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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对抗新冠病毒？！
过去几个月，全球陷入封锁，难以遏制新冠病

毒的扩散，许多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更糟的是，由

于业务崩溃，面临完全关停。彭博经济估计，这场

流行病将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产出损失成

本将超过6万亿美元，前提还得是下半年经济开始

复苏。虽然许多行业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有些行业

却完好无损，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实际上已经

有所增长，例如线上交付服务和诸如ZOOM之类的电

话会议应用程序，地球人几周前似乎都下载了这些

应用程序。

烟草业可能比其他行业做得更好，因为被迫呆在家里的人们可能不仅

囤积食品，还囤积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据说人们在感到焦虑或无聊时会从

烟草中寻求乐趣和放松。有趣的是，一些报道说，在疫情期间，电子烟销售

似乎有所下降，但这可能是由于其他趋势的调整，如调味剂禁令的颁布、限

制措施的收紧以及各个市场的在线销售缩减。

由于疫情的“特殊情况”，美国一地区法院授权FDA要求将烟草公司和

品牌所有者准上市审查提交截止日期延长120天至9月9日。准上市申请审查

是允许新产品和老产品配置（尤其是电子烟和烟草产品线扩展）在美国市场

出售所必需具备的。去年该法院将准上市最后期限从2022年8月提前到2020

年5月，令业界倍感震惊。然而，似乎没有任何立法支持烟草业，所以我们

唯有接受。（见本期杂志第14页新闻。）

面对疫情，一切似乎每一天都充满了变数，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

候，也许世事早已变迁，但是我们依然对未来充满憧憬。

英美烟草旗下雷诺美国公司的生物制程部门正在研究一种疫苗，可能

在6月前上市。该部门利用烟叶中的潜在提取物，届时可生产出100-300万剂

疫苗。该疫苗正在进行临床前测试，它利用病毒基因序列的克隆部分制造抗

原——在体内引发免疫反应的物质。（请继续关注本杂志第三期7/8月刊全

面专题报道）。无独有偶，菲莫国际加拿大子公司Medicago也预计在今年夏

天开始一项潜在疫苗的人体试验。

法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吸烟者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可能较小，这可能

是由于尼古丁的缘故，他们正研究卷烟（或贴片）中的尼古丁是否能够阻止

吸烟者染上该疾病，希望可藉此帮助保护患者和一线卫生工作者。（见本期

杂志第14页新闻）。

不要误会，我们并非建议每个人都开始吸烟或在自己身上贴上预防性

尼古丁贴片，但兼听则明。烟草饱受诟病，若能帮助抑制新冠病毒，将是十

分有意义的进展，科学家、专家和卫生专业人士正对此进行实际的研究。这

绝不像现任美国政府中的某位高官，在根本没有研究的情况下，直接“献计

献策”说注射消毒剂同时用紫外线暴晒或可治疗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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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帝国品牌的全球战略口

号“为世界烟民创造更好的产品”是什么时

候推出的？它的目标是什么？

卓科维奇：它反映了我们可同时提供优

质的下一代产品和烟草产品组合。虽然我们

希望吸烟者过渡到潜在危害较小的下一代产

品，但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其中相当一部分

人仍然选择易燃烟草产品。因此，我们也致

力于负责任地为他们提供他们期望的高质量

烟草产品。

《亚洲烟草》：帝国品牌日本公司为在

国内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了哪些措施？

卓科维奇：帝国品牌今天是日本唯一一

家向所有三大类别的消费者提供产品的烟草

公司，而且在所有场合都是如此：我们的全

球品牌West是传统机制卷烟；加热烟草设备

Pulze及烟弹iD；在蒸汽烟方面，myblu是全

球领先的蒸汽烟品牌之一。在过去三年里，

我们确实在日本进行了大量投资，以确保在

那里建立我们的品牌。

托马斯•卓科维奇：为日
本烟民“创造更好的产品”
《亚洲烟草》与新任命的帝国品牌日本公司总经理托马斯•卓科维奇（Tomas 
Jaukovic）就其对日本下一代产品（NGP）前景的商业愿景进行了会谈。

托马斯•卓科维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出生并长

大，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然后于2010年加入帝国品牌公司的

英国销售团队。在伦敦工作期间，他磨练了各种职位的技能，

包括重要客户管理。2012年，卓科维奇被派往意大利，在那里

从事消费者营销工作，主要是推广该公司的烟草品牌大卫杜夫

和JPS。然后，卓科维奇奔赴远东，在香港呆了一年，负责管

理帝国品牌本地部门的商业营销，并与俄罗斯和一些亚洲市场

合作。2015年伊始，卓科维奇前往东京，帝国品牌刚刚在那里

设立了代表处。历任各种各样的销售和营销角色后，他熟悉了

当地的商业环境，2018年，他开始运用已掌握的大量专业知识

在日本开发了帝国品牌公司的下一代产品业务，成功推出了该

公司的myblu和Pulze设备。为表彰卓科维奇付出的宝贵努力，

帝国品牌于2019年11月任命他为日本公司总经理。这位志趣相

投的塞族人是一位狂热的体育迷，尽管他目前的体育活动主要

局限于在东京的公园里追逐他两个儿子。

托马斯•卓科维奇，帝国品牌日本公司总经理 在日本零售的myblu入门套件

【
帝
国
品
牌
日
本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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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日本是实施该倡议的特

别“沃土”吗？

卓科维奇：日本是全球第三大机制卷

烟市场，也是全球下一代产品的核心。但消

费者行为正在迅速变化。例如，根据我们自

己的研究，73%的消费者同时使用机制卷烟

和加热烟草产品。日本消费者乐于尝试新产

品，到目前为止，许多人已经购买了3套加

热烟草设备。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是帝国

品牌有机增长的大好机会。然而，这片沃土

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例如，在过去12个月

里，行业各参与者在加热烟草类别推出了10

种新设备，以及35种以上不同的烟弹库存。

《亚洲烟草》：帝国品牌在日本的下一

代业务聚焦myblue和Pulze。为什么这两款

产品如此特别？

卓科维奇：我们认为蒸汽烟是一项长期

战略，也是未来消费者将转向的领域。特别

是在日本，吸烟者喜欢每支焦油含量低于3毫

克的卷烟，而且他们经常不吸入肺里。他们

非常清楚自己的环境及其吸烟习惯产生的影

响，特别是对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影响。此

外，2020年4月1日将实行室内禁烟令，禁止

除蒸汽烟外的所有烟草制品，只允许在某些

强制性条件下使用加热烟草制品，如在单独

房间使用。当然，这对myblu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为那些无烟场合和场

所提供该产品，让消费者在不影响他们的不

吸烟朋友的情况下享受美味，养成与传统吸

烟类似的习惯。2019年5月，我们在福冈市进

行了Pulze和iD试点销售，因而从消费者那里

获得了一些很好的见解。他们认为，虽然加

热烟草相较于传统卷烟是一个好的选择，但

其口味丰富性较卷烟差。而我们的Pulze和创

新的三重气流过滤技术丰富了口味；同时，

我们最近推出了库存密集型iD。

《亚洲烟草》：在日本，如何在myblu

和Pulze的推广上体现公司战略口号“为世界

烟民创造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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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科维奇：这两款产品都符合公司的战略口号。与

传统卷烟相比，加热烟草释放的毒素更少。这当然也适

用于myblu，它在日本的尼古丁含量为零。

《亚洲烟草》：日本市场在下一代产品方面有什么

典型特点？

卓科维奇：在日本，我们很早就意识到，机制卷烟

消费者的主要驱动力不是摄入尼古丁，而是吸烟的“仪

式感”，吸烟的过程是和自我“独处的时间”。除了潜

在的减少危害之外，日本下一代产品增长的另一个主要

驱动力是消费者对清洗和清洁的渴望；下一代产品正是

给了消费者这个机会，手上和衣服上没有烟灰和气味。

《亚洲烟草》：随着myblu和Pulze取得成功，帝国

品牌日本公司有没有计划引入其他下一代产品？

卓科维奇：我们当然不会坐享其成。2017年，帝国

品牌收购了英国一家伟大的产品创新公司Nerudia，该公

司现在是我们的创新中心。Nerudia致力于进一步改进我

们下一代产品组合中的所有现有产品，并迅速开发新的

尼古丁输送方式。

《亚洲烟草》：日本有哪些法律会限制下一代产品

类型的推出？

卓科维奇：日本不允许液态尼古丁，这是与许多欧

洲国家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人们使用

含有尼古丁的蒸汽烟。

《亚洲烟草》：贵司与其他公司在下一代产品方面

的竞争有多激烈？

卓科维奇：所有公司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巨大的机

遇。此外，这里也是日本烟草的大本营。加热烟草细分

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不仅是烟弹，还有设备、创新速

度、口味和设备定价。

《亚洲烟草》：过去几年，帝国品牌在下一代产品

领域的市场份额如何？

卓科维奇：在蒸汽烟领域，我们自2018年以来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占日本市场的80%，在过去12个月里占到

了品类增长的90%。

《亚洲烟草》：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读者分享的吗？

卓科维奇：日本即将出台的室内禁烟令肯定会对消

费者和整个行业产生影响。多年来，我们在许多其他国

家都看到了类似禁令的影响。但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准

备好，为当地吸烟者提供三种不同产品的绝佳选择。

Pulze与iD烟弹

【
帝
国
品
牌
日
本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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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DA要求延期新型烟草准上市审查申请截止日期

美国一地方法院批准了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

关于延长某些推定的烟草产品准上市审查申请提交截止日期的请

求。FDA以新冠病毒爆发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延期。对推定的电

子烟、雪茄和其他新型烟草的准上市审查申请的新截止日期是2020

年9月9日。

根据FDA在2017年制定的计划，非燃烧产品（如电子尼古丁传

输系统（ENDS）或电子烟）的销售申请截止日期为2022年8月8日。

然而，美国一地方法院将这一期限大幅提前至2020年5月12日，令业

界倍感意外。FDA此次要求延期120天，主要是由于疫情大流行以及

特殊的、不可预见的情况，希望给制造商更多的时间准备相关产品

的上市申请。

鉴于新冠病毒导致相关实验中断、工程关停、旅游受限，烟

草行业相关利益者担心难以满足2020年5月的截止日期。FDA在收

到烟草行业的反馈后要求延期。FDA还注意到，一些烟草制品中心

（CTP）的雇员被派去协助公共健康服务署应对新冠病毒，因此该机

构可用于准上市申请审查的人员比通常要少。

法国
尼古丁或将对抗新冠病毒

法国一项关于公共卫生数据的研究显示，吸烟者比同年龄、同

性别的非吸烟者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低80%，法国科学家即将启动

一项人体试验，以验证其假设，即尼古丁可以帮助身体对抗新冠病

毒感染。

在该研究中，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神经科

学荣誉教授让-皮埃尔•钱戈（Jean-Pierre 

Changeux）和巴黎比提耶-萨尔贝提耶尔医

院的教授扎希尔•阿莫拉（Zahir Amoura）

假设，卷烟中含有的尼古丁可能会影响冠状

病毒分子是否能够附着在人体的受体上。

该试验将对1500名佩戴尼古丁贴片的医

护人员和其他佩戴安慰剂贴片的医护人员进

行测试，观察他们的身体对病毒的反应是否

存在差异。同时将对400名有新冠病毒症状

的住院患者进行类似的测试，以了解尼古丁

是否会改变疾病发展。

韩国
KT&G与迪拜消费巨头签署18亿美元
合同

KT＆G与迪拜消费巨头Alokozay国际公司

签署了2.2万亿韩元（合18亿美元）合同，授

权Alokozay在中东和独联体国家（CIS）销售

其卷烟产品。合同有效期为7年零4个月，将

于2027年6月30日终止。这是KT＆G公司今年

以来的第二次全球合作。1月份，它与菲莫

国际签署供应协议，将在未来三年通过菲莫

国际在全球范围内出口电子烟。

KT＆G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2025年以

前跻身全球“四大”烟草巨头之列。过去两

年中，海外市场扩张因中东局势不稳定和汇

率飙升停滞不前，在其加速拓展海外市场的

过程中，与Alokozay的交易“消除了主要海

外市场的不确定性。”

英国
英美烟草2019年总收入及税前利润
取得双增长

英美烟草2019年总收入及税前利润均取

得增长。该公司表示，2020年业绩对今年下

半年至关重要。2019年，英美烟草税前利润

79.1亿英镑（合1002.4亿美元），低于2018

年的83.5亿英镑；总收入258.8亿英镑，高

于2018年的244.9亿英镑。

该公司预计，调整后的总收入（按固定

汇率计算）增幅符合3-5%的指导区间，经营

利润连续取得增长。预计2020年全球行业卷

烟及加热烟草制品总销量可能下降4%左右。

英美烟草派发股息每股210.4便士，同比增

长3.6%。英美烟草首席执行官杰克•鲍尔斯

（Jack Bowles）表示：“展望2020年，我

们有信心获得按固定汇率计算的高单位数调

整后的利润增幅。”

德国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0
I n t e r T a b a c和Inter S u p p l y展会将

于9月18日至20日在德国多特蒙德同时举

行。InterTabac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制品和烟

具配件展览会，InterSupply则是面向烟草制品

制造行业的大型国际展览会。报名参展的新老

展商络绎不绝，展会名额即将报满。

尽管目前的Covid-19形势不容乐观，但In-

terTabac和InterSupply的组织者和参展商仍将如

期进行活动规划。今年值得期待的一些新参展商

包括Alchem Europe、Cerdia Services、塞拉尼斯公

司（Celanese）、Horner International、Mother 

Murphy、Kohltrade、Kaoshun International、PT Pura Barutama、Ricca 

Peacock Asia、LLFLEX和Stimaton Southern Business Service。老参展商

包括Focke＆Co.、Mane Suisse、施伟策--摩迪集团、Moon（上海）国际贸

易公司、恒丰纸业、德康生物科技、明星国际农业公司、山东中烟、四川

中烟、台湾烟酒公司等。

有关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intertabac.de或www.intersupply.de。有关展位预订信息，请

联系Glenn Anthony John：gaj@octobermulti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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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烟草业或因新冠病毒获得喘息
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场呼吸

道流行病可能会使三年来一直处于

低迷状态的烟草股票摆脱困境。

尽管许多其他跨国公司都降低

了2020年的预期，英美烟草在资本市

场日的预期仍然保持不变。到目前为

止，这家好彩卷烟生产商基本上未受

新冠病毒爆发的影响。不过其机场旅

游零售业务有所下降，好在该项业务

在集团收入中的比例不到1%。

有早期迹象表明，烟草需求稳

定。根据MSAi的数据，在截至2月22

日的四周内，美国的卷烟销量下降

3.5％，相较于2019年的大幅降速有

所改善。对电子烟的打击正在使吸

烟者重新使用传统卷烟，而且最新

数据的发布时间早于美国新冠病毒

病例急剧上升的时间。英美烟草在

意大利和法国的卷烟销量也没有下

降，那里的烟草专卖店是仅有的几

家与超市和药店一起营业的商店。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烟草对

投资者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大。因为

烟草股票估值极低：奥驰亚集团和英

美烟草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接近2000年

代初以来的市盈率，当时投资者曾担

心烟草业会因诉讼而破产。帝国品牌

现在的市盈率低于其谷底倍数。烟草

行业平均股息收益率为10％，高现金流

量表明派息是安全的，但是刚任命新

首席执行官的帝国品牌公司除外。

美国FTC起诉要求撤销奥驰亚
对Juul的投资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提

起诉讼，要求撤销奥驰亚集团对Juul 

Labs的128亿美元投资——持有Juul 

35%的股份，声称这项投资违反了联邦

反托拉斯法。FTC表示，这项投资是奥

驰亚在2018年与其所谓的竞争对手Juul 

Labs签署的秘密协议的一部分，而且

奥驰亚撒了谎，理由是它曾表示为了

保护公众健康要退出电子烟市场。

FTC进一步指控称，奥驰亚在收

购Juul股份前，还停止生产自有电

子烟品牌MarkTen和GreenSmoke，因

为其“管理人员明确表示，如果签

署这份协议，奥驰亚将不能竞争相

关市场。”Juul和奥驰亚对于FTC的

指控均予以否定。

欧盟
隔离期间欧洲烟民照样抽烟

吸烟者和电子烟使用者为防

止居家隔离期间传播新冠病毒，欧

洲各国政府也在确保维持他们的吸

烟习惯。除了烟草店、杂货店和药

房等必不可少的商店营业外，意大

利、法国、西班牙和瑞士的其它商

店都已停业。

吸烟者被迫居家隔离期间，持

续使用卷烟和电子烟将会防止戒烟

或焦虑的发作。但世界卫生组织表

示，吸烟者对新冠病毒的感染几率

可能更高，例如吸烟者更容易患上

呼吸道疾病。

不过有迹象表明，人们正在大

量囤积卫生纸、食物和肥皂，甚至烟

草产品。在苏黎世市中心拥有一间自

助服务店的Sascha Kuenzler说，“人

们在过去几天里，一直在成条地购买

卷烟，许多人还改抽了散装烟，这样

他们就可以自制卷烟了。”

南非
非法贸易致政府税收损失数十
亿兰特

财政部长Tito Mboweni在公布

2020年预算时表示，将重新关注非

法贸易和犯罪活动。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南非商

界领袖（BLSA）活动上公布的这项

研究显示，最常见的非法烟草类型

是以低于主合同令牌（MCT）价格

（2020年20.01兰特/包，合1.13美

元）出售的卷烟，一些卷烟的价格

为10兰特（0.57美元）/包。

非法卷烟贸易规模估计占合法

市场总量的30-35％，占非法市场

的42％。售价低于20兰特/包的卷

烟在所有省份均有出售，占林波波

（Limpopo）市场26.7％，占北开普

伊利奇特（North Cape Cape）市场

37.3％。3/4的非国营零售店中都在

销售非法烟草产品。据估计，非法

烟草产品导致政府消费税损失70-80

亿兰特（约39.7-45.3亿美元），增

加了失业人数和医疗费用支出。在

非法酒精市场中，按照数量统计，

走私占28％、漏税占24.8％、假

冒商品占24.3％、自家酿制产品占

22.9％。按类型划分，分别为走私

（38％）、假冒商品（30.5％）、漏

税（31.1％）和自制产品（0.4％）。

导致非法酒精泛滥成灾的原因

包括，对合法酒精饮料的过度管制

和限制、高额消费税、无效的执法

和边境管制、对犯罪者的制裁不足

以及腐败问题。

北美洲
新冠病毒期间烟草产品需求稳定

纽约州一位分析师称，尽管

存在健康和呼吸方面的顾虑，顾客

流量也在减少，便利店的烟草产品

在冠状病毒日益严重的环境中却表

现出较强的韧性。新冠病毒爆发之

初，烟草销售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谈到内部消息来源，RBC Capi-

tal Markets分析师NikModi说，消费

者虽然没有囤货，但他们购买烟草产

品的数量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Modi在3月23日的行业电话会

议上表示，奥驰亚（总部位于弗

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因其两名员工

及首席执行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

阳性，已经停产两周，但公司情况

依然稳定。Modi称，“奥驰亚的情

况与新冠病毒爆发之前并没有什么

不同。人们会吸烟上瘾。在受到威

胁、压力大和无聊的时候，人们往

往倾向于喝酒和吸烟。”

在3月18日的收益电话会议

上，Circle K母公司Laval（总部位

于魁北克省拉瓦尔市）的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Brian Hannasch表示，卷烟销

售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甚至表示看到

了一些囤积迹象。他说：“我们当然

看到了一些需求量较高的物品。人们

储备的主要物品包括水、烟草制品，

甚至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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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不断变化，实际上每天都在变化，《亚洲烟草》作为双月刊，无法及时报道

新冠病毒对中国的威胁。截至发稿时，商业记者凯蒂•普雷斯科特（Katie Prescott）在英

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则报道中表示：“中国制造商关闭工厂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导

致2月份的工业生产活动创纪录下跌。”事实上，中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此前的

50点降至1月份的35.7点。普雷斯科特指出：“这表明，与过去十年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相

比，新冠病毒对中国的影响更大。”PMI数据是根据私营企业月度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被

视为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

陷入重重危机
为控制新冠病毒，中国当局采取了严格措施，雾化烟领域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世界卫

生组织（WHO）已正式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然而事实上，新冠病毒的爆发实际

上只是近6个月内困扰该国雾化烟的最新一次重大打击，使其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

第一场危机发生在2019年11月，中国突然禁止所有雾化烟设备和配件的国内线上销售，此举

影响了估计1000万活跃的国内使用者。2020年1月，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宣布某些

调味烟液为非法（见本期相关文章），损害了中国雾化烟公司最重要的全球出口市场。随

后，“邪恶的”新冠病毒爆发，导致众多贸易活动被取消或推迟，包括在深圳举行的最重要

的IECIE电子烟展，也导致旅行禁令被发布，工厂被临时关闭。

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下 
中国蒸汽烟行业缓慢恢复
新冠肺炎（Covid-19）爆发，叠加其他因素的冲击，导致中国的雾化烟行业
面临巨大压力，迫使工厂关停，活动取消。然而，目前情况似乎正逐渐恢复
正常。

RELX悦刻工厂的工人
在组装产品
【北京悦刻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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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关闭后的复工
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总部位

于北京的悦刻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RELX

悦刻品牌旗下一系列高端雾化器和烟弹的开

发商和制造商。尼尔森研究公司的数据显

示，RELX悦刻成立于2018年初，现已成长为亚

洲领先的电子烟品牌，并在中国获得了62%的

市场份额。为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CDC）1月24日发布禁令，

禁止人群聚集，包括暂时关闭工厂、企业和

学校。“为此，RELX悦刻决定遵守CDC的指导

方针，暂停生产，”该公司国际公共关系负

责人亚沙•沃夫曼（Yasha Wolfman）对《亚洲

烟草》表示，自2月17日以来，才“谨慎地分

阶段”恢复生产。她说，为了防止新冠病毒

可能对工厂设施造成污染，“春节后从其他

地方返回的所有工人都必须自我隔离14天，

然后我们才允许他们返回工作岗位。我们预

计工厂将在3月底前恢复满负荷生产。”

RELX悦刻推迟“全球开放日”活动
由于几乎所有的区域性电子烟展要么

被永久取消，要么被无限期推迟，RELX悦刻

面临着自己的难题。该公司原定于2月中旬

举行为期两天的独家“全球开放日”活动，

雪加宣布重大投资
就在《亚洲烟草》公司付印之际，雪加（之前在正文中

提到，该公司（已经裁掉了“相当一部分员工”）宣布了一项

全球投资，总额约为1.25亿美元。据该公司联合创始人Derek 

Li称，本次融资来自亚洲、北美、欧洲和中东的投资者。该公

司在新闻稿中表示：“预计到2022年，全球蒸汽烟市场将以约

20.3%的速度增至293.9亿美元，雪加已投资建立销售团队、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在全球四个地区进行的其他扩张努力，公

司将继续加强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积极向目标国际市场扩

张。”

邀请了大量国内和国际主要商业伙伴参加，

公司承担所有交通和食宿费用。新冠病毒爆

发后，该活动被推迟，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剥夺了受邀嘉宾抢先了解该公司最新最先进

产品的独特机会。亚沙•沃夫曼对《亚洲烟

草》解释说：“虽然我们可能因为推迟活动

而产生费用，但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是客人的

健康，我们不能冒险危及他们的安全。我们

相信分销商、业务和媒体合作伙伴将理解并

认可我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做出的正确决

定。”

【
富
士
乐
扣
企
业
有
限
公
司
】

富士乐扣企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Jackie 
Zhuang

富士乐扣企业有限公司的当地合同制造合作伙伴在
深圳工厂的“Thermalouc”装置最终测试线

【
富
士
乐
扣
企
业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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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加裁员
至少RELX悦刻没有被迫解雇任何员工，

这主要归功于其健康资本。相反，中国媒体

报道称，该公司成立了一个2000万元（287

万美元）的基金，以支持其零售合作伙伴，

这些合作伙伴的销售额因消费者待在室内

以及商店临时关闭而受到不利影响。不过，

其他公司并没有那么容易渡过危机。据科技

新闻网站technode.com报道，蒸汽烟初创企

业雪加不得不解雇“相当一部分员工”。 

Technode指出，2019年11月，中国的线上销

售禁令生效，该公司已进行了第一波裁员。

由于调味品禁令，美国的销售额不断下滑，

该公司不断裁员，紧接着新冠病毒成了又成

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虽然这家总部

位于深圳的公司将其措施解释为，“进行员

工优化是任何公司成长的必然历程”，但中

国媒体的报道在措辞上并未手下留情，直指

整整一半的员工已经被裁掉。

主动停产 转向口罩生产
由于各个蒸汽烟公司根据疾病控制中

心的“要求”暂停营业，有一家公司为了帮

助减轻病毒威胁，完全自愿关闭了商店。据

悉，以蒸汽烟品牌“Smok”而闻名的深圳市

艾维普思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停产，将其洁净

室用于紧急生产口罩。在政府强制所有人在

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戴口罩之后，中国出现

了严重的口罩短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

地消息人士对《亚洲烟草》表示：“公司及

其首席执行官觉得有义务履行社区服务。或

许作为奖励，该公司随后成为当局允许于2月

17日复工的首批蒸汽烟行业参与者之一，而

其他大多数公司只能在2月24日重新开业。”

供应链困境已解决？
与此同时，加拿大公司富士乐扣总经理

Jackie Zhuang表示，口罩短缺并不是所面临

的唯一问题，他是中国“蒸汽烟行业大师”。

他说：“许多蒸汽烟公司也曾因供应链中出现

的临时问题而陷入困境，主要涉及生产所需的

芯片组、套管和其他橡胶材料。”但现在已克

服了这些瓶颈问题。他坚称：“自2月27日以

来，大多数工厂开始恢复全面生产，尤其是大

型企业。供应链恢复得非常好，我认为，到3

月下旬，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尽管前景乐

观，Zhuang仍然认为，特别是小企业和新品牌

可能无法从这场危机中全身而退。他说：“我

认为这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其中许多人在

与大公司的竞争中败北。”

当然，适者生存是自然的铁律。如果

新冠病毒导致中国蒸汽烟行业约9500家公

司中的一部分弱小公司被淘汰，那么它几

乎不会对整个行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有

的话，”Zhuang评估说，“中国的蒸汽烟行

业只会在危机中变得更强大。尽管出台了调

味和设备禁令，一些公司也不复存在，但我

认为，随着全球继续使用蒸汽烟，预计产能

将加速增长。”Zhuang的乐观预测是否能成

真，只有时间可以证明；而这主要取决于中

国的新冠病毒控制措施能否像大家希望的那

样有效。

*富士乐扣公司销售的“Thermalouc”

是一个主要为加拿大市场开发但在中国制造

的加热不燃烧（HNB）设备品牌。

RELX悦刻雾化装置总装

【
北
京
悦
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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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帝国品牌出售其高端雪茄业务

帝国品牌公司以12.3亿欧元

（13.38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全球高

端雪茄业务出售给两家私人投资公

司。此次出售包括古巴国有烟草公司

的官方出口商——哈伯纳斯50%的股

份，后者拥有在150个国家销售高希

霸、蒙特克里斯托以及罗密欧与朱丽

叶等一些久负盛名的品牌的权利。

帝国品牌联合临时首席执行

官多米尼克•布里斯比（Dominic 

Brisby）和乔尔格•比伯尼克（Jo-

erg Biebernick）表示：“在当前

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下，我们很高

兴宣布出售高端雪茄业务。这是一

项复杂的交易，涉及多个地区的合

资伙伴和资产，我们要感谢所有参

与交易的人员为达成协议所付出的

诸多努力。”

此次出售将分为两项交易：一

项为美国业务，另一项为“世界其他

地区”业务。Gemstone Investment 

Holding Ltd将以1.85亿欧元收购美国

高端雪茄业务，Allied Cigar Corpo-

ration将以10.40亿欧元收购世界其他

地区的高端雪茄业务。

布里斯比和比伯尼克说：“我

们相信已经找到了高端雪茄的合适

的长期持有者；他们致力于投资这

项业务，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未来的

增长机会，并具备进一步发展国际

业务的良好条件。”

预计交易将在2020年第3季度完

成。Allied Cigar的收购包括多米

尼加共和国手工高端雪茄工厂，预

计将于2021年完成交易。

帝国品牌表示，出售所得将用

于减少债务。一些人猜测，此次出

售是由于当前的经济客户所迫，哈

伯纳斯等高档雪茄的增长面临销售

下滑，尤其是中国高端消费者。

欧盟
日烟国际推出新款双爆珠烟

日烟国际推出一系列替代产

品，将于2020年5月20日薄荷醇禁令

实施后开始销售。该公司表示，这

些产品有着“独特的烟草配方以及

产品和包装的创新”特点。

新双爆珠系列在斯特林新双爆

珠、金边臣新双爆珠（蓝盒）、Sov-

ereign新双爆珠和金边臣新双爆珠品

牌中可以买到，并为成年吸烟者提

供“新特色烟草配方和特别的双包

装”，两包共10支卷烟。

斯特林新款超长支（绿盒），

金边臣新款超长支（绿盒），Berke-

ley新款超长支（绿盒）和Mayfair新

款（绿盒）品牌也提供相同的新双爆

珠配方。此外，Sovereign双爆珠新

系列在滤嘴中还包含一个新的流技

术中心孔，可进一步在市场实现产品

差异化”。日烟国际市场副总裁斯

蒂芬•伯塞特（Stephane Berset）

说：“即将实施的薄荷醇和爆珠烟禁

令意味着成年吸烟者将将寻求一系列

新的替代品。

美国
雪茄行业提交请愿书

因新冠肺炎全球性流行对手工

雪茄制造商的冲击，手工雪茄行业

主要游说机构已向美国政府提交联

合请愿书，要求将实质等同报告提

交的最后期限暂停六个月。

实质等同是FDA在其2016年最终

认定规定中概述的三种产品批准途

径之一。它允许雪茄制造商提交报

告，表明新烟草产品具有与不受新

法制约的烟草产品（2007年2月15日

之前在美国上市的烟草产品，不需

要预上市许可）相似的特征；或具

有不同的特征，但不会引起任何新

的公共健康问题。

该请愿书是由高级雪茄协会和

美国雪茄权利协会向卫生与公共服务

部长Alex Azar和新任命的FDA局长

Stephen Hahn提交的。请愿书旨在延

长迫在眉睫的5月12日实质等同申请

的截止日期。Azar和Hahn都有权在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期间暂停任何监管截

止期限。

“这批实质等同报告将继续销

售在2007年2月15日至2016年8月8日

之间投放市场的数千支高级雪茄，

且每份报告都需要时间、大量的成

本和精力，”高级雪茄协会在新闻

稿中表示。

去年7月，马里兰州的一名法官

裁决反对FDA将“实质等同”期限延

长至2021年的决定，而将其提前至

2020年5月12日。上周，雪茄行业实

际上在上诉法庭上要求延期。

瑞典火柴推出白猫头鹰双支小
雪茄

白猫头鹰雪茄的制造商瑞典火

柴推出了其最新的创新产品白猫头

鹰双支小雪茄。

这款小雪茄的推出提出了一个

新的概念，提供了一系列限量版，

完美配对的风味组合让满足感加

倍。2020年4月，“白猫头鹰双支：

浆果和奶油口味”作为该系列的第

一个版本在全国范围内推出。

尽管浆果和奶油的互补风味

组合仅在商店里限时供应，但消费

者仍然可以全年享受双支带来的惊

喜。白猫头鹰计划每四个月推出一

个全新的风味配对，使终端用户感

到满意。消费者可以期待下一版芒

果和菠萝风味的发布，将于2020年8

月在实体店供应。

新泽西州拟提高卷烟税
新泽西州州长墨菲（Phil Mur-

phy）提议将新泽西州的卷烟销售税

每包提高1.65美元，这是他的第三

项州预算计划的一部分，这将是美

国各州最高的卷烟税水平。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water.
Because no one flavors tobacco like 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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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泽西州的卷烟价格为每

包2.70美元，在美国各州中排第10

位。提议的加税措施会将其提高到

每包4.35美元，与纽约州和康涅狄

格州持平。而华盛顿特区的卷烟税

更高，每包售价为4.50美元。如果

该提议得到州议员的批准，将是该

州11年来的首次增加卷烟税，并将

带来约2.18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新泽西州禁止调味蒸汽烟
新泽西州议员最近批准并由州

长墨菲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

禁止销售调味蒸汽烟产品。

该法律还将对初犯处以最低250

美元的罚款，对再犯处以500美元的

罚款，其后每次罚款1000美元。

墨菲去年组建的工作组建议禁

止调味蒸汽烟产品的销售，墨菲同

意了他们的建议。

但墨菲并未签署A-5922，这一

法案也是基于他的工作组的建议。

该法案试图针对向地域法定吸烟年

龄者销售卷烟设置新的障碍，将蒸

汽烟液中的尼古丁含量限制在2％，

为所有电子烟产品建立全州跟踪系

统，提高蒸汽烟商店的许可费用，

并要求零售商安装电子监控系统，

以协助验证所有客户年龄在21岁

或以上。墨菲解释了他未签署的理

由，称该法案仅提供了“一些零散方

法，而问题需要全面的解决方案”，

且并未纳入他需要的对蒸气烟商业许

可系统的全面改革。

蒸汽烟不会导致吸烟
最近在《尼古丁与烟草研究》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几位烟草减

害专家指出，自青少年使用蒸汽烟成

瘾初期后，使用蒸汽烟的青少年不会

转而吸食卷烟。如果他们不使用蒸

汽烟，反而可能会开始吸卷烟。美国

研究表明，青少年使用蒸汽烟造成的

恐慌情绪愈演愈烈。研究结果显示，

曾经使用过电子烟的人曾经吸烟或目

前正在吸烟的可能性大约是17倍。同

样，从未使用过电子烟的受访者曾经

吸烟的可能性是22倍，目前在吸烟的

可能性是16倍。

研究结论是电子烟的使用似乎

与当前吸烟和今后持续吸烟无关，两

者并非源于相同的危险因素。“我的

研究使用高级统计数据来解释这种预

先存在的使用烟草的倾向，并表明使

用电子烟对传统吸烟几乎没有影响。

今后的研究应非常谨慎地处理该问

题，并且有关电子烟的当前建议和政

策应予以重新评估，”该研究报告的

作者Arielle Selya说。

肯塔基州对电子烟征收15%的
消费税

肯塔基州议员已批准对电子

烟征收15％的消费税，宣称这将阻

止年轻人使用电子烟。州参议院将

该税纳入全面收支法案《众议院法

案351》中，它是HB 32法案的精简

版，后者包括对电子烟征收25％的

税，产生约5,000万美元的收入。HB 

351法案会将开放式蒸汽烟装置的税

率降至15％，并对封闭式蒸汽烟每

支烟弹增加1.50美元的税率。

蒸汽烟不传播病毒
一名科学家在有报道称“杀

手”病毒潜伏在电子烟蒸汽中后宣

称，除非使用者在吐烟时咳嗽，否

则新冠病毒不会在蒸汽烟的蒸汽中

传播。苏格兰微生物学家汤姆•麦克

莱恩（Tom McLean）发出的警告最

近引发了恐惧，他说吸入他人呼出

的蒸汽与“对着脸吐口水”相同，

而蒸汽烟使用者可能会通过蒸汽烟

雾传播细菌。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

旧金山分校名誉医学教授尼尔•波诺

维奇（Neal Benowitz）博士称，蒸

汽中的粘液和唾液含量极低，以致于

不太可能引起感染，因为没有足够的

证据来表明蒸汽烟雾携带足以感染他

人的细菌。对中国超过44,000例确诊

新冠病毒病例的研究发现，男性死于

该病毒的可能性更高。男性的死亡率

为2.8％，而女性为1.7％。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应急计划副

主任迈克尔•瑞恩（Michael Ryan）

最近表示，吸烟可能是该病毒更多

地影响男性的一个很好的假设。但

对武汉市140名新冠病毒患者的研究

发现，其中只有1.4％目前吸烟。

电子烟帮助弱势群体家庭戒烟
一项格拉斯哥大学的MRC/CSO社

会和公共卫生科学部门牵头的研究再

次强调了电子烟是有效的戒烟工具，

并且有可能扩大或缩小社会经济健康

不平等现象。研究人员分析了将近

40,000名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数据，发

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中，总体仍然

普遍极少使用蒸汽烟，其中只有3％的

人使用电子烟。同时，在超过18,000

名成年戒烟者（16岁以上）中，弱势

群体家庭的烟民较少，但在使用蒸汽

烟的成年人中这一差异较小。

首席研究者迈克尔•格林（Mi-

chael Green）博士说，在蒸汽烟使

用者中区分戒烟者和非吸烟者非常

重要。“是否吸烟很重要，因为对

于未曾吸烟的人们来说使用蒸汽烟

可能令人担忧，而在吸烟者和戒烟

者中吸蒸汽烟则更为可取，因为这

可能会帮助人们戒烟。”

格林还指出，有优势背景的成

年吸烟者很可能会成功戒烟，但是

这种不平等在蒸汽烟使用者中不太

明显。“我们的发现表明，电子烟

可能正在帮助弱势群体家庭的吸烟

者戒烟。这可能对健康不平等产生

重大影响，因为戒烟对人们的健康

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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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零售机遇与挑
战并存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TTL）可能不是所谓的“五大烟草巨头”之一，但其烟草产

品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亚洲。旅游零售店是该公司在台湾地区，甚至

更重要的是台湾以外的地区提高品牌知名度的一个大好机会。TTL国际事业部副总裁毛立青

（音译）女士说：“免税销售和旅行零售不仅为TTL在国外创造了重要收入，而且因为我们

在台湾国际机场和国内其他地方经营自己的免税店。”台湾的《烟害防治法》严格禁止烟

草广告，但旅游零售店不受限制，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毛女士说：“在免税店展

示我们的烟草产品是在国际旅行者中树立品牌意识的一个好方法。这是TTL非常关键的推广

工具。”

聚焦亚洲 有望扩张其他地区
虽然TTL拒绝向《亚洲烟草》透露该公司通过旅游零售产生的年度总收入，但其中90%

来自亚洲各地的销售，包括台湾。另外10%来自中东的旅游零售店。欧洲、美洲和其他地区

虽然旅游零售利润可能在减少，但仍然是许多烟草公司的重要销售渠道，也
是助力树立品牌形象的渠道。

某机场展示TTL产品的
免税陈列空间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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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几乎无任何销售收入，但毛女士理由很

充分：“我们的卷烟品牌、口味和包装设计

都是为吸引台湾和其他亚洲市场的消费者而

定制的，因此，这就是我们的营销重点所

在。”不过，她补充说，公司也注意到中东

地区的需求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上升，因此开

发了一些新品牌和配方，“中东消费者可能

对我们的传统品牌和口味不感兴趣。”这些

定制品牌显然在消费者接受度方面表现得非

常好，因此TTL正考虑开拓迄今尚未被关注

的市场。“我们在中东的成功让我们有信心

在未来打入其他新市场，如非洲和北美，”

毛女士透露。

面向不同年龄偏好的卷烟品牌
据毛女士介绍，该公司的旗舰品牌长

寿（LongLife）在台湾仍然最受欢迎，同时

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中也很受欢迎。她

说：“一位台湾著名流行歌手甚至写了一首

关于长寿牌机遇的歌，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好的品牌公关。”但

是，长寿是老烟民的首选品牌，年轻一代更喜欢“时髦”的TTL品

牌，如520（可能是因为它可爱的心形滤嘴）或哈密瓜味的马尔斯

（Mars）。据毛女士介绍，这种按年龄段划分的客户细分也反映在

公司的旅游零售营业额上。

“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旅游零售客户不会因为看到其他产

品的价格促销而改变吸烟习惯或品牌偏好。他们常常坚持自己喜欢

的品牌……除非他们不是为自己购买烟草产品，而是送给朋友或熟

人的礼物，”毛女士解释说。

旅游零售增长速度缓慢
大多数旅客经常在旅游零售店免税低价购物。TTL预计，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频繁地旅行，人们在国际机场、港口和火车站等旅游

零售场所会光顾百货公司和商店，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增

加。为此，“旅游零售将成为公司日益重要的销售渠道”。但她也

暗示，海关限制对个人旅行者可以合法购买而无需支付适用税款的

产品数量设置了一定的上限。

“例如，和大多数地区一样，旅客最多可以免税携带200支卷

烟进入台湾。”这一限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同品牌和制造商之间

的竞争。毛女士指出：“买方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愿意购买一条长寿

还是一条竞争品牌的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因此，我想说，旅游

零售额的确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非常缓慢。”

TTL公司的5大旅游零售畅销品牌

来源：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 旅游零售畅销市场
长寿 中国大陆/台湾

520 台湾和整个亚洲

尊爵 中国大陆/台湾

马尔斯 中国大陆/台湾/东南亚

王牌 台湾/中东

TTL公司国际业务部副总裁毛立青（音译）女士

TTL的520品牌系列特别受年轻吸烟者欢迎

【
TTL】

【
T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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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新冠病毒冲击
1770年，德国商人约翰•威廉•冯•艾肯（Johann Wilhelm 

von Eicken）创立了这家以他名字命名的烟草公司，今年是

其成立250周年。该公司本已邀请了全球独家商业合作伙伴、

合伙人和贸易媒体参加将在6月初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活动。然

而，新冠病毒导致其计划泡汤。1月底，新冠病毒在欧洲首

次出现，当时就表明这场引人注目的联欢会可能无法如期举

行。“我们将在3月底决定是否将庆祝活动推迟到明年，”彼

特•维茨克当时对《亚洲烟草》表示。但这一决定来得比预期

的还要快，几天后，现任首席执行官马克•冯•艾肯（Marc von 

Eicken）发布了正式的延期通知。“很遗憾，新冠病毒以如此

惊人的速度传播，我们无法再确定庆祝活动是否不会受到影

响。我们决定把庆祝活动改期，一旦我们对形势有了更清楚的

了解，我们就会宣布具体日期，”他写道，并希望客人谅解。

《亚洲烟草》希望该公司，乃至整个世界，迅速摆脱新冠病毒

的威胁。

零售空间获得和维持难度大
此外，毛女士说：“在机场或任何其

他旅游零售店做生意的成本要比在城市里高

出很多。”免税店的经营者不仅计算出更高

的利润率，而且还要求从像TTL这样的供应

商获得独家销售（独家优惠），除此之外，

还设定了严格的交货期限。“这些安排可

能会给我们带来损失，”毛女士说，“但

出于营销和品牌的考虑，我们愿意承担这些

损失。”此外，与其他销售渠道相比，进入

旅游零售渠道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零售空

间非常有限，多家供应商以极具竞争力的投

标角逐入局。毛女士说：“旅游零售经营者

的目标是创造最大的收入，产生非常高的利

润，新来者很少能够满足严格的要求。但作

为一家公有企业和台湾文化的象征，TTL仍

然致力于投资这一销售渠道。”

平价享受“德国品质”
我们穿越半个星球，来到德国北方风景

如画的城市吕贝克，发现了一家欧洲历史最

悠久的烟草公司——约翰•威廉•冯•艾肯股份

有限公司（Joh.Wilh.von Eicken GmbH）。

该公司今年庆祝其成立250周年（见侧栏），

目前成功地抵制了大型跨国公司的所有收购

企图，事实上也是德国最后一家值得一提的

颇具规模的独立卷烟制造商。正如TTL一样，

旅游零售也是家族企业冯•艾肯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销售渠道。该公司出口总监彼得•维茨克

（Peter Witzke）表示：“这是一个将全球

消费者与我们的国际品牌联系起来的平台。

我们遵循的战略是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德

国制造’的优质产品，目前受到全世界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的认可。”

冯·艾肯公司的彼得•维
茨克（左）与CEO马
克•冯•艾肯

查普曼经典带滤嘴雪茄

【
约
翰
•威

廉
•冯

•艾
肯
】

【
约
翰
•威

廉
•冯

•艾
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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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ing paper &
Aluminum foil
for cigarette production

                                                                             Add：No.5,Kaiyuan Road，Chengnan  Development Zone，Longyou, Zhejiang, China.
                                                          Tel: 0086 5707567520                 Email: techmay@techmaypaper.com               Web: www.techmaypaper.com

旅游零售保持增长
冯•艾肯目前每年总营业额的12%来自旅游零售业，

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增长。维茨克透露：“我们看到亚洲

和俄罗斯市场强劲发展，欧洲几乎所有地方需求均在增

加。”他认为，虽然总体而言，烟草巨头在全球旅游零

售业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但他表示，冯•艾肯肯定

仍有机会。此前在与《亚洲烟草》沟通的电子邮件通信

中，维茨克引用了“从几家旅游零售运营商”处收到的

信息，即烟草巨头“在欧洲实施跟踪和追踪要求（《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TPD2）的一部分）后，导致复杂性和

管理难度增加，已经开始在这一销售渠道中失去关注。”

“而冯•艾肯作为全球烟草行业中的一个小角色，

通过扩大分销和推出新品，仍然可以在旅游零售业保持

增长，”他说，“我们确实提供了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提供了一系列符合跟踪和追踪要求的产品，以满足旅游

零售业的消费者需求。”

为不同消费群体定制产品
他接着说，该公司还采取了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战

略。例如，其豪华带过滤嘴小雪茄品牌查普曼（Chap-

man）被定位为“一种独特的利基产品，采用高品质的

调味烟叶和独特的包装设计，非常注重细节，”维茨克

说，该品牌在“俄罗斯联邦和多个亚洲国家的男性和女

性吸烟者中都大受欢迎。”

他补充说，实际上，查普曼是公司产品组合中增长

最快的品牌。同时，冯•艾肯的经典卷烟品牌“传统”

（Tradition）装饰着“闪亮的金色罗纹水松纸”，选用

的是优质弗吉尼亚烟草，“在中东和亚洲以及拉丁美洲

追求品质的吸烟者中受到高度赞赏”，尤其是俄罗斯和

整个亚洲的女性吸烟者，喜欢“它令人怦然心动的包装

以及小巧烟支诱人口味”。最后重要的一点是，冯•艾肯

在欧洲的旅行零售畅销品牌是伯顿（Burton）——一款

优质物超所值的美国混合配方产品。维茨克声称：“目

前，公司甚至计划进一步向东方进军亚洲。”

最佳获客场所
维茨克认为，旅游零售作为一个销售渠道，是“将

国际品牌与全球旅游消费者联系起来的最佳场所，这些

消费者希望以可承受的价格买到优质产品”。但维茨克

也同意TTL的观点，即陈列空间有限，因此竞争激烈。“

还有价格因素要考虑。并不是每个制造商都愿意为家具

和陈列空间支付高昂的成本，”维茨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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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新烟草制品指令》（TPD）， 

欧盟和英国将从5月20日开始禁止薄荷醇卷烟。

尽管英国脱欧，但英国仍受TPD的约束，在脱欧

进程中，欧盟法律将被纳入英国法律，至少要

到2020年底。不过，瑞士不属于欧盟，该禁令

并不适用于瑞士。

尽管TPD中使用的官方术语是“具有特

色调味的烟草产品”，但由于欧盟和英国只

有一小部分吸烟者使用其他“特色调味”，

这实际上是对薄荷醇卷烟的禁令。自2017年

以来，果味和甜味卷烟已经被禁止。

该禁令包括薄荷醇烟、自卷烟和细支

烟，以及爆珠烟或薄荷醇双爆珠烟，但不包

括加热烟草产品或电子烟产品。

推出该禁令的理由是，卷烟和烟草中的

调味品，特别是薄荷醇，将导致更多的年轻

人开始吸烟。虽然这令人担忧，但若以此成

为全面禁止一整类烟草产品的理由就太牵强

了，特别是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说

法。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该禁令实际上

限制了成年吸烟者的选择。

该禁令还将影响制造商在这些市场上提

供的产品。“烟草仍然是一个有弹性的产品

类别。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为知情的成年烟民

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产品选择，包括新型烟草和

传统烟草，”日烟国际企业媒体关系总监Femi 

Namfua说。“这些产品包括我们各种口味的

Logic品牌电子烟、我们的烟草雾化产品Ploom

欧盟薄荷醇卷烟即将出局
虽然美国已经颁布了除烟草和薄荷醇以外的所有电子烟调味禁令，但随着薄
荷醇全面禁令的实施，欧洲的传统烟民将很快无法购买这种清新的薄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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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的新尼古丁袋装产品Nordic Spirit，

但现在预测吸烟者喜欢的产品下架后他们会

怎样还为时过早。我们希望薄荷醇禁令不会

导致吸烟者从事非法交易，因为这将彻底违

背禁令的初衷——这一点我们在新法规提案

阶段已警告过监管机构。”英美烟草公司的

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公司致力于为成年烟

民和尼古丁消费者提供一系列相较于吸烟风

险较低的产品。我们在不同的产品组合中有

一系列不可燃薄荷醇产品，包括蒸汽烟和烟

草加热产品，均符合TPD2标准。”

对薄荷醇烟草产品的禁令也可能导致

非法贸易的增加，因为吸烟者会转向黑市寻

求他们想要的东西。“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活动人士的说法，即禁止薄荷醇烟草制品将

影响吸烟率。因此，该禁令是对成人消费者

选择的不合理限制，并为烟草类以外的其他

产品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日烟国际的

Namfua指出。“目前还没有数据显示，一旦

现有的薄荷醇吸烟者喜欢的产品下架后，他

们将会如何选择，因此非常现实的危险是，

有些人可能会被诱惑转向非法市场，为犯罪

分子创造一个巨大的获利机会。”“薄荷醇

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烟草产品香料，已投入使

用了几十年，它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很受欢

迎。在欧盟和英国，尤其是像波兰这样的国

家，超过25%的吸烟者选择薄荷醇烟，危险

在于那里的薄荷醇吸烟者将来可能会通过非

法渠道购买他们喜欢的口味。”

美国加利福尼亚、缅因州、马里兰州、

纽约州、佛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多个

州也在加紧禁止使用薄荷醇烟，联邦政府还

提议禁止所有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使用

香料，将购买烟草产品的最低年龄提高到21

岁，禁止所有烟草制品的非面对面销售，控

制烟草制品的推广。欧盟对薄荷醇烟的TPD

禁令和美国的禁令似乎不谋而合，世界其他

国家似乎有可能考虑同样的限制。

日烟国际的Namfua说：“我们预计，其

他管辖区将密切关注选择非法产品的吸烟者

数量的任何变化。从非法市场获得的每一支

烟都在减少税收，把利润塞进犯罪分子的口

袋。”

“我们认为有义务抗议拟议的不合理或

过分的法规，但烟草仍然是一个高度竞争的

市场。我们将继续为知情的成年烟民提供尽

可能广泛的产品选择，包括传统烟草和新产

品，如我们的电子烟品牌Logic、我们的尼

古丁袋装产品Nordic Spirit或我们的烟草

雾化产品P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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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你的烟盒上的警告不够形

象，或者你怒气冲天地给当局写信，抱怨烟

盒上的警告损坏了你静静享受抽烟的时光，

别担心，“友好的”社区政府即将来“拯

救”你。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提议在

卷烟包装上印制新的健康警告图案和文字，

列出了膀胱癌、糖尿病以及肺癌等鲜为人知

的吸烟风险。

FDA指出：“拟议规则将为卷烟包装和

广告制定新的卷烟健康警告，包括文字警告

声明和彩色图案，描绘吸烟对健康的负面影

响。新的卷烟健康警告一经定稿，将在卷烟

包装上和卷烟广告中的显眼位置出现，将分

别占卷烟包装正面和背面上部面积的50%，

占卷烟广告顶部面积的至少20%。”

FDA的一位代表说，新拟议规则也大大

增加了警告的面积，这可能是35年来卷烟标

签最重要的改变。该提议也适用于卷烟广

告，并将增加13个新的警告，以及彩色图

案，概述与吸烟相关的疾病风险。

FDA制定该规则的初衷是发现，公众对

吸烟可能带来的风险有很多误解，新的警告

声明聚焦吸烟对健康的不良影响上，希望新

的警告文字叠加色彩鲜艳的图片能够帮助公

众增进理解，尽管研究表明，吸烟者和非吸

烟者对美国外科医生总会在卷烟包装上使用

的现有警告熟视无睹。

FDA代理局长内德·沙普利斯（Ned 

Sharpless）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大多

数人认为公众需要了解关于吸烟危害的所有

信息，但令人惊讶的是，年轻人、成年吸烟

者和非吸烟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鲜为人

知的风险。”

FDA于2011年提出在卷烟包装上印制彩

色图案警告，结果被烟草公司诉上法庭，最

终于2012年被否决，之后该机构草拟了新规

则。在几家公共卫生组织提起诉讼后，美国

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的一名法官发布了一项

命令，指示FDA在8月前公布该提案，并在

2020年3月15日前发布最终裁决。在最终规

则发布15个月后，新警告将出现在卷烟包装

和广告上。

F D A烟草制品中心主任米奇•泽勒

（Mitch Zeller）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我们吸取了上次事情的教训，花了大

量时间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在发布最终规则

后被起诉，我们坚信能够接受任何法律的挑

美国即将推出的新
图案警告

新拟议的卷烟包装图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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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该提议至少在10月15日前公

开征求公众意见，截至目前，共有

13条不同的警告，涉及FDA所称的与

吸烟有关的一系列健康风险，如头

颈癌和致命肺病。该提议的倡导者

希望这次不要错失这些新警告。

从2021年6月18日起，要求在卷

烟包装和广告中突出显示新卷烟警

告，必须在卷烟包装上随机、平等

地展示，并且每季度在卷烟广告中

轮换展示一次。

烟草公司在评估新提案，或许

也在制定反击计划，因此反应平平，

这是可以理解的。雷诺美国曾于2011

年起诉FDA，要求其停止图案警告，

该公司发言人凯兰•霍伦（Kaelan 

Hollon）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正在

审查FDA的提案：“我们坚决支持公

众了解吸烟的危害。”但向公众传递

这些信息的方式不能违背《第一修正

案》对适用于包括卷烟制造商在内的

各界人士的保护规定。奥驰亚集团发

言人乔治•帕尔曼（George Parman）

表示：“将仔细审查拟议规则及其对

我们业务的影响，”并补充说，此

举“具有建设性”。

反烟草活动人士坚持认为，图

案警告标签有助于降低许多国家的

吸烟率，但真相很微妙。图案警告

的结果充其量是一个混合烟盒。富

国银行分析师邦妮•赫尔佐格（Bon-

nie Herzog）表示，图案警告标签

对卷烟销量的影响尚不清楚，因为

此类标签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市场

已投入使用多年，但并未产生实质

性的负面影响。

多年来，甚至是几十年来，文

字警告和图案警告一直是卷烟包装的

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然而从统计数据

来看，这对吸烟率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影

响。人类发明了插针电源插座，其后履试险境，学会了爬树，而后穿梭于高

楼大厦之间如履平地，开始尝试药物，驾驶敞篷车体验风驰电掣般的感觉，

第一次学会吸烟，临终前哪怕戴着呼吸机，也要抽最后一口烟……人类的天

性啊！几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警告和可怕的末日宣告都未能阻挡我们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虽然事后看来我们喜欢的事情并不见得有益。但这也传递了

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这一系列新的警告可能会像以前一样无法使大批吸烟

者戒烟，因为我们天性如此，只有内心强烈想戒烟，才能真正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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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ITSA拟议新模式

国际税票协会（ITSA）为全球

烟草控制系统拟议了一个模式，旨在

减少欺诈性贸易，促进最佳实践。

该协会是一个国际贸易机构，

一个非盈利组织，由向政府提供税

票以及追逐和跟踪（T&T）系统的

供应商组成。其目的是促进正在开

展的工作，以执行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FCTC）及其《消除烟草制品非法

贸易议定书》的烟草T&T制度。

4月份在巴西利亚召开的FCTC跟

踪和追踪系统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之

前发布了ITSA的模式。它借鉴了世

界各国税务机关在打击烟草制品非

法贸易方面采用的最佳实践，严格

遵守议定书第8条的要求，即T&T系

统应独立于烟草业。确保主管当局

参与T&T制度，仅在严格必要的范围

内与烟草行业和代表烟草行业利益

的行业进行互动，从而解决了学术

界、民间团体和行业专家在《欧盟

烟草产品指令》（TPD）模式中发现

的弱点。

ITSA在其模式中提出了一系列

关于T&T系统运作方面和职责分配的

建议，包括建立国家和/或区域数据

库，登记利益相关者（制造商、分

销商和批发商）和产品，并在每包

卷烟上贴上目的地市场主管当局颁

发的印花税。许多税票现在包含一

个特殊的设计、多重安全层、一个

唯一的序列号和加密代码的组合，

几乎无法伪造。

拟议的ITSA模式与欧盟TPD截

然不同，后者允许将关键活动委

托给烟草业或其选择的供应商。此

外，TPD的范围仅限于欧盟，而ITSA

的模式适用于全球。

包装全息术未来几年将保持强
劲健康发展

国际全息制造商协会（IHMA）

称，《防伪、认证和验证技术》报

告表明，全息技术为包装产品的认

证带来了增强专业技术，确保包装

认证技术的市场将在接下来的几年

里保持强劲健康发展。

全球防伪包装市场预计到2026

年底达到13.4亿美元，2021-2026年

复合年增长率超过10%，全球全息图

市场预计在未来5年内增长27%。

各企业采用先进的认证和验

证技术，旨在保护自己的产品不

受品牌盗版的侵害，降低假冒程

度。IHMA表示，防伪、认证和验证

技术市场内的技术创新是促进市场

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仿冒是有利可图的，但带有安

全装置的包装有助于检查非法产品

的分销和走私，而没有显示安全全

息图的物品可以由有关执法当局和

机构予以查封和销毁。 

IHMA主席保罗•邓恩（Paul 

Dunn）博士在评论该报告时说：“数

字解决方案是认证解决方案的一个明

显的、不断增长的补充，有时是孤立

的，但在全息行业中，它是与包装跟

踪和追逐系统等解决方案互相结合

的，这被视为可预见的未来。因此，

全息图走在前列的机会将推动行业增

长。”

“至关重要的是，报告指出，

全息图作为打击造假者和欺诈者的

前线有效武器的作用将继续加强品

牌保护。所有参与供应链的人都将

不断得到产品全息图的保证，认识

到它们带来的好处。”

 

新西兰
卷烟厂获准继续运营

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表示，尽管新冠病毒封锁要

求所有非必要的企业停止运营，但帝

国烟草在下赫特市佩托内（Petone）

的一家卷烟厂向超市和奶制品厂供应

商品，因此被正式宣布为“基本服

务”，获准继续营业。

她对媒体表示：“我们还没有

深入了解超市供应链中每一个环节

的具体情况。你可能早已注意到，

我们在48小时内关闭了新西兰，所

以我们的指导非常简单：如果你向

我们的超市供货，那么这些劳动力

就可以继续生产供应。”

此前，帝国烟草公司对媒体

Newshub表示，商业、创新和企业部

（MBIE）已允许他们继续运营。

哮喘和呼吸基金会呼吁MBIE撤

销其决定，称其“有效地优先考虑

烟草行业的利益，而不是提供有用

服务的零售商”。

公司首席执行官莱蒂娅•哈丁

（Letitia Harding）说：“我们

理解并同情那些仍然依赖尼古丁

的人，目前的禁烟令将给许多人带

来难以置信的压力。不过，对于那

些认为有能力戒烟的吸烟者，特别

是那些有呼吸系统健康问题的吸烟

者，我们会敦促他们抓住这个机会

戒烟。”

美国
奥驰亚暂停卷烟生产

烟草巨头奥驰亚最近宣布，在

里士满卷烟厂检测出第二例新冠病毒

呈阳性后，该公司将暂停生产卷烟。

停产将持续两周，不过该公司

表示，并不担心有足够的卷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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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满足需求，根据目前的发货量，

大约有两个月的库存。

除了这两名员工，奥驰亚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威拉德

（Howard Willard）被诊断感染新

冠病毒，并暂时请假。首席财务官

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

在威拉德离开期间代理其职。

奥驰亚将在停产的两周内继续

向员工支付工资。由于遭遇供应中

断，该公司还暂停了一些与雪茄制

造相关的美国国内业务。

奥驰亚第四季度共售出231亿支

卷烟和4.13亿支雪茄。里士满工厂

是美国菲莫国际公司生产卷烟和其

他烟草产品的主要工厂。

巴基斯坦
呼吁政府建立透明的跟踪和追
踪系统

反烟草运动者要求政府建立一

个独立、透明的跟踪和追踪系统，

以防止低报实际烟草产量。

根 据 社 会 政 策 和 发 展 中 心

（SPDC）的一项研究，烟草业通过

各种策略给国家财政造成的损失高

达1530亿巴基斯坦卢比（20亿美

元）。

巴基斯坦无烟儿童运动办事处

的马利克•伊姆兰•艾哈迈德（Malik 

Imran Ahmad）说，在引入第三级税

收后，在2017年5月至2019年3月期

间，大约生产了1600亿支卷烟。烟

草公司占有75%的市场份额，这意味

着他们能够在同一时期销售1200亿支

卷烟。2016年至2019年，引入第三级

低烟草税导致收入损失了778.5亿巴

基斯坦卢比（10.3亿美元）。2018年

至2019年，因价格调整造成的收入损

失为750亿巴基斯坦卢比（9.94亿美

元）。

马利克说，应实施透明的跟踪

和追踪系统。否则，衡量实际产量

的整个概念将受损。马利克还说，

应该对烟草业实行统一的税收制

度，巴基斯坦应该增加税收，以与

地区经济保持一致。他说，在巴基

斯坦，一包低档卷烟为0.52美分，

而在印度则为1.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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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

宣布将全面禁止除“烟草”和“薄荷醇”以

外的电子烟油口味，这引起了全球电子烟行

业的广泛关注。但是事与愿违。该禁令虽然

于1月份生效，却并未产生曾经令人担忧的破

坏性后果，至少对某些知名的风味电子烟油

制造商而言确实如此。无论如何，这是一个

奇怪的禁令，它仅适用于预填充的“可拆卸

式产品”（例如烟弹），显然不会影响瓶装

和烟弹系统，或不可填充的笔式电子烟——

无论它们使用哪种口味的电子烟油。其次，

起初禁止使用“所有水果和甜点口味”的措

美国可能已经颁发了一项禁令，禁止几乎所有口味的电子烟油。但令人意外
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举措似乎对电子烟油供应商的影响微乎其微。

美国禁令对电子烟风味
剂公司影响微乎其微

词有些含糊，令制造商、营销商和零售商感

到困惑。“棉花糖”、“巧克力”或“朗姆

酒”是否为“甜点”口味？“椰子”、“菊

花”或“苹果花”是否为“水果”口味？

禁令须明确列入黑名单的口味
无论FDA官员的想法如何，实施禁令的

首要原因可能是，通过限制对青少年有吸引

力的“水果”和“甜点”口味，防止青少年

养成使用电子烟的习惯。但问题是：如果只

禁止烟弹的口味，而不禁止填充设备和一次

性笔式电子烟系统的口味，那这样做的意义

FLAVORIQ采用质谱
法进行产品分析



是什么呢？当然，禁令会对列入黑名单和未列入黑名单的口味类型有明确规

定。德国赫兹香料公司（Hertz＆Selck）高级调香师索斯滕•夸斯特（Thor-

sten Quast）说：“我们认为，仅禁止水果和甜点口味并无实际意义，因为

其他口味也可能会吸引年轻人。同样诱人的棉花糖和巧克力等甜味（不一定

会被归类为‘甜点’）电子烟油，仍然可以轻易买到。消费者很容易从一种

违禁甜味转到另一种非违禁的甜味。”

禁止“甜味”仍有难题
总部位于迪拜的FLAVORIQ公司副总裁兼销售总监Emilie Nault坚持认为，

禁令的确适用于所有甜味，而不仅仅是“水果”和“甜点”口味。“从目前传

递的信息来看，并不是对美国烟弹系统中特定的水果和甜点（口味）实施禁

令，而是整个“甜味”类型，将来仅允许使用烟草和薄荷醇口味，”Nault解

释道。她说，那些包装吸引人且容易操作的甜味电子烟可能诱使年轻消费者开

始吸烟，然后转向真正的烟草产品。

“在FDA看来，烟草和薄荷醇对这类年轻人群没有吸引力，更多的是针

对寻找替烟产品的现有吸烟者。”可能事实如此，但仍然存在一个难题，即

只要烟弹中含有“甜味”就可能吸引消费者。没有什么能阻止年轻消费者合

法购买（甚至在线购买）一瓶“甜”味电子烟油，并将其简单地用于填充式

系统设备中。或者，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购买到封闭的笔式电子烟，这种电

子烟几乎在美国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例如超市、便利店和加油站。

FLAVORIQ的合规监管部门直属母公司
赫兹香料公司

[FLAVO
RIQ

]

风味电子烟油生意一如既往
尽管如此，幸运的是，该禁令

并没有削弱风味烟油公司的整体销

量，也未导致“甜味”电子烟油产

量的急剧下降。尽管美国是风味烟

油公司的一个重要市场，但并不是

唯一的市场。例如，赫兹香料公司

主要生产卷烟调香剂，其次才是电

子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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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董事总经理Nils Neugebauer

表示：“电子烟油仅占我们年度总产量的

10％。”他说，其中只有5％供应美国客

户，其余 95％则供应其他地区。“我们在

美国的电子烟油销售额并不高，我们也从

未将美国作为电子烟油的主要战略目标市

场，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其他仍具有良好

增长潜力的市场，”Neugebauer说。该公

司不生产“即用型电子烟油”，仅提供制

成产品的“关键化合物和风味添加剂”。

当然，FLAVORIQ的情况大不相同，它专门

为电子烟市场生产烟油，根本不涉及风味

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约20％的

年出口量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其余则是供

应其他国家的众多客户。

通过其它渠道进入美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最终进入美国市场的电

子烟油数量很低（由这两家公司提供原料成

分）。毕竟，这两家公司的OEM和白标电子

烟油生产商在世界各地都有着广泛的客户基

础。“由于我们向许多跨国公司提供产品，

这些公司不一定会公开其产品的最终目的地，

因此，我们的产品很有可能间接在美国销售，

而且美国市场份额很可能占比很高。”赫兹

香料公司的Neugebauer说。FLAVORIQ的Emilie 

Nault表示赞同：“我们的产品卖给许多向国

际客户提供OEM和白标服务的公司，因此可以

肯定地说，我们的风味剂也能在美国[电子烟]

产品中找到，尽管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出售给特

定的美国公司。”

其他市场也需要风味剂
赫兹香料公司的目标市场主要是西欧和

东欧。该公司的电子烟销售经理Vivien Wen-

zel指出：“西欧情况比较有意思，因为越来

越多的吸烟者出于健康和财务原因开始戒烟，

并转向使用电子烟产品。”令人奇怪的是，东

南亚地区的国家几乎都禁止使用电子烟，但他

们对赫兹香料公司的关注度仍然很高。Wenzel

表示，在印度尼西亚，电子烟是“官方认定的

违禁品，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尽管属于违法行为，“该国仍然公开

举办大型的电子烟展会，例如日惹和雅加达

的展会。”Wenzel表示，赫兹香料公司在东

南亚拥有极大的增长潜力，“因为该地区的

多数年轻人对新产品持开放态度。”那FLA-

VORIQ的情况如何呢？Emilie Nault承认，

美国市场“对我们的产品很重要，因为它是

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烟市场之一，拥有很高的

用户比例”，但欧洲大陆和英国市场同样重

要。尽管有美国禁令，该公司仍无计划逐步

淘汰或调整其当前的电子烟口味产品组合。

她说：“只有在新法规要求[我们提供]定

制的美国版本时，我们才会考虑进行此类调

整。”Nault补充说，“为了遵循新的《欧

盟烟草产品指令》，我们在德国调整了咖啡

口味的电子烟油”，因此该公司已经有了这

方面的经验。

电子烟液和其他香料产品的年度生产比例

美国电子烟液年销量比例

其他地区电子烟液年销量比例

赫兹
6% : 94%

5%
95%

Flavoriq
100% : 0%

20%
80%

来源：Hertz &Selck/FLAVORIQ

FLAVORIQ副总裁兼
销售总监Emilie Nault

[FLAVO
RI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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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能受到禁令的影响更大
最终，美国对“水果”、“甜点”、“甜味”或其它电子烟油口味的禁令

仅在非常可控的范围内影响了生产者，这证明最初的恐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

不必要的。但是，仍然对中国存在一些实际的影响。中国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电

子烟装置和电子烟配件制造商，其中包括预填装式烟弹生产商，美国在这方面

是极为重要的市场。中国烟弹制造商对FDA禁令的反应尤为激烈。赫兹香料公司

的Nils Neugebauer说：“中国公司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因此我们向中国公

司销售的电子烟油份额有所减少。”该公司这方面的业务下滑很快。Neugebauer

说：“无论个别市场（例如中国）是否会遭受某些负面影响，我们都会继续在研

究和创新上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当然，该公司还有更多其他市场可以轻松弥

补在中国的销售损失。FLAVORIQ的Emilie Nault同样认为，“中国市场对公司的

影响很小，因为那里大多数公司的客户主要是美国”。由于FLAVORIQ的业务范围

覆盖全球各个国家，她仍然坚持认为这无关紧要。 

对健康无益的维他命
维生素E乙酸酯（又称α-生育酚乙酸酯）是维生素E（α-生育

酚）的衍生物。该物质有时被用在含有大麻提取物的电子烟油中作增

稠剂，它可以明显促进人体细胞快速吸收大麻二酚（CBD）和四氢大麻

酚（THC），从而产生更快的效果。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将维生素E乙酸酯确定为2019年与电子烟相关肺损伤（VAPI）爆

发的罪魁祸首，并得出结论说，它可能导致了数人死亡。2019年9月，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宣布，当局收集的56％的电子烟油样品

中都含有醋酸维生素E。该物质自此被禁止。这一举动受到了赫兹香料

公司和FLAVORIQ等风味剂制造商的欢迎。赫兹香料公司的Nils Neuge-

bauer表示：“我们完全理解并支持FDA禁止在电子烟油中使用乙酸维生

素E的决定。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从未在任何配方中使用维生素E醋酸

盐。首先，它不是香料。其次，它在电子烟油的两种主要溶剂——丙二

醇或植物甘油中不能很好地溶解。”同时，FLAVORIQ的Emilie Nault表

示，该公司产品组合中的任何产品都不含维生素E醋酸盐——过去也从

未有过。Nault称，欧盟指令2014/40/EU规定，“禁止使用可令人产生

烟草制品有益健康或可降低健康风险印象的维生素或其他添加剂”。

赫兹香料公司徽标是许多行业活动上的一大标识 赫兹香料公司董事总经理 Nils Neuge-
bauer

【
赫
兹
香
料
公
司
】

【
赫
兹
香
料
公
司
】

赫兹香料公司雾化产品销售经理Vivien 
Wen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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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从湖北武汉蔓延开来，给生命财产造成巨

大伤害。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烟草行业各单位高度重视，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

2月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统筹做好行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安排部

署，统筹做好行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疫情压力小一些的地方2月10日就已经开工，

没有复工复产的期间也做了大量前期的准备工作，采取了很多科学、有效的措施。

湖北省局全面了解市场情况
身处重疫区，早在春节前，湖北省局（公司）就组织17个市级公司88个县市区的客户

经理通过网络和通信手段，滚动开展市场调查，全面摸清19.2万客户经营现状、商业库存、

工业企业货源供应情况、道路封堵等情况，每两天汇总一次，准确评估疫情给生产经营带来

的影响，分析预估疫情下卷烟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

同时，湖北省局（公司）还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为全省系统干部职工和零售户接入网

络“云课堂”，组织干部职工和零售户在线学习烟草行业“互联网+”新零售及疫情防控相

关知识。

截止3月1日，全省系统共有10家单位相继获得地方政府批复，同意对各地政府定点的

民生超市进行应急保障补货。荆州、十堰、林区、孝感、荆门、随州、咸宁、孝感等8家单

位通过应急保障补货方式对1686个政府定点民生超市访销卷烟4554箱，其中，808箱卷烟已

送货到位，有效缓解了疫情严管期间消费者用烟需求。

疫情之下，中国烟草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文
/烟

草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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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烟采取疫情防控措施进行复工复产

湖北中烟调拨货源
截至3月10日，除武汉以外的省

内各生产单位均已具备复工复产条

件，其中襄阳、三峡、红安、广水

等四家卷烟厂已取得地方政府批复

的复工复产证。针对近期货源组织

难以支撑市场调拨需求的困难，湖

北中烟建立起产供销运协同联动的

战时快速反应机制。截至3月11日，

已累计向四川、江苏、广东、内蒙

古、青海等7省15市调拨货源3160

箱。其中，四川省局（公司）统一

调配运力，3月8日前往湖北中烟恩

施卷烟厂自提货源，9日凌晨到达后

未作休整便开始装配，装配完毕即

匆匆回程，10日897箱“商业自提”

货源全部入库。全国各省、市商业

公司领导对湖北中烟复工复产工作

给予特别关注和支持。

贵州烟草充分利用线上平台
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加强的信

息化建设工作，贵州零售客户可以

从线上享受到订货、获取货源信

息、学习营销知识、了解营销资讯

等多样化服务，也可以在线上与烟

草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充分交流。虽

然无法与客户面对面交流，但贵州

烟草商业系统营销战线的员工与零

售客户的联系没有断，他们通过微

信、QQ、电话等各种手段，随时随

地为零售客户排忧解难。为着力抓

好物流保障，贵州省局（公司）要

求各单位卷烟物流中心严格管理出

入车辆，严防外部输入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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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四川中烟技术研发中心复工建设
四川中烟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占地面积

约30.42亩，建筑面积24172.5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目前

拥挤的技术研发环境，完备实验条

件，对全面打造四川中烟科技支撑

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为做好四川中烟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复工，四川中烟与监理单

位、施工总承包单位等多次沟通，

按照相关要求购置消毒水、红外线

测温枪、个人防护用品等防控物

资，在施工现场设置防控室、隔离

观察宿舍等疫情专用场所，保证在

万无一失的前提下复工建设。除了

正在建设的施工项目，各产业工厂

也在逐步恢复到正轨。

云南各烟区落实育苗计划
云南有着行业最大的烟区、最优质的烟叶、数量最多的烟农。截至2月

17日，全省1592.5万担烟叶计划已经全部分解，占计划面积的99.62%，2月

底前可以将计划全部落实到农户和田块。根据生产节令和疫情防控要求及

时调整育苗安排，加强育苗过程管控。据了解，全省大部分烟区已于2月中

旬开始陆续播种育苗，及时启动春耕备耕，预计3月上旬可基本结束育苗播

种，各类烟用物资总体就位，烤烟生产用种已100%就位，基质等育苗物资就

位77%。全省已整地186万亩，堆捂农家肥192万吨。

解决零售户资金周转问题
这次疫情，对很多卷烟零售户经营带来很大影响，很多零售户资金周

转困难，烟草行业想方设法地帮助零售户战胜疫情，度过难关。据《阿坝日

报》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前，四川阿坝州烟草公司70%以上的承

租户处于停业状态，承租户经营压力较大。阿坝州烟草公司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深入研究面向社会的帮扶措施，此次免租行动将惠及个体承租户70户，

预计减免租金约23万元。广东梅州市局（公司）与梅州市农业银行面向全市

16354户卷烟零售客户推出了“烟商e贷”业务，简化贷款业务手续，向辖区

内符合条件的零售客户提供自助经营贷款，解决卷烟零售客户资金周转难

题。截至目前，梅州市局（公司）通过“烟商e贷”已为全市卷烟零售客户

办理贷款892笔，约占客户总数的5.5%，贷款额度为5716万元。

结语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企业管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市场的变化时刻

考验着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品牌发展韧性。面对当前形势，企业如何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如何应对随之出现的市场与消费结构变化，立足

长远谋划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烟草行业企业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和实

践，也给其他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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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烟叶质量受到TIMB肯定

津巴布韦烟草业与营销委员会

（TIMB）对本季的烟叶质量表示肯

定，将其归因于降水充足和良好农业

规范的实施。TIMB首席执行官Andrew 

Matibiri先生说，降水充足和良好的

耕作方法，提高了烟叶质量。

“2020年交付的烤烟质量将大

大好于上个营销季，主要是因为天

气条件较好，尤其是恰到好处的降

雨量。”Matibiri博士说。Agritex

称，在优质烟叶产区之一的马尼卡

兰省，大部分灌溉烟叶已经收割。

预计2020营销季将会顺利进行。

烟叶出口创收1.95亿美元
截至2020年3月12日，共出售

5,300万公斤烟叶，出口创汇1.95亿

美元。这一数字较去年的4,000万公

斤（价值1.74亿美元）大大增加。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的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远东地区

的出口量为18,673吨，其次是欧盟

（11,205吨）和中东（8,981吨），

非洲地区由于很多其他国家也种植

烟叶，该地区出口量以6,967吨排在

最后。

烟农表示，尽管2020销售季的

开始日期还未公布，他们已经做好

准备将灌溉烟叶交付给拍卖场和签

约买家。销售季通常在3月开始。

TIMB则承诺，将确保农民在今

年获得其外汇收入的50％。

由于气候干旱，预计今年的烟

叶产量将从上个销售季的2.59亿公

斤下降13％至2.25亿公斤。

TIMB寻求政府指导意见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爆发，津巴

布韦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预防措

施，特别规定禁止超过100人规模的

集会。

烟 草 业 与 市 场 营 销 委 员 会

（TIMB）首席执行官AndrewMati-

biri博士表示，委员会仍在等待政

府的指示。

Matibiri博士在3月16日写给

烟草业利益相关者的信中指出，烟

叶销售季往往会聚集成千上万名烟

农，他们常常会在哈拉雷市内和市

外的烟草销售点频繁走动。

“考虑到这一流行病，烟草业

与营销委员会已致函卫生和儿童保

育部，寻求领导部门的紧急响应，

以及针对行业利益相关者为预防或

控制实际和潜在疾病暴发的措施给

予指导，”信中写道。

美元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
烟草是津巴布韦第二大外汇来

源。由于新冠病毒烟草销售受到影

响，该国美元短缺的情况将进一步

加剧。

商业农民联盟执行董事本•吉尔

平（Ben Gilpin）表示：“现金流

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3月底前，人

们还可以向烟农提供贷款，他们期

望从4月起烟农能还清他们的债务，

但现在已经没有钱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

报告中的第四条显示，津巴布韦的

外汇储备只有1.09亿美元，仅够一

周的进口用度。

马拉维
市场受新冠病毒影响延期开放

马拉维烟草委员会（TC）首席

执行官KayisiSadala表示，在新冠

病毒疫情期间，2020年销售季的准

备工作仍在进行中。Sadala说，新

冠病毒对全球业务造成影响，受到

影响的邻国实行了封锁措施，该委

员会也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他解释说，烟草委员会仍在

观察形势，以期找到防止种植者

和购买者感染这种致命疾病的方

法。Sadala很快指出，他们将会举

行筹备会议，以便市场可以运作。

情况恢复正常时，还要等待政府批

准才能开放市场。他强调说，烟草

委员会正在采取适当的卫生措施来

遏制病毒的传播，例如为雇员发放

防护套装。

Sadala透露他们正在整合预估

的烟叶产量，委员会可以公布预估

数据和保留美国政府的订单。

Sadala表示，他们也会密切关

注非法销售行为，并将付诸法律，

随时监控现场的情况。

他总结说，该委员会已准备好

进入第四个销售季节，但新冠病毒

对烟草市场开放仍是一个威胁。

孟加拉国
烟叶种植规模日益扩大

由于种植者能从烟草公司获得

丰厚的回报，Lalmonirhat地区的烟

叶种植面积一直在不断增加。

每年1月至3月，该地区几乎

所有的土地都被烟叶覆盖。当地人

说，烟叶比其他作物更有利可图，

所以农民对烟叶种植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

“ 烟 叶 种 植 工 作 量 大 且 非

常艰辛，肥料使用量也大，但我

们仍能从烟叶种植中受益。烟叶

种植可带来丰厚的利润，因而相

比其他作物，我们更重视烟叶种

植，”AditmariupazilaSarpukur村

的农民Nabir Uddin说。

“当然，烟草公司会以多种方

式支持烟叶种植，我们还可以免费

获得种子和肥料，”他说。

同村的另一个农民Saber Ali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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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意收购我司5%-10%的股份，

请各方投标报价，

我司详细联系信息如下所示：

示，没有烟草公司的合作和帮助，他们就不可能种出优

质的烟叶。

该地区农业推广部（DAE）的一名官员说，今年的

烟叶种植面积为9,100公顷，高于去年的8,950公顷。

反烟草媒体联盟Lalmonirhat地区的记者Majed 

Masud说，如果烟草公司不停止资助活动，该地区的烟叶

种植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印度
普拉卡萨姆烟农陷入困境

迄今为止，新冠病毒已经对许多行业产生了不利影

响，烟农最近似乎成了受影响的群体。由于收购日期推

迟到了3月31日，大部分优质烟叶可能会变质，普拉卡萨

姆成千上万名烟农眼看着这些损失却无能为力。

根据官方信息，今年只有四五家大公司会定期参加

该地区10个拍卖中心的烟叶拍卖活动。但是，这些公司

也没有从烟农那里购买全部配额。相反，他们拒绝了许

多烟农的烟包，并打上劣等标签。结果，烟农遭受了巨

大损失。

去年采购季一开始，一些中国大公司的代表就出现

在拍卖活动中，但今年由于新冠病毒而没有到场，这浇

灭了农民获得高价的希望。

烟草委员会主席Yadlapati Raghunath Babu表示，

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没有对烟草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他说：“对3月31日的情形进行审查后，我们将对烟草拍

卖的未来行动方针做出决策。”

近300万公斤烟叶待售
前任部长和印度人民党领导人A H Vishwanath称，

在迈索尔和哈桑这两个地区，仍有近300万公斤的烟叶尚

未出售。

Vishwanath要求向烟农进行赔偿，并表示：“由于

封锁措施，烟农正处于危机之中。邦政府应将烟农的问

题反馈给联邦政府，并寻求赔偿，此外，邦政府还应采

取措施出售剩下的烟叶。”

古巴
烟叶前景向好

古巴奥尔金Mayari本季的烟叶前景似乎不错。即使

今年降水不多，许多烟农还是可以采用其它方式进行灌

溉，例如通过烟草公司、“街边”的积水或者拥有灌溉

设施的邻近地区农民的帮助。

另外一个原因是，烟苗在10月份就可以买到，在这

些地区实属罕见，这要归功于国营公司对一些农民的高

科技苗圃进行的投资。因此，即使11月和12月的降雨量

较大，由于大多数烟苗种植时间较早，烟叶损害却能降

到最低。

今年的湿度不高，因此烟叶干燥的情况非常好。

尼加拉瓜
J.Cortès收购奥利瓦业务

雪茄制造商J.Cortès收购了奥利瓦家族的烟叶业务

和尼加拉瓜的三个烟叶农场，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该国的

手卷雪茄业务。

这三个新农场分别是Pre Industria、Terranova和

El Manguito（现已更名为Manguido），都位于Condega

地区。J.Cortès在2016年完成收购后还从奥利瓦家族收

购过几个农场。

J.Cortès承诺要坚持可持续的农业标准，尽可能减

少水和杀虫剂的使用量，还将创建一条明确的、从种植

园到客户的可追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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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今年的烟叶价格谈判仍然从

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开

始。烟草种植者协会开始与烟草公司和烟叶

经销商进行谈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烟叶

价格一直停滞不前，种植成本却越来越高。

比如阿根廷，烟叶种植成本急剧增加。本国

货币比索近年大幅贬值，导致通货膨胀严

重，烟农购买力下降。2019年1-2月，比索

贬值39%。

烟叶价格在销售季结束时才能确定，而

烟农全年都要承受不断上涨的种植成本。在

谈判会议之前，米西奥涅斯的烟草种植者计

算出种植13,000株植物的成本为155,000阿

根廷比索（合2,560美元），平均每公斤成

本在95-100阿根廷比索（1.57至1.65美元）

ITGA作物监测概览
之间。烟草种植者协会计划按照每公斤130

阿根廷比索（2.15美元）的价格进行谈判，

这将确保烟农一年的努力可以获得收益。

然而在巴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代

表委员会认为会议的种植成本修订提案“完

全不尊重烟草种植者”。委员会强调说，其

中一家公司甚至没有提出提案，另一家公司

的价格低于其个人估计的种植成本。提案的

价格调整幅度为2.1%至2.85%，无法抵消种

植成本。烟草种植者代表认为，这些公司未

遵守全国烟草一体化论坛（Foniagro）制定

的规则。因此，Foniagro会议将于3月5日举

行，以解决这一僵局。

今年，美国白肋烟产量不太理想。美国

农业部预计白肋烟产量将达到45,359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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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s  customary,  the  year  begins with  tobacco  price  negotiations  in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Argentina,  Brazil,  and  Colombia.  Tobacco  growers’  associations  started  their 

meeting with tobacco companies and leaf dealers. The price of tobacco has been stagnated for 

quite sometime while production costs have evolv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In the case of 

Argentina,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costs  has  been  dramatic.  The  value  of  the  domestic 

currency,  the  peso,  has  severely  devalued  in  recent  years  leading  to  strong  inflation which 

erodes tobacco growers’ purchasing power. The peso value fell by 39% from January 2019 to 

February 2019. The prices for tobacco are defined only at the end of the season and tobacco 

growers are left to withstand the rising production costs during the entire year. In anticipation 

of the negotiation meetings, Misiones’ tobacco growers calculated the cost of growing 13,000 

plants  to be ARS155,000    (US$ 2,560) ensuring a production cost per kg averaging between 

ARS95‐100(US$ 1.57 to 1.65). The associations will negotiate with ARS130 (US$ 2.15) per kg in 

mind. This price would ensure  that  tobacco growers can earn  something  for  the effort  they 

have developed during the year. 

Figure 1 ‐ Value of Argentinian Peso to U.S. dollar (Source: Inves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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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肋烟价格稳定公司（Burley Stabi-

lization Corporation）首席执行官Daniel 

Green预计的总产量为38,555吨。美国白肋

烟产量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受到气候条件的

影响。幸运的是，那些未受恶劣天气影响的

种植者能够在拍卖场获得一个好价格。美国

烟草种植者下一个种植季可能会受到马拉维

烟叶进口禁令的影响。2019年，美国从马拉

维进口了6,800多吨烟叶，价值近3,000万美

元。未能从马拉维购买的白肋烟可能会用美

国白肋烟取代。

中美贸易协定的发展也可能对美国烟叶

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贸易协定仍存在

很多不确定性。即使取消所有关税，贸易恢

复也可能比较缓慢。自贸易局势日益紧张以

来，中国公司不得不将其烟叶购买业务转移

到其他国家，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新的贸易

关系。因而加剧了美国与中国恢复贸易的难

度。烟叶种植成本较低的国家，可能使美国

弗吉尼亚烟草种植者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表1 -阿根廷比索/美元
（来源： Investing.com）

阿根廷比索/美元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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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 
5,031 

However,  in  Brazil,  the  negotiations  have  once  again  reached  a  stalemate.  The 

representation commission has classified the meeting’s production cost revisal proposal as “a 

total lack of respect for tobacco growers”. The Commission highlighted that one company did 

not even present a proposal, while another company presented a value that was  lower than 

the production costs that it personally estimated. The proposals, which ranged between 2.1% 

and  2.85%  adjustment,  did  not  cover  the  production  costs.  The  tobacco  growers’ 

representatives argued that  the companies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rules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Foru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obacco (Foniagro). As such, a Foniagro meeting will be 

held on the 5th of March to address the impasse. 

 

This  year  the  US  burley  tobacco  campaign  was  not  a  very  successful  one.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ad projected the crop to reach a volume of 45,359 tons. However, 

Daniel Green, c.e.o. of the Burley Stabilization Corporation, has projected a total production of 

38,555 tons. The  lower domestic production was attributed to weather events. Growers who 

were fortunate to avoid bad weather were able to fetch good prices at the contract floors. The 

next season  for US tobacco growers may be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impact on the Malawi 

tobacco leaf import ban. The US imported from Malawi over 6,800 tons of tobacco leaf during 

Figure 2 ‐ Global Tobacco Leaf Production (thousand tons) Source: Universal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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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有两年的时间，使中国公司相信其

烟叶质量，并加强彼此的商业联系。而美国

烟叶种植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2020年种植出

最好的烟叶。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质量

是关键。

津巴布韦烟草业和营销委员会（TIMB）

已经宣布推迟启动烟叶销售季，原因是雨季

延迟可能影响农作物的成熟期。去年销售季

在3月21日就已启动。该声明还强调，烟农

支付方式与去年一样。津巴布韦烟农获得的

收入中，50%是美元，剩余份额以本国货币

支付。津巴布韦国内种植者协会、种植者和

几个烟草利益相关者在2019年相当长的时间

里，都在强调美元对烟草种植者的重要性，

降低美元份额将严重影响再投资和重置设备

的能力。预计津巴布韦2020年的烟叶总产量

至少下降13%。

截止目前，菲莫国际、日烟国际和奥驰

亚集团等大型跨国公司都已发布了2019年全

年报告：

英美烟草的卷烟发货量根据该公司的年

度预测估算得出。英美烟草公司预计其可燃

卷烟发货量下降3.5%。帝国品牌尚未发布其

2019年业绩报告，因此没有该公司的更新数

据。但是，帝国品牌上次预测2019年业绩惨

淡，理由是其深受美国电子烟口味禁令的影

响。

菲莫国际的加热烟草制品削弱了传统

卷烟销量下降的影响。卷烟销量下降336亿

支，加热烟草制品销量则增长了183亿支。

菲莫国际HEETS（IQOS组件）销量596亿套，

比上年增长44%。该公司计划到2021年HEETS

销量达到1000亿套，这一目标似乎可以实

现。该设备已开始在美国销售，但是尚未发

布销售数据。根据菲莫国际的数据，可以计

算出，加热烟草制品的利润率明显高于可燃

卷烟。

尽管加热烟草制品仅占菲莫国际总销量

的7.7%，其净收入却占公司的14%。根据该

公司数据计算得出，菲莫国际单支卷烟的净

收入约为0.034美元，而单支加热烟草制品

的净收入则高得多，为0.094美元。加热烟

草制品的净收入比卷烟高276%。值得注意的

是，低风险产品的净收入可能包括菲莫国际

出售的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可能会影响单位

利润的计算。使吸烟者转向低风险产品的目

的有两个——在为吸烟者带来益处的同时，

也能改善公司的核心业务。

产品类型
卷烟

加热烟草制品

变量
净收入（百万美元）

发货量(10亿支) 

净收入（百万美元）

（低风险烟草产品）

发货量(10亿支) 

2019
24,218

706.709
5,587

59.652

表4 – 菲莫国际收入和发货量
（来源：公司数据）

表2 – 全球烟叶产量（单位：千吨）
来源：环球烟叶公司

卷烟发货量（单位：10亿支）

公司名称

奥驰亚

菲莫国际(PMI)

日烟国际 (JTI)

英美烟草 (BAT) 

总计

2018
109.791
740.315

509.6
701

2,060.7

2019
101.799 (-7.28%)
706.709 (-4.54%)

521.3 (+2.3%)
676.465 (-3.5%)*

2,006.27 (-2.64%)

表3 – 全年卷烟发货量（单位：10亿支）
（来源：各公司数据）

全球烟叶总产量

  弗吉尼亚烤烟  白肋烟  香料烟  深色晾烟



Universal Corporation is the leading global leaf tobacco supplier. Our modern production methods allow us the 
flexibility to quickly adapt to new ideas, customer requirements and industry trends. Universal has a diversified range 
of capabilities for value-add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we can offer our customers, including:

• The formulation of tobacco blends, including shisha and ongoing blend maintenance. 

• High-quality liquid nicotine that exceeds U.S. Pharmacopeia standards, and is extracted and purified in our 
cGMP facility.

• Laboratory facilities that are ISO 17025 accredited, and offer reliable analytical testing services for your tobacco, 
smoke, shisha, e-liquid and vapor product needs.

• Expertise in naturally reconstituted tobacco.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high-quality filler, binder, w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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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in the global market. Contact us to discuss how Universal can help you move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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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
任命新首长

阿德里亚娜•布兰科博士（Dr. 

Adriana Blanco）就任世卫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秘书处新

任首长。

前任首长维拉•路易莎•达•科斯

塔•埃•席尔瓦博士（Dr. Vera Luiza 

da Costa e Silva）自2014年6月起

开始领导FCTC秘书处。

布兰科博士在自己的祖国乌拉

圭积极参与烟草控制活动，推动乌

拉圭于2014年9月24日加入FCTC。

美国
菲莫美国任命首席执行官

菲莫国际前任首席财务官马丁•

金（Martin King）被任命为菲莫美

国公司新设立的首席执行官。

菲莫美国于去年10月在美国推

出iQOS，马丁•金将负责该产品的进

一步推广。

埃曼纽尔•巴比尤（Emanuel 

Babeau）被任命为菲莫国际公司的

首席财务官，将于2020年5月1日生

效。巴比尤此前在施耐德电气有限

公司担任副首席执行官。

菲律宾
日烟国际任命菲律宾公司总经理

卷烟制造商日烟国际近日宣布，

任命约翰•福里达（John Freda）为日

烟国际菲律宾公司总经理。前任总经

理马诺斯•库寇拉基斯（Manos Kuok-

ourakis）自2011年起担任该职位。

在此任命之前，福里达是日烟

国际亚太区营销和销售副总裁。他

在日烟国际欧洲市场担任过多个职

位，曾是德国消费者和贸易营销主

管，爱尔兰、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

地区总经理，并在日烟国际其他部

门担任过高级销售和营销职务。日

烟国际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是一

家全球领先的烟草公司。该公司制

造并销售多款卷烟品牌，包括云丝

顿、骆驼、梅维斯和菲律宾公司的

非凡（Mighty）及奇迹（Marvels）

品牌。菲律宾公司有近4000名员

工，其中部分员工在马尼拉南部的

制造厂工作。

香港
中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高
管变更

中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宣

布，由于工作调整，张宏实已提出辞

去常务董事、总经理及公司授权代表

的职务，于2020年3月17日生效。

杨雪梅（Yang Xuemei）被任命

继任张宏实的职位，于同日生效。

杨雪梅于2018年10月进入中烟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自2018年12月起任常务董事。

杨雪梅曾任红塔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副经理，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及主席。2014年8

月，荣获中国烟草总公司授予的高

级经济师称号。杨雪梅拥有中北大

学（原太原机械学院）工程学学士

学位、云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学位。

加拿大
Medicago公司研发新冠病毒
疫苗

加拿大Medicago公司（部分

股权由菲莫国际旗下的菲莫投资

公司持有）称，该公司正在研发新

型冠状病毒的植物性疫苗，希望不

久之后能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报请批准。如果获批，该公

司有望在今年7月或8月前开始人体

临床实验。

Medicago公司首席执行官布鲁

斯•克拉克（Bruce Clark）表示，

该公司每月能生产1000万支疫苗，

预计2021年11月前上市。Medicago

已经开始使用植物性技术研发季节

性流感疫苗。该公司称，在生产疫

苗所用的蛋白过程中，利用烟草作

为生物反应器要比使用鸡蛋更加迅

速和高效，这一过程也使疫苗更容

易大规模生产。Medicago公司的研

究人员发现，烟草叶片大、饱满且

生长迅速，更适合做主体植物。

此外，Medicago还与拉瓦尔大

学传染病研究中心合作，利用其技

术平台研发SARS-CoV-2抗体，有可

能用于非典病毒患者的治疗。该中

心的负责人加里•科宾格（Gary Ko-

binger）曾帮助研发了埃博拉的疫

苗和疗法。

英国/美国
英美烟草旗下美国子公司研发
新冠病毒疫苗

英美烟草集团称，公司正在通

过其位于美国的生物技术子公司研

发潜在的新冠病毒疫苗，首批疫苗

有望于6月前上市。

肯塔基生物处理公司（KBP）

隶属于英美烟草集团旗下的雷诺美

国公司。该公司利用烟叶提取的蛋

白生产疫苗，从6月起每周的疫苗产

量可达100万到300万支。英美烟草

集团科研部负责人大卫•欧瑞利博士

（Dr. David O’Reilly）表示： 

“肯塔基生物处理公司研究烟草植

物的其他用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希望利用这项技术为全球防止

新冠病毒传播贡献一份力量。”

肯塔基生物处理公司此前曾帮

助制定了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疗法，

目前正致力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

工作，不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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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考虑实行嚼烟禁令

尤吉•阿迪特扬纳斯（Yogi Ad-

ityanath）政府正在考虑禁止糖精

钠和gutkha烟的制造与销售。

邦内其他政务局局长阿瓦内什•

阿瓦什迪（Avanish Awasthi）表

示，自从发现新冠病毒在唾液中可存

活后，为避免人们乱吐嚼烟，政府只

能禁止使用糖精钠和gutkha烟。

阿迪特扬纳斯于2017年3月当上

首席部长后，就给所有邦政府办公

室下达了糖精钠和gutkha烟禁令。

他到各个政府办公室进行探访，墙

上和角落里遍布糖精钠的痕迹让他

十分恼火。

首席部长下令立即禁止在本

邦所有政府部门建筑内使用gutkha

烟、糖精钠或其他嚼烟。

管制严格实行了一段时间，后

来政府雇员又开始使用嚼烟和糖精

钠。但是新冠病毒爆发后，政府对

推行这项禁令的态度十分坚决。

荷兰
史基浦国际机场全面禁烟

史基浦国际机场于2020年4月1

日起实行全面禁烟，关闭了位于机

场安全区的最后一处吸烟区。增加

烟草税的规定也于同日生效，荷兰

的烟草价格随之上涨。单包卷烟价

格涨了1欧元，烟丝则涨了2.40欧

元。安检处之外的区域已经禁烟。

机场留给旅客和送机人员的

最后一个吸烟点在史基浦机场商

场 (schiphol plaza)外的Jan Del-

laertplein广场。机场计划把广场上

的吸烟区挪到远离商场进出口的地

方。4月1日起，火车站许多零售店的

烟草产品下架，特别是由荷兰国家

铁路公司NS运营的Kiosk和Stations-

Huiskamer商店。NS也终止了与想在

车站销售烟草的零售商的合同，站台

上的吸烟区将于10月前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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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卷烟价格上涨

按照财政大臣2020预算的新规

定，啤酒、红酒和苹果酒的价格已

被封顶，卷烟价格即刻上涨，手卷

烟涨幅甚至高达6%。所有烟草产品

税率上涨2%，手卷烟税率上涨6%，

自2020年3月11日开始生效。为遏制

社交性吸烟，今年5月起还会禁止薄

荷烟及加香烟。法令于5月20日生效

之后，在英国商店销售薄荷烟、细

支烟和加香烟将是非法行为。

该禁令基于最新的《欧盟烟草

产品指令》，旨在通过禁止“典型

的加香”卷烟而非其他烟草产品，

来阻止年轻人抽烟。2017年5月起，

英国开始禁止10支装小包卷烟，新

禁令则是要逐步彻底淘汰加香烟。

坦桑尼亚
联一烟草公司向学校捐赠建筑
材料

联一烟草坦桑尼亚有限公司

（AOTTL)）捐出了价值2390万坦桑尼

亚先令（合1.04万美元）的建筑材

料，帮助塔波拉(Tabora)和乌尤伊

（Uyui）地区修建女生宿舍和厕所。

联一烟草坦桑尼亚有限公司生

产总监大卫•马运加（David Mayun-

ga）在捐赠仪式上发言时表示，捐赠

内容包括270块铁皮、320根铁条和300

袋水泥。这两个地区的女学生们不久

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些困难和障碍，特

别是不需要步行很远才能上学。

马运加称：“这些建筑材料

将被用于修建塔博拉区依托简达

（Itojanda）和内德维尔瓦（Nde-

velwa）中学的宿舍。”

乌尤伊地区则收到了250块铁

皮、100袋水泥和80根钢筋的捐赠，

用以支持伊德特（Idete）和内西姆

博（Nsimbo）中学修建宿舍。

乌尤伊地区的委员吉福特•木苏

雅（Gift Msuya）表示：“这一援

助来得正是时候，政府正致力于确

保提供足够数量的女生宿舍，好让

女学生们都能住校。我们已经开始

修建宿舍，捐赠的建筑材料将会为

进行中的工程锦上添花。”

印度
封锁计划之下烟民买烟难黑市
卷烟价格飙升

印度政府实施的21天全国封锁

计划让老烟民们很是抓狂，很多人最

后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吸烟量，每次只

吸一口。由于印度国内的槟榔店全部

关闭，吸烟者很难买到烟。

槟榔店店主表示，大部分人提

前囤好了货。城里一家槟榔店的店

主帕瑞什•朝罕（Paresh Chauhan）

称：“关门停业当然会给槟榔店造

成营业损失，但各行各业都面临损

失，我们也必须忍受。我们店里很

多常客都在停业之前囤好了货。”

卷烟需求激增，导致黑市卷烟的价

格上涨了35%到50%。还有一些吸烟

者把这次限制活动当作戒烟的好机

会。

土耳其
宣布卷烟是“罪恶的”

在2月9日全国禁烟日的一场大会

上，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

局长阿里•埃尔巴什(AliErbaş) 表示，

根据《古兰经》里的Maide和Araf章

节，卷烟在伊斯兰教中是“禁忌和罪

恶的”。

埃尔巴什表示：“Maide章第32节

里说：‘来自没有权利的任何信仰或者

教派的人，如果杀了一个人，犹如杀了

所有人。’”埃尔巴什称，《古兰经》

Araf章第157节里提到，卷烟在伊斯兰

教中被划为“有害”或会伤害自己、他

人及环境的物品，看起来也令人不快。

埃尔巴什说：“那些说卷烟是‘禁忌’

的人指着这一节说，‘干净的物品是清

真的，污秽的物品是罪恶的。’”

“我再次声明，卷烟是罪恶

的，它让人类偏离了自己高等神性

的本质。”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是当前执政的正义

与发展党（AKP）领导人，他坚决反

对吸烟行为及卷烟，明确敦促他的

支持者们戒烟。

菲律宾
查获近500万比索走私烟

近日，在吞加万镇（Tunga-

wan）圣维森特村港口的一次军警合

作中，查获了价值近500万比索（合

9.8万美元）的走私卷烟。省级警监

杰瑞•普罗它乔（Jerry Protacio）

上校表示，逮捕队查获了15箱福特牌

（Fort）卷烟，它们被藏在60木箱干

鱼下面，这些鱼的所有人是三宝颜市

满榜描笼涯（Barangay Mampang）的

Salam Addah。

普罗它乔还表示，这批违禁走

私货物原本的运送目的地是南三宝

颜省的巴加连市。

爱尔兰
查获600万欧元走私烟

近日，总数高达1040万支的大

批非法卷烟在运抵都柏林港时被当

场查获。侦缉犬凯利（Kelly）嗅出

了这批来自鹿特丹、价值600万欧元

（合670万美元）的走私货。

运输集装箱上标的是“排污

管”，里面藏的卷烟所贴的标签是 

“商务王”（Business Kings）。

一位税务部门发言人表示：“昨天

（2020年3月11日），税务官员通过

一场情报行动缴获了1040万支卷烟，

它们是由一艘船舶从鹿特丹运到都柏

林港的。我们在侦缉犬凯利的帮助下

发现了这批卷烟，它们被藏在号称运

输‘排污管’的集装箱里。”

“这批‘纯走私’卷烟贴的

是‘商务王’的牌子，估价逾600万

欧元。如果走私成功，将给国库带

来510万欧元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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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烟草行业而言，纸张不仅仅是纸张。

事实上，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大量创

新性的优质纸张。无论是特种卷烟纸、内

衬纸、滤嘴棒纸，还是接装纸原纸，都必

须经过开发、设计和工业化生产。近来，

纸张甚至作为卷烟滤嘴材料大行其道，提

供了一种急需的替代品，以取代令人恐惧的

醋酸丝束。黑龙江地处中国东北角，与俄罗

斯接壤。这里正是牡丹江恒丰纸业有限公司

（MHP）的总部所在地，该公司是世界上最

大的卷烟纸和滤嘴棒纸制造商；是世界第二

大水松原纸制造商。恒丰集团总经理关兴

江表示，当然，该公司并不仅仅局限于这

为了解当前的全球趋势，《亚洲烟草》本期采访了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纸业制造商。

追求卓越的牡丹江
恒丰纸业

些领域，同时还生产烟草公司所需的任何纸

制品。作为中国烟草的主要供应商，恒丰纸

业所有产品类别的年产量的65%用于国内市

场，其余35%用于出口。

同等对待每一个市场
在出口方面，恒丰纸业从未专注于任

何特定的市场区域，而是对所有市场一视同

仁。“作为一家致力于全球化的企业，我们

致力于精心培育每一个市场，无论其产生了

多少销量，有些市场为我们创造了更高的销

量，而另一些市场则销量较低，”关经理解

释道，并补充说恒丰纸业只向合法运营的制

为预防新冠病毒，牡
丹江恒丰纸业公司要
求所有员工随时佩戴
口罩
【牡丹江恒丰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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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商提供产品：“我们对造假者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尽管该公司在几乎每

个市场都积极开发客户，但至少在目前，它在其中一个国家的前景仍然非常

微妙。“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教育和文化方

面保持领先地位；美国是我们期待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但由于贸易

和投资壁垒，我们渗透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努力都没有成功。自从现任美国政

府执政以来，情况甚至变得更糟，”关经理解释说，这显然是指当前中美贸

易战。

加热不燃烧和蒸汽烟带动出口
关经理表示，在越来越严厉的法律法规下，禁烟环境日趋严苛，全球

烟草业“逐步”萎缩。“然而，由于我们是根据全球客户需求开发新产品，

我们的整体出口业务一直在增长。”关经理坚称，详细阐述所有流行趋势

是“一个巨大的主题”，一篇文章无法全面涵盖，但他同意介绍一些更重要

的主题。他说，例如，加热不燃烧（HNB）和蒸汽烟设备的市场继续蓬勃发

展，没有受到阻碍。他补充说，这两类产品几乎像彗星一样迅速崛起，“对

传统卷烟行业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了帮助推动这一繁荣，恒丰纸业已经创

造了一系列专门用于制造HNB烟弹的特殊的纸张类型。“大型传统卷烟公司

到目前为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HNB产品，因此推动我们对这种纸的研发对我

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滤嘴棒纸不断演进
加热不燃烧和蒸汽烟可能会日益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卷烟领

域未出现任何趋势。事实上确实有。一个恰当的例证是低引燃倾向卷烟纸

（LIP），恒丰纸业已供应该产品系列几年了。关经理指出：“仍然有新的

市场关注LIP，当然我也承认，从全球范围来看，LIP已经不像之前那么热门

了。”另一方面，他说，细支烟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该品类过去几乎

是女性的专属领域，现在也吸引了男性吸烟者。内嵌式过滤嘴同样也正处于

上升时期，因为它们声称比单过滤嘴更有效地减少焦油和一氧化碳。对于此

类过滤嘴，恒丰纸业最近开发了硬嘴棒成形纸。“这是我们的最新产品，旨

在帮助我们的客户推动在线打孔卷烟和内嵌式过滤嘴卷烟的上升趋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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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
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造成

了可怕的损失，大量工厂关闭，

供应线中断，产生瓶颈，出口急

剧下降，但牡丹江恒丰纸业在与

《亚洲烟草》的沟通中声称，它

根本没有受到影响。该公司坚

称，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其工厂也没有停产，仍能全面运

转。该公司说：“我们的员工过

去或现在都没有受到感染。”也

没有任何原材料短缺，没有导致

生产放缓或停产。然而，由于中

国烟草公司因病毒爆发而短暂停

产，造成恒丰纸业1月和2月的

国内销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

滑。“但由于中国烟草目前已恢

复所有工厂的生产，我们预计从

3月份起将弥补过去两个月的销

售损失，”该公司表示。与此同

时，牡丹江恒丰纸业继续对员工

保持严格的筛选和保护制度，并

要求：“每个工人任何时候在工

作场所都必须戴口罩。员工每天

在进入工作场所前也要进行温

度扫描，并将结果报告给管理

层。”此外，工厂楼层和办公室

每天都要消毒，外部访客在获准

进入之前要接受检查。

经理解释道，但他也承认：“虽然有些客户采用硬嘴棒成形纸，只是为了增

强他们的产品的过滤嘴在视觉上呈现更引人注目的外观。”关经理继续对过

滤嘴补充说，MG水松纸也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这种非常专业的纸具有更好的

印刷性，关经理称之为“低湿变形”，卷烟品牌的烟支在创造性印刷模式的

加持下熠熠生辉。不用说，使用的油墨是食品级且无毒的。

符合环保少女Greta Thunberg倡导的绿色环保产品
不过，新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滤嘴棒纸和水松纸。全球环境保护主义

日益盛行，加之格雷塔•桑伯格倡导的“走向绿色”的态度大造声势，导致

醋酸丝束因其长达数十年的降解周期和造成不必要的垃圾污染而长期受到严

厉批评。根据各种组织的说法，每年有几万亿个醋酸盐烟头被丢弃在水道和

海洋中，或者最终流向填埋场或农村。“因此，环保产品是一个强大的趋

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关经理指出。虽然世界各地的几家公司一直在努

力将有趣的新型过滤嘴材料推向市场，使其符合“环保法案”，但恒丰纸业

已在其投资组合中新增了半彩色纸。这种未经漂白的纸制品可以制成过滤嘴

棒，并声称“降解速度比醋酸丝束快得多”，仅凭这一点，它就已经在“绿

色环保”上领先了一步。

避开卷烟平装限制
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卷烟平装，这可能对外包装有一些限制，但卷烟

包装并不只是外表空白，还有内衬。关经理也发现了一些趋势。面对外包装

上的品牌化禁令，烟草公司退而求其次，开始简单明了地把他们的品牌标识

放在卷烟包装不显眼的内衬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品牌所有者向我们提出

印刷内衬的要求，直觉告诉我，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刷、层压和涂层内衬最

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内衬，”关经理解释说。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

恒丰纸业开发了一系列非金属涂层内衬产品，关经理指出：“基本上保持了

与传统金属箔层压内衬相同的功能，但更环保，尤其是采用未经漂白的原纸

时。”始终紧跟行业流行趋势，关先生坚称，牡丹江恒丰纸业拥有“全球卷

烟行业最完整的纸产品组合，比如各式各样的卷烟纸、滤嘴棒纸、接装纸原

纸、内衬原纸、半彩色纸、内衬包装纸、印刷内衬纸和加热不燃烧卷烟纸，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恒丰纸业产品品类可谓一应俱全！

恒丰集团总经理关兴江 刚性接装纸

【
牡
丹
江
恒
丰
纸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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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受国内

经济整体增速下降及控烟形势日趋严峻的影

响，中国烟草行业的产销规模增速放缓，宣

传渠道和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烟草行业舆

论生存环境变得更为逼仄，各种可以预期和

难以预期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加。

控烟形势日趋严峻
随着健康理念的深⼊⼈⼼，控烟和戒烟

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201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等3份健康中国系列文件，提出

实施控烟、癌症防治等15个专项行动，之

后，“健康中国行动”就在中国各大城市开

展起来。“健康中国行动”就象一根线，把

中国各地长期以来“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似

的控烟行动集中起来，形成了聚沙成塔、握

指成拳的力量，并且有针对性，有目标性展

开了一系列控烟动作。

“健康中国行动”中的控烟行动明确了

控烟行动目标——到2022年和2030年，15岁

以上人群吸烟率分别低于24.5%和20%；全面

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30%及以

上和80%及以上。

为实现控烟目标，许多大中城市纷纷

推出各种史上“最严控烟令”。目前，包括

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20多个城市，都

已出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公共场所禁烟地方

性法规。同时，无烟城市立法也正在提速升

级。在秦皇岛，室内全面禁烟，并计划在沙

滩等室外场所同样禁止吸烟；在深圳，控烟

将扩展到公共场所室外5米以内范围，包括

高铁站台等要全面禁烟；在杭州，自2019年

控烟大势影响下的中国
烟草生存环境日趋艰难

文
/烟

草
在

线

立法和执法愈严，中
国烟民愈发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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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从部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扩大到全市范

围，还将电子烟草烟雾纳入禁烟场所的监管

范围。就在2020年1月份，湖北武汉还正在

为新推出的最严控烟令做各种宣传和普及，

如果不是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各种各

样的控烟行动还会在更多的城市轮番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在控烟行动中，向来

游离在烟草产品监管之外的电子烟也不得幸

免，不止杭州明确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

深圳、上海等地也明确表示将电子烟纳入当

地控烟条例，北京也在考虑同样的行动。

中国烟草舆论生存环境变得更为逼仄
在愈演愈烈的控烟运动面前，烟草行业

包括烟民群体的一切声音不仅苍白无力，而

且越来越没有辩解和发声的权利。

在各种“控烟令”实施之后，机场、火

车站、汽车站、商场和一些娱乐场所的公共

吸烟室被迫取消，一方面烟民找不到可以合

法吸烟的场所，一方面因吸烟引发的社会冲

突事件不断升级，烟民和非烟民成为对立的

两个群体。

比如，在2月份，北京市大部分小区实

行了居家隔离防疫，随着人们出门的减少，

因吸烟引发的邻里纠纷不断出现，小区居民

楼控烟投诉也取代了之前一直居高不下的餐

厅、写字楼等，占据了控烟投诉榜前列。依

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规定，个人在禁止

吸烟场所吸烟，由市或者区、县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元罚款；拒不改

正的，处200元罚款。乱扔烟头的，由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按照市容环境管理的相关

法规予以处罚。

在2017年，郑州一居民楼因一老人在

楼内电梯间吸烟引发邻居不满，邻居在劝阻

时老人因心脏病猝发离世。这是一件影响巨

大、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案件。法院最终判

决免除了劝阻吸烟者的民事责任，表达了对

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行为的肯定，也由此引发

了更多的此类案件。此后类似纠纷变得非常

普遍，每个月都在不同的城市发生。

很多城市的控烟法规都规定居民出了

自家门就属于公共场所，居民楼的楼道也属

于室内区域，因此也是禁止吸烟的。“在哪

里可以吸烟”成为烟民们面对的一大难题，

即使明星也不例外。在2019年，演员孙红

雷、王源等都因与朋友聚餐时吸烟被曝光而

受到媒体和观众们的强烈指责，不得不公开

道歉。

文明吸烟环境建设本来是中国烟草行

业为倡导烟民文明吸烟、帮助解决城市中烟

头随手扔及二手烟给他人造成困扰等城市管

理难题而提出的建议，而且经过深圳一年多

的试点运行，成效良好才开始在其它城市推

广的一项行动，但却受到控烟人士的强烈反

对。控烟人士认为环保吸烟室的建设和引导

烟民文明吸烟实际上是烟草行业为烟民提供

更加良好的吸烟环境，所以尽管这项工作在

解决“小烟头大隐患”的城市管理难题上很

有成效，却也不得不陷入停止状态。

在这种“吸烟就会成为社会公敌”的大

环境影响下，烟草行业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充

满了阴谋，中国卷烟的年销量和税利也成为

敏感词汇，并且会引发媒体的口诛笔伐。中

国烟草的一切辩解和说明都显得苍白无力，

因为任何解释都会被媒体过份解读甚至形成

新一轮的舆论危机。

在2020年1月份爆发的新冠炎肺病疫

情，也为这场控烟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疫情使人们更加关注身体健康，一方面

政府在公共卫⽣和健康方⾯预期会采取更多

举措，各地的控烟法规有可能会更加严格；

另一方面疫情也催⽣了烟⺠对烟草减害的强

烈需求。烟草行业要想持续发展，需要在科

技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量，另一方面也必

须要认真思考面对日趋严格的控烟环境，烟

草业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回应。

中国烟民很难找到吸
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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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展
会

2020年5月
推迟至2021年
国际包装博览会（Interpack）
德国杜塞尔多夫

www.interpack.com

主题：包装设备与物料

已取消
世界免税协会（TFWA）亚太免税
博览会

新加坡

www.tfwa.com

主题：免税/旅游零售

已取消
2020年尼古丁传输系统（ENDS）
大会
比利时布鲁塞尔

www.ends-conference.com

主题：电子烟/尼古丁大会

已取消
欧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保加利亚索菲亚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urope

2020年6月
已推迟
世界蒸汽烟大会
阿联酋迪拜

worldvapeshow.com

主题：蒸汽烟与电子烟

已取消
全球尼古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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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机与设备

2021年1月
最新日期
世界蒸汽烟大会
2021年1月13-15日

阿联酋迪拜

www.worldvape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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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asia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机与设备

2021年2月
最新日期
国际包装博览会（Interpack）
2021年2月25-3月3日德国杜塞尔

多夫

主题：常规包装与相关设备

www.interpack.com

2020年8月
最新日期
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2020年8月20-22日

中国深圳

en.iecie.com/shenzhen.php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

燃烧展会

2020年9月
最新日期
迪拜国际蒸汽烟展会
2020年9月3-5日

阿联酋迪拜

www.dbvape.com

cecilia.wu@way-joy.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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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烟等所有烟草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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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维也纳

www.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学会议

最新日期
饮品以及烟机与设备
2020年10月28-29日

阿联酋迪拜

www.bt-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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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74819-Filter for 
Aerosol Generating Device
A filter for an aerosol 
generating device is 
disclosed. The filter 
contains a breakable 
capsule and the breakable 
capsule includes an 
aerosol modifier. 

Browse recent: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ONDON (GB)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74819
Inventors: Will ENGLAND, 
London (GB); Pablo Javier 
BALLESTEROS GOMEZ, 
London (GB); Thomas 
WOODMAN, London 
(GB); Jeremy PHILLIPS, 
London (GB); Richard 
HEPWORTH, London 
(GB) 

2019/0183166-Low Ignition Propensity Cigarette Paper and 
Manufacture Thereof
A wrapper of a smoking article includes a base web and at least 
one transverse banded region. The banded region includes a first 
zone, a second zone and a third zone of add-on material. The 
second zone has about 25% to about 75% less add-on material 
than the first zone and the third zone. The banded region is about 5 
mm to about 9 mm wide and the second zone is centrally located 
between the first zone and the third zone. The second zone 
includes a plurality of dots of the add-on material spaced from 
adjacent dots in the second zone by a distance greater than a 
distance between adjacent dots in the first zone and the third zone.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19/0183166
Inventors: Michael H. Lee, Rogersville, TN (US)

2020/0029615-Oral Product
An oral product includes a body that is wholly receivable in an oral 
cavity. The body includes a mouth-soluble polymer matrix, 
cellulosic fibers embedded in the mouth-soluble polymer matrix, 
and nicotine or a derivative thereof dis-persed in the mouth-soluble 
polymer matrix. The oral prod-uct is adapted to release the nicotine 
or a derivative thereof from the body when the body is received 
within the oral cavity and exposed to saliva. 

Browse recent: Altria Client Services LLC, Richm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29615
Inventors: Feng GAO, Midlothian, VA (US); Frank Scott ATCHLEY, 
Tarpon Springs, FL (US); Gregory GRISCIK, Midlothian, VA (US); 
Christopher Joseph DINOVI, Ruther Glen, VA (US); Phillip M. 
HULAN, Midlothian, VA (US)

2020/0029618-Electronic Vapor Provision System
Embodiments of an electronic vapor provision system hav-ing a longitudinal axis are 
disclosed. The electronic vapor provision system includes a control unit and at least one 
cartridge configured to engage with and disengage from the control unit substantially along 
the longitudinal axis. The at least one cartridge includes a reservoir of liquid to be vapor-
ized. The electronic vapor provision system further includes an induction heating assembly 
including at least one drive coil and a plurality of heater elements. The heaters elements 
are located in the at least one cartridge for vapor-izing the liquid. The at least one cartridge 
is configured to feed liquid from the reservoir onto the heater elements for vaporization. 
The at least one cartridge is located, when engaged with the control unit, such that the 
heater elements are within the at least one drive coil. The electronic vapor provision system 
is configured to support selective energi-zation of different heater elements from the 
plurality of heater elements. 

Browse recent: NICO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 London (GB)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29618
Inventors: Rory FRASER, London (GB); Colin DICKENS, London (GB); Siddhartha JAIN, London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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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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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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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s Pakistan
Tel +92 21 34529141-2
filpak@cyber.net.pk
www.filterspakistan.com
(Page 66)

G.D
sales@gid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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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21)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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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propix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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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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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sun@minsun.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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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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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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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Sahara Tobacco
Tel +263 776 695 396
info@subsaharatobacco.com
www.subsaharatoba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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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n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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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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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voedseltoba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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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acco Asia
The ONLY magazine written and edited for the Asia 

regional tobacco industry. Read and trusted 
by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round the world. 

Subscribe Now
to Tobacco Asia and get a complete view of the tobacco industry.

Rates
1 year $55
2 years $105
3 years $150

October Inter Co. Ltd.
Interchange 21 Bldg., Room 3225, 32nd Fl. 
399 Sukhumvit Road, North Klong Toey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Tel +66 2 660 3789.  Fax +66 2 660 3881 
web: www.tobaccoasia.com.

Published 5 times a year in full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To subscribe visit: tobaccoasia.com or 

email info@octobermultimedia.com

尽管《亚洲烟草》出版商尽力提供最精确的广告商索引信息，但是我们
对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页码、拼写、遗漏）的有效
性不做任何保证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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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global brands for over 9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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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our website: LLFLEX.com

GET THE GLOBAL SOLUTIONS YOU DESERVE.  
CALL +1-800-634-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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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 GLOBAL PROVIDER OF FOIL AND NON-FOIL CIGARET TE INNER BU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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