupply还将迎来新展商——总部位

于迪拜的Kohltrade，这家生烟叶制造商在烟

草行业有着悠久的家族历史，并制定了与客

户、供应商和员工建立长期关系的战略。来

自中国深圳的劲嘉新型智能包装有限公司将

向制造商展示其新型智能包装解决方案。

InterSupply的新展商将看到来自亚

洲、北美和非洲的许多国际潮流引领者。其

中包括来自哈伊马角的烟草生产机械制造商

Kaoshun International；来自印度尼西亚

的纸张生产商PT Pura Barutama；以及专门

供应雪茄生产机械的RICCA PEACOCK Asia。

来自美国的包装展商LLFLEX以及来自津巴布

韦的贸易公司Stimaton Southern Business 

Service也将参展。

往年受欢迎的展商已确认将参展
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许多受欢迎

的展商也将光临InterSupply。来自下萨克

森州威尔登的Focke&Co，该公司的卷烟包装

厂可谓德国工程技术的典范。来自德国西南

部巴德克罗津钦根的生烟叶供应商FCV德国

烟草公司，该公司为水烟生产供应高品质的

德国弗吉尼亚烤烟烟叶。Mane Suisse也将

再次在InterSupply上展示其广泛的香料和

香味。

当然，知名的国际公司也将回归：如烟

草行业的两家全球最大的经销商环球烟叶和

联一国际，美国造纸制造商施伟策-摩迪国

际集团将再次展示其如下解决方案：塞烟具

包装、过滤嘴、卷烟纸等。明星农业科技国

际公司为所有制造和非制造烟草需求。

InterSupply乃行业盛会，云集着众多

新老展商，也是贸易访客拜访老客户以及开

发新客户的完美契机。

欲了解有关InterSupply或InterTaba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terSupply.de

或www.InterTabac.de，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aj@octobermultimedia.com预订展位。

InterSupply 2020
注册展商阵容强大 
继2019年举办第五届展会后，烟草产品制造业国际贸易博览会（InterSupply）
的组织者期待着2020年举办第六届激动人心的展览。欢迎新老展商为观者提
供最新的产品创新和独特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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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19年对电子烟和蒸汽烟行业来说是相当糟糕的一年，也算合乎情理，因为

2019年全年美国有关蒸汽烟涉嫌引发疾病的报道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确定这些疾病与某些可疑的电子烟或蒸汽烟产品中发现的THC（四氢大麻酚）和维生

素E醋酸盐有关后，所有的电子烟和蒸汽烟产品已经牢牢地被立法者和反烟者视为公共卫生

的头号敌人，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邪恶产品”,充耳不闻那些按照严格的质量标准投

资于产品研发、不向年轻人推销产品的制造商的辩解，或者说听取的不充分。

听证会忽视业界的辩解
2020年2月5日，美国众议院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举行了“美国蒸汽烟”听证会。在听证

会上，尽管表面上允许业界进行辩论，但实际上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本次听证会的主要

目的似乎只是盘问并强烈谴责JUUL Labs、Logic、雷诺美国、NJoy LLC和Fontem US的总裁

和首席执行官。

委员会关注的一个关键点是尼古丁的负面影响。该委员会主席兼科罗拉多州众议员戴

安娜•德盖特（Diana DeGette）问道：“医学研究表明尼古丁影响呼吸健康，会导致血压、

心率升高，导致心脏病，还会损害年轻人的大脑发育，你们是否同意这一点？”高管们表

示，虽然他们不熟悉这些研究，或者无法证实或反驳这些研究，但尼古丁有可能产生德盖特

过去一年，美国电子烟市场经历了一些重大挑战，其中许多挑战一直持续到
2020年。今年将发生很多决定电子烟和蒸汽烟未来发展方向的事情，堪称行
业新元年。

2020，电子烟行业
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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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健康影响。这几乎被视为认罪，而不是

诚实、真实的回答。如果被问到的问题是，根

据医学研究，尼古丁是否有利于健康，比如增

强记忆和改善其他认知功能，那么高管们的回

答很可能也是肯定的。

实际上，各企业高管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也

很少有机会被真正听到。尽管各位高官基本上

都表示，没有故意向年轻人推销产品，但委员

会成员似乎已经决定不再听取任何意见。

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兼众议员小

弗兰克•帕隆（Frank Pallone, Jr.）说：“我

绝不相信你们不是故意针对年轻人。你们一遍

又一遍地说你们是负责任的人，是正直的人。

那不是真的。如果你们真想做正直和负责任的

人，就不会卖这个产品，而是做别的事情。”

在听证会上，这些高管一再表示，美国食

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应该拥有最终的监

管权，而不是国会。这并不奇怪，尤其是那些

想在美国销售电子烟的公司必须在2020年5月之

前向FDA提交一份申请，证明他们的产品有益于

公众健康，以获得FDA决定能否面市的批准。

健康警告也矛盾？
立法者和卫生官员最新颁布了除烟草和薄荷

醇之外的风味电子烟弹禁令，旨在防止年轻人使用

这些产品。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健康

警语。然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找到适当的警语，

既能阻止年轻人使用，又不会阻止那些可能希望换

用电子烟作为传统卷烟替品的成年人使用。在国

家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FDA三年投

资140万美元的资助下，康奈尔大学的一组研究人

员，目前正在研究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FDA引用

了该研究小组最近对可燃性卷烟广告上图形警语价

值的评估，同时提议对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文字警语

进行修订。令人欣慰的是，提供这项资助的组织属

于公共卫生机构，与政治无关，他们正在寻找防止

年轻人使用蒸汽烟的方法，但并不希望防止把电子

烟作为吸烟者更安全替品的烟民。这与业内人士的

初衷不谋而合。

未来仍将面临一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但

2020年制定了更明确的法规和指导方针，以公共卫

生而非政治为主要目标，为行业指明了方向，因此

今年有望成为行业的奇迹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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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
迪拜国际电子烟展会
2020年3月20-22日

阿联酋迪拜

www.dbvape.com

cecilia.wu@way-joy.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

2020年4月
（已推迟，日期待定）
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中国深圳
http://en.iecie.com/shenzhen.php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

不燃烧展会

2020年5月
国际包装博览会
（Interpack）
2020年5月7-13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www.interpack.com

主题：包装设备与物料

世界免税协会（TFWA）亚太免
税博览会
2020年5月10-14日

新加坡

www.tfwa.com

主题：免税/旅游零售

2020年尼古丁传输系统
（ENDS）大会
2020年5月13-14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www.ends-conference.com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大会

欧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0年5月27-28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urope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具与机械博览会

2020年6月
世界蒸汽烟大会
2020年6月3-5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vapeshow.com

主题：蒸汽烟与电子烟

全球尼古丁论坛
2020年6月11-13日

波兰华沙

www.gfn.net.co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大会

2020年7月
2020年高端雪茄协会（PCA）
2020年7月10-14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premiumcigars.org/pca2020

主题：雪茄展会/大会

2020年9月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0年9月18-20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邮箱：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博览会，包括雪

茄、卷烟、水烟等烟草制品，配

件，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

不燃烧，烟具，机械，物料，服

务，制造商原料以及产品/服务

OEM/ODM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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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学会议

2020年11月
IECIE上海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2020年11月16-18日
中国上海
网址：http://en.iecie.com/shanghai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
不燃烧展会

2020年12月
中东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0年12月8-9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草设备与机械展会

2021年1月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1年1月28-31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www.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
烟草物料

亚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1年1月27-28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草设备与机械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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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for flexibility

Molins Octave REC
cigarette maker

Making HNB

Molins Octave REC 
rod maker

Machine up to Speed 500 m/min, 7,500 rpm. 
Based on the Molins Octave technology, it is especially designed for producing high density 
tobacco rods with reconstituted tobacco in stripes. 

A special hopper for ensuring proper alignment of tobacco stripes and treating tobacco
blends with high glycerin content guarantees the best choice for high quality tobacco rods
production.
For Alu-foil paper production, innovative microwave sensor is able to check the tobacco density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of the metallized paper.

www.molins.com - info@molins.com6th Floor, Jason Trade Centre, 39-A/1, Block 6, P.E.C.H.S.,Shahrah-e-Faisal, Karachi-75400,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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