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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丹是一个更重

视国民幸福总值的国家，而取消烟草销售禁令无疑

让不少国民倍感幸福。这甚至似乎是该行业在新冠

大流行的痛苦中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因素之一。

该国有长达几百年的禁烟史。1651年，不丹

的开国元勋沙布东一世（ZhabdrungNgawangNamg-

yal）通过了第一部反烟草法。烟草甚至被视为一

种罪恶，认为烟草植物源于强大的恶魔的经血。不

丹2010年颁布的《烟草控制法》禁止烟草制品的销

售、种植、分销和推广，但对印度产品支付100%的

销售税和第三国进口的100%关税后，允许每月限

量进口800支卷烟，或1200支比迪烟，或150支雪茄，或750克其他烟草制品 

用于个人消费。然而，不丹在3月底因新冠大流行而被迫关闭与印度的边境

时，非法烟草黑市趁机繁荣起来，价格飙升了四倍。不丹总理洛泰•特谢林

（LotayTshering，曾是一位外科医生）自己不吸烟，但他意识到需要采取

措施来遏制黑市，因此取消了烟草销售禁令，以降低对非法烟草的需求，降

低感染新冠的风险。政府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临时销售点，接受订单并销售烟

草，印度烟草售价为黑市价格的一半。

如果说不丹公民目前处于幸福指数的最高点，那么南非公民可能处于

中间位置，因为南非也取消了烟草销售禁令。政府初衷本为试图预防由新冠

引起的呼吸系统问题，这项近5个月的禁令对南非的烟草黑市构成巨大的利

好。该禁令似乎并未真正起到阻止人们吸烟的作用，反而导致人们转而购买

来源和质量有问题的非法烟草。斥资210万美元建成的长40公里、高1.8米的

边境墙，本用来防止非法越境，但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边境墙建成几周

后，就已被走私犯凿的千疮百孔。8月中旬禁烟令一解除，人们就排起长队

等候在获准重新营业的烟草零售店门前。

幸福指数低于南非的可能是澳大利亚公民，他们可能不得不完全放弃

对可燃卷烟替品的希望。政府不仅宣布从明年初开始，禁止进口无医生处方

的含尼古丁电子烟，而且现在也禁止进口加热烟草制品。政府对烟草实行更

严苛的限制，人们毫无选择，既不会感到幸福，也不会健康。

追求幸福应该是赋予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尤其是在当前困难时

期，剥夺人们的选择能力，完全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或健康。

Nattira Medvedeva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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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是eLiquiTech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烟草行业

香料供应商的第八代传人。该公司是一家私营品牌制造商，

负责配制电子烟液，并填充封闭式雾化仓系统、烟液瓶和雾

化烟弹。该公司是Tobacco Technology, Inc.（TTI）的全资

子公司，后者是全球烟草业在北美最大的香料供应商，GCS自

20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公司的负责人。

GCS于1992年从马里兰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第

一份正式工作是为德国丹纳曼雪茄公司担任烟叶采购员，常

采访香料行业资
深人士乔治•卡
塞尔斯•史密斯
香 料 行 业 资 深 人 士 乔 治 • 卡 塞 尔 斯 • 史 密 斯
（George Cassels-Smith，GCS）向《亚洲烟
草》讲述了针对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的合成尼古
丁的未来。

驻巴西Cruz das Salmas市。到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他回到美国，在Hail&Cotton公司

担任销售代表、烟叶采购员、经纪人和加工

经理。

20世纪90年代末，GCS加入了TTI，成为

了一名调香师培训生，创造了为家族企业带

来蜕变的机会。他在实验室和吸烟室学习了

诀窍后，转而从事销售工作，在开拓新市场

和维持长期客户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GCS和吉尔婚后育有两子，乔治和杜

克。他经常钓鱼和打猎，当然还会抽着他最

喜爱的雪茄。

《亚洲烟草》：您对合成尼古丁有什么

特别的兴趣？

GCS：TTI一直密切关注我们的技能可以

为全球烟草行业服务的增长领域。在过去20

年里，我们几乎完全聚焦在为新型烟草产品

提供尼古丁含量更低的香料上。

《亚洲烟草》：您最近加入了总

部位于伦敦的Zanoprima Lifesciences 

Limited（ZLL）的董事。TTI和Zanoprima是

如何与合成尼古丁密不可分的？

GC S：TT I与ZL L在近7年前开始合

作，SyNic合成尼古丁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成

果。从SyNic开始，我们开发了一个独特的专

利产品组合，涵盖了我们目前所知的整个尼

古丁价值链。TTI与Zanoprima积极合作，因

此我们将成为SyNic的全球经销商，同时也是

合成尼古丁酒石酸盐和合成尼古丁聚克利树

脂以及SyNic电子烟液专有配方的制造商。确

保合成尼古丁方便易买是为我们行业所做的

正确的事情，现在也是正确的时机。

《亚洲烟草》：天然尼古丁与合成尼古

丁的化学结构完全相同。但是这两种物质有

区别吗？

GCS：你说得对。两者的分子完全相

同。区别在于有无杂质。从烟草中提取的尼

古丁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净化，可能含有潜

在的有害杂质。净化可能非常困难且昂贵，

因为杂质在结构上与尼古丁分子本身非常相

似。但合成尼古丁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任何

杂质。

《亚洲烟草》：顾名思义，只有在工业

实验室环境中使用乙醇、烟酸和硫酸等化学

物质才能生产合成尼古丁。您能简单描述一

下这个过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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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SyNic合成尼古丁是在获

得FDA注册的工厂中使用cGMP（动态

药品生产管理规范）方法生产的。它

不含重金属，也不含残留农药，就像

从烟草中提取的尼古丁一样，也在

生产过程中也使用了强酸和化学溶

剂。另一方面，采用“绿色化学”方

法，SyNic生产过程非常洁净。它的

制造是环保的，使用过的任何溶剂在

再循环使用之前都是完全回收的。相

比之下，SyNic生产过程使烟草衍生

的尼古丁过程显得肮脏。

《亚洲烟草》：您认为有些消

费者一旦了解某产品含有合成尼古

丁，他们会拒绝使用吗？是否存在

潜在的“恐慌因素”？

GCS：消费者使用SyNic合成尼

古丁会感到非常舒服。我们利用清

洁科学，可以持续达到尼古丁工业

所能达到的最高纯度水平。此外，

所有可能的杂质都得到了控制，因

此不存在可能致癌的TSNA（烟草特

有的亚硝胺）或亚硝胺。

《亚洲烟草》：合成尼古丁的

价格比天然尼古丁更便宜吗？

GCS：SyNic因为采用了独特的

专利工艺，几乎达到了与烟草衍生

尼古丁同等的价格。但它的交易价

格总是略高于天然尼古丁。然而，

请记住，它“更绿色”，更纯净，

改善了几乎任何成品的味道。

《亚洲烟草》：绝大多数电子

烟液制造商仍然在其产品中使用天

然尼古丁。您认为他们有转向合成

尼古丁的趋势吗？

GCS：我认为电子烟界正为多

种尼古丁产品做准备。SyNic品质出

众，将与纯种天然烟草衍生尼古丁平

分秋色。但是，伴有烟沫和灰尘的天

然尼古丁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无法

追溯，而且控制杀虫剂和重金属污染

也是个问题。我预计未来需要从种子

开始追踪天然尼古丁的来源，并使用

cGMP设备对杂质进行定量。

《亚洲烟草》：与劣质烟草衍生的尼古丁不同，合成尼古丁不含任何

难闻的亚硝胺。这会是电子烟液制造商转而使用合成尼古丁，最终完全放弃

天然尼古丁的原因吗？

GCS：诚然，我们的产品SyNic不含亚硝胺，而亚硝胺致癌。这种保证是

无价的。非致癌尼古丁碱对烟草制品制造商的价值是什么？非致癌烟草产品组

合对烟草消费大众有何价值？不过，高纯度的天然尼古丁仍将占据重要地位。

《亚洲烟草》：合成尼古丁是否应用于加热不燃烧产品中？

GCS：是的，SyNic可以用于任何加热不燃烧产品。在烟弹制造过程

中，SyNic可以增加普遍存在的尼古丁来源，甚至成为唯一的来源。Zanop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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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调整了SyNic技术，并为一种非常独特和稳

定的尼古丁盐申请了专利，这种盐不使用有

机酸，可保持pH值的稳定性。

《亚洲烟草》：那么传统的烟草制品呢？

GCS：我想不出不能以某种方式利用

SyNic的烟草产品。在未来所有烟草产品

中，SyNic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高纯度，并且

稳定的铺货量。

《亚洲烟草》：合成尼古丁给终端用户

带来的满意度是否与天然尼古丁一样？

GCS：源自尼古丁消费的满足感主要与

尼古丁在人体内的生理作用有关。就此而

言，SyNic合成尼古丁提供了与烟草衍生的

尼古丁同样程度的满足感，但由于其不含杂

质，因此口感更为均衡。科学定义烟草衍生

的尼古丁只作为天然的（S）对映异构体存

在。SyNic含有99.8%（S）以上的异构体。

因此，它和天然尼古丁一样……但与一些市

场上用作“合成尼古丁”的外消旋混合物不

同。尼古丁的生理效应几乎完全是由天然的

（S）异构体引起的。我提到的合成外消旋

混合物是50%（R）异构体和50%（S）异构

体，因此最多可以达到天然尼古丁生理效应

的一半。

《亚洲烟草》：您申请SyNic和其他尼

古丁产品的专利了吗？

GCS：是的，我们已经为我们的技术申

请了多项全球专利，并且正向FDA提交合成

尼古丁、酒石酸尼古丁和尼古丁极性树脂的

药物管理档案【DMF】。

《亚洲烟草》：与天然尼古丁一样，合

成尼古丁应符合美国药典（USP）和欧洲药

典（EP）的要求。为何如此重要？

GCS：所有尼古丁，无论其来源或用途

如何，都应符合欧洲药典标准，这将是未来

的全球标准。欧洲药典严格遵循美国FDA对

尼古丁的标准，唯一不同的是，欧洲药典还

列出了4种最常见的杂质。所有消费者都有

权知道产品成分。遗憾的是，美国药典和欧

洲药典认证的尼古丁只需要99.5%的纯度，

其余0.5%是异味或危险杂质。必须谨记的

是，纯化的尼古丁味道非常均衡，没有致癌

风险。而这些杂质使它的味道变差，并可能

致癌。

《亚洲烟草》：其他各种认证，如ISO 

9001:2015、HACCP和GHP/GMP的重要性如何？

GCS：所有的认证都有助于向客户传达

他们使用的是经过合理构思、设计和制造

的优质产品的信心。Zanoprima将专门使用

在FDA注册的设施，使用当前的药物cGMP配

制药品。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天然尼古丁

供应商拥有完全符合FDA注册的生产工艺设

施。SyNic的高纯度将远离边际供应商。

《亚洲烟草》：与从烟草中提取的天然

尼古丁相比，有关合成尼古丁的贸易限制或

法规是否更少？

GCS：SyNic和天然尼古丁的化学结构是

相同的，因此二者遵守相同的法规【登记号

54-11-5】。这使得含有SyNic合成尼古丁的

产品可与使用天然尼古丁的现有产品一起销

售，或作为替代品销售。但值得注意的一个

尴尬的交易限制是，在美国，2016年8月8日

之后所有新型烟草产品的宣传都被禁止。然

而，合成尼古丁在美国市场打了擦边球，只

要该产品不是全部或部分来自烟厂，也没有

医疗索赔。在我们的客户向美国FDA烟草制

品中心提交PMTA申请之前，SyNic将避免进

入争议激烈的美国电子烟市场。我们的目标

是与FDA合作，而不是绕过它。

《亚洲烟草》：假设合成尼古丁将“逐

步淘汰”天然尼古丁，这会不会对已经陷入

困境的烟草种植业产生负面影响？

GCS：我认为合成尼古丁不会“逐步取

代”天然尼古丁。但我确实认为天然尼古丁

的前景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满足我们行业

对追踪和可追溯性的需求。我预计高质量的

天然尼古丁将和高质量的合成尼古丁产品共

存于市场。有的客户总是喜欢“全天然”，

而有的客户则会寻求“高科技”。我们的工

作仍是提供完美的产品组合，以满足客户的

喜好和需求。

《亚洲烟草》：可以总结一下吗？

GC S：“一潮起而百船升”，加之

SyNic的专利技术，目前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和高纯度，我们应该会看到“满月潮”。我

想对《亚洲烟草》的读者说：“好戏还在后

头。”可利用SyNic的潜在终端产品组合是

无限的。纯度、稳定性和保质期的优势将提

高所有烟草产品的标准，而我们目前仅接触

到皮毛而已。这是一个伟大的工具，对所有

烟草产品设计师而言均是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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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RJ雷诺仍需支付和解款

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最近裁

定RJ雷诺烟草公司必须支付1.02亿

美元，以解决1995年佛罗里达州与

4家烟草公司之间的诉讼。RJ雷诺

辩称，该公司不应再对其四个自售

卷烟品牌（塞勒姆、温斯顿、库尔

和马弗里克）支付任何款项，这是

1997年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

向烟草公司提供赔偿责任，前提是

他们同意向佛罗里达州每年支付数

百万美元，用于支付与吸烟相关的

医疗保健费用。

1997年的裁决裁定RJ雷诺、菲

莫公司和其他烟草公司必须立即分

别向佛罗里达州支付7.5亿美元，以

及每年额外支付4.4亿美元。最近的

决定指出，1997年的协议“对所有

和解被告及其继承人和受让人具有

约束力。”

2017年，巡回法院裁定，RJ雷

诺在2015年出售了涉及1995年诉讼

的四个卷烟品牌后，必须支付1.02

亿美元的和解金。据佛罗里达新闻

社报道，RJ雷诺表示，该和解方

案“与‘1997年和解协议’的明示

条款背道而驰。

但是，上诉法院裁定，维持

1997年协议的条款，即要求RJ雷诺每

年向佛罗里达州支付和解款，“任何

条件下都不会终止该协议，作为免除

过去和未来医疗费用的责任”。因

此，根据2017年的判决，RJ雷诺仍需

支付1.02亿美元的和解款。

菲莫国际发布第二季度业绩报告
菲莫国际公司最近发布了2020

年第二季度业绩。在新闻稿中以“

相同”为基础进行的比较反映了

2019年的预估结果。2019年3月22日

（取消合并的日期），菲莫国际剥

离了加拿大子公司乐富门-金边臣

（RBH）的业务。此外，菲莫国际的

总体市场份额在上一季度已进行了

重述，以反映合并的情况。

•卷烟和加热烟草制品发货量

同比下降14.5％（卷烟发货量下降

17.6％，加热烟草制品发货量增长

24.3％，达到187亿支）；

•IQOS市场的加热烟草制品市场

份额（不包括美国）增长1.8个百分

点，达到6.3％；

•截至第二季度末，IQOS用户总

数约为1,540万，其中约1,120万已

戒烟并改用IQOS；

•2020年7月7日，美国食品和药

品监督管理局（FDA）授权IQOS烟草加

热系统作为低风险烟草产品销售。

欧盟/英国
犯罪团伙规避欧盟禁烟法规

犯罪团伙为了规避欧盟禁烟法

规，通过走私薄荷醇卷烟赚取了数

百万欧元。为了阻止年轻人吸烟，

薄荷醇卷烟在5月被取缔，但是欧盟

以外的公司仍生产这种卷烟，而且

产品中的有毒化学物质更多。

此外，这些“非法白烟”没有

阻燃环，在卷烟没有燃尽时无法阻

断火源。

薄荷醇卷烟每包售价约3.50英

镑（合4.50美元），在与波兰接壤

的白俄罗斯，薄荷醇卷烟价格仅为

每包17便士（合0.22美元）。仅在

今年的前六个月，邻国立陶宛的边

境官员就在前往英国的途中缉获了

900万支薄荷醇卷烟。

这个数字是前三年同期缉获非

法卷烟数量的三倍。

代表菲莫国际公司进行研究的

顾问、前苏格兰警探威尔•奥雷利

（Will O’Reilly）说：“从过去的

经验来看，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会试图

利用任何禁令。自禁令实施以来，我

们已经缉获了许多非法薄荷醇白烟。

执法机构预计，随着犯罪分子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这一趋势将会增加。过

去曾发生过几次房屋火灾，验尸官将

死亡原因归咎于使用非法白烟。另

外，非法白烟的致癌化学物质含量可

能更高。”

奥雷利说，烟草走私团伙过去

曾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并跨境贩运

毒品和枪支。

德国
取消ITShub
本计划于2020年11月3日至4日在多特蒙德展览中心举行ITShub，尽管这是一个前

沿概念，并且已有大量参展商注册，然而由于近几周全球范围内新冠感染率上

升，因此决定今年取消该活动。

威斯特法伦哈伦集团有限公司（Westfalenhallen Unternemensgruppe GmbH）

董事总经理萨拜因•洛斯（Sabine Loos）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周感染趋势上升，

这让我们难以成功试点ITShub计划。”

洛斯解释说：“在9月份的两大旗舰展InterTabac和InterSupply被推迟之

后，我们本想今年能有一个平台让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对话。在人们出行减

少、线上交流增多的时代，我们认为混合模式似乎是为这个行业提供这种平台的

最合适的方式。为虚拟访客提供内容的混合活动的线上部分自然需要各种各样的

实体活动，但与实际出席相关的旅行仍然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对于国际参

与者而言，这最终导致了活动取消。”

多特蒙德展览中心坚持混合活动的理念，目前正在研究这种形式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成功地用于补充未来的其他交易会，未来几周将继续研究。“我们可以

看到这种形式对在这里举行的几场博览会的潜力。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发这些

可能性，并将其融入我们的核心提案中，”萨拜因•洛斯展望交易会业务未来时

补充道。

现在的重点是成功确保2021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强大的国际阵容。

欲了解详情，请访问www.intertabac.de或者www.intersupply.de。有关展位预

订和信息，请联系Glenn Anthony John，邮箱为：gaj@octobermulti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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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新烟草广告禁令2021年逐步
生效

近年来，德国保守党一直阻止

实施扩大烟草广告禁令范围的新法

律。但是现在，各党放弃抵抗，并

在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新法

律将从2021年开始逐步生效。

在公交车站和广告柱等地方禁

止户外烟草广告的禁令将分阶段生

效。烟草加热装置（2023年生效）

和电子烟（2024年生效）也将受到

法律的管制。

但是，法律仍允许在烟草销售

点做广告以及允许烟草业的赞助和

促销，因此该禁令并不全面。

烟草控制专家劳拉•格雷恩

（Laura Graen）参加了6月29日举

行的联邦议院听证会，并对法律草

案发表评论。他表示，赞助和促销

在烟草业广告支出中的比例已经达

到60％。

总体而言，德国在实施烟草控

制措施方面没有其他欧洲国家那么

积极。但是从2021年开始，烟草行

业将不能在活动中分发免费样品，

并且在向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

放映电影之前，电影院中的烟草广

告将被禁止。

韩国
KT&G欲成为全球第四大烟草
公司

最近，KT＆G公司宣布，将在新

兴市场扩大其销售网络，并将其新

款电子烟产品的销售范围扩至全球

消费者，力争在2025年以前成为全

球第四大烟草公司。

该 公 司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说 ： 

“KT＆G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出口国

数量从80个增加到200多个。由此，

我们设定了新的目标，即到那时成

为全球市场第四大烟草公司。”

欧睿国际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按销量和市场份额计算，KT＆G

是世界排名第五的烟草制造商，取

得这样的成就，距离其1999年首次

进入全球市场还不到20年。

在过去几年中，该公司对非

洲、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亚太地区等

新市场的出口量大幅增长，从而降低

了其先前对中东市场的高度依赖。

该公司称，2019年其对中东、

中亚和俄罗斯的出口总额为1081.5亿

韩元（9050万美元），低于去年的

1698.9亿韩元。同期，北美洲的出口

额从536.7亿韩元大幅增至756.8亿韩

元，其他市场的出口额也从3130.6亿

韩元增至3506.1亿韩元。

KT＆G在土耳其、俄罗斯、印度

尼西亚和美国都已开设子公司，其

中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的销

售额增长迅速。

爱尔兰
日烟国际替代品牌市场份额超5%

爱尔兰烟草业（价值18亿欧

元，合21亿美元）的销售数据显

示，薄荷烟禁令于今年5月生效后，

日烟国际推出了四个替代卷烟品

牌，截至6月中旬，这些品牌的市场

份额已经超过5％。

爱尔兰国家医疗服务中心接到

投诉，有些品牌在薄荷烟禁令生效

后仍觊觎价值2.5亿欧元的薄荷烟市

场，由此该中心开始对该国烟草业

的部分品牌展开仔细审查，并且调

查烟草公司是否遵守已于5月20日在

欧盟和英国生效的薄荷烟禁令。

推出替代产品的大烟草公司

在欧洲试图规避禁令，因而饱受压

力。英国和德国已经呼吁进行相关

调查。 

丝刻制造商日烟国际坚持认为

其新推出的替代品牌完全符合该禁

令的法律规定，同时也承认其在制

造过程中仍使用薄荷醇调味剂。

日烟国际表示，只要卷烟没有

烟草以外的其他味道或气味就是合

法的。

万宝路制造商菲莫国际最近表

示，其新推出的绿色主题品牌不含

薄荷醇，是合法的“传统卷烟”。

菲律宾
拟加大卷烟走私惩罚力度

最低5,000万菲律宾比索（100

万美元）的罚款，再加上可能面临

8-12年的监禁，让卷烟走私者望而

却步，从而减少了走私贸易，政府

需要的税收也在增多。

这促使参议员要求更严厉的处

罚力度，包括非法交易不可保释并

判处无期徒刑。

参议员说，卷烟走私猖獗，会

影响控烟效果，因为走私或非法制造

的烟草产品不只是价格便宜许多，而

且添加了更加危险的化学品。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桑尼•安

加拉（Sonny Angara）表示，政府

必须在不征收新税的情况下提高税

收，以资助抗击新冠疫情和刺激经

济发展的计划。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富兰克林•德

隆（Franklin Drilon）支持加大惩

罚力度，但表示，“应与强有力且

持续的执法措施相结合”，以打击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海 关 局 （ B O C ） 、 国 税 局

（BIR）和其他执法机构对仓库、工

厂、集装箱卡车甚至是储存走私和

假烟的住宅进行了连续突击检查，

但对走私集团仍未放慢走私速度感

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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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支
TISA供图

在新冠大流行封锁期间，南非当局于

3月24日开始全面禁止烟草制品，这对烟草

行业和消费者的打击完全出乎意料。据悉，

当初推出该禁令是基于呼出的烟雾可能携带

SARS-CoV-2病毒，会导致甚至加快新冠传

播。当然，没有一项可信的研究能够确凿地

证明，吸入烟雾感染新冠的风险高于正常人

呼吸空气的风险。

鉴于禁止在公共场所和靠近他人的地

方吸烟已足够严苛，因此可能唯一可以证明

该禁令合理的方面是，烟草吸烟者在吸烟或

使用其设备时通常会摘下防护口罩。然而，

完全禁止所有烟草制品销售似乎和暂停销售

哮喘吸入器或派对充气气球一样不合理。南

南非或许终于解除了备受争议的禁烟令，但它却已让该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结果事与愿违。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南非解除卷烟禁令，
但市场仍一片混乱

非“有幸”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采取如此严

厉手段的国家。

而且，最初承诺的只是暂时的禁令，

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但这并不重要。

消费者仍能毫不费力地找到他们的供应品。

在南非，卷烟不是由专门的烟草商或超市出

售，而是由非正式的街头小贩和小型“家庭

经营型”杂货店出售，他们几乎不会遵守该

销售禁令。合法卷烟的库存卖光后，非法烟

草产品趁虚而入，进一步加剧了新冠爆发前

业已经存在的问题。

2019年第五期（第23卷第5期）《亚洲

烟草》刊登了一篇综合性的专题文章，探讨

了国家机构和机关如何空前腐败，包括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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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局在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该机构的缩写名称也是SARS，这不仅

导致大量偷税漏税，也让国内市场

充斥着非法产品。南非烟草研究所

（TISA，现已停业）当时曾对《亚洲

烟草》表示，2018年的卷烟市场总销

量估计为300亿支。然而，合法制造

商只贡献了约180亿支，其余120亿支

是“非法或未交税”卷烟。

从街头小贩处买一包卷烟的零

售价只有10兰特（0.66美元），通常

甚至更低。然而，事实上，2018年每

包烟最低适用消费税税率为17.85兰

特（1.18美元），很明显低于实际

税率销售的卷烟应该是非法的。此

外，TISA委托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研

究显示，非正规市场上的非法卷烟数

量惊人增长，从2018年6月占总销售

额的33.4%增至10月的42%。

TISA主席弗朗索瓦•范德梅尔维

（François van der Merwe）表示，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一

家特殊但未具名的公司，该公司产

品“占全国非法卷烟市场的73%”。

截至文章发表时，英美烟草南非公司

（BATSA）的卷烟品牌彼得•史蒂文森

（Peter Stuyvesant）应该已被这家

无名公司的产品所超越。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这事实上使南非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非法卷烟品牌成

为全国畅销品牌的国家。

随后，SARS-CoV-2来势汹汹，

卷烟销售禁令也于2020年3月26日

接踵而来。虽然该禁令没有以任何

有意义的方式成功地遏制新冠的传

播，但它无疑加剧了已经无法维持

的非法烟草形势。由于合法产品要

么被下架，要么剩下的库存（不管

是否被禁售）很快就卖光了，于是

消费者竞相购买非法卷烟。开普敦

大学的一项关于免税产品经济性的

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23000名吸

烟者中，高达93%的人说尽管有烟草

禁令，他们仍然能够购买卷烟，这

一数字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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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品牌封锁后价格上涨

1开普敦
22020年8月18日开普敦
31美元=17.2兰特
(来源：busonessinsider.co.za) 

品牌所有者 品牌 封锁前 封锁后 变化
  零售均价p.P.1  零售均价p.P.2 
英美烟草 金边臣 32.80兰特(1,91美元)3 32.00兰特(1.86美元)3 -2%

 登喜路 44.40兰特(2.58美元) 52.50兰特(3.05美元) +18%

 健牌 39.60兰特(2.30美元) 48.00兰特(2.79美元) +21%

 彼得•史蒂文森 39.00兰特(2.27美元) 46.50兰特(2.70美元) +19%

 乐福门 33.40兰特(1.94美元) 32.00兰特(1.86美元) -4%

日烟国际 骆驼 39.40兰特(2.29美元) 53.00兰特(3.08美元) +35%

 云斯顿 31.00兰特(1.80美元) 30.00兰特(1.74美元) -3%

菲莫国际 契斯特菲尔德 33.40兰特(1.94美元) 36.50兰特(2.12美元) +9%

 万宝路 40.80兰特(2.37美元) 53.00兰特(3.08美元) +30%

在南非，无论是合法品牌还是非法品牌，卷烟通
常都是由非正式的街头小贩出售。*注意：上图中
并非所有的卷烟品牌都是非法的*

TISA供
图

TISA供
图

隐藏在一批糖果后面
的非法烟盒

该禁令最终于8月17日被废除，但它所

造成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例如，英美烟

草南非公司（BATSA）在最近的一份新闻稿

中称，截至6月底，其封锁前48%的市场份额

已降至8.7%。“能够购买BATSA品牌的人数

极少，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封锁前的零售库

存，”BATSA在声明中称，该禁令是“怪异

的，不合理的”。此外，BATSA声称，在禁令

实施期间，南非损失了3600万美元的税收。

BATSA并不是唯一感觉恼火的一方。当

地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代表南非80%卷烟

制造商的公平贸易独立烟草协会（FITA）于

5月4日对南非合作治理和传统事务部长提起

诉讼。FITA指控说，禁烟与防止新冠传播的

目的没有合理联系。尽管比勒陀利亚高等法

院于6月26日驳回了该诉讼，裁定认为部长

为拯救生命采取了合理的行动，但FITA已经

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禁令的另一个后果是价格大幅上涨，尤

其是高端品牌，据当地商业新闻网站busi-

nessinsider.co.za报道，此举显然是零售

商试图在经济上重新站稳脚跟的单方面推

动。该网站对开普敦封锁前和禁令后的零售

价格进行了比较（见表）。调查结果显示，

高端品牌的价格已经飙升了35%，尽管中端

品牌的价格要么保持不变，要么甚至比新冠

之前略便宜。

除此之外，政府在此期间还采取了更

为官方的涨价措施。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援引了一封BATSA发给零售商的

信，信中通知他们，截至8月24日，该公司

将把旗下品牌的价格上调4%至10%，以弥补

在禁烟近5个月后损失的部分收入。”8月17

日，BATSA在信中称：“这次价格上涨对禁

止合法销售期间遭受的损失影响微乎其微，

但我们相信，这将使我们能够继续支持或成

为合法价值链中的合作伙伴。”非法、无税

卷烟的制造商和经销商在听到这一切之后可

能会再次兴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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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D2令欧洲烟草
公司一筹莫展

修订后的《欧盟烟草产品指令》（俗称“TPD2”）最初被欧盟经济体誉向更好地跟

踪和追踪（T&T）烟草产品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也有助于打击非法烟草。自2020年5月

起，TPD2适用于欧盟27个成员国的细切烟和卷烟。但是，从2024年5月开始，该指令还将涵

盖除原材料以外的所有其他烟草产品。英国最近在混乱的“脱欧”程序后离开了欧盟，至少

目前遵守的烟草产品T&T制度，与TPD2不谋而合。

TPD2有待完善
然而，尽管欧盟最初大张旗鼓地宣传TPD2的好处，但它并不受欧洲烟草制造商的欢

迎，更不用说被誉为“向前迈进了一步”。欧洲吸烟烟草协会（ESTA）秘书长彼得•范•德马

克（Peter van der Mark）对《亚洲烟草》表示：“我们一开始对TPD2的主要担忧是，立法

者专注于工厂生产的卷烟的生产和分销过程。但是，在制定TPD2时，未充分考虑其他商品以

及生产利基产品的小型独立烟草公司，因此，现在受到不相称影响的正是它们。”

《亚洲烟草》从欧洲吸烟烟草协会处了解到，TPD2令欧盟制造商一筹莫展。

ESTA某会员工厂加工烟叶欧洲吸烟烟草协会（ESTA）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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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复杂的T&T系统
具体来说，欧盟委员会（EC）设计了

一个非常复杂的T&T系统，而没有真正利用

深入了解烟草制造和分销过程。与此同时，

欧洲烟草业的多样性也被欧盟委员会官僚公

然无视。因此，TPD2规定的T&T系统变成了

一个不必要的复杂的产量控制机制，在许多

方面缺乏协调性。事实上，T&T要求代表着

不幸背离了“TPD1”法规的初衷，也代表着

TPD2的先行者。范•德马克说：“由于欧盟

委员会未能与相关利益相关方进行适当磋

商，目前该系统成本对低产量制造商来说比

对跨国公司来说更高。”

与非欧盟市场格格不入
此外，各利益相关方也声称TPD2与各种

非欧盟市场的T&T机制格格不入，这是ESTA

早在TPD2被采用之前就已经发现的问题。

范•德马克回忆说：“我们当时向欧盟委员

会表达了我们的担忧，但完全被忽视了。”

事实上，TPD2最初只要求其T&T机制适用于

欧洲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常识性的认识也是

如此。范•德马克说：“但后来又扩大到出

口到非欧盟目的地的产品。”由于扩大了

T&T的范围，TPD2现在可以有效禁止欧盟公

司向欧盟以外的市场出口产品。范•德马克

认为，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尤其是“生产

利基和传统烟草产品的小公司，即使想规避

出口问题，也不可能将生产设施转移到欧盟

以外的地方。”

问题频发
抛开出口障碍不谈，还有两个方面的

矛盾问题：首先，某些非欧盟目的地的包装

和标签法可能不允许包装上印有欧盟代码。

其次，有些情况下，目的地市场维护自己的

特定T&T技术，而这些技术并不是用来处理

代码配对的。但范•德马克认为，这也可能

是两者的结合。“这完全违背了国际贸易的

所有原则，”他补充说，像欧盟这样的司法

管辖区故意为自己的公司设置贸易壁垒是极

度不寻常的。“或者，换句话说，由于TPD2

的范围扩大，与一些外国的T&T机制相互矛

盾，如果欧洲烟草公司打算在欧洲以外的

市场销售他们在欧洲制造的产品，则困难重

重。范•德马克直指该困境：“无论是包装

还是代码配对，都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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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欧洲烟草业
欧洲吸烟烟草协会（ESTA）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它是由代表荷兰和德国吸烟行业的两个国家组织于1990年联合成

立的。ESTA目前有52个成员，包括细切烟丝、烟斗烟、卷烟和雪

茄、传统鼻烟、咀嚼烟草的制造商和经销商，以及几个国家商

会。大多数ESTA成员都是中小型公司，其中许多是家族企业，总

部位于整个欧盟以及瑞士和英国。该机构代表其成员公司和组织

的利益，并代表它们与欧盟和各国立法者和机构进行接洽。ESTA

还支持成员国执行与烟草制品有关的适用法律和条例。

隧道尽头的曙光？
由于TPD2目前似乎对欧洲烟草行业的参与者来说既力不能及又负

担繁重，然而隧道尽头或许已现曙光。ESTA称，据推测，欧盟已经开始

审查监管框架的程序，预计欧盟委员会将于2021年5月提交一份报告。然

而，这些消息当然是在当前版本中规定的几个要求尚未实施的时候出现

的。而且，在ESTA看来，草率修订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不是帮

助解决问题。彼得•范•德马克解释道：“我们认为，多并不意味着好，

欧盟最好首先确保目前的TPD2在删除或调整那些显然没有产生任何好处

的指令部分之前能够予以切实履行。ESTA希望重申，其成员国可以完全

遵守任何监管框架，支持适当、合格和有效的立法，我们致力于与欧盟

机构和成员国进行接洽。”

来源：http://www.esta.be/track-and-trace/

要么重新包装产品，要么尝试对产品进行双重编码，这将大大增加

生产成本。”

失败的政策
TPD2固然协调了欧盟内适用的烟草法规的某些方面，但总体而

言，该指令在许多其他层面上缺乏明确性，例如成分法规和申报、

产品介绍，当然还有那些该死的T&T要求。而且，这严重削弱了小公

司的竞争力。范•德马克说：“我前面提到的实际存在的出口问题是

政策制定失败的一个主要例子。除了放弃出口业务或在巨大投资成

本下将制造业转移到欧盟以外，其他唯一的选择，特别是对中小企

业而言，是永远关停。一些欧洲公司和工厂已经关闭。其他公司已

决定完全停止对某些市场的出口，并重新聚焦欧盟内部的分销和活

动。”

TPD2“无法遏制非法贸易”
那么非法烟草产品会如何？消除或至少大幅减少非法贸易不

是TPD2承诺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吗？彼得•范•德马克说ESTA完全

支持这一目标。他解释说：“欧盟的非法烟草贸易形式多样，有假

冒产品，有违禁品，还有廉价白货。”然而，自TPD2实施后，欧洲

各海关当局最近的报告实际上表明欧盟本身的非法制造有所增加，

对此他表示强烈关注。范•德马克透露说：“TPD2的跟踪和追踪要

求无法遏制非法贸易，因为从事非法贸易的人根本就不使用这一系

统。”他说，应对非法交易的法规本身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

进展，反而增加了合法公司的负担，推高了

其生产成本和成品价格。“消费者价格上

涨，大大刺激了非法活动。”

增税刺激非法消费
如果说TPD2的问题还不够多，那么其他

方面也是千头百絮。范•德马克说，在终端

消费者需求方面，税率提高与非法烟草产品

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而“后者是由

前者引发的”。因此，最好的——也许是唯

一的有效遏制非法贸易的可行方法——是采

用更明智的税收制度。以细切烟为例，范•

德马克解释说，确保卷烟和细切烟之间的税

收差别，使得细切烟能够通过吸引价格意识

强的卷烟消费者而承担起“缓冲功能”，否

则这些消费者将会购买更便宜、而往往是非

法的卷烟。他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期，

尤其是在消费者可支配收入面临压力的情况

下，这一点尤为明显。新冠全球危机之后，

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出现。”

 

TPD 2，不必要的负担
TPD2确实给欧洲制造商带来了相当大

的负担，尤其是那些试图依靠传统和利基产

品维持生存的中小企业。此外，TPD的T&T计

划也将这一负担扩大到分销商和批发商。虽

然总体负担是可接受和可控的，但更希望

TPD2能够实现欧盟立法者昔日的意图，即提

出一个适合其完美初衷的合理的监管框架。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在许多方面都令人

大失所望。范•德马克总结道：“TPD2不仅

无法应对欧盟内部贸易，对国际贸易更是无

济于事。”欧洲制造商别无选择，只能坚持

观望，看看布鲁塞尔的官僚们下一步会做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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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思摩尔国际在香港IPO筹资
9.18亿美元

两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最大的

电子烟雾化设备制造商之一的思摩

尔国际，通过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IPO）筹资9.18亿美元，每股12.4

港元。

思摩尔国际（总部位于中国深

圳市）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共

计发行5.74亿股股份，股票指导价

区间为每股9.6-12.4港元。

本次发行成为香港2020年截至

目前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

思摩尔国际将在香港证券交易

所进行交易。招股说明书显示，思

摩尔国际在机构累计投标前，已经

锁定了10家基石投资者，共计筹资

3.4亿美元。

思摩尔国际的上市文件显示，

该公司利润在2019年迅速增长，从

上一年的7.339亿人民币增加到21.7

亿人民币（合3.078亿美元）。 

韩国
预计加热烟草制品销量逐渐增长

近日，行业追踪公司欧睿国际

称，预计韩国烟草市场将出现整体

下滑趋势，但今年加热烟草制品的

销量将会逐渐增长。

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2019

年，韩国烟草市场销售额达到17.19

万亿韩元，其中加热不燃烧卷烟销

售额占到1.89万亿韩元，使韩国成

为继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加热烟

草制品市场。欧睿国际预测，2020

年，韩国加热烟草制品市场规模有

望达到2万亿韩元。

2019年，电子烟液市场规模为

875亿韩元。由于受到去年下半年政

府监管规定的影响，预计电子烟液

今年的市场规模将大幅下降80%至

168亿韩元。

据欧睿国际数据显示，全球烟

草市场整体增速减缓，但加香烟草制

品在韩国却越来越受欢迎。去年，传

统加香卷烟在韩国的市场份额达到

20%左右，高于邻国日本（7%）和中

国——这两个国家的传统卷烟消费比

例都很高。

日本
日本烟草申请提高烟草产品零
售价格

由于提高烟草消费税的政策将

于2020年10月1日生效，而且雾化烟

草制品的消费税也将提高，日本烟

草公司向财政部提出申请，希望财

政部批准其调整在日本所售烟草制

品的零售价。

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成年

烟民数量下降、吸烟规定越来越严

格等结构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内

的烟草市场销量不断下降，产品质

量和服务的维护成本不断增加。在

这种情况下，日本烟草预计烟草销

量还会进一步下降，因而采取了一

系列成本优化措施。但与此同时，

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质量和服

务，变得更具挑战性。

因此，考虑到维护成本可能会

继续增长，日本烟草申请提高卷烟

零售价格，使其增幅高于卷烟消费

税的增幅（每支1日元），并且申

请调整雾化烟草制品和轻量小雪茄

的税收结构。原则上，日本烟草申

请将每包卷烟的零售价格提高50日

元，不同品牌和产品的增幅略有不

同，以保证每款产品的质量，继续

满足消费者的预期。

日本烟草建议的零售价格一旦

获得财政部批准，将于2020年10月1

日生效。

美国
FDA向违规电子烟公司发出警
告信

FDA对电子烟监管采取了进一步

的行动，向10家销售一次性加香电

子烟的公司发出警告信。

FDA的加香电子烟禁令于今年2

月生效，但主要针对可重复使用的

雾化设备，仅允许使用薄荷醇味和

烟草味的电子烟。因此，加香规定

并不适用于一次性雾化产品。

由 于 违 规 销 售 一 次 性 电 子

烟，Puff Bar、HQD Tech USA、Myle 

Vape收到FDA的警告信。FDA对Puff 

Bar、HQD Tech USA、Myle Vape的网

站进行审查后，发现这三家公司在销

售或供应2016年8月8日——FDA被允

许监管所有烟草制品的生效日期——

以后首批引入或修改未授权的烟草产

品。此外，Puff Bar和HQD在未获得

FDA有效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违规将

其产品营销为低风险烟草制品。

另外，Eleaf USA、Vape Deal 

LLC、Majestic Vapor LLC、E Ciga-

rette Empire LLC、Ohm City Vapes 

Inc.、Breazy Inc.、Hina Singh En-

terprise（推广名称为Just Eliquids 

Distro Inc）也收到了警告信。这些

公司销售未经授权的电子烟油，而

且烟油包装效仿的是“常常会吸引

青少年”的食品包装，例如Cinna-

mon Toast Crunch、Twinkies、Cherry 

Coke and popcorn，以及其他有卡通形

象的包装形式。

今年9月前，美国所有雾化烟草

产品公司都必须将其产品提交给FDA

审查。

意大利
更多数据表明电子烟在戒烟和
改善肺部健康方面的作用

近日，Addictive Behaviors期

刊上刊登的一项研究，又一次指出

电子烟在帮助吸烟者减少烟草消费





28 tobaccoasia  

PRODUCT NEWS 产品新闻

和改善肺部健康状况方面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明确电子烟

在戒烟方面是否有效和安全，通过

分析吸烟者常见的症状比如咳嗽、

气短等不同情况的分析，评估电子

烟对肺功能的影响。

该研究招募了210位年龄在55岁

以上的吸烟者，烟龄至少10年，平

均每天吸10支烟。这些吸烟者被分

成三个小组，其中一组提供尼古丁

电子烟，一组提供安慰剂（不含尼

古丁），一组是控制小组，不提供

电子烟。所有参与调查者要接受为

期3个月的戒烟计划。

统计数据、临床评估和莱切斯

特咳嗽问卷发现，在6个月内还在

吸烟的参与调查者中，他们每天的

吸烟量会有很大不同。小组之间另

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是CO呼出值。

尼古丁电子烟组参与者的CO呼出平

均值为12.0，非尼古丁电子烟组的

平均值为15.3，控制组的平均值为

16.5（从健康角度来看，CO2呼出值

越低越好）。

研究人员表示，“6个月后，约

有20%的参与者已经戒烟，使用尼古

丁电子烟的参与者的吸烟量比任何

其他小组都低。我们的数据进一步

印证了电子烟在帮助吸烟者减少烟

草使用和改善肺部健康状况上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

津巴布韦
首家手工雪茄公司瞄准中国市场

新华社报道称，津巴布韦首家

手工雪茄公司Mosi-Oa-Tunya决心用

其产品填补该国的附加值缺口，并

已将中国作为其目标市场之一。

Mosi-Oa-Tunya创始人、首席

执行官Shep Mafundikwa，在提到

津巴布韦作为烟叶种植国和出口国

时表示，“我们这是在响应非洲工

业化的号召，也是在响应努力增加

非洲产品附加值的号召，而不是仅

以原料形式出口产品。”津巴布韦

是非洲最大、世界第六大烟叶种植

国。“我们决定发挥自己的作用，

尽力提高津巴布韦的知名度，出口

手工雪茄正是出于此目的。”

Mafundikwa说，他就是要下定

决心与老牌玩家进行较量，尤其是

在利润丰厚的亚洲市场。

“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雪茄

市场，但中国也是一个大市场。事

实上，我们的原料烟叶一直向中国

出口，我们在中国有机会增加产品

的附加值，而且进入亚洲市场是我

们的目标之一，”他表示。

Mafundikwa称：“无论是在国

内，还是在国外，品牌认可都是非

常重要的。”

美国
雷诺雾化公司扩大Velo尼古丁
产品线销售范围

雷诺雾化公司正在努力扩大

Velo尼古丁产品线的销售范围。该

产品含有可溶解的尼古丁含片。

这种含片在美国某些试销市场

以及21岁年龄验证网站www.velo.

com上都可以买到，有浆果、克丽

玛、黑薄荷和薄荷四种口味，硬和

软两种形态。

这款产品于2019年3月推出，当

时的品牌名是Revel。

雷诺发言人娜塔莎•韦伯斯特

（Natasha Webster）表示：“成人

尼古丁消费者会发现，产品形式、强

度、成分或口味没有任何变化。Velo

可溶性尼古丁含片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买到。”

雷诺称，这种含片“是根据美

国FDA的适用法规、指南和政策开

发、销售和出售的。”

雷诺表示，“我们计划在9月

的截止日期之前，向FDA提交所有

四种Velo产品的上市前烟草销售申

请。”上市前标准要求FDA考虑产品

对所有人群（包括用户和非用户）

的风险和益处。2019年7月，雷诺推

出Velo尼古丁袋产品后，Velo烟袋

开始在美国全国销售，并通过其母

公司英美烟草销往全球市场。

雷诺公司还销售美国最畅销的

鼻烟产品Camel Snus。

雷诺公司表示，除从烟草植物

中提取的尼古丁外，Velo不含烟叶

或其他烟草物质。

香味对戒烟十分必要
过去10年的证据表明，对于希

望使用雾化烟产品戒烟的成年人来

说，口味至关重要。

JAMA Network Open公布的一

项新研究发现，在帮助成年人戒烟

方面，加香雾化产品比烟草味电子

烟更有效。与使用烟草香料的人相

比，成年吸烟者使用加香电子烟戒

烟的几率高两倍。

过去十年间，“入门”效应被

大肆宣传，即使用雾化产品的年轻

人会转吸卷烟。但研究人员发现，

没有证据证明加香会提高年轻人开

始吸烟的几率。

这项研究的作者找到了17,929

名年龄在12至54岁之间的受访者，

并收集了他们在2013-2018年的吸烟

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加

香雾化烟草相比，使用加香电子烟

与年轻人开始吸烟并无多大关系”

。此外，使用加香雾化产品的成年

人“比使用无香味电子烟的成年人

更可能戒烟。”

这些发现意义重大，因为结果

表明，电子烟中的香气与青少年吸

烟没有任何关联。

这项新研究进一步证明，加香

对于成人电子烟使用者必不可少。

此外，有关青少年雾化产品使用的

研究表明，在社交场合中，许多青

少年通常会每月使用一次或两次加

香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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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两座火山之间，在爪哇中部绿色

高原的高处，新采摘的烟叶的气味像蒲公英

种子一样飘过田野，越过田间小径，四处飘

荡。烟叶摆在院子里晾干，或者堆在露天高

地的架子上。这里是“丁香烟的国度”，也

是世界第二大烟草市场，其生产的国产卷烟

配方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拥有独家秘密“丁

香油”，正如来自肯塔基州的令人垂涎的鸡

肉味配方。

丁香烟是由烟草、丁香和其他香料混合

在“丁香油”中制成的。丁香烟之于印尼文

化，就像葡萄酒之于意大利，或奶酪之于瑞

士一样密不可分。丁香烟深深地扎根于印尼

的故事中，这是印尼人最喜爱的消遣方式，

也是印尼的巨大收入来源。烟草占印尼税收

近10%，从业人员多达数百万人。

烟草业从这种关系中获益匪浅。印尼最

大的生产商，如三宝麟（HM Sampoerna）、盐

仓（Gudang Garam）、嘉润（Djarum）和英美

印尼丁香烟市场最新动态
烟草，控制着该国3/4的市场。亚洲商业咨询

公司Dezan Shira&Associates驻雅加达办事处

的艾曼•法拉克（Ayman Falak）说：“吸烟立

法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财政影响力。”

但是，印尼烟草市场在很多方面仍然是

弱者，小规模生产商仍在与企业巨头竞争。

小型零售店式的生产商主导着丁香烟市场，

许多人仍然抽吸手卷调味丁香烟。根据世界

银行的一份报告，小型生产商占印尼烟草

行业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样，手工精酿

啤酒现在北美占有较多的零售店商品陈列空

间，小型手工啤酒生产商为印尼烟草市场增

添了多样化和当地特色。印尼烟厂从业人员

有600多万，其中大多数人（许多是女性）

在小型手卷烟厂工作。

丁香烟和烟草生产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

是导致出现幼儿吸烟现象的部分原因，2010

年和2018年，一个胖乎乎的两岁孩子娴熟抽

烟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引发了媒体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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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印尼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帮助

这个幼童戒掉了吸烟的习惯，但这一事件揭

示了印尼人与烟草生产和卷烟使用的密切关

系。印尼的家庭世代种烟。每顿饭都有茶和

咖啡相伴，还会点燃丁香烟，丁香燃烧时发

出熟悉的卡塔卡塔声。

了解印尼烟草的规模和历史后，就更

容易理解为何印尼是亚洲唯一一个未签署和

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FCTC）的国家。就连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市

场中国都已加入FCTC。

据估计，截至2015年，印尼有7360万

烟民，是世界上卷烟消费率最高的国家之

一。2013年，约66%的印尼男性吸烟，而女性

吸烟的比例要低得多，约为6.7%。对烟草生

产商来说，这代表着一个巨大增长的市场，

因为阻止妇女吸烟的文化规范开始松动。

印尼的卷烟也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卷烟之

一，最贵的卷烟售价为2美元。

印尼之外的烟草公司已经注意到该国宽

松的法律和增长的潜力。2017年，日本烟草

公司以6.77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印尼丁香烟生

产商及其分销商，扩大了其市场份额，因为

该公司寻求在亚洲扩张，并收购规模较小的

本地生产商。

印尼的卷烟税法独一无二，纷繁复杂，

纳入了小规模生产商。这在很多方面给小型

生产商带来了好处。由于小型企业的税收优

势，像菲莫国际旗下的三宝麟这样的品牌将

其所有的手卷烟生产外包给小型第三方经营

者，雇佣了大约62,000名工人。

这使得大品牌和小型生产商之间的联系

更加紧密，大型生产商可以享受减税优惠，

而小型生产商则拥有就业机会。丁香生产商

也从中受益，他们将72%的产量贡献给了丁

香烟产业。但是，最近印尼国内的增税和国

外对丁香烟的裁决可能表明，印尼可能会采

取世界其他国家习以为常的控烟措施。

印尼种植的烟草大部分最终销往国外。

在雅加达以及其他亚洲大城市设有办事处的

咨询公司Dezan Shira分享的数据表明，印

尼的烟草出口量超过进口量，创汇约210亿

美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约10%。但印尼当

地喜爱的丁香烟在国外遇到了障碍，在电子

烟和加香果味烟弹时代，禁止卷烟加香的法

律变得愈加严格。2010年，出于健康原因，

华盛顿禁止丁香烟，印尼烟草业遭受重创。

印尼贸易官员伊曼•帕姆巴乔（Iman Pam-

bagyo）在一份声明中说：“令人费解的是，

美国一直要求其他国家遵守世贸组织（WTO）

的纪律和法规，但现在却无法纠正本国的政

策，这显然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近几个

月来，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许多工厂被迫关

闭，印尼烟草业再次遭受打击。

法拉克说：“政府采取了封锁措施，许

多工厂被迫减产或关闭，烟草行业受到了病

毒的影响。”在此之前，政府卷烟消费税提

高了23%，零售价调涨35%，造成烟草行业销

售额急剧下降。

法拉克说：“疫情大流行之前，政府

预计将从该行业获得大约120亿美元的税

收。”印尼的烟草业深深地植根于本地文化

和经济中，从工厂采用的人力压辊到政府机

构征收税收，全行业均从中受益。卫生官员

希望FCTC的批准将有助于遏制烟草公司的影

响，然而利益冲突，竞短争长，改变这一制

度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库德斯市入口处
的一座纪念馆，位于
TanggulAngin公园附
近。它象征着丁香烟
之乡——库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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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烟流行趋势扩至
欧洲和北美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水烟文化已走出中东、北非和亚洲，蔓延到欧洲和北美。

这可能是由于来自中东、北非和亚洲的大量移民，还可能是因为欧洲和北美本地人社交时

也开始喜欢这种新的、令人兴奋的吸烟方式。尽管传统的水烟烟草品牌，如阿联酋的Al 

Fakher、埃及的Nakhla或约旦的Mazaya，继续主导国际潮流，但这种趋势也催生了许多本地

公司。美国的Starbuzz和Fumari等本土品牌已经获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Starbuzz同样与

Al Fakher和Afzal一起荣登英国畅销品牌榜首，但Savacco等本地品牌正奋起直追。同时，

拥有大量土耳其人和中东人的德国已成为当地和进口品牌的真正热土，为消费者带来了众多

选择。

德国：Hookain 
Hookain（发音为hoo-kayn）是德国水烟烟草产品的新星之一，它由一家位于科隆的公

司生产并冠名发行。“Hookain”当然是“水烟”一词和某种休闲麻醉品名称的混合体，但

完全是有意为之。大客户经理Murat Babayiğit说：“我们的风味像……谷物早餐一样令人垂

涎。’Hookain’名副其实。”原来如此！

水烟在欧洲和北美越来越流行，为此，《亚洲烟草》就流行趋势和新兴风味
趋势采访了三大品牌商。

Fumari公司当地员工在2019年法兰克福水烟展会的展位上的合影Fumari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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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Use 100% expanded fine-  
     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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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ircodiet.com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Hookain公司的 “Laoz”，每罐200克 Hookain公司的最新产品“ZentaShox Saur 
Splash”，于2020年7月推出

Fumari公
司
供
图

HOOKAIN：五大风味

来源：Hookain Tobacco Co.

# 名称 风味配方
1 白蛋糕 柠檬芝士蛋糕配方

2 大黑浆果 黑葡萄配蓝莓、薄荷和薄荷醇

3 绿色瘦身 4股青柠的芳香和少许薄荷味

4 Bubblenciaga 粉红色口香糖

5 Laoz 樱桃、蓝莓和薄荷醇

旧业焕新生
Babayiğit更喜欢称呼他的昵称Muro（“我们希望以一种更新颖更轻松

的方式展示自己。”），他说他的公司在2018年底进入德国市场时，该国

的水烟行业停滞不前。“当时没有新产品，也没有开发令人惊喜连连的新风

味，”他回忆道。因此，他的公司抓住时机，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从西班

牙、波兰、美国以及德国的小型工厂和实验室引进调味料。“我们正在谈论

的是从未有人使用过的香味，肯定让每个人都印象深刻的风味配方。”精心

设计的制造工艺加上严格的质量控制，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风味转变为不断

扩大的Hookain水烟烟草系列。“此外，我们严格控制的制造技术使我们的

产品风味强度更大，而且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热稳定性，”Muro说道。

1/4消费者为水烟迷
当然，德国对于像Hookain这样的创新品牌也是合适的市场。“毕竟，

该国1/4的人口都有移民背景，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土耳其、叙利亚、阿富汗、

伊拉克、伊朗、东欧等，”Muro解释道。他补充说，这种人口结构代表着大

量的水烟迷。但是，与此同时，Hookain也进入了少数几个邻国，比如西班

牙、奥地利、瑞士，甚至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目前，该品牌组合包括近30

种不同的风味，其中大多数的确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即特别的独出心裁。例

如，在Hookain的“白蛋糕”配方中，加一点柠檬味的芝士蛋糕如何？但是，

为了获得更新鲜的果香，不妨选择浓郁的樱桃、蓝莓和薄荷醇混合物制成

的“Kaoz”。“当然，我们正在不断开发更多新风味，”Muro宣称。“我们

的最新宝贝是7月15日刚刚推出的‘Zenta Shox Saur Splash’。”

天然矿石崭露头角
除了传统的水烟之外，Hookain也开始销售不含尼古丁的天然矿

石。Muro解释说，它们由天然皂石制成，浸泡在糖蜜中直至饱和，这样会吸

入30%的香料，以弥补尼古丁的缺乏，同时保证纯正口味大爆发。运动员经

常用它们来代替传统的烟草产品。Muro预测，至少就德国市场而言，像天然



34 tobaccoasia Issue 4, 2020 September / October

Hookain公司的大客
户经理Murat 
Babayiğit，或称
他”Muro“

去年法兰克福水烟展会上，Hookain的展位吸引
了大量观展者

Hookain公
司
供
图

Hookain公
司
供
图

GSL公司共同所有人Mohammed Sheikh（左）
和FaizanAatif（右）在去年德国多特蒙德的
InterTabac展会上

Afzal的“果阿之梦”（苹果汁味）

GSL公
司
供
图

GSL公
司
供
图

AFZAL：英国五大畅销风味

来源：Ghost Distribution Ltd.

# 名称 风味配方
1 孟买之夜 含薄荷醇的香辣槟榔叶

2 神秘之蓝 果味浓郁的蓝莓

3 天堂 超甜葡萄柚加清凉柑橘味

4 阿方索之魅力 印度“阿方索”芒果

5 1001夜 蜜瓜、西瓜、西番莲和薄荷混合而成的果味

矿石这样的无尼古丁替代品将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推动水烟的发

展。“我现场观察发现：即使是现在，天然矿石的销量也在飙升，

而且还会继续上升。”

   

英国：Afzal
印度最受瞩目的水烟品牌之一Afzal，2019年1月才在英国推

出。此后，它的人气迅速攀升，使两大畅销品牌Starbuzz和Al-

Fakher在资金和各自的市场份额上加剧了竞争。其中一个原因可能

是英国南亚人较多，他们似乎都急于“尝到家乡的味道”。然而，

这一惊人的增长当然也与Afzal的伦敦独家经销商Ghost Distribu-

tion Ltd.的巧妙定位有关。所有人之一默罕默德•谢赫（Mohammed 

Sheikh）解释说：“我们不是简单地零售印度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最受欢迎的风味，而是专门为英国市场开发了一个风味组合。我们

也非常高兴能在今年年底前将一种名为‘Afzal Strong’的新系列

深色烟叶引入英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Afzal仍将是该公司的

唯一品牌。“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提高Afzal的品牌知名

度，”谢赫说，但同时也指出，“目前在英国没有的其他品牌”会

在以后的阶段进入公司的产品组合。

清凉风味无极限！
近年来，具有“加强清凉效果”的风味已成为英国水烟粉丝

的主要选择，通常根据产品名称中的“冰爽”字样，如“冰爽苹

果”、“冰爽葡萄柚”等，予以确认。据谢赫介绍，它们的清凉成

分——薄荷、薄荷醇和类似的添加剂——也提供了一种更柔和、更

平滑的吸烟感觉，与传统风味相比，口感更

佳。但是，将多种水果风味融合在一个和谐

的配方中，使这一趋势也朝着更复杂的方向

发展。谢赫指出：“我们的‘1001夜’产品

就是这种多层次风味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出所料，更复杂风味产品的受欢

迎程度也随之增加，而传统的苹果或柠檬

等“单一风味”产品的销量却不断减少。

谢赫发现：“消费者的喜好不断变化，他

们对水烟的专业知识不断增加，因此对烟

草制造商提出了更有趣、更独特的风味要

求。”Ghost Distribution正是以其英国

独家产品系列来应对这一趋势（见表）。

该公司在这一战略上的成功还体现在2020

年的销售额同比攀升160%。



  tobaccoasia  35 

对糖蜜征收烟草税
传统水烟通常也被称为水烟糖蜜，实际上几乎不含烟

草，主要由糖、甘油和其他载体物质组成。但是，在英国，

它仍然属于税法中“其他吸烟烟草”的范畴。因此，需要缴

纳烟草税，税率为每千克成品按130.16英镑（164.14美元）

缴纳。这实际上意味着进口商和制造商要为主要由糖组成的

产品缴纳烟草税。当然，在英国，糖的税率要低得多。

“一千克的传统水烟通常只含有大约150克的实际烟

草，其余的是糖蜜、甘油和调味品，”Ghost Distribution

公司的默罕默德•谢赫解释道。“因此，水烟烟草85%的适用

关税并非针对烟草，而是针对糖。”这种税收结构导致每千

克产品的平均零售价超过240英镑。谢赫说：“我们强烈建

议，英国税务局必须重新审视水烟烟草所属的税种，并适用

更公平的税率。”他指出，在税务部门与主要的水烟烟草公

司商谈后，其他国家已经调整了税率。谢赫还认为，税率调

整会“让事情变得更好”。

大多数英国水烟吧使用非法（即未征税）且通常不合

格的烟草，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更公平的税率不仅可以吸引

水烟吧的经营者采用合法的产品，而且更好的质量也将使顾

客受益。

Fumari的“柠檬薄荷”，每袋100克

Fumari公
司
供
图

FUMARI：五大风味

来源：Fumari Inc.

# 名称 风味配方
1 WGB 菠萝橙子配方

2 柠檬薄荷 柠檬薄荷配方

3 RGB 野樱桃和覆盆子配方

4 香甜 美国甜瓜配方

5 五香 香草、肉桂、肉豆蔻和小豆蔻配方

新冠疫情耽搁公司行动
Ghost Distribution公司的另一位共同所有者Faizan 

Aatif称，该公司当然已经在为推出新配方进行头脑风暴

了。但是，他也承认，公司行动因新冠大流行已经拖延了

6个月。“我们的产品是在印度制造的，但由于该国的封

锁措施，工厂被迫关停了3个月，”Aatif解释说。然而，

幸运的是，该公司在英国疫情封锁前收到了一大批货，

从而“免于缺货”。根据最新的Afzal风味开发，Aatif承

诺它们将成为明年德国多特蒙德InterTabac展会上的明

星。“如果你是一个水烟爱好者，定会惊喜不已！”

美国：Fumari
美国水烟公司Fumari成立于1997年，是美国历史

最悠久的水烟公司之一。当然，传统由来已久，而今

天，Fumari是该国第二大畅销品牌，仅次于阿联酋的

Al-Fakher，仅领先于美国竞争对手Starbuzz。该公司

市场部经理Sam Hanhan表示，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Fu-

mari目前提供36种不同的风味配方。“一般来说，我们

看到的主要风味趋势是薄荷味。你问到的几乎所有人都

会把各种各样的薄荷味放在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清单的最

前面，”他还补充说，“要么像‘薄荷’或‘留兰香’

一样，要么作为各种各样的配方中的一种独特的成分，

或者作为果味到花香味等几乎任何风味组合中的一种成

分。”薄荷味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让人感到凉爽舒

适。但是，薄荷也是一种“非常多功能的成分，与几乎

所有其他风味组合都能很好地结合。”

薄荷，薄荷，还是薄荷
但话说回来，薄荷风味目前的流行并不意味着美

国水烟爱好者放弃了其他风味。水果味仍然是人们的

最爱，包括柑橘味。“我们不仅喜欢苹果、葡萄、柠

檬等风味的饮料，也喜欢该等风味的水烟，”Hanhan表

示。然而，他拒绝接受培根、大蒜和花生风味。“我认

为人们不会喜欢这几种风味的水烟。”除了这几种怪异

的风味之外，花香风味也是主流水烟烟草配方使用最少

的。Hanhan说，它们“更像是水烟发烧友的爱好”。

Fumari的产品组合初衷是为了打造一个平稳的吸烟体

验，为广泛的水烟吸烟者带来享受。“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

只是一个水烟休息室，希望每个顾客都能有一个难忘的体

验，在抽吸水烟时没有令人烦躁不安的嗡鸣声，”Hanhan解

释道。为此，该公司在其配方中专门使用了弗吉尼亚淡色

烟，是在该公司位于圣地亚哥的工厂生产的。

浓烈深色烟前景光明
截至目前，淡色烟在Fumari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现在比较明显的新趋势是，该公司很可能会扩大其产

品组合：深色烟。Hanhan说：“目前有一种趋势，那就

是以深色烟为原料生产更浓烈的水烟。人们已经吸了多

年的标准淡色烟，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逐步选择味道更浓

郁、尼古丁含量更高的烟草。”Hanhan将这一点与美国

工艺啤酒行业的发展相比较，啤酒深度爱好者会寻找具

有强烈的啤酒花风味的酿造方法。此外，无烟水烟和

注入大麻油的水烟在美国目前并非特别流行。Hanhan

说：“但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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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烟

草
在

线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网上

直播带货仿佛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人们

被疫情压抑的购物欲望通过网络找到了集体

突破口，零售业者纷纷转战网络开启“云销

售”，小到零售店主，大到中央电视台的主

持人，纷纷走上网站直播带货之路，一些地

方的市长、县长、区长也纷纷变身“网红”

推波助澜，“直播带货”可谓顺势而成、风

头无两。

所谓“直播带货”，其实就是通过移动

互联，借助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和淘宝、京

东等电商平台，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利

器进行网络销售。与以前流行的网红主播们不

同，商家直播带货本身有自己的特点，带货直

播人不一定非要突出自己的“个性”，他更重

要的是对自己的产品各个方面是不是更加清

楚，是不是能够清晰地将商品特点传递给消费

者。同时要能给消费者带来性价比高的产品，

将优惠反馈给消费者。所以直播带货，“货”

是主角，直播者主要是准确表达产品特色，自

己的个性特点是次要的。在疫情的长期影响

疫情之下中国烟
草尝试“直播带货”

下，人们不方便出门购物，于是直播带货、线

上团购、云逛街……这些线上消费新业态展现

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烟草企业直播带货的形式
因为烟草是专卖产品，国家严格限制烟草产

品的网上销售，所以尽管不少卷烟零售户也

进行了网络试销，但全部局限在“非烟”产

品。为了鼓励经济发展，帮助零售户度过疫

情难关，许多烟草商业公司都对零售户们这

种自发的直播带货行为进行了协助和帮扶。

另外，中国烟草商业公司旗下也有一些“非

烟”产品的销售业务，并且烟草企业本身也

承担着扶贫、帮困的社会责任，因此，烟草

商业企业的直播带货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一、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帮助对口帮

扶村、贫困户销售农产品。这种直播带货在中

国烟草行业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例如，安

徽省固镇县杨庙乡松南村是固镇县烟草专卖局

（营销部）的对口帮扶村，村里的草帽厂解决

了包括村里7名贫困户在内45人的就业问题。

固镇县烟草公司的扶贫干部就通过微信群、

网络直播平台等帮助村民推广草帽，使当地草

帽的销量逐步提升。还有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

宋溪镇堰下村是武宁县烟草分公司的定点帮扶

村。武宁县烟草分公司工作人员就利用周末走

访该村贫困户，帮助他们直播带货，销售当地

春笋和竹制工艺品等。

二、延伸服务内容，帮助零售客户销售

非烟商品，助力他们拓宽销售渠道，带活线下

生意。受疫情影响，一些卷烟零售户遇到了库

存增加、资金周转慢、顾客进店频率低等难

题。为帮助客户找到经营“突破口”，烟草营

销人员指导有条件的客户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线

上非烟商品推广，探索“直播引流”模式，畅

通终端销售。

例如，五月份，陕西省蓝田县烟草专卖

局（分公司）组织客户经理指导零售客户使

用网络直播平台销售店内非烟商品。图为蓝

田县烟草分公司客户经理（左）指导零售户

进行线上直播销售。

三、烟草商业企业直接“试水”酒类、

茶叶等非烟商品的直播销售，并取得不错

的成绩。比如，4月20日，广东中山烟草商

业公司选取了9名表达能力强的青年员工组

成“直播天团”，通过网络平台推荐非烟产

品，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累计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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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1500多人，销售非烟商品142件。7月上

旬，福建烟草商业公司泰宁分公司与一家连

锁企业共同举办了一场“抖音”直播，向网

民推销福建的一款新茶，效果也非常不错。

中国烟草企业直播带货的优势
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网红带货、付费

推广不同，目前烟草企业的直播带货大多是

自建直播空间，弱化主播个性，突出品牌品

质，让粉丝冲着产品而不是冲着个性鲜明的

主播人而来，真正做到了有流量、有转化、

有利润，既是帮助贫困人员和零售户增收的

创新举措，也是国有企业夺取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双胜利”的生动写照。目前来看，

与其它直播带货行为相比，烟草企业的直播

带货很有竞争优势：

一、沉浸式体验。烟草行业参与并帮扶

的“直播带货”有效地增强了消费体验。“以

货为主”的直播模式贴近平民消费心理，因为

烟草员工在日常服务中已经对店铺和产品了解

的非常透彻，所以在直播过程中更能将店铺和

产品特点真实、准确地推荐到网上，使消费者

沉浸于整个氛围中，充分全面地感受到商品的

好坏优劣。

5月13日，随着两位客户经理热情地喊

出口号，福建莆田仙游烟草为贫困客户带

货、助力特产销售的爱心直播正式上线。此

次帮扶的是仙游县龙华镇金沙村的一户贫困

客户。金沙盛产薏米，品质优秀价格实惠，

客户本身也有销售，于是营销人员以薏米为

突破，积极联系宣传策划直播活动。此次爱

心直播在贫困客户店铺中进行，并且邀请客

户一同出镜为产品“代言”。直播中，三人

对产地优势、健康益处、食用方法、下单方

式、价格优惠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交流热

烈，互“cue”有趣，把直播间氛围不断推

向高潮。当日观看直播人数达到600多人，

成交薏米订单1274包，订单金额11530元，

实现为贫困客户的实力带货。

二、更加亲民。与少数拿着高额代言费

高高在上、没有怎么用过代言的商品也说好

的“网红”和明星们相比，出身草根的带货

主播的亲身体验更为亲民，也更能体现人们

网上消费的理性选择。

三月初，浙江湖州市局（公司）拉开

了“香溢坊云直播”系列活动的序幕。直播

中，讲师围绕客户感兴趣的话题，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进行了精彩分享。同时还设置了答

题抽奖环节，零售户们个个在屏幕前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在一次直播活动中就发起了

七次互动，把课堂气氛推向了高潮。其中一

次直播共有400多名零售客户在线观看，其中

300多名客户参与了答题互动环节。直播途中

还不断收到客户的入群申请，峰值时达到了

700多人。就这样，原定40分钟的直播，在客

户热情的支持下延长到了近1个小时。

三、更加便捷。中国烟草行业有自己的

物流配送中心，与社会上普通的快递公司相

比，烟草物流遍布全国每个角落，更为安全

和快速，能让人们充分感受到网上购物的便

捷性。

传统的销售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现代

营销理念。“云上见面”相比线下，会触达

更多人群，创造更多消费需求。对烟草行业

来说，“直播”有效地拓展了营销渠道，特

别是有助于开展卷烟非烟一体化经营模式的

探索。同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成功树

立了“十个新品九个倒，一个不倒在烟草”

的信心。另外，通过“直播”这种方式，也

让更多人对中国烟草这个整体品牌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树立起不错的行业形象和品牌形

象。

比起社交达人网红，消费
者更信赖“草根”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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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新西兰制造业终结

帝国烟草公司在新西兰伯通

（Petone）唯一的大型烟草工厂已

经出售，这实际上终结了该国的烟

草制造业。

伯通工厂将于9月30日前停止

生产，生产工人将于10月前离开大

楼，其余员工将于明年年初离开。

该场所的新主人是理查德•伯瑞

尔（Richard Burrell）和克雷格•斯图

尔特（Craig Stewart）。赫特市副市

长图伊•刘易斯（Tui Lewis）表示，

部分区域仍将用于商业用途，其余部

分将用于开发住宅。

伯通工厂主要向澳洲市场供应

帝国烟草的产品，是该公司在新西兰

或澳大利亚的唯一工厂。其生产将由

帝国烟草在台湾的一个工厂承接。

巴基斯坦
PAKT最新财务向好

当前时期充满挑战，烟草巨头

巴基斯坦烟草公司（PAKT）的最新

财务状况却非常乐观。4-6月新冠疫

情大流行，这家领先的卷烟制造商

在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3个月内实

现了12%的同比净营业额增长。

该国卷烟产量在新冠疫情大流

行前后持续下降。PBS的最新数据

显示，在2020年1至5月，烟草行业

总共生产了190亿支，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1/3。今年迄今为止，平均每月

产量约为40亿支，低于近年来每月

约60亿支的水平。净营业额增长高

于总营业额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联

邦利率作为销售总额的函数略有下

降。与第二季度的49.8%相比，联邦

利率在最近一个季度降至48.4%，部

分原因是今年出口收入增加了。

较高的收入保持率有助于该公

司将其利润率维持在与去年相当的

水平上，毛利率为20%，营业利润率

为13%，净利润率为10%。

尽管税前利润较高，但所得税

负债的减少，帮助该烟草巨头实现

了利润的两位数增长。该公司截至

第二季度完成了上半年的业绩，营

收为859亿巴基斯坦卢比（年增长率

为7%），利润为76亿巴基斯坦卢比

（年增长率为8%）。

英国
日烟国际网站可追踪非法卷烟

日烟国际更新了其贸易网站

www.jtiavance.co.uk，现在零售

商可藉此了解非法烟草对当地的影

响。只要在该网站免费的“邮政编

码计算器”输入他们的邮政编码，

零售商即可了解自2017年以来其所

在地附近发生了多少次缉获和/或起

诉，包括对所举报的非法烟草数量

和总价值的估计。

零售商还可以扩大搜索范围，

以查看其所在地区非英国完税卷烟

和手卷烟草，相较于英国平均水平

的比例。

“除了向零售商通报情况外，

我们还希望这将有助于提高对非法

贸易及其对全国各地社区的影响的

认识。我们还希望鼓励零售商通过

微网站上的匿名举报功能举报其所

在地区的任何可疑卖家。”

新加坡
正式实施烟草平装法

自2020年7月1日起，新加坡关

于烟草平装的新法规开始生效，正

式标志着新加坡成为继澳大利亚、

英国和泰国之后第16个强制实施烟

草平装的国家。

所有在新加坡进口、销售、出

售或分销的烟草产品，现在都必须

采用标准化平装，即与烟草品牌相

关的标识、颜色、图像和其他促销

信息将不再允许在包装上显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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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图形健康警告将占据包装表面更大的面积。这些新

的规则，统称为SP措施，将影响卷烟、雪茄、小雪茄、

手卷小烟卷、手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

根据《烟草（广告和销售管制）法》第17（4）

条，不遵守新法律将构成犯罪。初犯者将面临最高1万新

元的罚款和/或6个月的监禁。再犯者将面临最高2万新元

的罚款和/或12个月的监禁。目前，约有13个国家正在实

施烟草产品标准化包装法。

澳大利亚
查获30万支非法卷烟和200千克烟草

在澳大利亚边境部队（ABF）和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的帮助下，米尔公园分区应急组的调查人员于7

月20日，在墨尔本一处住宅的突袭行动中，以及卷烟生

产设备。税务局透露，在2019-20财年，已查获并销毁了超

过131吨的非法烟草，估计损失的消费税为1.71亿澳元。在

2019-20财年，税务局实施了19次突袭，在新南威尔士

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发现了184英亩以上的非法种

植烟草，在维多利亚州查获并销毁了价值7550万澳元近

58吨烟草。

乌干达
BATU支持数字跟踪系统解决方案

英美烟草乌干达公司（BATU）宣布支持政府通过其

数字跟踪系统解决方案遏制非法烟草贸易的举措。该解

决方案包括数字税票，自2019年9月开始实施，预计将遏

制非法卷烟的销售，并遏制卷烟制造商和政府的收入损

失。BATU董事总经理Mathu Kiunjuri表示：“我们支持

乌干达税务局（URA）实施数字跟踪系统解决方案，并认

为这有助于进一步应对非法贸易挑战。”Kiunjuri还指

出，非法贸易每年侵蚀政府收入高达300亿美元，乌干达

市场上每5支卷烟中至少有1支是非法销售的。他说，走

私和逃税造成了该损失，需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挽救政

府收入，并保护卷烟制造商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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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跨国烟草巨头和受保护的国家垄

断企业外，几乎每一家烟草公司都将从事

OEM（即合同制造），不仅生产自己的产

品，还为其他品牌所有者生产卷烟。这种做

法无可置疑。昂贵的机器占用了大量的投

资，维护成本也很高。因此，应该尽可能多

地加以利用，而不是闲置一旁。此外，OEM

确实提供了一个令人欣喜的额外收入来源，

有助于保持卷烟公司盈利，为工人保住饭

碗。虽然主要聚焦自主品牌，但OEM对销售

额的贡献少至个位数，多达年收入的一半。

KTI（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KTI公司是在前国家垄断企业

私有化和解体后于2008年成立的。KTI企业品

牌经理米莱娜•斯托亚诺娃（Milena Stoya-

nova）解释说：“尽管我们是一家相对年轻

的公司，但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

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能力对于投资巨大的卷烟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而OEM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便捷工具。

卷烟OEM助力增加收入
KTI公司卷烟制造所用的烟丝

这样的传统和专业知识令我们倍感自豪。”

这家公司不仅继承了国家垄断企业的专业知

识，而且还继承了“非常陈旧和过时的设

备”。该公司花了几年时间和投资数百万欧

元建造了一个新的生产厂房并更新了老化的

机器。此举起初让OEM处于次要地位。

“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有OEM客户，但

我们并没有真正积极地开发该业务领域，”

斯托亚诺娃回忆道，“我们最初的重点是建

立现代化工厂，并在市场上建立我们自己的

品牌‘The King’和‘Corset’。”直到

2014年新工厂全面投产后，OEM作用才更加

明显。斯托亚诺娃说：“随之而来的产能扩

大使我们能够开展OEM业务；当然，我们在

客户服务和优质生产方面日益增长的声誉也

有助于我们吸引可信的客户。”

斯托亚诺娃解释说，新开发的规模经

济加上更好的产能利用率，足以成为朝这



KTI的时尚专利卷烟品牌Co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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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向冒险的充分理由，甚至促使KTI成立专门的OEM部门。“更

多的业务意味着更多的收入，这很简单，真的，”她说。该公司成

熟的供应链，以及它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独立灵活的、经验丰富

的合作伙伴的美誉不断上升，这些都是最有用的因素。斯托亚诺娃

称，2019年有“20%的年产量来自于OEM”，这相当不错。她还透

露，KTI目前的所有OEM客户都是跨国公司，其中大多数都位于西欧

和东欧。“但我们也与中东、北非和亚洲的一些客户合作。”

与KTI接洽OEM服务的公司很欣赏KTI简明的经营理念。斯托亚

诺娃透露：“其中一些是自有品牌所有者，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设

施。”还有一些公司与KTI联系，生产他们自己的工厂无法生产的

特定规格的卷烟。“我们提供八种不同的包装形式，包括世界上第

一个完全符合《欧盟烟草产品新指令（TPD2）》标准的超细支外包

装，”斯托亚诺娃说，并且KTI严格遵守国际和欧洲法规，可跟踪和

追踪，而国际质量标准是该公司成为“首选OEM合作伙伴”的另一个

原因。

斯托亚诺娃说：“我们在处理多个等级的生烟叶方面的专业知

识，以及我们内部的主配方师有40多年的经验，可开发符合客户要

求的配方，这足以吸引客户。”这也充分说明KTI是一个主要的烟草

采购商。斯托亚诺娃介绍说，公司在产地和全球范围内采购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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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烟叶。此外，KTI还为OEM客户提供一套

全面的辅助服务，从品牌、包装开发、设计

到运输、海关提货单、保险和仓储。此外，

为了确保产品的一致性以及滤嘴方面的消费

者价值，该公司去年安装了一个专用的卷烟

滤嘴设备，不仅生产标准的过滤嘴，还生产

胶囊和加香螺纹滤嘴。斯托亚诺娃还说：“

还有就是物流和运输，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

非常优越，连接着西欧和东欧，以及欧洲和

中东。”

然而，KTI在进行审查之前当然不会只

接受任何随机的客户。全面的背景调查和合

法化检查是非常必要的，以确保所有OEM客

户是可信的、合法的和可持续的商业伙伴。

斯托亚诺娃指出：“我们要求OEM客户提供

相当多的文件清单，例如商业执照、证书和

商标注册。”然后，公司的法律团队将验证

所有提供的文件，同时确定潜在的OEM客户

满足所有财务要求。

斯托亚诺娃说：“在达成对双方都有

利的协议之前，我们与潜在的OEM客户的商

业谈判可能会相当紧张。”这些谈判自然也

围绕着付款和交货条款展开。她还说，我们

通常会要求100%的预付款和工厂交货条款，

尤其是对于新客户。“不过，就老客户和

大批量常规订单而言，我们确实提供了灵活

性。”

BMJ Industries（阿联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发展为成熟的烟

草制品制造业中心，这不仅仅因为其地理位

置优越，连接着亚洲、非洲和中东。BMJ成

立于2000年，是该国最大的私营卷烟公司之

一。该公司销售经理马利克•华瑞特（Malik 

Warrayat）回忆道：“几年前，我们接到其

他公司越来越频繁的询盘，他们认可我们的

产品质量，也希望自己的品牌能有同等的质

量，所以我们开始参与OEM生产。”

然而，华瑞特坚持认为，OEM更多的是

一个副业，而不是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因为BMJ过去和目前的重点一直是广泛的专

有品牌。他说：“我们只与那些已经在我

们的业务网络中的客户开展OEM业务，我们

更多地将合同制造视为一项总体支持，而

不是我们业务战略的一个决定性部分。”

因此，OEM市场目前只占BMJ年产量的5%左

右，其中95%的大份额是由该公司的自有品

牌贡献的。华瑞特还披露，该公司目前所

有的OEM客户都位于“阿联酋境外”。他补

充说，“大多数OEM客户没有自己的生产设

施，所以一开始就找我们合作。”

华瑞特声称该公司的优势是先进、流

行的爆珠形式，如保鲜包装和爆珠烟，“所

有这些都是内部生产的，包括单爆珠和双爆

珠滤嘴。”关于开发和设计，该公司与一家

提供创意人才的媒体机构合作。在迪拜的杰

贝尔阿里自由港区内，BMJ还运营着一个配

备齐全的物流中心，以促进出口。该公司的

OEM客户也有很多。一些OEM客户已经拥有成

熟的品牌，他们更愿意为BMJ提供生产所需

的所有原材料，或者加快制定详细的规范。

华瑞特说：“他们的品牌形象需要维护，并

希望确保我们的生产完全符合他们既定的标

准，一点都不能偏离。”但话说回来，也有

一些客户的旧品牌已经“死了”（华瑞特原

话），他们要求BMJ重振并重新设计它们，

包括“研发新的烟草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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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I & BMJ——OEM服务概述

来源：KTI & BMJ

OEM服务 KTI BMJ
品牌发展+设计  

配方研发  

包装设计+印刷  

可选择样式和滤嘴  

运送+证明文件  

海关文件  

货物保险  

仓储  

生产材料供应  

内部滤嘴生产  

BMJ公司销售经理马利克•华瑞特

BMJ公
司
供
图

BMJ公司在Ras-al-Khaimanh工厂的成品质控

BMJ在阿联酋Ras-al-Khaimah烟厂的质控实验室

BMJ公
司
供
图

BMJ公
司
供
图

尽管BMJ的产能相当大，但该公司有时被迫将自己的品牌生产

外包给“其他工厂”，这当然是在BMJ质控团队的密切监督下进行

的。扩大现有产能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OEM合同，首先因为BMJ仅

仅视OEM为现有客户提供的服务，其次是因为“订单量一般有限，利

润率很低”。支付安全也是BMJ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该公司坚持认

为全额预付款。“然而，我们有时会同意50%的预付款和50%的装运

前付款的安排，”华瑞特透露。

在提及是否会有意无意参与非法卷烟交易的问题时，华瑞特坚

决否定了这种想法，表示永远不会发生。“对BMJ来说，这是一条我

们永远也不会越过的红线，”他坚称，“我们遵循严格的尽职调查

程序，以确保我们代表客户生产的产品在目

的地市场上合法分销和销售。为此，客户必

须向我们提供在阿联酋和装运目的地的商标

注册、纳税证明和报关单。“无法出示此类

文件的潜在客户将被彻底拒绝。在任何情况

下，该公司的策略主要侧重于来自长期客户

的OEM业务，这是一个额外的过滤器，以排

除不道德的各方。“我们约80%的OEM业务来

自长期客户，”华瑞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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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E公司的DIET生产
线带来更多机会和产能

干冰膨胀烟丝（DIET）是世界上许多卷烟、手卷烟（RYO）、自制烟（MYO）、雪茄和

小雪茄以及水烟的主要成分。DIET可以用来增加空气流和吸力，提供更好的风味，降低体积

密度（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帮助降低尼古丁含量，因此正日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DIET Tobacco Europe Kft（DTE）是由大陆烟草公司（CTC）和SanGroup Internation-

al Pte Ltd.（SanGroup）于2017年合作成立的，它完全有能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市场对DIET

的需求，现在其第二条DIET生产线更是如此，预计将使DTE目前的生产能力增加近两倍。

DTE的第一条DIET生产线安装在CTC厂房内，年总产量为210万公斤，在没有任何意外干

扰的情况下以最佳产能运行，其中CTC和SanGroup在总产能中的分配份额约为150万公斤。目

前正在安装的第二条生产线是SanGroup和CTC合作成立的合资企业，即新公司DIET Tobacco 

Europe（DTE）。这将为DTE不断增长的DIET市场每年增加210万公斤的DIET产量。根据所公

布的这些产能数据，DTE将成为最大的私营DIET供应商之一。DTE的第二条DIET生产线于今

年6月开始安装，尽管由于全球新冠大流行，边境关闭，工作时间受到限制，但预计将在今

年11月全面投入运营，助力DTE实现其主要愿景和目标，即以优质产品满足全世界绝大多数

DIET用户的需求。

SanGroup董事Birgul Sandall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大陆烟草公司，一家驰名全球烟

草行业的公司，再次决定与SanGroup家族合作，再次挑战和发展DIET行业，对此我们深感荣

幸。我们坚信，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将能够以优质产品满足全世界绝大多数DIET用户。这是

我们的主要愿景和目标。”

Staff R
eport

DTE第二条生产线安装
在即，CTC和San-
Group继续保持合作
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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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与AIRCO Diet的密切合作时，Birgul

说：“我们再次与AIRCO Diet公司合作，安装

我们的第二条生产线。我们坚信，他们能够

制造、组装和安装一件真正的机械艺术品。

我们已经与AIRCO密切合作了六年之久，并与

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DTE建立第二条生产线的另一个目标

是努力迎合和服务于一个更加多样化的市

场。DTE正在不断调整、试验和改进其加工

烟草的方式，以提供最好的成品，具有最高

的填充力、天然香气和低尼古丁含量，符合

大多数国家的现行政府限制。该公司购买不

同产地、不同价格范围的烟草，以便为市场

的每个部门提供DIET配方，例如VF、中等和

高端细分市场。DTE计划不仅向大型跨国公

司供货，还向所有可能无大公司购买力的中

小型独立公司供货。

目前，DTE的前三大市场是亚洲、欧洲

和东欧。该公司还希望进入非洲和南美洲，

目前正在与独立的卷烟制造商在此进行一项

试点研究，展示在将DIET引入配方中的潜在

益处和成本节约。要充分意识到在营销和销

售过程中，DIET是一种比烟叶或细切烟丝更

独特的产品，因为大多数客户已经深入了解

了他们需要购买的烟叶或细切烟丝，这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时间，DTE致力于向潜

在客户介绍DIET，并帮助他们了解在现有的

配方中使用DIET的好处和潜在的节约。

DTE也在探索扩大水烟烟草和雪茄烟的

可能性。目前，该公司正在与一家美国公司

进行实验，以观察水烟香料的吸收率是否与

普通的烟丝一样容易吸收。随着水烟市场在

全球范围内的人气持续增长，最初的实验结

果积极可行，非常令人兴奋。

DTE与AIRCO Diet合
作安装其第二条DIET
生产线

DTE第二条DIET生产线预计将使DTE目前产能增至近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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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ETL资助农民

津巴布韦主要烟草合同公司之

一的Ethical Leaf Tobacco（ETL）

公布了一项价值6.6亿美元的投资基

金，即针对该国小农的“黄金级计

划”。

该公司表示，该计划已进入第

四个年头，据称是最大的本土投入

项目，希望能改善小农的困境。根

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由于无法满足

融资者的要求，他们几乎无法获得

信贷。

该 计 划 分 为 四 类 ， 即 产 量

在1000千克及以上的农民为黄金

级、700千克级的钻石级、500千克

级的白银级和500千克以下的铜级。

ETL集团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穆

普法瓦（Andrew Mupfawa）说：“这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没有其

他本土公司推出过如此庞大的投入计

划。”

他说他们希望该计划能给烟季

带来助力。

EL T成功地将烟草处理量从

2016/17烟季的650万千克增加到本

季度的980万千克。

英国
烟草助力新冠疫苗研究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透露，他

们已经从烟叶中提取出了一种蛋白

质，研制出一种新冠疫苗ChAdOx1 

nCoV-19。而且，已在旧大陆物种的

猴子恒河猴身上证明有效。众所周

知，它们的免疫系统与人类相似。

该疫苗现在已准备进行人体试验，

有望产生有利结果。

新研发的疫苗是基于新冠病

毒的特异性峰值。其目的是使人体

识别这种新型病毒的独特部分，并

在与整个病毒接触时产生正确的抗

体，从而诱导强烈而有效的反应。

英美烟草公司称，基于烟草的

新冠疫苗已获批FDA的人体试验。

为了制备新冠疫苗，科学家们

人工构建了新的冠状病毒抗原，然

后将其植入烟草植株中进行繁殖。

采摘后，研究人员纯化了抗原（基

本上是新冠的一种成分），并将其

注入猴子体内。这是产生预期免

疫反应的过程，而且结果较好。科

学家称，这种新研发的疫苗不会很

贵，而且将是单剂量疫苗。

马拉维
烟草种植业濒临绝境

马拉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之一，也是世界上十大烟草生产国

之一。由于该国采取了控制病毒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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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限制措施，种植者被禁止亲自

参加定价拍卖会。这让农民感到被

买家欺骗了。

马拉维全国小农协会的贝蒂•

钦亚穆尼亚姆（Betty Chinyamun-

yamu）说：“由于买家和种植者之间

没有沟通，所以我们没有正常运作。

正因为如此，双方存在信任问题。”

4月份拍卖季开始时，小农说他

们的收入已经蒸发了。

马拉维的白肋烟占世界烟草出

口的6.6%。在当地被称为“绿色黄

金”，是解决马拉维就业率最高的作

物，创汇50%以上，税收收入23%。现

在5万种植者处于困境，国家为此非

常担心。

2019年11月，美国因对工人剥

削和童工的指控而限制从马拉维进

口烟草，而新冠病毒又加剧了对农

民的冲击。

“ 我 们 不 知 道 烟 草 能 卖 多

少钱，也没有机会与买家协商价

格，”农民艾里克•蒙塔利（Alick 

Munthali）说，他从1989年开始种

烟。“如果你不亲自去拍卖场，将

很难出售。”

巴基斯坦
2020-21财年FED保持不变

联邦税务局（FBR）通知国民

议会农产品特别委员会，在2020-

21财年，对烟叶征收的联邦消费税

（FED）将保持不变，还是10卢比。

鉴于预付FED转嫁给烟草种植者

的风险和税收负担，联邦税务局摒弃

了将预付FED从10巴基斯坦克朗提高

到500巴基斯坦克朗的提案。该机构

在国民议会议长兼农产品特别委员

会负责人阿萨德•卡西尔（Asad Qa-

iser）主持的会议上提交了此信息。

了解所有的证据，以及对农民

潜在的负面影响后，联邦税务局决

定，目前针对烟叶的预付FED制度将

保持不变。

卡西尔要求联邦税务局在利益

相关者协商过程中不要忽视自给自

足的农民。他说，好的政策要求对

价值链中的终端产品征税，那么税

收负担应该转移到卷烟终端消费者

身上。

烟草种植者对专家小组表示，

烟草作物是35000多户家庭的生计，

以前的税收政策虽然预期面向烟草

业，但由于竞争减少，价格受到抑

制，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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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部门积极应对强降雨
天气 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7月15日，中国气象局召开发布会。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新闻发

言人王志华表示，6月以来，南方地区出现7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64%的县(市)出现了暴雨

天气。南方地区降雨极端性十分突出，有10县(市)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52县(市)突破当月

历史极值。多地持续出现的强降雨天气也给烟叶生产、卷烟仓库、烟草企业生产经营、零售

终端经营和烟草企业办公场所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烟草行业各

单位迅速组织开展防汛救灾工作中，各地烟草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积极做好防灾减灾和

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烟叶生产、卷烟配送、终端经营等工作安全有序开展，努力降低极端天

气给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与烟农一起开展抗灾自救
6月以来，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袭击，全县10个种烟乡镇受灾。灾情发生

后，江华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第一时间开展救灾，成立5支“党员救灾先锋队”深入田

间，与烟农一起开展抗灾自救。先锋队现场查看烟叶受灾情况，调查和统计烟田受灾、烤房

受损情况；帮助烟农清沟排水，清理田间杂物和污泥，组织抢修受损烤房，落实烟叶烘烤用

电和设施保障，以最快速度帮助烟农恢复生产；制定烟叶灾后自救技术意见，根据烟田受灾

程度的不同，分别指导烟农做好留叶、追肥、防病、采烤等施救措施；及时安抚受灾烟农，

恢复他们的生产信心。目前，全县生产自救和灾情统计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烟叶保险理赔

工作正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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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
丰县烟叶分公司减轻灾害对烟叶
生产的影响

自6月中旬以来，持续强降雨，以

及近段时间的灾害性暴雨气候出现后，湖

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烟叶分

公司立即启动灾害响应应急机制，在搞好

抗灾自救工作的同时，采取措施，落实责

任，把加强烟田管理作为当前烟叶生产的

重点工作来抓，最大限度降低烟叶灾害损

失，增加烟农收入。该公司领导带领相关

站组（科室）人员赶赴灾区，核实上报灾

情、慰问烟农、指导烟农开展生产自救，

安排烟叶技术人员协助保险部门开展现场

核灾、定损和后续赔付工作，降低烟农损

失。7个烟叶收购站的近100名烟叶技术人

员进入烟田，组织11个乡镇烟农进入烟田

清沟排渍，防止发生烟叶根茎部病害，指

导烟农根据近4万亩田间烟叶长势和成熟

情况，适时科学规范打顶留叶、处理不适

用烟叶、启动病虫害统防统治和下部烟叶

采烤等工作，积极应对不利天气，减轻多

雨灾害性天气对烟叶生产带来的影响。
中国烟草迅速启动灾害响应机制，心中谨记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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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平乐县烟草专卖局开展自身防汛
工作及受灾零售客户的帮扶工作

6月8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区

普降暴雨影响，平乐县城区河段水位暴涨，

洪峰水位达到105.87米，超警戒水位6.37

米，为二十年一遇洪水。平乐县烟草专卖局

（营销部）6月7日接到当地水文站预警后立

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并在第一时间向桂林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报告情况，同时迅速

组织开展防汛工作：安排驾驶员将配送车等

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路段停靠，专人24小时

值守，保障车辆安全；组织人员将一楼电器

设备、生产物资转移至二楼，防止浸泡；安

排专人实时关注桂江水位上涨情况，及时掌

握汛情。因提前预判、处置及时，国有资产

未被洪水侵袭。8日上午10时25分，洪水逐

渐退却至膝盖深，全体干部职工在保证人身

安全的前提下克服困难进行卫生清理，争分

夺秒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经过整整一天的努

力，沉积的垃圾和淤泥被清理干净。同时，

暴雨还导致平乐县中行镇、东石镇、河头镇

部分房屋被淹、道路受阻，影响了当地卷烟

零售客户的安全和经营。平远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及时与气象部门联系，实时更新

雨情信息，通过电话、微信群等告知零售客

户，指导客户做好灾害防范。针对部分客户

房屋被淹、商品受损的情况，组织客户经理

帮助搬运店内货物，清理店铺淤泥，筑好防

水隔离墙；针对道路受阻部分零售客户非烟

货源供应不及时的情况，及时帮助客户订购

适销商品，提振他们的经营信心。目前平乐

县局（营销部）灾后恢复以及对受灾零售客

户的帮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6月15日

已帮助79户客户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烟草专卖局指导
零售客户加强卷烟储存保管

连阴雨天气极易造成库存卷烟霉变。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指导零售客户加强卷烟储存保管，减少卷烟

霉变带来的损失。洞头区局（分公司）收集

整理卷烟防霉小技巧、小贴士，以纸质宣传

单、H5等形式发放给零售客户，引导客户增

强卷烟防霉防潮意识；利用后台数据帮助客

户分析经营情况，指导他们有计划地购进卷

烟，遵照“先进先出”原则，优先销售先行

购入的卷烟，避免库存积压。

江西省寻乌县烟草专卖局确保卷烟配
送安全

江西省寻乌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积极应对恶劣天气，确保卷烟配送安全。江

西省寻乌县烟草专卖局利用微信群、QQ群等

平台及时发布雷雨天气预警，指导配送人员

提前做好防范；严格执行车辆出车前、行驶

中、收车后的安全检查，杜绝车辆“带病”

上路；加大应急物资储备力度，为配送人员

购置雨具、防滑链等应急物资，做好卷烟防

护，防止卷烟被雨淋湿。

贵州省桐梓县烟草专卖局帮助烟农和
零售客户提前做好灾害防范

为避免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事故发生，

贵州省桐梓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开展隐

患专项排查，着重加强对烤房、烟田、物资

库房等重点部位的安全隐患排查，建立整改

台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完善安全应急预

案，把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提高全员抗灾、

减灾和自救能力；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确

保出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组织抢险救援；加

强与当地气象部门的沟通，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将气象部门发布的汛情警报及时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告知烟农和零售客户，提前

做好灾害防范。

江西九江市烟草专卖局深入防汛一线
长江大坝开展防汛工作

7月以来，接连的暴雨袭击江西九江

市，九江长江站水位达到22.07米，超警戒水

位2.07米，且仍持续上涨，对此，九江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积极组织干部职工深入防

汛一线长江大坝，开展防汛值守工作。该局

迅速出台了机关防汛方案和值班表，准备帐

篷、砂石、水泵、铁锹等防汛物资。该局工

作人员迅速到位，按时抵达长江干流责任堤

段（长江干线砂石站范围）搭建值班帐篷、

组织相关物资、做好用电用水及基本生活设

施保障工作，并迅速开展巡堤查险。此次抗

洪值守机关员工全部上阵，实行“三班倒”

工作制，二十四小时守护在长江大堤上，确

保大堤106米烟草保卫段万无一失。据统计，

截至7月10日，该局共有市局机关、城区、彭

泽、共青、永修、湖口、都昌、柴桑区、庐

山市等10家单位按照地方政府部署，奔赴责

任堤坝开展防洪工作，并投入了一定的抗洪

帮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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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流行对大多数经济领域产生了负

面影响，烟草业也不例外。虽然现在评估新

冠病毒对该烟草业的长期影响还为时过早，

但它的一些短期影响业已显现。

封锁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几个国家的销售

季节被推迟。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解除封

锁之后，限制仍继续。马拉维禁止烟草种植

者亲自参加拍卖，并由农民协会代表参加。

这一限制令种植者感到不安，尤其是小规模

种植者，加之价格引发了有动机的抗议，因

为种植者在看到结果价格时感到代表很糟

糕。因此，一些小型种植者甚至考虑放弃烟

草种植业。然而，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性，

但在2020年销售季，均价已从2019年的1.44

美元/千克上涨至6月26日的1.51美元/千

ITGA对2020年烟
农面临挑战的分析

克。到目前为止，烟草产量为64402吨，比

上年减少了10%。新冠大流行以及持续至3月

的暴雨造成减产，也导致品质受损。

津巴布韦的拍卖会被推迟到4月底，然

后重新开放，参加拍卖的人数有限。小型种

植者也被禁止参加拍卖，并且必须指定一名

在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注册的种植者

代表他们作出决定。与马拉维类似，津巴布

韦该销售季的均价也在上升。截至7月3日，

均价为2.36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30.39%。

在报告日期，总销售额下降了1%，相当于11

万吨的销售量。烟草销售额的下降也可以解

释为外汇拍卖制度的引入。一些烟草种植者

等待更好的汇率，拒绝拍卖。

马拉维拍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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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维 津巴布韦
均价(美元/kg) 1.51 (+4.86%) 2.36 (+30.39%)

产量（吨） 64,402 (-10%) 110,000 (-1%)

价值（百万美元） 97.49 258

 安得拉邦 卡纳塔克邦
均价(美元/kg) 1.91 1.65

产量（吨） 47,306 106,208

  均价(美元/kg)
 2018/2019 2019/2020
弗吉尼亚烤烟 1.77  1.83

白肋烟 1.61  1.64

Galpão(深色晾烟)  1.19  1.21

 面积（公顷） 增长率(%)
烤烟 48,764 -19

白肋烟 17,603 -10

马里兰南部(宾夕法尼亚州) 161 -60

烤烟 5443 -17

深色晾烟 3763 -16

宾夕法尼亚州宽叶烟草 930 +6

表1——来源：AHL烟草销售和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

表2——来源：烟草委员会

表3——来源：Afubra

表4——来源：美国农业部（USDA）

印度的烟草种植者也在拍卖会上面临

困境。从封锁开始，直至拍卖系统重新开放

后，一直困难重重。烟草种植者无法出售其

烟叶，因为很少有商人采购。为此，安得拉

邦政府决定通过制定最低价格和采购烟草包

来干预市场，以确保烟叶售价更高。政府做

出该决定后，买方把出价提高了15%。国家

还降低了对烟叶超额销售的处罚。

卡纳塔克邦在官方批准的10万吨的水平

上多销售了6000吨，因此烟草种植者希望邦

政府能采取类似安得拉邦的方法。目前，安

得拉邦已经以1.91美元的均价售出了47306

吨烟叶，而卡纳塔克邦售出了106208吨，均

价为1.65美元。

南美洲的市场销售季节即将结束。在巴

西，76%的烟叶已售出，巴西烟农种植协会

（Afubra）称，销售季将延长到8月中旬。

由于新冠大流行造成的限制，本拍卖季通过

视频会议进行，同时种植者则向买家发送烟

叶样品，以确认产品符合标准。除新冠大

流行危机外，巴西南部今年年初还面临长期

干旱，导致烟叶品质下降。总的来说，截

至5月9日，佛吉尼亚烟草均价相较上个销

售季上涨了3.4%，白肋烟上涨了1.6%，而

Galpão（深色晾烟）为1.8%。

世界其他国家开始恢复新常态时，阿根

廷又回到了封锁的第一阶段。这对烟草行业的

经济危机影响日趋严重。事实上，烟草业目前

正处于销售季末，并开始种植阶段，它一直在

处理付款延迟、资源短缺以及合作社和烟草业

的预防性关停。因此，现在开始种植的小型种植者担心他们是否能够

完成种植。

北美和阿根廷均处于种植阶段。几大州已经在7月初完成了移

栽。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深色晾烟的移栽由于降雨而推迟，这

可能给那些采用双季制的种植者带来问题。与此同时，在弗吉尼亚

州的一些地方，尽管移栽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降雨淹没了农田，

田野工作推迟了两周。

北卡罗来纳州很快从潮湿凉爽的天气变成了炎热干燥的天气，这

使种植阶段变得复杂化，种植者不得不面对不利的条件。由于缺乏降

雨，烟田工作很容易进行，但目前农作物已落后于正常生长。南卡罗

来纳州的天气状况恰恰相反，农作物从频繁的降雨中受益。

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已经开始收割，尽管看起来比前几年颜

色淡，但烟叶品质看起来不错。据估计，佐治亚州种植了大约3237

公顷的烤烟，佛罗里达州种植了约404公顷的烤烟。

美国农业部（USDA）估计，总体而言，与2019年相比，2020年

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这意味着除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宽叶烟草外，

所有类型的烟草均有所减少。

就香料烟而言，主要生产国的产量将减产。土耳其预计减产

12%，北马其顿预计减产10%，希腊预计减产15%。保加利亚是唯一一

个与去年持平的国家，保持5200吨的产量。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

印度拍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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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烟草将乔迁总部

日本烟草公司宣布，将于2020

年10月5日将总部迁至位于东京都内

町东郊4-chome 24-6号的Kamiyacho

信托大厦。办公室将在26-30层，面

积达19253平方米。

英国
打击非法卷烟运动获得全国认可

西约克郡贸易标准公司与卡尔

德代尔（Calderdale）委员会等五

大西约克郡委员会合作，致力于解

决廉价和非法烟草的问题的努力，

已入围MJ地方政府成就奖2020公共

卫生改善类。

打击非法烟草促进健康的倡

议，受到了五大公共卫生部门的资

助，通过教育公众以及调查供应廉

价和非法烟草的商人，帮助人们永

远停止烟草使用。

该倡议利用多机构执法和社区

宣传活动来解决非法贸易问题。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在西约

克郡各街道上缴获了近600万支非法

卷烟和2吨非法手卷烟草。未来几周

计划开展更多检查，预计该数字将

不断增加。 

为提高对与供应非法烟草有

关的危险和更广泛的犯罪行为的认

识，已为数千名公众和数百名一线

专业人员举行了培训班。

非法卷烟和烟草的售价通常是

正常价格的一小部分，这破坏了对

烟草的使用期限和价格的限制，并

鼓励人们继续吸烟。它还与有组织

犯罪有关联，刺激了价值数十亿英

镑的地下经济。

美国
烟酒行业解决就业

美国唯一一个失业率在6月份

下降的城市是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

勒，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拥

有6万人口，坐落在俄亥俄河上，是

瑞典火柴公司的故乡。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追踪的200个

城市中，欧文斯伯勒是唯一一个失业

率低于去年6月的城市，仅为4.2%，

而全美失业率为11.1%。肯塔基州是

失业率最低的州之一，为4.8%。

官员们说，欧文斯伯勒的就

业形势得益于一些最大的雇主没有

裁员。欧文斯伯勒是瑞典火柴的故

乡，该公司生产无烟烟草和戒烟产

品。该公司表示，其在美国第二季

度的强劲增长得益于对尼古丁贴片

的需求。

该市著名的波旁酒厂也继续在

欧文斯伯勒满负荷生产，包括Glen-

more街和O.Z. Tyler街。

在美国每周失业统计数据显示

140万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连续第二

周上升后，欧文斯伯勒揭晓了其好

消息。

印度
一季度卷烟仍盈利

印度跨国企业集团ITC最近公

布，截至6月30日的第一季度，其独

立利润下降了26%。农业企业和包装

食品有一定缓冲，但对ITC来说微乎

其微。非卷烟快消品的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1.6倍，但仍然很小。

据悉，ITC多年来一直希望转移

卷烟的注意力。新冠疫情导致的封

锁成功地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生

产停滞，大多数地方的供应都陷入

了停顿。不过，该公司税前独立利

润的74%以上来自卷烟部分。去年同

期为87%。2020年4-6月卷烟销量同

比仍下降约30%。

西班牙
新冠冲击，或将出台禁烟令

西班牙流行病学学会（SEE）

要求在酒吧和餐厅的露台、海滩、

户外演出和私家车内禁烟，并警告

说，吸烟会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

性。SEE吸烟组织说，那些被感染且

无症状的吸烟者会排出含有病毒的水

滴，这会使其他人处于危险之中。

SEE承认禁烟法大大减少了烟雾

暴露，但建议加强烟草限制，以减

少与烟草使用和烟雾暴露有关的高

发病率和死亡率负担。

该组织指出，仍有一些烟雾含

量很高的室内外空间未受到法律的

管制，对吸烟者、非吸烟者和未成

年人的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政府目前正致力于实施新的禁

烟条例，其中包括提高税收，将使

用电子烟等同于传统卷烟，禁止在

禁烟区使用电子烟。

SEE还希望禁令扩大到海滩、酒

店露台、体育设施、户外表演、私

家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未成年人所

在教育中心入口和大学校园。加拿

大、美国和意大利已经禁止吸烟者

在私家车内吸烟。

约旦
“新冠”卷烟禁令

约旦已将封闭的公共场所的禁

烟令扩大到所有形式的吸烟，这个

世界上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藉此

应对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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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卫 生 部 最 近 在 一 份 声 明 中

说：“为了保护公民的健康和安

全，特别是鉴于新冠大流行及其后

果，禁止封闭的公共场所的各种形

式的吸烟，包括卷烟、电子烟和水

烟。”

《卫报》上个月发表的数据

显示，该国的吸烟率已超过印度尼

西亚，成为世界上吸烟率最高的国

家，超过80%的男性经常吸烟或以其

他方式消费尼古丁。

卫 生 部 援 引 世 卫 组 织 的 话

称：“吸烟者和被动吸烟者都更容

易感染新冠，症状更严重”，约旦

登记了1133例新冠病例，其中9例死

亡病例。

沙特王国于2008年推出公共场

所实施禁烟令，但新规定涵盖了该

地区流行的电子烟和水烟，但仅限

于“完全封闭”的公共场所。

艾哈迈德•鲁巴阿（Ahmad Rub-

baa）是一家卖香烟的自助餐厅的

老板，他对新规不以为意，并表

示：“无论在哪里，吸烟者就是吸

烟者，没有法律可以阻止他们。我

认为这不会影响烟草销售。”

希腊
非法贸易占22%

由于希腊无法阻止或大幅减缓

走私卷烟的销售，希腊首都的大街

上有时公开出售走私卷烟，这些产

品目前占该国烟草使用量的22%，每

年售出约30亿支。

这使得该国位列吸烟率第一，

同时也成为世界上吸烟率最高的国

家之一。尽管政府偶尔会进行突击

检查，比如今年春天检查了3家加工

厂的检查，但没有一届政府能够阻

止这些产品。

之后，一份泛欧洲报告被公

之于众，荷兰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KPMG）为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9年

全欧洲共消费了约389亿支违禁卷烟。

大多数是盗版的畅销品牌，以

及“非法白烟”，即在第三国合法

包装，但随后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

下偷运到欧洲各地的卷烟。

2019年，希腊共消费了约15.1

亿支走私卷烟，另有16.6亿支“非

法白烟”，有时单支出售，也有成

包出售，通常是移民为了赚钱在街

头贩卖。

美国
烟头妙用

美国马里兰州的大洋城展示了

4个新长椅，背后还有一个关于环保

的有趣故事。

这些长椅由烟头制成，其中

三个位于木板人行道上，另一个在

Seacrets，这是2019年由“大洋城绿

色团队的防止烟头计划”的一部分。

该活动始于2019年，致力于

建造“烟头小屋”，供自愿帮助收

集卷烟废物的当地企业予以处理，

鼓励企业、游客和居民妥善处理烟

头和茄帽，这些小屋被安置在人口

稠密的地区，那里经常出现卷烟废

物。收集满后，志愿者和实习生把

小屋清空，送到了国际回收领导者

TerraCycle那里，TerraCycle将回

收的烟头制成塑料，然后制造了新

的长椅。Keep America Beauty是

美国最大的旨在消除卷烟垃圾的组

织，同时也是CLPP的共同出资人。

根据该组织的调查，烟头仍然是美

国乃至全球垃圾最多的废物。

马来西亚
英美烟草新运动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有限公

司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制止

黑市”的运动，引起人们对烟草黑

市严重性的关注。

尼尔森公司的2019年马来西亚

非法卷烟研究（ICS）表明，目前马

来西亚62%的烟草市场由犯罪团伙

把持。而且，牛津经济学在发布的

《2019年马来西亚非法烟草贸易经

济学》中指出，就非法卷烟而言，

马来西亚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国家。

该公司董事总经理乔纳森•里

德（Jonathan Reed）说，烟草黑市

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影响

到合法企业和所有马来西亚人的生

活。“我们赞扬执法机构最近所做

的艰苦工作，希望这些努力继续对

从事黑市活动的财团施加压力。然

而，光靠执法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

题的，”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除了影响该国的声誉外，烟草

黑市每年还造成53亿令吉（合12.5

亿美元）的消费税损失。此外，烟

草黑市构成了3000亿令吉（707亿美

元）的影子经济的一部分，继续阻

碍着国家的发展。英美烟草公司希

望这项运动能引起人们关注烟草黑

市的有害影响。



C

M

Y

CM

MY

CY

CMY

K

ai159714085510_Publicity_TOBACCO_ASIA_ITGA_2020_Together_We_care_II_one_Page_tobacco_asia_210x277 mm.pdf   1   11/08/2020   11:14:17



62 tobaccoasia Issue 4, 2020 September / October

Staff R
eport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0
展会计划概览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是烟草业最

为重要的两个展会，是业界公认的新产品和

新服务展示的一个理想平台。推迟展会可能

让业界失去这个平台，但却是十分必要而且

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份名单可能与展会实

际规模不可比拟，但是会尽力重点介绍一些

原本是要在2020年InterTabac和InterSup-

ply上展示的令人惊奇的进展。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的前身为明星烟

草国际公司，是一家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

公司，对农业有着真正的热情。该公司通过

其全球化的平台，不断拓展市场，为农业领

域提供一流的服务和专业知识。该公司的产

品包括烟叶、咖啡豆、大豆、糖、土耳其橄

榄油和南非葡萄酒。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公

司，它给自己的定位是私营、中型公司的独

家合作伙伴，通过提供个性化、灵活的服务

将产品推向市场。此外，该公司还全力支持

烟农的可持续发展。

2019年，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又开

设了两家再造烟叶加工厂，烟草业务迅速增

计划在今年举行的全部或大部分展会都将不得不推迟、取消、或者尝试新的在线形式。同样
地，2020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也将推迟到2021年举行。由于无法亲临现场参
加展会，《亚洲烟草》特别梳理了一份参展名单，重点介绍原计划于今年秋季参展的公司。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新世界烟斗“系列的自由
式石楠烟斗

长。其中一家工厂位于印度尼西亚，另一家

工厂位于巴西。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该公

司正在努力提高这两家工厂的产能。目前，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生产切片和薄片形式

的再造烟叶。

该公司新推出的“新世界烟斗”（New 

World Pipes）是对顾客的豪华馈赠。这款烟

斗有两种材料，一种是海泡石，这种化石目

前只在土耳其发现过；另一种是石楠，主要

产于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含有土耳其海泡

石的烟斗分为三类——Face烟斗、Figure烟

斗和经典烟斗，分别有白色和彩色版。

“新世界”的限量版系列也是海泡石烟

斗中的佼佼者，包括非洲市场的“狂野非洲5

号大烟斗”，中国市场的“十二生肖”和“兵

马俑”，以及美国市场的“总统山”。“新世

界”根据目标市场的区域文化，还推出了限量

版的海泡石烟斗或系列烟斗。

“新世界”烟斗使用的第二种材料是石

楠，还提供签名版的自由式烟斗和扑克石楠

烟斗。

此外，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还推出

了Xgen电子烟，进一步丰富了低风险烟草产

品组合。Xgen烟弹是可拆卸的，水果味烟油

含量0.7毫升，尼古丁含量1.7%，可使用150

口。Xgen电子烟目前正在南非进行试销，未

来将扩展到世界各地的新市场。

欲了解详情，请访问www.staragritech.com 

和www.newworldpipes.com。

McAirlaid公司
McAirlaid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最大

的干法造纸制造商，不需要跟胶粘剂和粘合

剂代理商合作。其产品范围涵盖食品包装、

卫生、医疗、卷烟滤嘴以及家居和园艺产

品。McAirlaid公司还与知名的商用滤嘴生

产商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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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AT’S 
LEFT IS PURE 
TASTE!

GENIA, McAirlaid΄s 
is nominated for the 
Audience Award as
Innovator of the year 2020.

GENIA is the latest innovative cigarette 
fi lter material, combining purest tobacco 
fl avor and a clean environmental image. 
GENIA is made from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is fully compostable (EN 13432 certifi ed) 
and therefore disperses within weeks in 
comparison to Cellulose Acetate fi lters 
which can take many years.

*THE FILTER MEDIUM CONTAINS NO 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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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兹香料公司扩建现有设施，新增设两个混合罐，每个罐的容
量为5.5吨，还有两个不锈钢罐，容量为50000升。

全球最大的干法造纸制造商McAirlaid公司的卷烟滤嘴

McAirlaid的Genia产品是一种可持续的滤嘴替代

品，是减少海洋垃圾烟头的解决方案，据估计，每年的

海洋垃圾中约有4.5万亿个烟头。

McAirlaid公司研发了一种卷烟滤嘴介质，丢弃后

数周内即可完全分解。纤维素干法造纸无纺布不含胶水

或粘合剂，可生物降解，用它替代醋酸纤维滤嘴后，卷

烟和滤嘴生产商就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因为这款产品

完全不含塑料！

Genia是第一个能够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烟草纯

体验相结合的卷烟滤嘴。与传统的纸质滤嘴相比，这种

新型滤嘴材料保留了烟草特有的香气和味道。消费者测

试表明，传统纸质滤嘴的口感较硬，感觉上更为干燥，

而新型滤嘴的效果则更好，原因在于新型滤嘴介质使用

的是天然材料，而且采用了独一无二的环保生产过程。

Genia已通过EN13432认证，有多种规格，提供两种颜色

（漂白/未漂白），适用于卷烟、滤嘴小雪茄、自卷烟和替

代产品市场。欲了解详情，请访问www.genia-fil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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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I公司屡获殊荣的Corset Shellpack

赫兹香料公司（Hertz&Selck）
无论是饮料和豪华食品的风

味，还是独特的精神、内在的情绪

或时尚的味道，都可能会随着时间

而改变。昨天还是前卫的事物，如

今可能已经成为经典，甚至可能已

经完全消失了。因此，我们展望未

来时，最重要的是要有远见，而经

验和传统则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正如其公司的箴言“香味的艺

术”所示，赫兹香料公司数十年来

一直致力于满足明天的需求，并为

此不断激发当前的潜力。

在过去两年中，所有去过赫兹

香料公司汉堡Tarpenring总部的人，

都会注意到生产车间前面的大型建

筑工地——这是该公司不断成长的一

个很好的证明。公司总部从Belleal-

liancestraße搬到汉堡北部的新工业

基地也有几年了。当时这些建筑十

分宽敞，目的就是不断满足未来的需

求，但现在却需要大量扩建了。紧邻

全球物流枢纽的汉堡机场，持有各种

认证，是该公司产能不断扩大的两大

关键因素。从下订单到生产和调度，

香料到达目的地的过程很短，而且整

个过程协调有序，值得信赖，客户对

此也非常满意。

这栋扩建的两层楼建筑十分醒

目，由建筑师海纳•休（HeinerHuy）

设计，在现有场地上形成了自己的建

筑风格。对于香料制造商赫兹香料公

司而言，这不仅是其设计语言方面的

趋势，而且也是其内在价值的体现。

包括空调、IT系统、安全技术以及机

械和生产设施在内的建筑基础设施，

是未来的一项可靠投资。新建筑预留

了两个容量为5.5吨的混合罐，还有两

个合计容量为50,000升的不锈钢罐。

尤为重要的是为员工设计了现代化的

娱乐室和社交室，施工协调人简•赫

兹（Jan Hertz）对此感到特别自豪。

他认为，公司的质量不仅体现在产

品上，而且体现在工作人员的团队合

作精神上——在这方面，赫兹香料公

司将继续保持其家族企业的传统。赫

兹香料公司的产品符合苛刻的生产

标准，能够处理大量产品和快速交

货的能力满足了市场需求，从而促

进了与许多跨国客户的合作伙伴关

系。新建筑将从8月开始逐步投入运

营。今年，在方方面面都受疫情影

响的情况下，正式的启动典礼将于

今年年底举行，届时，所有员工都

将参与。尽管困难重重，董事总经

理尼尔斯•纽格鲍尔（Nils Neuge-

bauer）仍然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为未来定下乐观的基调。毋庸置

疑，到场人员还将有机会参观技术

设施，并讨论和分享香料工业的最

新趋势。在温馨时尚的环境中，一

切皆有可能。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hertz-selck.de。

KTI（KT International）
KTI是一家领先的烟草制造商，

业务遍及欧洲、亚洲、非洲、中东

和南美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消

费者和贸易客户提供优质的烟草产

品。KTI通过对全球消费者需求和趋

势的广泛研究，找到了新的方向，

即在其产品中使用最新的创新和技

术，以实现其改善消费者吸烟习惯

和体验的终极目标。

为了迎合不同的消费群体，KTI

的两大全球品牌The King和Corset都

是根据当地口味开发的。The King是

弗吉尼亚/美国混合型卷烟，使用醋

酸纤维滤嘴，可提供真正的烟草体

验，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

目前提供原味、Nano、压缩型、碳

芯，Centrio和嵌入式木炭等规格。

随着世界各地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

化，TheKing也在不断发展，现在

推出了全新的Superslim系列，是细

支、超细支规格中优雅与品位的完美

融合。品牌组合的扩展将通过创新的

味觉增强系统，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体验。预计该产品组合的最新版本将

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

新增Rainbow系列后，King Su-

perslim在口味和风味上又上升了一

个档次。独特的鸡尾酒风味含有草

莓、樱桃和苹果等成分。该产品采

用创新的螺纹+滤嘴TM技术，能够产

生丰富的口味和香气。

受高级时装和国际设计大奖得

主的启发，KTI的Corset于2017年推

出了全球首款Shellpack产品。值得

自豪的是，Corset现在推出了Shell-

pack系列的最新产品。全新的Cor-

set Shellpack极其重视注重细节，

采用醒目的爆炸性色彩，即使是最挑

剔的消费者也一定会感到惊讶。现

在，Corset还推出了新的口红系列，

提供丰富而柔滑的水果和巧克力风

味：草莓旋涡、苹果旋转、樱桃扭曲

或巧克力波纹。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ktinternational.eu。

思摩尔集团
思摩尔集团（SMOORE）成立于

2006年，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6969 

HK）的电子烟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

子烟蒸汽设备制造商之一，致力于提

供优质的创新产品。2015年，思摩尔

创立了VAPORESSO品牌，旨在“超越

平凡”。

目前，思摩尔和VAPORESSO的业

务已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欧洲、美洲和新兴市场的品牌影

响力大大提高。然而，VAPORESSO的

努力远不止于此。

VAPORESSO拥有最先进的设计和

独创性，致力于为电子烟用户提供

优质的吸烟体验。VAPORESSO的产品

包括Veco、Zero、Luxe和Gen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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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 picked.
Because no one flavors
e-liquids like TTI.



66 tobaccoasia Issue 4, 2020 September / October

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的下一代产品MC 
Mate

VAPORESSO的Gen系列最新产品Gen 
S是各个水平蒸汽烟使用者的理想产品

涵盖了蒸汽烟的所有开放式系统，

可满足蒸汽烟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尤其是Gen系列，在VAPORESSO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Gen系列的最新款产品Gen S，

是入门级和有经验的蒸汽烟用户的

理想选择。全面升级后，大功率的

蒸汽烟系统Gen S 220W套装配备了

NRG烟弹，使用GT网格线圈（有的使

用GT 4网格线圈），采用最新的网

格技术，能够产生浓密的烟雾，可

使电子烟油释放出最纯净的香味。

由于采用了具有类似橡胶涂层的

AXON芯片，Gen S的脉冲模式将自始

至终提供一致的香味和蒸汽。技术

先进的AXON芯片，可释放Gen S的全

部潜能，全面解锁温控组件来调节

吸烟时的温度，以提供顺滑愉悦的

蒸汽体验，并为Gen S提供了广泛的

适用电阻。除了脉冲模式外，Gen S

还提供多种其他的模式，例如超级

玩家的DIY模式。欲了解详情，请访

问www.smooreholdings.com。

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
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YTI）

是云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从事烟草、烟丝、卷烟、卷

烟纸、烟用丝束、水松纸、烟草机

械及烟草相关辅材的进出口业务。

此外，该公司还积极在全球寻求投

资和合作机会，以期实现高质量的

发展和增长。在中国所有从事外贸

业务的烟草公司中，云南烟草国际

有限公司在2019年的产量和销量中

均拔得头筹。

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的产

品销往亚太、中东、非洲、美洲和

欧洲的93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通

过中国香港的工厂，以及老挝、缅

甸、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和纳米

比亚的海外工厂供应产品，然后通

过香港、澳门、迪拜和罗马尼亚的

海外营销公司销往世界各地。

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的品牌

分为三类：弗吉尼亚型卷烟、混合

型卷烟、下一代烟草制品。其中，

弗吉尼亚型品牌包括云烟、玉溪、

红塔山和小熊猫；混合品牌包括

Marble、阿诗玛、Win和Brass；下

一代烟草制品品牌包括MC、阿诗玛

和Win（仅包括烟支）。欲了解详

情，请访问www.ytichina.com。

Kevision Systems公司
Kevision Systems在专业检

查、序列化和追踪系统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服务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生命科学、食品和化妆品、汽

车和农用化学等多个工业领域。该

公司成立于2015年，总部位于印度

西北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

德，专门为烟草业推出了一套Kev-

Secure追踪系统。

KevSecure可支持、控制世界一

流的硬件组件，例如打印机、检查

摄像头和其他在典型的追踪设置中

必不可少的设备，从制造到运输整

个工作流程所需的每个参数都可追

溯。相应地，软件可捕获数据包序

列化、十件套捆包聚合以及主箱序

列化，从而创建进一步处理货运所

需的“亲子关系”。此外，这套系

统还可以完全定制，来解决不同市

场对追踪系统的差异化要求。欲了

解详情，请访问www.kevin.in。

Ruvian公司
Ruvian是一家下一代产品供应

商，拥有安全、优质的创新尼古丁

输送技术。Ruvian以其加热烟草制

品（HTP）闻名，在低温香精生产材

料、温度控制缓释技术和高负荷香

气物质载体方面拥有独特的专利技

术，能有效改善加热烟草制品的品

质和使用效果。该公司的生产基地

遵循现行的药品《良好生产规范》

（cGMP）和《国际人类用药技术要

求协调委员会关于活性药物成分的

良好生产规范》（ICH Q7）。

Ruvian还提供用于加热烟草制

品和可燃卷烟的非烟草再造烟叶。

它的非烟草再造烟叶产品由天然植

物制成，不含尼古丁，不过含有大

麻（不含四氢大麻酚）、果味、茶

和加香再造烟叶等成分。

此外，Ruvian还生产滤棒，包

括可燃卷烟使用的大麻滤棒和再造

烟叶滤棒，以及加热烟草制品使用

的PLA材料的功能性滤棒。同时，该

公司还提供卷制卷烟的材料和滤嘴

材料，以及一站式设计和专业的分

析测试服务。欲了解详情，请联系

yushu@ruvian.com。

Ruvian提供HTP、非烟再造烟叶、HTP
和可燃卷烟所用烟支，以及卷烟纸和滤
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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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的纹理水松纸提供精美先进的微图
案，并且拥有卓越的触感特性和稳定的
机械系

姆恩集团提供定制卷烟纸、烟嘴和吸烟
配件，包括辊压机、滚轴、磨床、滚动
托盘等

Mayr-Melnhof包装公司
Mayr-Melnhof包装公司（MMP）

的业务范围涵盖了包装纸和水松

纸，是卷烟业平面包装供应链中唯

一一家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公司。

该公司作为包装市场的领导

者，拥有整套的卷烟包装产品，

例如铰链盖、内框纸、捆绑纸和嵌

件。Mayr-Melnhof包装公司不仅在

胶版印刷、柔版印刷和凹版印刷工

艺方面十分专业，还精通所有相关

的涂饰技术。子公司TANN集团在水

松纸研发、生产和印染方面也使

Mayr-Melnhof包装公司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除了各种水松纸之外，该

公司还为客户提供自粘撕胶带和其

他包装解决方案，例如内衬。

Mayr-Melnhof包装公司的特制

水松纸产品包括以下几种：

-纹理水松纸：这是生成触感

纸表面结构的一种有效且可靠的方

法，这种机械压花工艺，能够提供

精致复杂的微观图案，具有出色的

触感特质和高机械稳定性。纸张的

压花结构与印刷设计相匹配，给人

以触摸非凡材料或纺织品的感觉。

-柔感水松纸：让水松纸在嘴唇

和手指上产生触觉的另一种方法，就

是使用柔感涂剂。这样会使纸具有柔

软的感觉，在接触和使用烟草制品

的过程中，嘴唇和手指都会有这种感

觉。此外，柔软的手感确实可以营造

出柔和而精致的外观，尤其是在深色

的包装上使用柔感涂剂。

-增香型水松纸：通过在水松

纸上添加不同的香气，还可获得多

种感官体验。Mayr-Melnhof包装公

司的客户已成功在部分市场将该公

司的香气添加到了它们的味觉清单

中。基本的香气有甜、酸和凉的味

道，浓烈程度也不尽相同。一种新

的趋势是在一张水松纸上混合各种

香气——酸酸甜甜，无限畅快！

-防污水松纸：TANN的另一种

解决方案是防污水松纸和防污滤棒

成型纸，这样可以保护卷烟设计不

受卷烟上污渍的影响，并保持卷烟

清洁。这种可靠的解决方案，适用

于“双胶囊”滤嘴和细支烟，而行

业验证的滤嘴材料则无法完全吸收

油性物质。防污水松纸不会增加库

存，因为这种防污特性用于胶囊卷

烟的接装纸，这就意味着可以使用

标准的滤棒成型纸。欲了解详情，

请联系info@tanngroup.com。

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自2010年起，娒恩集团（定制制

造商）开始定做吸烟配件，包括但不

限于卷烟纸、滤嘴、圆锥尖头等，不

断为亚洲烟草业，乃至全球烟草业提

供急需的定制款式的卷烟纸和吸烟配

件，从而实现卓越的体验。该集团最

近推出了新网站moon-smoking.com，

上面有公司各种产品展示。

他们的主要服务是为其他品牌

提供定制产品。娒恩集团设计并生

产定制的卷烟纸小册子和滤嘴等，

以满足品质上乘、成本节约的品牌

目标。娒恩的产品完全可定制，并

根据品牌定位高标准制造。无论是

小药房、活动公司，还是大型经销

商，都将受益于他们多年的经验以

及行业标杆式的产品品质。

优质的卷烟纸和吸烟配件打造

持久的时尚感。它能培养顾客的忠

诚度，唤起信任感。正是基于这种

认识，娒恩在产品线和流程上投入

了大量资金，优先考虑消费者满意

度。娒恩的客户相信他们能提供符

合客户群精致品味的优质产品。娒

恩从业多年，向来一诺千金。

娒恩继续为越来越多的中小

型企业提供支持，他们决心推出

自己的定制品牌，在市场谋求一

席之地。娒恩的支持方案是高度适

应性的，可满足每个客户的独特情

况和品牌吸引力。他们提供定制品

牌解决方案，为企业打造自己的定

制卷烟纸、烟嘴、吸烟配件，包括

辊压机、滚轴、磨床、滚动托盘等

等。娒恩广泛的代理和支持团队随

时提供帮助，并且他们的支持KPI

是以客户为基准而制定，从而达到

双赢的结果。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moon-smoking.com。

益升华滤嘴公司
益升华滤嘴是一家提供专业滤

嘴和科学服务的领先的独立解决方案

供应商。益升华从业65年之久，深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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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B致力于提升其环境影响力，尤其是
在包装方面

LLFlex确保包装组件之间完全的配色一
致性

如何将最新的创新、科学的测试方法

和监管要求转化为商业成功。

该公司研发了其专利产品Vor-

tex FilterTM，可提供具有视觉差异

化的全新的感官体验，是助力品牌

精品化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完美

选择。烟雾进入口腔后，通过螺旋

烟流为消费者创造一种显著的感官

效果。改变管式滤嘴末端外观，实

现视觉享受，从而助力您的品牌崭

露头角。

除了定制管口的尺寸和形状

外，Vortex FilterTM还可以与任何一个

或多个管段组合。它也可以作为加热

不燃烧产品的管段的替代品。Vortex 

FilterTM采用该公司市场领先的管工艺

学制成。

LLFlex
对于烟草包装应用，LLFLex现

在除了提供铝箔内衬解决方案外，

还提供平装和印刷框架。作为一家

高端烟草包装供应商，该公司有着

悠久的历史，并定制其解决方案，

以便在最新的高速卷烟包装机和辅

助设备上平稳运行。因此其各种各

样的质量无与伦比的烟草包装材

料，可靠运用于高速和高度自动化

的生产操作中。

LLFlex提供铝箔内衬和内部

框架解决方案的独特能力使其能够

确保包装组件之间完全的配色一致

性。LLFlex可以提供几乎任何颜色

的内部框架，以支持或配合品牌形

象和宣传。它还可以结合最新的烟

草包装趋势，例如使用全息和其他

金属化或特殊薄膜的纸板层压板；

事实上，该公司发现，品牌所有者

为寻找更多的途径来实现产品差

异化，他们对创新非法越来越感兴

趣。LLFlex还可以提供由转移式金

属膜制成的金属化内框架；这种特

殊薄膜在二次操作中被去除，留下

一层极薄的金属化层，使内框架可

回收利用。

LLFlex也在显著扩大其制造

领域：其位于北卡罗来纳州High 

Point的新工厂有能力生产其烟草

行业的每一种产品，通过冗余和增

加整体产能来提供供应链安全。支

持烟草包装行业的全新加强基础设

施不断被纳入新的北卡罗来纳州工

厂，以及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的LLFlex总部的生产线。欲了解详

情，请访问www.llflex.com。

Republic Technologies公司
2018年，Republic Technologies

庆祝其OCB品牌百年诞辰。OCB开发更

环保中性产品，调整其生产流程，不

断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让所有员工和

供应商都参与进来。OCB非常重视其

环境责任，并遵守该领域的环境法

律、法规和最佳国际惯例。

OCB的天然纸张系列（原纸、有

机大麻纸和牛皮纸）的设计符合所

有实际质量标准：

•可持续获得纤维

•天然阿拉伯树胶

•无漂白工艺

•无滑石粉

•无染料

•无转基因

•素食

OCB还不断致力于改善其对环境

的影响，在包装方面，尽可能采用

紧凑包装，并在回收纸板上使用植

物油墨印刷，在能源消耗方面，截

至2020年1月1日，OCB在佩皮尼昂的

整个工厂所用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

源：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和生

物质能。

OCB产品中使用的材料来自距离

OCB工厂不到500公里的供应商（来

自非洲的天然阿拉伯树胶除外）。

OCB完全遵守《联合国全球契

约》的价值观，即负责任地开展业

务，公司尽最大努力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

深圳劲嘉集团
深圳劲嘉集团成立于1997年，

是中国首家上市的卷烟印刷包装企

业。劲嘉集团的主营业务是高端烟

草包装和烟草包装材料的研发。历

经23年的稳健发展，劲嘉已成为中

国规模最大、科研能力最强的综合

性产业集团。劲嘉集团年收入超过

50亿元。

劲嘉集团拥有17家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均为所在地区最具实力的

企业。集团员工总数超过10000人。

劲嘉的主要国内客户是中国烟草总

公司、贵州茅台酒公司、VIVO等世

界知名的中国企业，而其最大的海

外业务客户是英美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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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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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
ISO 45001:2018 & SA 8000:2014 COMPANY)

EXCLUSIVE BUSINESS PARTNERS WITH DAICEL - FILTER TOW, KAYMICH - GLUING & FLAVOURING SYSTEMS, ARKOTE - KNIVES,
MAX SCHLATTERER - ESBAND TAPES, G.D. S.P.A., SCHWEITZER MAUDUIT (PDM/LTR), BOEGLI-GRAVURES S.A., BENKERT - TIPPING
PAPER, CERULEAN - TESTING & MEASUREMENT EQUIPMENTS, GODREJ - GLYCERINE/CASINGS AND OTHER LEADING COMPANIES. 

BMJ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以及客户的
客户的需求，BMJ与客户紧密合作，“跳
出纸的思维限制”，推出各种定制产品。

劲嘉是中国烟草包装设计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包装巨头之一，成功

帮助客户打造多个品牌，取得了良

好的销售业绩和市场声誉。劲嘉的

设计荣获国际Pentawards金奖、世

界之星奖、红点奖、IF奖等多项世

界级包装设计大奖。

劲嘉科技中心是中国印刷包装

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研发中心，也是

中国唯一一家经国家发改委授权的

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该技术中心

是完成创意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

产品生产的桥梁。顶尖的设计师、

技术人员、材料工程师和生产技术

人员专注于研发新材料、新技术、

新设备和新结构的印刷和包装。

劲嘉包装产业园是中国规模最

大、最先进的印刷及印后加工设备集

团，性能先进，生产技术覆盖面广，

生产设备齐全，拥有凹版印刷机、胶

印机、丝印机、数码喷印设备、冷压

冲压机、二维码喷涂机、烫金机、覆

膜机、模切机、凸凹机、卷筒冲床、

卷筒分切机、卷取机、高速质检机、

读码设备，上述许多印刷设备均是劲

嘉自己的产权和专利。

行业领导者BMJ
BMJ（PT. Bukit Muria Jaya）

是行业领导者，通过亲密的客户体

验以及卓越的运营和服务，提供非

烟物质全面解决方案。BMJ确保完美

无瑕的产品具有BMJ质控流程所必需

的一致性，其卓越的品质加上称职

的服务无疑为BMJ的长期客户带来更

多的信心，因而继续为各大洲的客

户提供服务。BMJ训练有素、经验丰

富的员工在专门设置满足详细要求

的机器上操作受控生产流程。该公

司的技术支持团队还提供全面的售

后支持，例如与客户合作进行持续

的流程改进和解决任何意外问题。

BMJ深入了解客户为在市场上脱

颖而出而对产品进行差异化的需求，

因此，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以及客

户的客户的需求，BMJ与客户紧密合

作，“跳出纸的思维限制”，推出各

种定制产品。BMJ的产品包括卷烟纸、

包装纸、水松原纸、印刷水松纸、铝

箔层压纸、框架纸和印刷包装原纸。



www.tsalengineering.com info@tsal.biz

Tear Tape
Acetate Tow    BOPP
Aluminum Foil    Triacetin   
Cigarette Pack and Carton
Plug Wrap Paper    Adhesive
Cigarette Paper    Filter Rods
Tipping Paper    Inner Frame
C48 Box    C96 Box

Shipping
Everywhere...

TOP CLASS NTMS
Reduce your cost,

without comprimis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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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like to 
let you in on 
an industry

secret

You can view the latest issue of 
TOBACCO ASIA magazine and 
TOBACCO ASIA’s archived 
issues and searchable content at 
www.tobaccoasia.com

All free. No passwords. No paywall. Just click and read.

2020年10月
虚拟会议
国家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
（CORESTA）大会
2020年10月12日至11月12日

www.coresta.org

主题：虚拟/线上烟草科学会议

2020年11月
已取消
ITS HUB
德国多特蒙德

www.its-hub-dortmund.de

已取消
IECIE上海电子烟博览会
中国上海

en.iecie.com

2021年1月
中东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1年1月12-13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世界蒸汽烟大会
2021年1月13-15日

阿联酋迪拜

www.worldvapeshow.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展

2021年9月
最新消息
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展
2021年9月3-5日

中国深圳

en.iecie.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1年9月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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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烟等烟草产品，配件，电子烟，

下一代产品，加热不燃烧，烟具，机

械，物资，服务，原料以及OEM/ODM产

品/服务

2021年11月
最新日期
欧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1年11月24-25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europe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1年2月
国际包装博览会（Interpack）
2021年2月25-3月31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主题：常规包装与相关设备

2021年3月
烟酒伴我
2021年3月3-4日

阿联酋迪拜

www.bt-me.com

迪拜世界水烟博览会
2021年3月9-10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水烟烟草产品

2021年4月
亚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1年4月7-8日

印尼苏腊巴亚

https://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邮箱：colincase@quartzltd.com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1年5月
最新日期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1年5月12-14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烟草物资



12-13 JANUARY 2021
Dubai | UAE

CONTACT US

BUS INESS  MEDIA

Organised by: Media Partner:WWW.WTEVENTS.COM/MIDDLE-EAST

YOUR 
MUST ATTEND 

TOBACCO 
EVENT

To view the latest floor plan and to find out who is already exhibiting contact our sales team:

Colin Case
Sales Director
+44 (0)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Denver Weller-Tomsett
International Sales Manager
+44 (0)1737 855165
DenverWeller-Tomsett@quartzltd.com

Strictly over 18’s only

WT MIDDLE EAST RETURNS TO DUBAI IN 2021
Hosting a maj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well-attended conference 
and thousands of tobacco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WT Middle East will be 
returning to Dubai in January 2021.

5,200
attendees

from
101 countries

71%
of visitors
attend to 

source new
products

and suppliers

51%
of visitors

expect 
to spend 

money with 
exhibitors

78%
of visitors 
are likely
to attend

WT Middle
East 2021

BOOK YOUR STAND TODAY

WT_ME_2021_1p_Ad_220x290mm.indd   1 08/06/2020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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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39954-Nicotine Salts, Co-Crystals, and Salt Co-Crystal Complexes
The invention provides certain nicotine salts, co-crystals, and salt co-crystals and provides 
novel polymorphic forms of certain nicotine salts. In particular, nicotine salts with orotic acid 
are described. The invention further provides methods of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uch nicotine salts. In addition, tobacco products, including smoking articles,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s, and electronic smok-ing articles comprising nicotine salts, co-crystals, 
and/or salt co-crystals are also provided. 

Browse recent: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39954
Inventors: Gary M. Dull, Lewisville, NC (US); Andrew Carr, Cambridge (GB); Emma Sharp, 
Cambridgeshire (GB)

2020/0037659-Filters for Smoking Articles for Less Additive(s) Loss
Improvements are provided in filters for use in smoking articles, including the use of 
randomly oriented discrete fibres. The improvements mainly relate to the loss of addi-tive(s) 
in said filters and to the manufacture thereof. In one embodiment, a filter for a smoking 
article includes randomly oriented discrete fibres and at least one particulate additive, the 
at least one particulate additive being dispersed within the filter, wherein a value obtained 
by dividing a volume fraction of the at least one particulate additive by a volume fraction of 
the fibres is less than about 1100%. 

Browse recent: JT International S.A., Geneva (CH)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37659
Inventors: Noritoshi Fujita, Kanagawa (JP)

2020/0037668-Power Management 
Method and System for a Battery Powered 
Aerosol-Generating Device
A method for controlling power supplied to 
an aerosol-generating element of an 
aerosol-generating device is pro-vided, the 
aerosol-generating device including an 
aerosol-generating element, a control unit, 
and a battery configured to deliver power to 
the aerosol-generating element and to the 
control unit, the control unit being config-
ured to adjust a duty cycle of a current 
supplied from the battery to the aerosol-
generating element; and the method 
including mea-suring, using a measuring 
unit, at least one first character-istic of the 
battery, the at least one first characteristic 
comprising a temperature of the battery; 
and adjusting, using the control unit, a 
value of the duty cycle based on a 
predetermined rule which outputs the value 
of duty cycle based on the measured at 
least one battery characteristic. An 
aerosol-generating device is also provided.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Neuchatel (CH)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37668
Inventors: Jacques ROBERT, Le
Mont-sur-Lausanne (CH); Michel 
BESSANT, Neuchatel (CH); Riccardo RIVA 
REGGIORI, St-Sulpice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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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33)

Alliance One
aointl.com
(Page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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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53)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15)

Filters Pakistan
Tel +92 21 34529141-2
filpak@cyber.net.pk
www.filterspakistan.com
(Page 76)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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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17)

Hertz & Selck
Tel +49 (0) 40-43 25 76-0
info@hertz-selck.de
www.hertz-selck.de
(Page 19)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70)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59)

KT&G/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kardien@kardien.co.kr
tobaccolove@ktng.com
www.kardien.co.kr
(Page 29)

LL Flex
Tel +1-800-635-3645
tobaccopkg@llflex.com
llflex.com
(Page 49)

Lukowa Tobacco
Tel +48 692 449 466
biuro@lukowatobacco.pl
www.lukowatobacco.pl
(Page 38)

ITGA
www.tobaccoleaf.org/togetherwecare
(Page 61)

Max Schlatterer
Tel +49(0) 7324/15-0
www.esband.de
(Page 23)

McAirlaid’s Vliessstoffe
www.genia-filter.com
(Page 63)

Molins
info@molins.com
www.molins.com
(Page 69)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www.moon-smoking.com
(Page 27)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11)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50)

Propix Technologies
info@propixtech.com
www.propixtech.com
(Page C-3)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5)

Sangroup International
sangroupintl.com
(Page 3)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45)

Socotab Fran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5)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21, 43, 51)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25)

Sub Sahara Tobacco
Tel +263 776 695 396
info@subsaharatobacco.com
www.subsaharatobacco.com
(Page 41)

TANN Holding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13)

TSAL
info@tsalengineering.com
www.tsalengineering.com
(Page 71)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65)

WT Middle East
Tel +44 (0) 1737 855017
ColinCase@quartzltd.com
www.wtevents.com/middle-east
(Page 73)

Zhejiang Techmay
Tel 0086 5707567520
techmay@techmaypaper,com
www.techmaypaper.com
(Page 39)

We’d like to 
let you in on 
an industry

secret

You can view the latest issue of 
TOBACCO ASIA magazine and 
TOBACCO ASIA’s archived 
issues and searchable content at 
www.tobaccoasia.com

All free. No passwords. No paywall. Just click and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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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Tomorrow.

Together.
We give our contracted growers the tools 
and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better liv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Our 
team of agronomists and field technicians 
educate growers on ways to improve their 
crops, the environment, and help protect 

farmworker safety and labor rights.

www.aoint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