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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obacco Cooperative has been helping partners build 
tobacco products since 1940. We are a single source solution 
for any of your tobacco product needs; from strips and cut 
rag to producing top-quality cigarette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We bring the finest tobacco products 
to our partners.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made in the USA 
under one roof. Check us out for yourself. 

TOP NOTCH QUALITY WITH 
THE EXPERIENCE TO MATCH

AMERICA STRONG |

OSCAR HOUSE  
PRESIDENT & CEO
“WITH OVER 44 YEARS EXPERIENCE 
WE THRIVE AT BUILDING A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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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剩下不到两个月了就要结束了，时光飞

逝啊！开心也好，难过也罢，都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即便对我们这样的行业来说，说2020年是艰

难的一年，已经非常婉转了，因为即使没有全球大

流行病，多年来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挑战和纷扰。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强制封锁，这在

许多方面都产生了经济和社会影响，改变了我们所认

识的世界。政府烟草贸易禁令加之封锁，造成非法贸

易随之增加。封锁和旅行限制导致所有行业贸易展被

取消或推迟，比如，2020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

被推迟到2021年9月举行。我们都知道，2020年所面临

的诸多挑战还在继续，请勇往直前。

然而，2020年并非只有厄运和阴霾。尽管面临新的挑战，但新产品和新

市场的开发再一次彰显了该行业的韧性。菲莫国际公司公布第三季度业绩好

于预期，收入23.1亿美元，同比增长28.7%。KT&G今年第三季度的综合销售

额增长了10.7%，带来了13.1亿美元的收入，同时营业利润也增长了13.6%，

进一步助其实现2025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烟草制造商的目标。菲莫国际和KT&G

今年还开始了战略合作，菲莫国际将负责KT&G在韩国以外地区的无烟产品销

售。英美烟草公司推进其现代口服尼古丁业务，最近收购了Dryft Sciences 

LLC的尼古丁袋装产品资产。这使英美烟草公司的现代口服尼古丁产品组合

从4种扩展到28种，这些产品将冠以英美烟草公司的VELO品牌进行销售。积

极的、振奋人心的例子还有很多，以上只是其中部分。

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美国FDA对电子烟和蒸汽烟等新型烟草产品的

PMTA申请提交截止日期，名优雪茄在提交PMTA申请截止日期前一个月暂时有

效地获得了免费通行证。此前，PMTA的申请和随后的FDA批准程序标志着小型

制造商的终结。但FDA从小型制造商那里收到并接受了大量的PMTA，实际上允

许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至少再保留一年，或者直到该机构做出最终决定。FDA

实际上表明了愿意与申请人合作的迹象，表示不可能在一年内审查所有的

PMTA申请。而且，美国新一届政府明年接任，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变化呢？

在经历了2020年的大起大落之后，我们似乎真的会以一个稍微积极的

姿态结束这一年，全球重新恢复商业活动，尽管是以“新常态”的方式，但

愿我们能够迎来更美好的2021年。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生活就像骑自行

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一直前进。”而当今正是这个行业一如既往地保

持前进的时机。



www.gidi.it - sales@gidi.it

From thinking to making

G.D’s wide array of competences makes it the ideal partner in today growing tobacco market, 
which is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to design new produ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s, G.D provides its clients 
with complete making and packing solutions. The most efficient traditional tobacco products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re adapting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such as liquid-based e-cigs and 
multi-segment 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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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是一名法国人，从事烟草行业近

25年，逐步培养了对名优雪茄的热爱，如今

他被认为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之一。

他长期居住在香港，其雪茄生涯之初是

担任太平洋雪茄有限公司的主管，负责哈瓦

那雪茄之家的特许经营。

1999年，皮拉斯加入阿达迪斯集团

（Altadis），担任国际销售拓展副总裁，

满世界飞行，开拓新市场，并为这家全球排

名第一的雪茄制造商建立并加强分销渠道。

皮拉斯是Cigraal Ltd的创始人，专门

从事前景广阔的雪茄品牌的分销、营销和促

销业务。作为愿景的一部分，皮拉斯还创建

了“Cigraal学院”，为专业人士和个人提

供培训课程和雪茄探索课程。

这位法国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广泛

涉猎种烟、烘烤、制造、营销和分销，熟练

教授他的学生熟悉抽雪茄的种种乐趣。

《亚洲烟草》就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名优雪茄业务采
访了雪茄专家埃里克•皮拉斯（Eric	Piras）。

对话雪茄专家——埃里
克•皮拉斯（Eric	Piras）
亚洲名优雪茄前景广阔

皮拉斯利用他从前经营餐馆以及雪茄行

业的广泛人脉，经营着香港市中心的Bertie雪

茄吧。除了哈伯纳斯雪茄，Bertie雪茄吧还提

供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尼加拉瓜

和其他几个生产国的各种名优雪茄品牌。

为了表彰他卓越的专业知识，皮拉斯也

被公认为雪茄鉴赏专家组的雪茄专家(www.

cigarsense.com)。

《亚洲烟草》（TA）：您是如何荣获名

优雪茄专家这一殊荣的？

埃里克•皮拉斯（EP）：很高兴你这么

问。我相信这主要是得益于我从前在阿达迪

斯集团的工作经历，让我有幸走遍世界，有

机会参观了大多数雪茄制造商、他们的庄园

和工厂。我受邀加入他们的品鉴委员会，参

加所有的雪茄节，成为各种活动和事务委员

会的常客。

《亚洲烟草》：您最喜欢的名优雪茄品

牌是什么？能解释下原因吗？或者您最喜欢

哪些品牌？

埃里克•皮拉斯：这很难回答。这些年

来，我品尝过很多雪茄，有几百支，甚至几

千支。自然而然地就能分辨出一支上好的雪

茄和一支普通雪茄的区别。但享受一支雪茄

不仅仅是指抽吸的过程，与之相关的还有抽

吸时间、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和谁分享

这一刻。我最近获得了阿图罗•富恩特雪茄

在香港和澳门的分销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

棒的品牌。但我也喜欢来自阿什顿的雪茄、

帕塔加斯品牌旗下的Decadas雪茄，以及来

自霍亚-德尼加拉瓜的Cuatro Cinco，尤其

是Cigraal公司于2020年4月在全球发行的亚

洲限量版雪茄。我非常喜欢的其他品牌还

有Villa Zamorano和塞尔瓦之花（Flor de 

Selva）系列。当然还有哈伯纳斯，尤其是

帕塔加斯（Partagas）、特立尼达（Trini-

dad）和拉蒙•阿万斯（Ramon Allones）。

《亚洲烟草》：在选择雪茄时，哪些属

性对您很重要？您喜欢在什么场所，在什么

环境下享受雪茄？

埃里克•皮拉斯：我根据雪茄的尺寸和

规格进行选择。如果时间允许，我喜欢双皇

冠或丘吉尔，但大多数时间我只能选罗布斯

托、胖皇冠，或尺寸较短的雪茄。我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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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在我的Bertie雪茄吧享受它们，我每天都会去那里，

风雨无阻；而且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我们目前无法旅

行，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同样的雪茄的确会因地方不

同而口味有异，比方说在香港、丹丽（Danlí）、埃斯泰

尔、圣地亚哥（多米尼加共和国），或者哈瓦那享受雪

茄，其味道是不同的。

  

《亚洲烟草》：哪些亚洲市场推动了名优雪茄的销

售，是什么原因呢？

埃里克•皮拉斯：从我的经验来看，应该是大中华

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

泰国和近年来的越南。历史上，亚洲国家的华裔人口是

最喜欢雪茄的。雪茄等奢侈品虽然最初是富人的专属，

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接受。事实上，葡萄

酒和威士忌消费的增加与名优雪茄在这些地区的普及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效应。

《亚洲烟草》：2020年4月，帝国品牌将其在哈伯

纳斯的50%股权出售给一个私人投资者财团。这是否与传

言中哈伯纳斯和名优雪茄在亚洲市场的销量下降有关？

您如何看？

埃里克•皮拉斯:我无法评论帝国品牌的决定。我想

说的是，该地区旅游零售业的名优雪茄销售销量确实出

现下滑，这可能是新冠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造成的。然

而，我并没有注意到国内市场的这种下跌迹象。相反，

由于消费者目前无法出行，他们现在从当地购买雪茄，

而不是在旅游零售店。

《亚洲烟草》：所以您是说这一切都只是谣言，亚

洲各个渠道的雪茄销售并*没有*普遍下降？

埃里克•皮拉斯：是的。很明显，由于上述原因，

旅游零售额急剧下降，某些机场大约下滑了90%。但另一

方面，线上销售实际上有所增加。

《亚洲烟草》：众所周知，在“时尚产品”方面，

亚洲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市场。名优雪茄对亚洲富人来

说，也许不过是一种“时尚潮流”……但最终还是会摇

摇欲坠地发展下去？

埃里克•皮拉斯：名优雪茄在早期可能已经成为一

种“时尚潮流”。但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亚洲年轻

的男女爱好者购买雪茄，而不是卷烟，因为卷烟被认

为“不够高端”。世界范围内的卷烟销量实际上在下

降，这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这对雪茄业来说肯定

是件好事。

《亚洲烟草》：中国烟草是否也加入了这一潮流，

同时也在生产雪茄？现状如何？

埃里克•皮拉斯：中国烟草在全国四家雪茄厂同时

生产机制雪茄和名优雪茄，每一家雪茄厂都致力于一个

主要品牌，分别是长城、王冠、泰山和黄鹤楼。我亲眼

目睹了长城雪茄从2008年开始扩张，中式雪茄的全球总

销量似乎在这几年里大幅增长。但对于进口雪茄，无论

是名优雪茄还是机制雪茄，中国烟草都实行配额制度，

对进口数量设置上限。

《亚洲烟草》：名优雪茄制造商和分销商是否过于

关注中国，而忽视了亚洲其他潜在市场？

埃里克•皮拉斯：我不这么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

展迅速，他们一直聚焦中国，就像其他奢侈品制造商

一样。其他亚洲市场也没有被忽视，太平洋雪茄公司

（PCC）和大卫杜夫的大规模扩张证明了这一点，它们分

别是哈伯纳斯和大卫杜夫雪茄在该地区的独家经销商。

同样，Cigraal也是这一区域发展的一部分，因为在过去

的五年中，我们已经获得了领先品牌的认可，如阿图罗•

富恩特、阿仕顿、霍亚•德•尼加拉瓜以及来自玛雅•塞

尔瓦雪茄公司的塞尔瓦之花和VZ。然而，在亚洲建立品

牌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牌拥有者对投资的准备程

度，以及制定合理的营销战略。

《亚洲烟草》：全球经济衰退，经济不确定性初现

端倪，在此背景下，亚洲消费者是否将注意力转移到更

便宜的机制雪茄上？

埃里克•皮拉斯：亚洲的富人仍然很富有。年龄在

23岁至30岁之间的年轻消费者，在寻找好雪茄时，不仅

要以实惠的价格为导向，还有通过杂志评级和严格的零

售商获得的品牌认可。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宣传，从雪茄

制作到品吸、抽样和抽雪茄礼仪等。我的“Cigraal学

院”举办了大量的培训和活动，目的是提高当地消费者

对新世界雪茄的认识。而我们的总部香港一直是中国大

陆和其他地区的“市场之窗”。

《亚洲烟草》：亚洲名优雪茄的未来如何？

埃里克•皮拉斯：从广义的经济角度来看，亚洲代

表着未来，而中国仍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不仅仅是名优

雪茄。

《亚洲烟草》：撇开亚洲和中国不谈，雪茄制造

商、营销人员和分销商还应该关注哪些“后起之秀”？

埃里克•皮拉斯：非洲似乎开始发展雪茄行业，因

为最近才有一两家当地公司开始生产名优雪茄。[注：请

阅读本期相关专题报道]。喀麦隆最近因为生产了几十年

来出现的最好的茄衣之一而成为头条新闻。Meerapfel是

阿图罗•富恩特的合伙人，是最早在那里开办茄衣烟叶种

植园的家族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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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表明80%的医生错误地
指责尼古丁

罗格斯烟草研究中心在《普通

内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调查了1000多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医

生，发现80%的医生认为尼古丁直接

致癌，尽管尼古丁的主要风险是成

瘾或致烟草制品依赖。

该调查询问了家庭医学科、内

科、妇产科、心脏病科、肺内科和危

重病护理、血液科和肿瘤科的医生，

了解他们对烟草治疗方案、低危害产

品以及烟草和电子烟使用的认识。

研究人员发现，83%的受访医生

坚信尼古丁直接导致心脏病；81%的

人认为尼古丁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COPD）。

有趣的是，呼吸系统的肺科专

科医生相较于其他专科医生，更容易

误认为尼古丁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直

接诱因，而家庭医生比肿瘤医师更容

易误认为尼古丁是一种致癌物质。

罗格斯烟草研究中心主任兼罗

格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克里斯

蒂娜•德尔内沃（Cristine Delne-

vo）说：“应该首先纠正医学上的

误解，鉴于FDA提出了以尼古丁为中

心的框架，包括将卷烟中的尼古丁

含量降至非成瘾的水平，同时鼓励

更安全的尼古丁形式，如尼古丁替

代疗法（NRT），以帮助戒烟，或使

用无烟烟草等不可燃烟草，以减少

危害。”

“医生必须了解尼古丁使用的

实际风险，因为医生在开具处方和

推荐FDA批准的尼古丁替代疗法产品

以帮助使用其他危险形式烟草的患

者中至关重要，”罗格斯烟草研究

中心的医学主任兼罗格斯大学罗伯

特•伍德•约翰逊医学院普通内科学

系主任兼教授迈克尔•B•斯坦伯格

（Michael B. Steinberg）。“医

生应该能够准确地传达这些风险，

其中可能包括低尼古丁卷烟并不比

传统卷烟更安全。”

雷诺要求庭审
雷诺公司提交了一份长达16页的

诉讼，要求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根据

1997年州政府与卷烟制造商达成的和

解协议，裁决其每年是否欠该州1亿美

元的债务问题。

第四地区上诉法院此前裁定，

要求该公司支付上述款项。然而，雷

诺公司辩称，不应支付2014年出售给

ITG Brands公司的四个卷烟品牌沙龙

（Salem）、云斯顿（Winston）、Kool

和Maverick相关的款项。在提交的诉

讼中，雷诺公司还辩称，在某种程度

上，和解协议下的款项与市场份额挂

钩，因此公司不应对不再销售的品牌负

责。ITG Brands并不是和解的一部分。

该公司在诉讼中辩称：“市场

份额的计算并不是雷诺同意永久支付

的固定金额：雷诺公司在某一年内上

市的卷烟数量决定着向州政府支付的

款项。雷诺不再生产或上市收购的品

牌——ITG属于这种情况，但第四地区

上诉法院仍然认为，应将ITG的出货量

纳入雷诺的市场份额中。”

今年7月，该上诉法院维持了棕

榈滩郡巡回法官的一项裁决，该裁决

指出1997年和解协议没有做出任何

改变，这将使雷诺免于支付这笔款

项。上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

说：“FSA（佛罗里达和解协议）要

求雷诺每年向佛罗里达州付款，无终

止条件，以换取免除佛罗里达州过去

和未来发生的医疗费用的责任。很明

显，‘FSA只能由所有签署方签署书面

文件进行修订，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只

能通过弃权方签署的书面文书予以免

除。’毫无疑问，FSA签署方没有书面

协议改变或免除雷诺对佛罗里达州的

付款义务。”

科罗拉多州调涨烟草/尼古丁税
科罗拉多人投票支持EE提案，有

效提高烟草产品的税收，并对电子烟

等蒸汽产品征收新税。

EE提案是自2004年以来科罗拉多

州第一次增加烟草税，当时选民批准

每支烟增加3.2美分的税收。

从2021年1月份开始，EE提案要

求一包卷烟的售价不低于7美元，一条

卷烟的售价不低于70美元。从2024年7

月1日起，价格将进一步上涨，一包卷

烟的售价将不低于7.5美元，一条卷烟

的售价将不低于75美元。

所有其他尼古丁产品，包括雾化

烟、烟液和电子烟，从2021年1月起将

征收30%，2022年1月起征收35%，2023

年1月起征收50%，2024年7月起征收

56%，2027年7月1日起征收62%。

改良风险烟草产品目前的税率为

40%，从2021年1月起征收15%，2024年

7月1日起征收18%，2027年7月1日起征

收21%。

菲莫国际CEO预计未来10-15
年将终结卷烟销售	

菲莫国际CEO谭崇博（Andre 

Calantzopoulos）预计，在“正当的监

管鼓励和民间组织的支持下”，许多

国家可能在10-15年内终结卷烟销售。 

谭崇博在康科迪亚年度峰会上表

示：“卷烟过时的未来指日可待”，

但同时也表示，“政治议程和意识形

态正在减缓进展，但数百万人并不知

情”，因为新型烟草的法规往往面临

公共卫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NGO）

意识形态驱动的阻力。

谭崇博称，已有超过1120万

人换用菲莫国际的主要无烟产品，

还有很多人换用其他无烟替品。不

过，他说，无烟未来需要坚持科

学、协作，并“致力于向最直接相

关的人加快传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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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G取得蒙古烟草市场头把
交椅

KT&G击败日烟国际，在2020年

上半年以34.2%的市场份额占据了蒙

古烟草市场的头把交椅，其受欢迎

的爱喜（Esse）超细支卷烟虽然价

格几乎是当地产品的两倍，但仍占

据了30%的市场份额。

爱喜非常受年轻消费者的欢

迎，日益成为当地烟民喜爱的高档

卷烟。

为了保持这一势头，KT&G计划

于10月份在蒙古推出其常规卷烟Bo-

hem Pipe Scottie，以进一步提高其

市场份额。

澳大利亚再次将尼古丁归类为
处方类药物

澳 大 利 亚 医 疗 用 品 管 理 局

（TGA）宣布一项临时决定，将尼古

丁重新归类为处方药，这意味着用

于电子烟的尼古丁和含尼古丁的电

子烟液将从明年6月起成为处方药。

该规定也将涉及加热烟草、嚼

烟、鼻烟和其他尼古丁产品。该提

议也将使在没有澳大利亚注册医生

处方的情况下持有这些产品成为非

法行为。

临时决定将公开征求意见，邀

请消费者在11月6日之前对提议的修

订发表意见。目前，州和地区的法

律规定，销售和持有含尼古丁电子

烟和电子烟液的行为在除南澳大利

亚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非法的。

TGA咨询委员会建议保留目前对

烟草和某些戒烟产品（如贴片和口

香糖）的豁免，这些产品可以在柜

台上买到。

澳大利亚今年第二次提高卷烟
税收

澳大利亚一年内第二次将卷烟

消费税提高了12.5%，成为世界上卷

烟最昂贵的国家。一盒20支卷烟现

在要35澳元（合25美元），名牌烟

更贵，每盒40澳元以上。

政府官员说，增税是为了阻止

吸烟，并声称他们成功地将澳大利

亚人吸烟的比例从2001年的20%下降

到2018年的14%以下。然而，在此期

间，卷烟消费量实际上在2017年最

后一个季度出现了增长，扭转了长

期下滑的趋势。 

继澳大利亚之后，新西兰是卷

烟第二大最昂贵的国家，由于征税，

每包烟的成本提高到23.50澳元以

上，爱尔兰、挪威和英国紧随其后。

消费者监督机构处罚烟草公司
荷 兰 消 费 者 与 市 场 管 理 局

（ACM）对四家主要烟草公司处以总

额超过8200万欧元（9600万美元）

的罚款，罪名是通过间接交换卷烟

和烟草的定价信息来扭曲竞争。这

四家公司分别是菲莫国际驻荷兰的

分支机构、英美烟草国际公司、Van 

Nelle Tabak荷兰公司和日烟国际荷

兰公司。这四家公司对罚款决定提

出异议。

ACM表示，这是首次对竞争对

手之间的间接信息交换处以罚款。

根据这项裁决，2008年7月至2011年

5月，烟草公司“接受了有关竞争卷

烟未来转售价格的竞争性敏感的信

息，并利用这些信息确定了各自的

定价策略”。

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在发布的

声明中强调，他们遵守所有适用法

律，对ACM的结论提出异议。

FITA开除Gold	Leaf
南非公平贸易独立烟草协会

（FITA）已终止Gold Leaf烟草公司

的会员资格，并立即生效。但未公

布原因。 

在南非备受争议的烟草销售新

冠禁令结束两个月后，Gold Leaf被

撤销会员资格，竞争对手和研究人

员指责Gold Leaf为日趋壮大的黑市

供货。

该生产商旗下拥有更便宜的“超

值”品牌，包括RG、Voyager、Chicago

和Savannah，它对FITA的声明进行了反

击，并声称入不入会乃其自由选择。

新冠禁令取消后销售恢复，南

非最大的卷烟制造商英美烟草公司

投诉说，其品牌被包括Gold Leaf在

内的FITA成员生产的品牌侵占了，

因为这些公司违反了禁令。该公司

声称，根据开普敦大学的可征税产

品经济学研究小组所做的研究，在

禁令期间，Gold Leaf每天非法销售

1000万支卷烟。 

FITA没有否认其品牌“在市场

销售”，但表示英美烟草南非公司正

试图转移人们对其非法活动的关注。

“世卫组织的《烟草框架控制公约（FCTC）被
授权融入公众，尽管公众是主要的利益相关
者，但它并未纳入公众。FCTC也授权将“减
害”作为核心控烟政策，但它近20年来并未认
可或履行该政策。“

——亚太低风险倡导者联盟（CAPHRA)执行董事南希·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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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烟草业对全球经济影响巨

大。对此进行研究后，发现了一些令人难以

置信的事实：

•全球年均卷烟消费量约5.4万亿支。

相当于将平均长度为84mm的特大号卷烟首尾

相连放置，长度约4.53亿公里，可绕地球

11,320圈，或者可从地球到火星往返四次。

•满足这样规模的卷烟消费量，需要430

万吨加工烟草。这就要求全球烟农每年的烟

草产量达720万吨，每公顷产量达1.5吨，

全球烟草种植总面积480万公顷，占世界耕

地总面积的0.3％。全球活跃的烟农总数为

4000万。

•每年卷烟零售额8000亿美元，其中约

75％的收入（即6,000亿美元）是国家消费

税税收。

•如果一个国家的烟草消费额为8000亿

美元（以GDP计算），它将在世界GDP排名前

20位的国家中排名第18位，仅次于荷兰，排

在沙特阿拉伯和瑞士之前。

政府是否忘记了与烟草业
如何对话？

各国政府接连重创，
试图消灭烟草业

•全球约有10亿吸烟者（其中80％是男

性），有1亿人完全以烟草相关产业为生。

•最后，烟草业的年销售总额是雀巢、

联合利华等全球十大消费品公司年收入总和

的两倍。

这些事实令人震惊，但是烟草业现在为

何成为了全球各国政府的眼中钉？毕竟在征

收重税、加速剥夺吸烟者自由权，以及将烟

草产品视为病毒方面——除了卷烟平装外，

没有哪个行业能与之匹敌。在我从事烟草职

业生涯的早期（1980年至2000年），烟草业既

受追捧又受鄙视——追捧是因为可增加国库

税收，鄙视是因为受害者会“被动吸烟”。

但当时始终存在与监管机构和政府进行

对话的空间。此外，还有“妥协”的余地，

例如当时在飞机、咖啡馆、酒吧和饭店中设

置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所有跨国卷烟公司

都有公司事务专业团队，他们是公司（和行

业）和监管者之间的传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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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2000年初开始，政府对烟草业的监管越来

越严。最初强制要求印制健康警语，覆盖面积需占烟盒

包装的20％至30％，起初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吸烟者吸烟有

害健康。讽刺的是，健康警语竟成了起诉烟草公司危害

公众健康的强有力的证据。为大型烟草公司辩护的律师

向法官指出了健康警语的问题。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国

家和地区的健康警语面积占包装盒的比例提高到了75％至

80％，而且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警语图片。同时，吸烟禁

令也越来越多，烟民的吸烟自由越来越少。不丹等国甚

至在全国范围内禁烟，禁令已长达15年。此外，广告禁令

也开始强调“防止儿童吸烟”。这意味着高级赞助活动

一概被禁，包括一级方程式赛车（万宝路、骆驼、JPS、

柔和七星、威斯为赞助商）、世界斯诺克锦标赛（金边

臣为赞助商）、大卫杜夫友谊古典乐团等。在当今世

界，烟草企业没有任何的广告渠道，希腊最近开始禁止

在户外广告牌上做烟草广告。  

为了减少吸烟的影响，世界各国政府每年都会通过

提高消费税来平衡预算。2020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再次

调高了20支装卷烟的消费税，零售价涨到了30美元。你

相信吗？在由13,000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印尼，从迪

拜工厂合法购买私人贴牌卷烟，每箱500盒仅需75美元

（即每包0.15美元）。因此，从印尼走私卷烟到澳大利

亚，成为地球上最赚钱的生意。如果走私烟以每盒15美

元（合法零售价的一半）出售，上岸成本为1美元（包括

运输和其他摩擦成本）的话，令人吃惊的是，一大箱卷

烟产生的利润可达到7,000美元，一个集装箱的利润或可

达700万美元。政府为走私者创造了这样的商机。举例

来说，在罗马尼亚，一盒20支装卷烟的零售价为1.50美

元，走私量为零。但在罗马尼亚和斯堪的那威亚半岛之

间产生了“旅行零售式的合法走私”。

由于该产品已在罗马尼亚缴税，如果在另一个欧

盟国家以较高的零售价销售，则无法再次征税。平装则

是政府的又一个主意，显然是一拍脑袋的决定。大型烟

草公司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澳大利亚等国“侵犯

知识产权”提起了诉讼，但所有制造商都未能成功保护

其品牌。政府与烟草业之间没有进行对话的意愿。现在

的真相是，冒牌的万宝路或其他全球品牌，用平装生产

轻而易举。实行平装的政府，应当为市场上大量假冒品

牌和过多的税收损失负责。2012年，澳大利亚首次在全

球引入平装，这种措施曾被吹捧为减少卷烟消费的最佳

方法。八年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平装与吸烟率下降有

关。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烟草产品要放在封闭

的橱柜内，不能让顾客看到。土耳其是全球烟草消费量

排名前十的市场之一，5年前开始实施这项规定，讽刺的

是，市场消费量从每年1,100亿支增长到了1,190亿支。

有人可以解释这种立法的逻辑吗？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美国反对大型烟草公司”事

件。20世纪90年代，大型烟草公司面临的法院诉讼和集

体诉讼最多，主要发生在美国。在这种背景下，《烟草

大和解协议》（MSA）于1998年11月签订，最初是美国四

家最大的烟草公司（菲莫公司、雷诺烟草、布朗&威廉姆

森和罗瑞拉德——被称为“最初参与制造商”，或“四

大制造商”）和46个州的司法部长之间达成的。各州解

决了针对烟草业的医疗补助诉讼，要求收回与烟草相关

的医疗费用。作为交换，烟草公司同意减少或停止某些

烟草营销行为，并永久（即永远）向各州每年支付各种

款项，以补偿（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一些医疗费用。

这笔钱还资助了一个名为Truth Initiative的反吸

烟倡导组织，该组织负责反吸烟等运动，并保存因烟草

案件产生的公共档案。对这些档案的研究揭示了“烟草

业剧本”与否定气候变化技能的相似之处。在MSA中，最

初参与制造商（OPM）同意在协议的前25年中至少支付

2060亿美元。有对话吗？当然没有。1998年唯一的对话

是，“如果您不遵守，我们将把您拒之门外”。那么，

每年有数千人死于车祸或酒精相关疾病，是否有针对相

关行业的MSA？

 

“反对烟草的世界”。
2003年5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56届世界

卫生大会上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WHO FCTC），成为第一条世界卫生组织条约（根据WHO

宪法第19条规定通过）。该条约于2005年2月27日生效，

已有168个国家签署，并在181个批准国中具有法律约束

力。目前尚有15个联合国成员国未加入该条约（其中9个

尚未签署，6个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是联合国历史上批准最迅速的条约之一，是一项超

国家协议，旨在制定一套通用标准，阐明烟草的危害，

并限制其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式使用，以“保护当代

和下一代的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免遭烟草消费和烟

草烟雾的破坏”。为此，条约的规定包括管理烟草的生

产、销售、分配、广告和税收规则。《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标准是最低要求，鼓励签署国在监管烟草方面，要

做的比条约要求更加严格。《公约》是国际公共卫生的

分水岭，不仅是首个基于世卫组织第19条规定通过的条

约，而且是有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新冠，参考原

文）的首批多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之一。主要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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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烟草税。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烟草包装上印制有效健康警语。

•打造无烟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

•强制烟草种植者种植替代作物，在全

球范围内逐步淘汰烟草种植。

《公约》设立了两个主要机构来监督

条约的运作：缔约方大会和常设秘书处。此

外，有50多个不同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是缔约方会议的正式观察员。但是，即使

是观察员，烟草业也被禁止参与！！

根据《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10年的

报告，“大多数缔约方现在已经通过或正在

更新和加强国家立法和政策，以履行条约规

定的义务”，而且80％的缔约方加强了关于

烟草和烟草危害的公共信息和（或）教育计

划。通过禁止零售商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

品的法律，遏制未成年人消费烟草。此外，

有70％的缔约方将“面积大、清晰可见的健

康警语”强制用于烟草包装。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体而言，实

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最困难的，它们

的烟草控制需求，与遵守《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准则时可以获取的资源之间存在分歧。

非洲烟草种植国，如马拉维、津巴布韦、赞

比亚、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就是这种情况。

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来自烟草作物种

植和销售。对于欧盟来说也很困难，因为欧

盟所有国家都取消了烟草种植补贴，导致烟

草种植面积急剧减少，尤其是在意大利、希

腊、保加利亚和波兰。

最近对FCTC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框架的实际合规性很低，并且其

实施基础结构存在错误。例如，在最近一项

比较研究调查中——世界卫生组织《公约》

实施数据库与国家实施报告，发现32％的国

家回应数据库中存在误报。其中，3％内容

系明显错误，24％的国家报告遗失，5％内

容被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误解。这些发现表

明，有必要建立更强大的世卫组织基础设

施，以跟踪和记录国家对政策的遵守情况。

监督世卫组织的联合国再次表明其无力执行

全球条约。

在过去的两年中，“New Now”开始生

效，海关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扣押欧盟

国家整车未加工的烟草。德国是缉获整车烟

草事件中的罪魁祸首，其理由是，所有未加

工的烟草都易被使用，因此应缴纳消费税。

税率为每公斤24欧元（每车48万欧元）。因

此，如果装载未加工烟草的卡车要越过德国

运往欧盟，制造商必须支付税收金额，才能

到达德国以外的其它欧盟成员国。使用德国

高速公路一天就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这简直

荒谬。在过去的24个月中，有大量的缉获活

动，托运人（烟草供应商或物流公司）选择

放弃烟草，而不是向德国海关当局付款。海

牙欧洲法院已明确指出，成品烟草必须含有

甘油和风味，才能符合“易吸烟”的称号。

这一做法是对德国裁决的反对。德国政府拒

绝讨论这一裁决。同样，如果商品是烟草，

则没有理性的对话空间。欧盟其他国家也可

能效仿。

最后，证实我的观点：在当前的新冠大

流行中，南非政府禁止销售所有烟酒产品，

理由是这些烟酒会导致更多的社交活动，并

因此加速冠状病毒的传播。卫生部长Zuma女

士单方面作出了这一决定。南非最大的制造

商——英美烟草，以及FITSA旗下的小型制

造商，将南非政府告上法庭，最终败诉。 

同时，每年消费600亿支卷烟的吸烟人口不

得不依靠邻国的非法供应，这导致邻国的利

润非常可观。在5个月的禁令期间，南非政

府每天损失约200万美元。“有比这更荒谬

的吗？”我们应该这样问。 

没有政府随意地要求苏打水或汉堡使用

平装或健康警告，而这两者显然因导致肥胖

而破坏了人们的生计。无需从消费者的角度

隐藏消费品，对于烟草，似乎每个人都想跟

上监管潮流，但看起来他们只是在口头上为

人类更大的利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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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obaccoasia Issue 5, December 2020 / January 2021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7月14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这实质上意味着，香港

将受到美国早些时候对中国大陆征收的相同配额和进口关税的限制。随后不久出台了一系列

金融制裁措施。持续的中美贸易战终于蔓延到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当然，这一事态发展给当

地烟草行业的参与者敲响了警钟，但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影响不会像最初担心的那样

严重时，担忧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至少目前是这样。

美国客户的困惑
到目前为止，的影响似乎就是导致美国进口商和买家产生不安全感和困惑。一家大型

机械供应商的技术销售经理对《亚洲烟草》匿名表示：“美国客户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应该用什么货币支付订单？’，通过香港订货还安全吗？。”该公司在中国大陆

生产，但与许多其他公司一样，在香港设有贸易办事处。这位技术销售经理还说，一些美国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贸易
地位影响甚微
美国最近取消香港贸易特惠一事最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此后，当地的行
业参与者对此并不以为意。

美国和香港的贸易关
系并未产生美国之前
预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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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银行接受他们的香港汇款订单之前被要求提供附

加文件。他补充说：“甚至有几次，汇款银行工作人员

打电话给我们，以核实我们是一家真正的公司，交易合

法。”但是，与贸易地位受损如影相随的是：从香港运

到美国的货物现在被标明源自中国。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以前的杠杆作用，因

为美国的进口商似乎突然开始厌恶中国产品，”这位技

术销售经理声称。但他也坚称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港，

出口程序总体上仍然“相当简单，即使是事后制裁也毫

无麻烦”。

进口未受影响
进口原材料和成品进入香港，包括从美国进口，

似乎也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影响。这位技术销售经理

称：“进口商对取消贸易特惠地位并没有感到不安，因

为程序依然和制裁之前一样简单、直接。”一位长期旅

居海外的当地企业家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在香港经营

一家雪茄进出口公司，以及一家受欢迎的雪茄吧和零

售店，他说“生意一切照旧，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改

变。”但他也提醒说，实际上可能需要“几个月”影响

才能显现。“我们只能静观其变。”与此同时，香港烟

草产品零售商的库存充足，供应短缺并不明显。最初有

传言称，香港的一些跨国烟草公司正考虑将其办事处迁

往其他国家，但这一传言并未得到证实。

《亚洲烟草》试图从菲莫国际处获得一份声明，

但没有成功。但实际上没什么意义。这位技术销售经理

说：“虽然有关潜在搬迁的传闻确实是短时间内的‘热

门话题’，但我认为这不会发生。我认为，由于香港业

务状况持续缓和，跨国公司肯定会三思而后行，不会做

出可能会损害其利益，而不是对其有利的决定。”

对深圳雾化烟行业“零冲击”
紧邻香港北部的大陆城市深圳，是世界上无可争

议的“雾化烟产业中心”。许多深圳公司要么在香港联

交所（HKSE）上市，要么大量投资于香港的商业基础设

施，对香港贸易地位损失的担忧并未具体化。深圳电子

烟产业的一位知名人物（最近在澳门担任当地一家烟草

公司的董事一职）对《亚洲烟草》明确表示：“中国电

子烟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全球竞

争也在下降。因此，我们不太关心香港发生的事情。不

管怎么说，这个地区从未在出口深圳制造的雾化产品方

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虽然业内专家承认，香港拥有比深圳机场更好的

空运物流，但其贸易地位的撤销却带来了“零冲击”。

毕竟，大量的雾化产品一直是通过深圳机场和港口出口

的，而不是通过香港出口的。

“美国企业受损”
这位专家还表示，“美国政府的态度”丝毫未影响

美国市场对中国雾化产品的兴趣和需求。他指出：“目

前美国市场上的大多数产品实际上都是美国本土品牌，

尽管它们是在中国制造的。”唯一可能削弱中国雾化公

司业务的因素是美国公司的“购买力下降”。最后，这

位专家警告说，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的撤销只会导致美国

公司受损，因为许多人在该地区大量投资。

他引用香港政府最近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多年

来，美国公司的香港账户累积每年综合收益超过800亿

美元。我不确定这些公司是否愿意看到这些都随之消

失。”

*由于主题的相对敏感性，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人都

要求匿名。《亚洲烟草》有他们的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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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TA花落谁家
难知晓

PMTA是2009年通过的《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TCA）的补充，是新型烟

草上市的途径。TCA规定2007年2月15日之前上市的所有烟草产品不受PMTA的约束。

TCA成立了烟草制品中心（CTP），最初负责监管卷烟、手卷烟和无烟烟草。然

而，CTP也有权将由烟草产品制成的、或烟草产品衍生的含义尼古丁的其他产品视为

烟草制品，并将其置于CTP的管辖之下。2016年5月5日，CTP发布了一项推定规则，授

权其对电子烟、雪茄、烟斗和烟斗丝以及水烟产品的监管权。

根据推定规则，一些在2007年不追溯日期之前已经上市的雪茄、烟斗和烟斗丝以

及水烟产品可以继续销售，而无需追溯FDA的批准。遗憾的是，电子烟或雾化产品大

多是在2007年不追溯日期之前上市的，因此必须经过艰苦而昂贵的PMTA过程。当时设

定的提交PMTA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8月8日。在2018年8月8日截止日期之前产品已经销

售的制造商可以在其PMTA审查期间继续将其产品投放市场。在该截止日期之后上市销

售的任何新产品都需要提交PMTA批准。

2 0 2 0 年 9 月 9 日 ， 针 对 电 子 烟 等 新 型 烟 草 的 《 烟 草 上 市 前 申 请 》
（PMTA）截止日期已过，允许2016年11月8日之前上市的上述产品在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审查其提交的申请期间仍可在市场
销售一年。

许多电子烟提现已交了
PMTA，旨在寻求FDA批
准，但前景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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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TA最终的提交截止日期是2020年9月9日，之前

被推迟多次。先是设定在2018年8月8日，后来改为2018

年11月8日。2017年7月，美国FDA时任局长斯科特•戈特

利布（Scott Gottlieb）将最后期限推迟至2022年8月8

日，一个更为现实的期限。然而，2018年，一批控烟组

织起诉FDA后，2019年，一名联邦法官将新的期限定为

2020年5月12日，并将接受FDA审查的产品上市时间缩短

至一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官还赋予了FDA在个

案基础上对PMTA要求进行例外处理的权力。然后，2020

年，由于新冠大流行对申请者造成了挑战，FDA呼吁将截

止日期推迟120天，最后期限改为2020年9月9日。

在截止日期前不到一个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

法院裁定，FDA在提出一个简化的名优雪茄流程之前，不

能推进PMTA要求的执行，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名优雪茄9月9

日的最后期限。在撰写本文时，新的截止日期尚未确定。

小型制造商如何应对？
关于PMTA流程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它将有效地摧毁

小型制造商，因为每一项PMTA都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进

行研究和分析，这将阻止小型制造商甚至试图遵守该流

程，最终走向倒闭。美国FDA此前曾估计，PMTA流程将淘

汰电子烟市场99%的企业。尽管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

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早在今年1月就宣布

了为小型制造商创建“简化”PMTA流程的计划，但目前为

止没有做出任何改变。HHS是FDA的上级机构。

小型制造商将PMTA视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然而他

们提交的PMTA并非像资源优厚的大型跨国公司那样广泛。

虽然有些PMTA成分是TCA中规定的法定要求，但FDA的许多

行业指南实际上并不是TCA所要求的，只是建议而已。

在FDA的行业指南中，该机构说：“FDA的指导文

件，包括本指南在内，没有规定法律上可执行的责任。

相反，本指南描述了FDA当前对某一议题的想法，除非引

用了具体的监管或法定要求，否则仅应视为建议。在机

构指南中使用‘应该’一词，意味着提示或建议，但不

是必须的。”

例如，小型制造商不必进行研究，证明他们的产品

在被成年吸烟者使用时比吸烟危害小，他们可以提交一

份关于这一主题的同行评审研究的广泛文献综述，从而

减少通过PMTA流程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成本。

其他可能有助于小型制造商的因素是，FDA已经被

赋权在个案基础上对PMTA要求进行例外处理。

FDA接受了一些小型制造商的PMTA。虽然不能保证

他们将获得最终批准，但至少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允

许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再保留一年。

该机构已显示出愿意与申请人合作的迹象。2020年

8月31日，CTP主管米奇•泽勒（Mitch Zeller）在一份声

明中说：“有超过4亿种产品在FDA系统中注册，即使只

是提交了一部分产品的申请，但FDA在一年内完成所有这

些申请审查的可能性很低。”

泽勒还表示，该机构可能不会立即拒绝那些被立即

标记为不包含进入实质性审查的基本要求的申请，而是

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他说：“尽管高质量和完整

的申请按规定是在9月9日前提交，但如果我们确实发现

了不足之处，FDA可能会发出一份补正通知书，要求公司

在90天内做出答复。”

就目前而言，至少在一年内，我们似乎还得翘首观

望这些PMTA申请的结果，以及对消费者、市场和行业的

影响。



Season’s Greetings
from Star Agritech International
to all our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wishing you a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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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拉施特拉邦禁售散装卷烟
和比迪烟

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公共卫生

部门规定，禁止销售散装卷烟和比

迪烟。9月24日，该邦首席公共卫生

部长Pradeep Vyas博士通报称：“根

据《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2003法案条

款（2）和条款（7）（禁止广告、贸

易、生产、供应和分销法规）》，马

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全面禁止销售单支

散装卷烟和比迪烟。因为没有特定的

公共卫生警告，因此不得进行无包装

出售。该条例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立即

生效。”

新法规定，初犯将面临最高一

年的监禁或最高1,000卢比的罚款，

累犯将被处以最高两年的监禁或最

高3,000卢比的罚款。

大部分烟民倾向于传统卷烟
欧睿国际调查显示，大部分

中东烟民不使用电子烟和其他替代

品，他们更倾向于传统卷烟。

分析师发现，2020年，中东烟

民中有1.8％的人使用传统卷烟替代

品，与2017年1.4％的比例相比有所

增加，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

一比例仍然很低。

无烟世界基金会首席财务官Da-

vid Janazzo说：“在该地区的一些

国家中，烟草业完全或部分归地方政

府所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会

允许卷烟继续销售。不过，中东地区

也有相关的烟草减害产品禁令或控烟

措施，同时还面临着来自世界卫生

组织和联盟（The Union）等组织的

压力，因而也会要求禁止使用替烟产

品。”2020年，西欧替烟产品使用率

16％、东欧13％、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约12％、美国28％、亚太地区4％，

拉丁美洲使用率（2.3％）较低，与

中东的比例相似。

消费者青睐高焦油卷烟产品
上市卷烟制造商三宝麟公司

（Sampoerna）表示，由于烟草消费

税增加，再加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人们的购买力随之下降，消

费者现在越来越喜欢购买焦油含量

高、价格更低的小包装卷烟。

三宝麟总裁Mindaugas Trupaitis

表示：“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更经济

实惠的小包装卷烟，而且喜欢吸味

重的高焦油产品，例如SKT（手卷

丁香烟）。”在追求“高焦油”趋

势的影响下，高焦油机制丁香烟

2020年第二季度的市场份额同比增

长3.6%，从去年同期的39.9%增至

43.5%。低焦油丁香烟的市场份额同

比下降5.5％，降至33.1％。今年6

月份，SKT产品的市场份额从去年同

期的16.1％增至19.1％。 

2020年上半年，小包装卷烟产

品（每盒10-12支装）销量增长5％，

增至44.4％，而同期低价品牌的市场

份额增长5.5％，达到19.2％。

RELX悦刻成立生物科学实验
室		研究电子烟对健康的影响

雾芯科技是中国最大的电子

烟生产商之一，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68.8％。该公司在深圳新成立了一

个生物科学实验室，旨在研究电子

烟对健康的影响，并将收集科学证

据，以证明电子烟是安全的烟草替

代品。 

该实验室将使用3D打印人体肺

模型，来对比电子烟和传统卷烟对健

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并且会在小白

鼠身上测试Relx悦刻产品对动物心血

管、呼吸和神经系统的影响。

Relx悦刻联合创始人、研发

和供应链负责人闻一龙表示：“

有时我们会对电子烟持怀疑态度，

因为我们对电子烟的了解还不够全

面。Relx生物科学实验室的任务就

是探索未知的领域。我们希望通过

科学的方法收集证据，并努力证明

电子烟危害更小，并在此过程中为

用户提供可选择的替代品。”

“作为一种创新产品，电子烟

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质

疑。电子烟的许多特性尚未得到科

学回答，这就是我们决定继续科学

探索的原因。” 

目前，Relx悦刻正在与中山大

学和深圳先进技术学院等六所中国大

学，以及两家医院和九所科研机构进

行合作。计划在未来10年，与更多大

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开设更多实验室

来研究电子烟的长期影响。

Juul将继续裁员和缩减业务
Juul Labs公司宣布，将进行另

一轮大批裁员的计划，并考虑停止

在欧洲和亚洲的销售业务，公司的

业务范围将仅限于美国、加拿大和

英国。

该公司有3,000名员工，今年早

些时候，已经裁掉了1/3的雇员，并

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终止了业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K.C. Crosth-

waite在写给员工的一封信中说，通

过裁员计划，公司将能够加大投资

开发新产品，研发新技术遏制年轻

人使用烟草，以及加强科学研究，

帮助公司向监管机构证明其产品的

危害性低于卷烟。 

Juul新设计了一款针对21岁以上

用户的产品，目前已向美国食品与药

物监督管理局（FDA）提交了申请。

20NE	 Labs推出首款TFN®无
烟尼古丁烟袋

20NE Labs在美国推出了2ONE™

（Twenty One），这是首个、也是

唯一一款使用TFN®无烟尼古丁制成

的白色烟袋，100％不含烟草尼古

丁。2ONE™是首个100％不含烟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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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丁的尼古丁烟袋，适用于希望完

全摆脱传统烟草尼古丁袋的成年消

费者。

公司首席执行官 V i n c e n t 

Schuman表示，2ONE™是最近几年

推出的最具创新性和最前沿的尼

古丁烟袋产品，旨在现代口服尼

古丁（MON）产品中创造一个全新

的、100％不含烟草尼古丁的烟袋产

品。目前在MON类别中，声称是无烟

产品，并占主导地位的白色烟袋品

牌，实际上只是不含烟叶，这些产

品仍使用从烟草植物中提取的尼古

丁。2ONE™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它不

含烟草尼古丁等任何烟草成分。 

2ONE™品牌面向成年消费者推出

了9种口味，包括浆果、桉树果、冰

川薄荷、巧克力梦、姜薄荷、草莓柠

檬水、柑桔冷气、摩卡爪哇和菠萝芒

果，尼古丁浓度分为3毫克和6毫克，

可随时向分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供

货。顾名思义，2ONE™产品包含二十

一（21）种全草药、TFN®输注的尼古

丁烟袋，目标群体是成年消费者。所

有产品都有美国21岁以上成人休闲使

用尼古丁产品所规定的必要警告和标

签，并且价格优惠。

纽约州将雪茄税提高至75%
从2020年10月1日起，纽约州对

雪茄的征税比例从占批发价的28.5

％增加到75％，成为继阿拉斯州之

后、全美雪茄税率第二高的州。

实际上，纽约州规定对雪茄征

收75％的税率已有多年。但纽约州允

许采用一种基于行业标准的替代税

法，即如果没有列出批发价，零售商

可以使用该标准。有效批发价是根据

零售商支付的价格乘以38％得出的，

然后按75％的税率进行计算。

纽约州税务和财政部已将其网

站更新为：“烟草产品的批发价格

定义已修改为：在没有任何折扣、

贸易补贴、退税和其它降费之前，

将烟草产品出售给分销商的价格，

包括卖方支付的联邦消费税。分销

商收到的购买烟草制品的发票，是

该烟草制品批发价的推定证据。

该定义适用于该州在2020年10

月1日或之后出售的烟草产品，对于

在2020年10月1日之前购置的库存仍

征收最低税。”

年轻人电子烟使用率下降
美 国 疾 病 控 制 与 预 防 中 心

（CDC）最新数据显示，使用电子烟的

美国年轻人总数下降了近200万，目前

估计有360万名中学生使用电子烟。

根据CDC的数据，目前有19.6％

的高中生和4.7％的中学生使用电子

烟。但是，大多数人并非每天都使

用电子烟。只有38.9％的高中生和

20％的中学生报告说，在过去30天

中至少有20天使用电子烟。 

青 少 年 电 子 烟 使 用 率 的 下

降，CDC也认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

该机构仍认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是一

种“流行病”，导致CDC受到批判。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健康法、政

策与伦理学中心法律教授、咨询委

员会主席David Sweanor在接受Fil-

ter采访时说：“CDC近年来已被政

治化：有来自政府的压力，也有来

自CDC官员的选择，他们优先考虑个

人道德观念而非客观事实。”

Taat宣布与ADCO达成合作伙
伴关系

Taat Lifestyle＆Wellness公

司日前宣布，已与全球顶级品牌卷

烟（包括万宝路、新港和骆驼等）

授权分销商ADCO Distributors公

司达成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分销协

议，后者公司将负责分销Taat的多

种口味产品，包括原味、柔顺和薄

荷口味。

该公司为旗舰产品Taat开发了

Beyond Tobacco™，这是一种无尼古

丁、无烟的基础材料。Taat是卷烟

的可燃类似物，经过精心设计，通

过模仿吸烟“仪式”的感受和动作

来模拟吸烟过程。尽管基础材料不

含实际的烟草，但Beyond Tobacco™

的一项专利（正在申请）精制技

术可产生类似于烟草的香气和味

道。2020年中旬，在加利福尼亚州

和内华达州的零售市场测试中，首

次使用Taat的吸烟者（合法年龄）

表示，与传统卷烟相比，体验上没

有显著差异。

22世纪公司有信心获得FDA批准
22世纪公司首席执行官James 

Mish信心十足地表示，该公司针对极

低尼古丁含量卷烟提出的低风险烟草

制品申请，获得美国FDA的批准是“时

间的问题/而不是能否的问题”。FDA

烟草科学咨询委员会在2月就这些产品

举行了听证会，之后，22世纪公司一

直在等待审批结果。

M i s h在写给股东的信中表

示：“我们相信，距离我们获得低

风险烟草制品的批准，只需几个月

的时间，不用几年之久。”

Mish称，公司计划在获得FDA授

权90天后，使其产品在美国全面实

现商业化，包括供应、制造、销售

和市场营销活动等所有方面。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对极低

尼古丁含量卷烟的吸引力提出了质

疑。Piper Sandler高级分析师Mi-

chale Lavery先前写道：“在出席听

证会后，我们认为低尼古丁产品标准

不太可能获得科学证据，来证明它适

合保护公众健康。”另外，渥太华大

学兼职法学教授、多项电子烟研究的

作者David Sweanor表示：“从可燃

烟草中分离尼古丁是一个好机会，但

出售不含尼古丁的卷烟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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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拉维、津巴布韦和南非等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甚至还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因其

优良的弗吉尼亚烟和白肋烟而赢得了相当的知名度。特别是来自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商人现

在成了全球行业展览会的常客。

令人惊讶的是，雪茄业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商业领域：手工名优雪茄。2016

年，Bongani雪茄公司在莫桑比克（曾是葡萄牙殖民地）首都马普托开了一家雪茄店，此后

该细分领域开始蓬勃发展。

莫桑比克：Bongani公司
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迈勒•穆克海伯（Kamal Moukheiber）对《亚洲烟草》表示：“我们

在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开展雪茄业务做准备，包括组建团队、开发配方、包装、品

牌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工作，直到2016年12月，我们才准备好销售第一支雪茄。”Bongani

是莫桑比克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家雪茄公司，而且是整个非洲的第一家本土名优雪茄制造

商。“在祖鲁语中，‘Bongani’的意思是‘感恩’，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对非洲、非洲

人民和资源……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心存感激，”穆克海伯沉思道。

尽管像英美烟草公司以及环球集团旗下的莫桑比克烟叶公司在莫桑比克种植了相当数

量的烟草，但这种烟草主要只适用于卷烟。然而，穆克海伯指出，“新优质雪茄烟草”现在

也越来越多地被种植。然而，至少在目前，Bongani“从非洲和世界各地”采购烟叶，寻找

非洲名优雪茄初现端倪
最近，在南部非洲的一些重要烟叶供应国，诞生了多家名优雪茄公司，这可
能会削弱加勒比海地区的主导地位。

莫西奥图尼亚雪茄公司
罗巴斯托型中等浓度雪
茄，茄衣来自爪哇

莫西奥图尼亚雪茄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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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gani雪茄——产品概述
产品名称
罗巴斯托型

458（短）–托罗

458（长）–格兰

公牛

规格
50环，12.5cm

58环，10.5 cm

58环，14.5 cm

风味
温和至中等浓郁/甜奶油味，伴有一

丝雪松味，余味为咖啡和可可

浓郁/生可可、咖啡豆、雪松和木材

的香味

浓郁/生可可、咖啡豆、雪松和木材

的香味

Bongani雪茄公司CEO卡迈勒•穆克海伯

海
布
里
莫
桑
比
克
-Bongani雪

茄

卷制一支完美的雪茄需要专注力
（Bongani公司的Eugenia供图）

海
布
里
莫
桑
比
克
-Bongani雪

茄

优质烟草来生产迷人和均衡的产品（见产品表）。穆克海伯解释说：“我们

的雪茄醇度适中，香气浓郁，是在从加纳进口的气味馥郁的雪松木容器中淳

化而成的。”

当然，建立一家名优雪茄企业的想法并非完全凭空而来。穆克海伯认

识到，无论是非洲大陆还是国外，人们都对高档、优质的非洲奢侈品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因此，推出一个非洲雪茄品牌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作

为绝对开拓者最激动人心的一面。”他补充说，越来越多的雪茄烟民喜欢尝

试来自全球各地的雪茄。“这很像我们在葡萄酒界发现的现象，”穆克海伯

说，“事实上，我们推出Bongani的榜样之一就是罗伯特•蒙大维（Roberto 

Mondavi），他在加州白手起家开创了葡萄酒产业。”

当然，渴望成为榜样是一回事，生产出完美无瑕的雪茄又是另一回

事。因而，Bongani从多米尼加共和国聘请了一位卷制大师担任生产总

监。“他把我们的生产员工培训到了和他们祖国一样的水平，他一直和我们

在一起，他的专业知识乃是无价的。”穆克海伯最初的直觉和他周密的进一

步计划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我们的罗伯图和458短支的需求量都很高，而

Bongani 458短支发烟效果更快，因此在忙碌的高管中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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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名优雪茄——产品概述
产品名称

Kapps

Die Suide

Diaz 

Sharx岛

Buchter

规格

丘吉尔

丘吉尔

罗巴斯托型

朗斯代尔

小皇冠

风味

香料和苏门答腊烟草/坚果和可可味

科罗霍和苏门答腊烟草/香料和雪松味

克里奥洛和苏门答腊烟草/肉桂和可可味

哈瓦那和苏门答腊烟草/泥土和咖啡味

古巴和哈瓦那烟草/可可、泥土和木材味

Bongani雪茄也是玻璃管零售

海
布
里
莫
桑
比
克
-Bongani雪

茄

纳米比亚名优雪茄公司的波莱纳主要是自学成
才，已成为雪茄卷制专家

纳
米
比
亚
名
优
雪
茄
公
司
供
图

Bongani目前的主要市场是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博茨瓦

纳，当然还有莫桑比克。“当然，我们首先要扩大非洲市场，但最

近我们也开始在美国进行贸易，”穆克海伯说。此外，亚洲目前还

没有进入目标市场。“我们在亚洲没有代理，但我很高兴与感兴趣

的各方讨论这种可能性，”他补充说，公司继续为热情的雪茄爱好

者建立一个社区。“我们的非洲身份非常具有标识性，人们在社交

媒体上与我们进行了大量互动。我们的座右铭是‘做自己’，迄今

为止，我们的旅程令人惊叹！”

纳米比亚：适合户外生活的雪茄
纳米比亚气候干旱，人口只有200多万，在探险和自然游客

中，该国最出名的是她荒凉但异常美丽的风景和各种各样的珍稀野

生动物。但是名优雪茄如何呢？这个国家甚至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

商业规模的烟草种植。

下面是布莱恩•帕德维克（Brian Padwick）的故事。2013年，这

位长期雪茄爱好者在风景如画的西南沿海小镇吕德里茨（Lüderitz）

开设了雪茄进口和零售业务。大约三年后，他猛然意识到：“我之前

多次从茄脚或茄帽上剥离雪茄茄衣，有一天，我在享用‘Hoyo des 

Dieux’时，发现它爆裂了大约1/3。”这一最新的事故使他确信，必

须设计出更适合该国极端干燥气候和居民户

外生活方式的“纳米比亚雪茄”。

布莱恩和他迷人的妻子波莱纳（Pau-

lina）共创公司，师从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家

庭朋友，学习卷制雪茄的诀窍。“我们立刻

爱上了雪茄的手感、气味和技术本身，”布

莱恩回忆道，并补充说，他们花了四年时间

通过反复试验完善了卷制方法。“我们在第

一年失去了不少客户，”他坦承。但是坚持

不懈的努力和恳切的热情却结出了累累硕

果。如今，布赖恩将两人的公司巧妙地命名

为，“纳米比亚名优雪茄公司”，提供精心

制作的产品，可比肩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同

行，但无疑属于纳米比亚风格。

“我们的首款雪茄名为‘Gran Corojo’， 

采用古巴的恩图巴多式（entubado）技术

卷制而成，雪茄帽的厚度增加了两倍。但“

纳米比亚风格”的区别在于，雪茄的压盖延

伸至茄帽上方约5毫米，远远超过标准的2毫

米。布莱恩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几乎不可能

剪得太多，也不可能导致茄衣脱落。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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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佳茄衣
与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国

相比，喀麦隆作为一个重要的烟草供应国在

全球的地位并不高。然而，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行业文章赞扬了该国卓越的雪茄茄衣烟

叶。贸易记者甚至称赞他们是“世界上最优

秀的公司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喀麦隆烟叶声誉

不断提升，主要归功于总部位于瑞士的

M.Meerapfel&Söhne AG。这家家族企业几十

年植根于喀麦隆，逐渐培育出了一种气味出

色、质地柔滑的烟叶，可与加勒比海和中

美洲的同类产品媲美。该公司难能可贵的

努力，使雪茄爱好者网站“雪茄部（Minis-

try of Cigars）”在2019年的一篇社论中宣

称，“若无梅拉普费尔（Meerapfel）家族，

非洲喀麦隆烟叶将成为历史。”

莫西奥图尼亚——产品概述
产品名称
托罗

鱼雷型

罗巴斯托型

小雪茄

规格
54环，15.5cm

52环，15.0cm

60环，15.0cm

26环，10.5cm

风味
分为温和/中等浓郁/非常浓郁

分为温和/中等浓郁/非常浓郁

分为温和/中等浓郁/非常浓郁

柔和

纳米比亚名优雪茄公司的各式雪茄

纳
米
比
亚
名
优
雪
茄
公
司
供
图

纳米比亚名优雪茄公司的布莱恩和妻子波莱纳展示亲手卷制的雪茄

纳
米
比
亚
名
优
雪
茄
公
司
供
图

法还可以使雪茄更坚固，以防脱落。”布莱恩解释说：“正是这样

的改进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设计一种‘纳米比亚风格’

的雪茄，”但他也指出了不利的一面，“由于这些改进，我们的雪

茄在卖相上可能没有其他名优雪茄品牌那么美观。”

布莱恩已逐步打造了8款“纳米比亚原创”雪茄系列，几乎所有

雪茄都被赋予了与吕德里茨及其周边风景相关的品牌名称（详见产

品表）。例如，“迪亚兹”的命名源于15世纪葡萄牙探险家巴托洛

米欧•迪亚兹（Bartolomeou Diaz）在小镇南部的海滨悬崖上竖立的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十字架。“格里菲斯”指的是附近一个很受

欢迎的海湾；“鲨鱼岛”是以一个离岸小岛命名的，后来这个小岛

通过堤道与大陆相连；“巴克特”是对吕德里茨当地居民的昵称。

尽管布莱恩目前依赖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厄瓜多

尔进口烟叶，但他正在考虑逐步转向非洲烟草。“纳米比亚可能是

最难种烟的地方，所以我想见一见津巴布韦或赞比亚的烟草种植者

并与之合作，”他透露。“这是我们未来供应链的方向，”他确定

道，但拒绝做出任何具体的时间承诺。“尽管我们偶尔也有一些国

际客户，我们也很乐意为他们提供订单，但我们目前的目标是继续

为纳米比亚市场服务。”然而，现阶段，我们还没有计划将业务扩

展到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以外的地区，进入世界市场。但谁又知道未

来会怎样呢？布莱恩和波莱纳•帕德维克的生意似乎已经非常火爆，

这对夫妇正考虑为他们的公司聘请专业的雪茄卷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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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女性赋权
莫西奥图尼亚公司首席执行官谢

泼德•马芬迪克瓦称，该公司决定专门

培训和雇用女性雪茄卷制师，这首先

是为了促进女性赋权。他说：“从成

立津巴布韦第一家名优雪茄生产商的

想法诞生之初，我们就只打算雇佣女

性。”这不仅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

而且是为了给妇女提供一种生活技

能，否则她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获得这

种技能。“除了提供证书和技能，我

们还为家庭提供生计，从而为我国的

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马芬迪克瓦解

释说，公司最终还将支持更多超出雪

茄卷制范围的妇女项目。虽然目前莫

西奥图尼亚的卷制车间只有8名女性员

工，但马芬迪克瓦已经准备好招聘和

培训更多的女性员工。“根据业务预

测，我相信到明年，我们的团队将有

20名卷制师。”

莫西奥图尼亚雪茄公司CEO谢泼德•马芬
迪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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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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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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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莫西奥图尼亚雪茄公司车间卷制雪茄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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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莫西奥图尼亚雪茄有限公司
莫西奥图尼亚（Mosi Oa Tunya）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雷霆翻滚的云

雾”，指的是漫天的厚厚的水雾云。这是本地人对令人叹为观止的维多利亚

瀑布的形象比喻。维多利亚瀑布是世界上最宏伟的自然奇观之一，横跨津巴

布韦和赞比亚的边界。

这也是非洲最新的名优雪茄制造商的名字。莫西奥图尼亚雪茄有限公

司（Mosi Oa Tunya Cigars Pvt Limited）总部位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

当地企业家谢泼德•马芬迪克瓦（Shepherd Mafundikwa）在古巴和多米尼加

共和国旅行中受到启发，于2019年成立了该公司。“创立本公司的初衷是希

望为我的祖国贡献一些非常新颖的东西。我并非烟民，但我发现全球对品质

雪茄的需求。世界知名的津巴布韦烟草近在咫尺，其余的都是有机烟草，”

他指出莫西奥图尼亚雪茄有限公司是津巴布韦第一家雪茄公司。 

手卷雪茄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后天习得的技能。马芬迪克瓦指

出：“需要全身心投入，可能需要长达9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能熟练卷

制。”为了培训莫西奥图尼亚雪茄有限公司的全女性卷制员工（见侧栏），

他聘请了多米尼加卷制大师埃利亚斯•洛佩兹（Elias Lopez）。“由于语言

障碍，招聘过程并非易事。然而，我们和埃利亚斯一见如故。他拥有30多年

的雪茄卷制经验。感谢埃利亚斯，我们的卷制员工学得很快，现在已经达到

了在最低限度的监督下生产优质雪茄的技术水平。”

不过，并非该公司雪茄系列中使用的所有烟草（详见产品表）都是本

地生产的。虽然茄套和茄芯是津巴布韦种植的白肋烟，但马芬迪克瓦欣然承

认，茄衣是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烟叶）、厄瓜多尔（苏门答腊）或多米尼

加共和国（哈瓦那）进口的。当地的烟叶目前是直接从种植者手里采购的，

但是马芬迪克瓦已经计划未来与农民签订合约，这样公司就可以更好地控制

其供应情况。喀麦隆的烟叶享有“世界上最好的雪茄茄衣”的美誉（详见侧

栏），马芬迪克瓦作为莫西奥图尼亚雪茄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考虑或

许可以使用。他说：“我们已经从喀麦隆订购了样品，非常期待试用，观察

一下燃烧时发出的声音。”进一步的计划包括在产品组合中加入“有机香

料”雪茄。这家公司还很年轻，还没有建立明确的市场。但马文迪克瓦称，

亚洲是公司的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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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的PMTA对中国电
子烟企业影响几何？

根据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对电子烟的监管规定，美国时间

9月9日24点过后，未提交烟草上市申请

（PMTA）的电子烟企业将受到FDA的合规性

和执法行动的约束，也就是将立即下架其在

美国市场的电子烟产品，包括烟具、烟油、

烟弹等产品。而在期限内提交PMTA申请的电

子烟品牌，将至少在一年内继续销售，直到

收到FDA“不通过”的通知，如果一直未收

到“不通过”通知，就可以一直销售。

这意味着美国作为最大的电子烟消费国

将进入最严格的监管时期。其市场份额在全

球市场超40%，也有数据显示其销售额占据

全球电子烟消费的57%，可谓不可忽视的市

场，所以FDA的PMTA才显得如此重要。

PMTA的审查项目，包括9个方面，分别

是申请资质、基本信息、描述性信息、产品

样本、产品标签、科学研究结果、产品属性

与生产过程、体内毒理学研究、HPHCS（有

害成分及潜在有害成分）。

作为全球电子烟行业最为严苛的产品上

市标准，PMTA的申请流程相当复杂，审核极

文
/烟

草
在

线

为严谨科学。有关机构推测，PMTA的申请，

从开始到通过大约需要两年时间。据悉，国

内有些电子烟企业已经提交了申请，有些也

已经设定了提交申请的日期。

你我集团旗下Suorin
2020年8月，你我集团（YOUME GROUP）

旗下Suorin品牌正式向美国FDA提交了多达5

万多页的PMTA申请材料。该集团为申请PMTA

在产品性能研究、生产质量过程管控等方面

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团队成员涵盖相关病理

学专家、临床研究专家、专业研究人员、法

律顾问团队等，预计总投入将超过1亿元人

民币。

据了解，你我集团于2019年11月正式启

动PMTA项目，经过本土与美国的PMTA专项团队

的不懈努力，历时8个月，完成了“有害物质

测试”、“毒理分析”、“萃取试验”以及“

临床试验”等PMTA要求的检测内容。据实验室

得出的数据和结论显示，你我集团旗下Suorin

品牌多款产品在设计生产、化学试验、生物试

验中的各项性能指标非常优秀。

中国电子烟业务持续发
展，淡然应对美国FDA
的PMTA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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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摩尔旗下VAPORESSO
思摩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思摩尔”）旗下的自有品

牌VAPORESSO，将其创新的电子烟

产品带入FDA的PMTA监管框架。该公

司聘请了美国专业服务提供商与自

己的具有不同背景和专业知识的学

科内部团队紧密合作，并得到来自

SMOORE领先实验室和基础研究机构

的强大研发团队的进一步支持。

早在2016年，思摩尔就已经开

始积极着手准备PMTA项目。公司特此

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雇佣了近100

名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学历的高科技研

究人员，同时联合海外顶尖的顾问公

司和实验室，包括聘请了FDA的前雇

员来协助我们的PMTA准备工作。

据最新消息，VAPORESSO成为了

中国电子烟行业内第一家通过PMTA第

二轮审核的开放式电子烟品牌，这昭

示着VAPORESSO于首批提交至FDA的产

品迈过了前两轮的严苛审核，同时，

这也代表了VAPORESSO进入了PMTA申

请程序的最终发力阶段。

艾维普思（SMOK）
SMOK在2020年7月已经提交PMTA

了，并且提交了多个产品。8月份的

时候，显示说已顺利通过PMTA第一

轮审核。SMOK表示，FDA为美国电子

烟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通过提

交PMTA，以评估这些产品是否对整

个人群的风险和益处是“适合于保

护公共健康”。

铂德科技旗下Boulder
7月8日，国内电子烟品铂德官

方宣布，在做了3年多的准备之后，

已经在9月8日正式向FDA提交了6款

烟油和3款硬件的PMTA申请，这也是

中资电子烟企业在美国进行的第一

例烟油PMTA申请。据了解，铂德早

在2016年12月就开始筹备申请PMTA

所需的大量实验及数据，到如今，

已耗资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

部分费用都是花费在申请难度更高

的烟油方面。

根据上述要求，公司分别对烟油进行了毒性、致瘾性和吸引力研究，

对气溶胶进行了物理和化学分析，对消费者进行了人群实验，并撰写了数十

万页的书面材料。根据铂德官方发布的消息，每款硬件的申请费用是200万

人民币，而每款烟油的申请费用是2000万人民币，后者是前者的10倍。

吉迩科技旗下VOOPOO
8月28日，吉迩科技旗下自营品牌VOOPOO雾普正式向美国FDA成功提交

PMTA。9月4日，VOOPOO雾普透露说，已顺利通过PMTA第一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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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自2017年FDA宣布第一版PMTA相关

规定时，VOOPOO便成立专项团队深入项目研究分

析。团队成员涵盖了毒理学专家、临床医学专

家、PMTA项目专家、产品分析师，研发专家、法

律顾问、市场营销人员等。整个项目进程斥资亿

元，从准备到申请历时20个月，完成了产品成分

分析、制造研究、非临床及临床人体研究等PMTA

检测要求。

合元集团
9月4日，合元电子烟发布官方消息，说

2020年8月25日已顺利通过美国FDA审查，完成

PMTA第一轮审核。2020年9月8日，合元集团完

成第二轮审核，PMTA进入最后一轮。

对于这次提交PMTA，合元表示，“整个

申请过程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人力、物力，

不仅仅是基于进入美国市场的考虑。更重要的

是，想要让全球消费者体验到更加放心的产

品。”并对外介绍说，在进入到实质性审查阶

段前，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完成10万多

页的申请材料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多方位

的检测数据和报告，证明公司的产品适合保护

公众健康，同时期待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继

续与FDA合作，并对PMTA流程将带来市场订单保

持乐观。

准备提交PMTA的企业
2020年7月，RELX悦刻宣布已在美国组建

起专业的PMTA团队，由今年年初加入公司的北

美科学事务负责人Donald Graff博士率领。7月

7日，悦刻官方公布了其PMTA申请进程，按照目

前进展，RELX悦刻最早将在2021年底向FDA正式

提交PMTA申请，产品包括悦刻“无限”雾化杆

及其两种口味的雾化弹。整个申请进程预计耗

资超过2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

此外，悦刻正与4家全球权威机构合作，委

托在美国对拟申请产品进行完全独立的安全性

检测及临床研究。

国内企业为何争先申请PMTA
2019年11月1日，中国发布了迄今为止最严

厉的电子烟警告，呼吁电子烟行业停止在网上

销售和宣传电子烟产品。该通告发布之后，几

乎所有企业都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线下渠道和

海外市场的扩张上。四川中烟、云南中烟、广

东中烟和湖北中烟均开始在海外布局HNB产品，

而中烟国际上市之后，预计会继续促进中国HNB

产品在海外的销售。

而 美 国 ，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电 子 烟 市

场。PMTA严苛的标准将不少中小企业拒之门

外，本来以Juul为代表的“一超多强”局面

已经稳固，看似市场不可撼动，但去年以

来，Juul一直被政府针对，多次被告上法庭，

市值也大缩水，本来稳固的市场出现了裂缝。

中国电子烟向来以优秀的供应链为豪，国

内企业产品的质量以此为支撑，再加上目前已

经官宣推进PMTA申请项目的企业，都投入了上

亿的资金，可谓是准备齐全，此时突入美国市

场，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就国内市场而言，也正在往稳定的方向

发展。去年通告和今年疫情双重作用下，电子

烟市场已经经历了一场洗牌。目前国内的新型

烟草政策还没有落地，除了入局海外市场的需

求，为了稳固行业头部地位，应对可能更加严

苛的国内政策，企业也需要通过PMTA这样具有

权威的认定来为自己的品质背书。

但现在美国对于国内企业态度并不乐观，

且尚未有雾化电子烟产品通过PMTA，国内企业

的申请之旅仍是迷雾重重。

提交的PMTA
能否通过美国
FDA批准，或
何时通过，仍
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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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中国卷
烟消费变化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断

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也给世界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和变化，各国经济都受到了疫

情的冲击和震荡，中国也不例外。但凭借严

格的防控措施，中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也

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卷烟消费情况

如何，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两高”卷烟从受挫到逆势增长
疫情爆发时，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以往这是全年卷烟消费的一个重要时间段，

但疫情让中国按下了“暂停键”，除了当期

的消费损减，礼节性、社交型消费几乎停

滞，这对“两高”（中国卷烟价类约定俗成

的一种说法，主要指高端卷烟和高价位卷

烟。高端卷烟指每条卷烟零售指导价在300

元/条以上；高价位卷烟指每条卷烟零售指导

价在800元/条以上）卷烟市场的冲击十分直

接而强烈，使得此类卷烟消费在2月份一直

处于同比下降或勉力持平的状态，直到“五

一”之前才有一个小幅反弹，但后续再次进

入到增长有限的趋弱态势，“两高”卷烟市

场出现了明显的结构下移。

更重要的是，为了追赶目标进度，烟

草公司在卷烟销售策略上不得不选择以价换

量，某种意义上，这一阶段的销售结构并非

市场消费的真实还原，而取决于卷烟零售商

的接货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的量价平

衡，在优先考虑、优先满足销量的前提下，

结构的权重有所削弱，所以一度出现连续的

单箱均价同比下滑。

因为消费场景、消费空间、消费意愿的

压缩、消减，制造了局部化、阶段性的“消

费降级”。复工复产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困

难，全球范围的疫情蔓延，疫情控制的不确

中国单箱卷烟均价自
今年4月以来连续数月
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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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以及疫情影响的加深、扩大，开工不足、收入下

降、社交受限等都导致了消费不足，进而对于卷烟的结构

提升都制造了极大的外部抑制和难度放大，“两高”卷烟

的发展能否被“守住”成为中国烟草行业的一个忧虑。

但从之后中国烟草的数据来看，并没有出现之前担

心的持续下降，2、3月受挫遇阻之后，反而是形成了非

常快速的V形反弹，尽管“两高”卷烟市场的表现仍然比

较疲软，市场状态也没有恢复到“最好水平”，但进入4

月份之后，连续3个月都保持了单箱均价的增长，整个上

半年结构提升的增量、增幅也都超出预期、快于计划。

普一类卷烟“爆发”
在消费升级与产业意志的共同驱动下，中国卷烟

市场上的普一类卷烟（中国卷烟价类约定俗成的一种说

法，主要指零售指导价在190-300元/条这个价位区间的

卷烟）一直保持着持续而稳定的扩容上量，成为过去10

年增长最快的价位区间。到2019年，普一类烟已经达到

近900万箱的市场规模，占据了一类烟接近四分之三的销

售比重、超过七成的增量贡献。考虑到中国卷烟市场5万

元左右的单箱批发均价，使得普一类烟成为稳定销量、

提升结构的核心所在。

疫情以来，普一类烟的价值更加凸显。在消费能力

下降、消费意愿降低共同作用的消费降级面前，面对“

两高”市场的增长乏力，要确保实现既定的年度目标，

普一类烟就是稳定结构、稳定消费、稳定发展的“基本

盘”，这也让普一类烟接下来将会得到极大的政策支持

和策略保证。

毫无疑问，普一类卷烟是眼下非常热门的价位区

间。一个是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去年和今年1-9月份，普

一类卷烟都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同比增幅，同时提供了

非常可观的绝对增量，对中国烟草的发展提供了量、价

两个方面的支撑；另一个是品牌热情日益高涨，消费分

级、技术进步、需求多元激发了普一类烟的新的增长，

也吸引到更多的品牌加速上场、加大投入。

中支烟大热
中支烟已经成为中国烟草的一个重要“风口”。

（中支烟释义：中国烟草行业目前对中支烟没有明

确的定义，一般将中支烟定义为烟周长大于19.0且小于

23毫米的卷烟产品）

作 为 中 支 烟 的 领 军 产 品 — — “ 中 华 （ 双 中

支）”1-8月份的销量已经接近9万箱，在早早确保今年

全年迈上10万箱新台阶之外，也已经连续地、稳定地站

在月销万箱以上。除了“中华（双中支）”，还有4款中

支卷烟产品的销量也非常不错，年销量超过10万箱只是

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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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细支烟更长久的酝酿与激发，中支烟在头部产品的示范

引领下，有着更高的市场热度、更快的发展节奏，再加上清晰的政

策推动，让中支烟在很短的时间就摆脱了价值优先或者规模有限的

战略摇摆，得以迅速进入到高端化、特色化、精品化的正确轨道。

疫情以来，消费分级在普一类烟有相对集中的释放，这个释放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普一类烟整体销量有明显增长；二是消费分级

对需求多元化形成的外在刺激加大，为中支烟创造了更大的空间。所

以，中支烟成长为普一类烟这个当前最具成长性的价位区间当中最为

活跃的品类形态，并已经建立起加快做大、持续做大的发展势能。

不过，中支烟还处于格局建立的过程当

中，目前只有几款头部产品具备真正意义上

的地位稳固，头部品牌眼下的领先优势只有

几万箱，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稳妥的地位，也

不是一个难以追赶的差距。

未来中支烟大单品的价位区间，既要有

合理的规模空间，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冗余。

目前来看，200-300元价位段最有可能培育

出中支烟大单品。一方面，这个价位段在过

去若干年逐渐成长为千万箱以上的体量规

模，在疫情之后呈现出新的加速和分化，有

利于培育新产品；另一方面，这个价位段提

供了不低于能够支撑5年的结构增量空间。

因此，200-300元价位段将有可能成为未来

最大的基座化价位。

中支烟正处在快速成长、持续分化的双

期叠加，今年1-8月，销量最大的前10个一

类中支烟品牌市场份额达到78%，增量占比

74%；销量最大的前10个品规市场份额达到

62%，增量占比68%。如果只是满足于细分市

场的有益补充，以及中支烟的锦上添花，倒

是问题不大，但要是想在中支烟有所作为，

真的是与时间在赛跑。

疫情后，中国经济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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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ic合成（S）尼古丁专利
产品即将全球开售

全球知名的美国老牌加香烟草

公司Tobacco Technology及其全资

子公司e-LiquiTech（eLT）和TTI 

Flavours近日宣布，自2020年11月

起，SyNic合成（S）尼古丁专利产

品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销售。

SyNic USP/EP、SyNic酒石酸尼

古丁和SyNic polacrilex树脂都是在

符合动态药品生产管理规范（cGMP）

的工厂生产的，这些工厂均已在FDA

注册备案。产品纯度为99.9+％，

（S）纯度99.7+％，不含烟草特有的

亚硝胺（TSNA）和致癌物。

这些产品由eLT独家销售，价格

极具优势，而且质量有保证，不过

仅向遵守全球烟草业法规的合作伙

伴供货。

Next	 Gen	 Labs警告消费者要
警惕不法合成尼古丁卖家

有很多中国制造商认为，“合

成尼古丁”可用于成人娱乐性电子

烟和其他尼古丁产品，但是，全球

领先的无烟合成尼古丁（TFN）生产

商——Next Generation Labs，建议

客户警惕这种说法。

该公司将其TFN尼古丁专利应用

到了制药、电子烟和烟草行业。这

项尼古丁创新技术能够让烟草业和

成人消费者完全避开烟草尼古丁。

Next Generation Labs建议，

正在使用无烟合成尼古丁的客户和

潜在客户，要警惕合成尼古丁的中

国卖家。他们声称自己的TFN已通过

授权，所提供的是无烟产品，不含

烟叶物质或残留物，或暗示他们所

提供的合成尼古丁来源于食物。但

是其中的许多品牌可能侵犯了Next 

Generation Labs尼古丁制造工艺

的专利或商标，涉嫌假冒、伪造、

贴错标签，或者可能假称其基础合

成材料“不是或不源于烟草的叶、

茎、杆、根、花或废弃物”，但实

际上恰恰相反。 

此外，Next Generation Labs

将利用一切符合联邦或州级法律的

法律手段，对贸易违法行为、虚假

销售和虚假营销进行索赔诉讼，揭

露合成尼古丁的非法销售者。 

查获非法卷烟制造厂
赞比亚税务局（ZRA）和毒品执

法委员会（DEC）在卢萨卡的卡尼亚

马地区，查获了一家非法卷烟制造

厂，涉案金额巨大。

ZRA企业公关经理Topsy Sika-

linda表示，Mango Investments To-

bacco公司涉嫌假烟进口和制造。这

些假烟商标均以外文标注。

这家工厂是ZRA、DEC和赞比亚

警察在卡尼亚马的一次联合行动中

查获的，涉案公司涉嫌在赞比亚市

场上销售、出口卷烟，并存在逃税

行为。

Sikalinda说，该公司还涉嫌侵

犯知识产权法。 

他说，Mango Tobacco Invest-

ment制造的卷烟没有ZRA税票，涉嫌

非法制造和包装，因而会造成政府

税收损失。 

Sikalinda解释说，由于空墨盒

无需缴税，该公司一直以这种方式

进口未包装的卷烟成品，然后在卡

尼亚马工厂进行非法包装。

恒 信 科 技 在 全 球 首 推 S Y N	
Nicotine

全球知名电子烟液制造商恒信

科技公司宣布，该品牌的首批合成

尼古丁产品系列SYN Nicotine已在

全球推出。

“谈到尼古丁，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烟草。无论是传统烟草、电子

烟还是药用尼古丁，当今市场上几

乎所有的电子烟液都使用烟草尼古

丁。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生产

无烟尼古丁，即合成尼古丁。”恒

信科技执行董事Howard说。“与烟

草尼古丁不同，SYN Nicotine不含

有害杂质，对于不想使用烟草尼古

丁的制造商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

替代品。”

恒信科技是第一家PG/VG电子烟

液制造商、是业内第一家使用天然

植物作为添加成分的公司，10多年

来，一直在加大投资力度，研发电

子烟液。

2019年，恒信科技进军合成

尼古丁领域。SYN Nicotine系列具

有纯度高、烟味纯、口感顺滑的特

点，无残留的有害杂质，与其他尼

“没有一个政府武断地实施碳酸饮料或汉
堡平装，或在其包装上印制健康警语，而
碳酸饮料和汉堡都引起肥胖，有损生命健
康。也没有一个政府将消费品隐藏到顾客
视线之外。然而，对于烟草，似乎每个政
府都想加入监管的潮流，貌似藉此推动人
类更大的福祉，哪怕只是口头上说说。”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CEO Iqbal Lambat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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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丁的用户满意度旗鼓相当。所有

SNY系列产品均需通过CNAS（中国合

格评定认可委员会）标准实验室的

认可和其他测试认证。

卷烟走私者开始制造假烟
三宝颜半岛（ZamPen）的卷烟走

私者，已逐渐进行了业务转移，通过

进口烟草制品和制烟机来生产假烟。

最近，三宝颜市海关地区署长Segun-

do Z. Barte Jr.透露，“仅在疫情期

间，他们就已经查获了价值约15亿比

索（3,100万美元）的假烟。”

他说，走私者正从桑达坎、

马来西亚和沙巴购买烟草产品和材

料，包括伪造的印花税票、卷烟品

牌标签、塑料包装纸、薄荷醇滤嘴

和卷烟。

Barte还透露，走私者正在从马

来西亚和中国进口卷烟机。 

上个月，海关关长Rey Leonar-

do B Guerrero下令，由Barte销毁约

5350箱走私卷烟和卷烟材料，市场

估值为13亿比索（2680万美元）。

他还要求Barte将没收的伪造印花税

票移交给该市的国税局（BIR），以

便立即对其进行评估和处置。 

目前，该市公共市场上的进口卷

烟（20支装）零售价上涨了约300％。

克罗地亚与英美烟草就工厂迁
址事宜进行谈判

克罗地亚总理Andrej Plen-

kovic透露，克罗地亚政府正在就工

厂迁址事宜与英美烟草公司进行谈

判。该公司计划将其烟草厂从伊斯

特拉半岛的坎凡纳尔迁移到另一个

国家。Plenkovic在新闻发布会中

说：“我们正在举行谈判，相信我

们将达成一致意见，让他们继续留

在克罗地亚。” 

6月，新闻日报Glas Istre报道

说，如果英美烟草将克罗地亚的生

产业务转移到国外，伊斯特拉半岛

大约会有500人失业，而且可能失去

一个工业化象征。

坎凡纳尔工厂的卷烟年产量约

120亿支，最大产能200亿支。2015

年，英美烟草完成对当地烟草生产

商Tvornica Duhana Rovinj（TDR）

的业务收购后，收购了该卷烟厂。

Plenkovic还表示，英美烟草公

司进入克罗地亚市场时，签署了一

项协议，在该国开展业务的时间至

少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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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德国机构TMQS成立工厂时，

其主要服务领域是作为虹霓集团机械的备用

备件供应商。多年来，其服务领域大大扩展

了。TMQS销售经理诺伯特•舒尔茨•内马克

（Norbert Schulz Nemak）说：“公司名称

TMQS最初是‘烟草机械品质备件’几个英文

单词的缩写，体现了公司的业务重点。但我

们扩展业务范围后，它现在更像是代表‘烟

草机械质量解决方案’。”

备件之外，TMQS
还有很多……	
德国TMQS公司是一家可靠的零配件供应商、二手机械
翻新供应商，同时还拥有一系列专利机器和升级套件，
在全球享有盛名。

TMQS公司提供的模式转换套件

TMQS制造的叶轮

TMQS公
司
供
图

TMQS制造的微调装置

聚焦深度维护和现代化升级服务
虽然备件和装配组仍然是产品组合的

一部分，但多年来，TMQS一直稳步聚焦机器

的深度维护、大修、现代化和升级上，或许

更明确地说，是备件工程改进。舒尔茨•内

马克称，改进后“更具优势”。但除此之

外，TMQS还着手开发专利机械和部件，以满

足烟草行业的特定要求。舒尔茨•内马克解

释说：“TMQS正与各种合作伙伴合作，开发

特殊的工程解决方案，以扩展烟机的功能和

部署可能性。”他很快补充道：“然而，无

论我们谈论的是零部件、装配组、升级还是

现代化，我都要明确表示，TMQS未侵犯任何

现有专利。”

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该公司最初的目标就是为客户提供定

制的技术解决方案，以及OEM零部件替品。

质量方面，舒尔茨•内马克保证，“TMQS高

度重视所提供的零件和解决方案的质量和改

进。有一个独立的质量部门调查制造业，

一个综合质量管理部门调查内部流程，并经

常检查改进的可能性。”此后，TMQS因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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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QS公司销售经理诺伯特•舒尔茨•内
马克

TMQS公
司
供
图

TMQS改进的备件概述*

*只列举了部分产品，不够完整
（来源：TMQS）

备件类型
微调器

叶轮&VE壳体

胶粘喷嘴

圆刀

剔除阀

轴承

胶罐

刀清洗装置

滚压块/滚压桶

激光鼓

横木驱动

全版式配件

剪切翻倾装置

特征/优势
• 新开发的口袋形状和桨轮，由单一材料制成，以金

属粉末为基础

• 为减少潜在松线和延长使用寿命而开发

• 非常灵活的口袋型和布局，适合不对称和对称设置

• 如果机器仍在旧的微调器版本上运行，则可进行

升级。

• 延长使用寿命

• 减少磨损影响

• 用于安装大叶轮的板式机器的转换套件

• 全陶瓷/全金属/金属+陶瓷

• 冷胶和热胶应用

• 各种喷嘴直径

• 使用寿命长

• 由硬化金属制成，具有特殊形状的边缘，以提高切

割效果

• 高速

• 快速精准剔除

• 改进的胶辊设计

• 密封不受侵蚀性胶水的影响

• 延长使用寿命

• 硅胶涂层，易于清洁

• 使用寿命长

• 用于卷烟机最终切割

• 精确切割，无需胶水过早更换

• 显著改进卷制工艺

• 选择光滑和高摩擦表面

• 使用金刚石涂层时，使用寿命极长

• 使用寿命长、安全的特殊涂层

• 钛制

• 改进油润滑，延长使用寿命，减少发热

• 适用于滤嘴棒和卷烟制造商

• 改进了几何结构，以提高质量，延长使用寿命

• 配有振荡器，可快速更换套件

• 改进了吸盘滚筒，带有可更换的板，便于清洁和灵

活的版式使用

• 备用刀片

• 提供从8或11刀装置到剪切装置的转换套件

活性、诚实性以及对客户需求的特

别关注而享有盛名。“我们努力与

客户建立互利、持久的合作伙伴关

系，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知道什

么是可以实现的，什么是不能实现

的，”舒尔茨•内马克详细阐述道。

该公司技术娴熟，可应对卷烟制造

商任何类型和任一代的机器，助其

实现目标。

新推专利机械
该公司的服务和产品系列也在

不断扩大，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的专

有机械和部件（详见表格）。TMQS品

牌下销售的产品通常具备享有盛誉的

德国品质。慷慨的保修条款同样也是

交易的一部分，正如舒尔茨•内马克

所言，“完全可以与其他原始设备制

造商相媲美。”同时，二手机械，

无论是完全改造的还是深度维护的，

都可以进行询价。舒尔茨•内马克

说：“重建生产线的好处是价格无可

比拟，不过当然配备了新的电子和气

动部件，而且还进行了全面检修。”

经改造或深度维护的机器可保证功能

和效率。

升级套件，扩展功能性
TMQS知名的另一个产品类别是公司内部研发的升级套件。舒尔茨•内马

克指出：“OEM供应商专注于新机器的销售，因此，对于升级旧机器以延长

其寿命和功能并不感兴趣。”此外，TMQS是一家独立的工程公司，不存在这

样的既得利益。该公司的升级套件提高了速度、效率和功能性，甚至保证旧

机器“不过时”。舒尔茨•内马克说：“这些套件确实可以在保持生产和改

进工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不必投资于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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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QS公司制成的全金属、全瓷和混合材料的各
种胶嘴

TMQS位于德国石勒苏
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比
兴市的一个小镇

TMQS公
司
供
图

提供充足的备件和解决方案
TMQS推行“为客户提供最高质量和最

高价值的解决方案”，舒尔茨•内马克坚持

所有库存零件都是全新的，庞大的备件库存

是强大的后盾。他说：“妥协对我们来说是

行不通的。”与世界各地的制造商保持密切

的合作关系，使TMQS能够覆盖最广泛的备

件。“正是这种巨大的灵活性，加上我们的

内部工程知识，使TMQS成为业界备受信赖的

品牌。”尤其是单滤棒机械配件，例如针对

Protos和KDF机组的。TMQS还可以为几乎任

何型号的其他机器提供难以获取的解决方

案。根据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这些过时的

生产线甚至可能需要进行全面或部分检修，

以尽可能少的投资实现市场目标。“根据我

们的经验，”舒尔茨•内马克解释说，“过

时的原因99%是由电气问题导致的，关键是

要提出一个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能够消除

这个根本问题。虽然有时这可能有点棘手，

但我们总是很高兴收到关于技术上过时的机

器产生的问题咨询。”

活跃全球，聚焦亚洲
除欧洲外，TMQS在美洲、非洲、中东

和亚洲均有客户群。舒尔茨•内马克称，该

公司是“所有主要跨国公司认可的替品供应

商”。此外，TMQS为“全球许多本地和独立

客户”提供服务。特别是，舒尔茨•内马克

将中东、南亚和东南亚视为具有发展潜力的

地区。“过去，我们更关注欧洲、美洲和非

洲等市场。

这些市场固然很重要，但对TMQS来说，

亚洲拥有更多未来的潜力，这主要是因为我

们近几年才开始在亚洲市场拓展业务。”

舒尔茨•内马克说，亚洲烟草业蓬勃发

展，正成为一个拥有大量不同产品类型和规

模的大批量生产中心。“然而，和其他地方

一样，也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但总的来

说，亚洲庞大的市场规模不容忽视。”目

前，该公司最强大的亚洲市场是东盟。

舒尔茨•内马克表示，新冠疫情让该地

区的业务变得更加困难，因而公司主要依靠

视频会议和其他类型的远程通信。“但最终

这不会对我们的机会造成太大影响，”他信

心满满地说。

未来可期
毕竟，TMQS为中期的未来准备了不少新

产品。例如，该公司不久将推出下一代在线

激光装置。该装置建立在一个在售十多年的

早期模型上，拥有相当长的生命周期。它还

包含一系列现代化的功能，如“在各个速度

范围内具有最高的稳定性，通过容易调节的

通风、排距和单双排切换，提高了版式灵活

性。”此外，该公司还将很快推出一个带有

TMQS品牌商标的滤棒成型机，舒尔茨•内马

克称它“将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性”。

他预计，这台机器最先进的驱动技术将

使所有客户受益，既可用于产品试验，也可

用于制造新的和现有的产品线。“我们真的

很高兴即将推出该机器，”舒尔茨•内马克

热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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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启动烟农新冠援助
美国政府将通过农业部长办公

室内的一个新账户启动烟农援助，

绕过正常的农业援助分配机制。

美国农业部（USDA）最近表

示，将从国会新冠病毒经济刺激计

划中向烟农支付高达1亿美元的款

项，这是为受疫情影响的农民提供

14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这笔款项将使美国最大的烟草

生产地区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受益。

美国农业部的一位代表说，

该机构之所以开设新账户，是因

为国会从今年3月通过的《新冠病

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

（CARES）中拨款了，并简化了支付

农民的程序。通常情况下，立法者

会将应急资金分配给一个机构，并

在该部门设立现有账户，负责处理

一个项目。

美国大部分农作物补贴是通

过20世纪30年代的商品信贷公司

（CCC）支付的，该机构赋予美国农

业部在农作物价格较低时直接向种植

者支付款项的广泛权力。然而，2004

年的一项被称为烟草收购的法律禁止

烟农获得CCC基金。美国农业部说以

后烟草的钱将不会来自CCC。

美国农业部在给路透社的一份

声明中说，如果国会想阻止烟农获

得这笔钱，它会在法律中明确将他

们排除在外。

二级拍卖场销售额上涨
虽然大多数烟草都是立即卖给

大公司，但二级市场在出售其产品

时，吸取了过去的经验。 

大约三年前，肯尼斯•凯利

（Kenneth Kelly）在他位于北卡罗

来纳州威尔逊市的一个仓库里组织

了一场烟草拍卖，给农民提供了获

得最高价格的选择。

“如果主合同商不接受他们带

来的烟草，他们又不想销毁烟草，那

就必须有地方把烟草带走。因此，反

馈总体上是非常好的，”凯利说。

凯利哄着买家，榨干了最后一

分钱。独立烟叶公司（Independent 

Leaf Tobacco Company）总裁里

克•史密斯（Rick Smith）参加了拍

卖。他同意条款，是因为随着经济

的发展，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需求

量很大。

史密斯说：“新冠使我的销售

额上升了。我想说的是，你唯一可

以合法吸烟的地方是在家里。新冠

把人隔离在家。所以，那些生产非

商标产品的小型制造商的销售额上

升了。虽然合约改变了游戏规则，

但它并没有在过去的时间里淘汰这

个二级市场。”

威尔森市的拍卖已经进行了大

约6个星期，由于烟草采收可以持续

到11月，目前还没有截止日期。预

计将在12月初结束。

为打拉省农民提供工具包
打拉省圣曼纽尔市（San Manu-

el）的至少120名烟农最近收到了劳

动与就业部（DOLE）提供的生计配

套补助，每个烟农受益人都收到了

价值超过1万比索（206美元）的启

动工具包。

DOLE打拉省负责人Aurita Lax-

aman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项目的

120万比索（24756美元）资金属于

DOLE的生计计划专项资金。

Laxamana说：“圣曼纽尔市每

年都会将征收的部分卷烟消费税作

为生计援助分发给该市的烟农。”

圣曼纽尔是吕宋中部唯一的烟

草生产城镇。

除了个人防护装备外，还向烟

农提供背负式喷雾器、铲子和耙子

等农具。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有意收购Agroduhan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已正式表示对Agroduhan 

d.o.o.的潜在私有化感兴趣。成功收购Agroduhan将使SAI将其所有欧

洲业务和资产转移到克罗地亚的斯拉蒂纳，打造SAI新的欧洲总部。

SAI已为Agroduhan的私有化后编制了一份方案提案，计划采用以

下战略：

•首要目标是提高克罗地亚烟草生产的数量和品质。此外，扩展

克罗地亚种植的烟草品种，如水烟烟草，从而减缓该国烟草行业的下

降趋势。

•SAI还计划投资Agroduhan的重组烟草生产线。

•此外，如果SAI成功收购Agroduhan，SAI将考虑将其目前的欧洲

业务总部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迁至克罗地亚的斯拉蒂纳，从新总部向

其庞大的欧盟客户群销售烟草产品。

SAI计划通过对工厂和农场的投资，为斯拉蒂纳带来积极的经济

贡献，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开展新的经济活动，加大欧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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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烟草种植者领导就烟
草现状发生分歧

巴基斯坦PTI政府日前在斯瓦比

举行了一次农民大会，承诺联邦政

府将公开烟草状况，此后三天，烟

草种植者领导人在该问题上出现了

分歧。

消息人士说，国民议会议长

阿萨德•卡西尔（Asad Qaiser）、

国家粮食安全部长赛义德•法哈尔•

伊玛目（Syed Fakhar Imam）、省

级部长沙赫拉姆•塔拉凯（Shahram 

Tarakai）以及农业部官员也在大会

上发表了讲话。

消息人士说，工会领导人反对

公开烟草现状，认为这是买家的阴

谋。Anjuman-i-Kashkhkaran省秘书

长Alam Sher Gohati说，如果公开

烟草现状，买家将以一次性价格采

购，而且没有法律规范采购过程。

基桑委员会（KB）领导人表

示，如果公开作物状况，种植者将

任由买家摆布，因为烟草营销法MLO-

487将失效。基桑委员会的地区主席

哈立•德汗（Khalid Khan）说，根据

烟草营销法，今年的烟草价格将高于

往年，这对种植者是有利的。然而，

卡什特喀尔协调委员会领导人支持此

举和烟草作物状况。

本财年第一个月出口增长了
137%

国民议会议长阿萨德•卡西尔

（Asad Qaiser）过去两年为烟农所

做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在取消烟叶

预缴税后，本财年第一个月烟叶出

口增长了137%以上。应烟草种植者

的要求，在预算前，联邦税收委员

会已经讨论了预缴税的问题。议长

帮助农民取消了每公斤500卢比（3

美元）的预征税。

巴基斯坦烟草种植者协会保证，

取消预缴税将有助于该国在烟草行业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增加烟草出

口。农民说，他们已经履行了承诺，

帮助国家增加烟草出口，同时感谢卡

西尔议长及时干预，取消了预缴税。

他们说，巴基斯坦正在生产高质量的

烟草，出口潜力巨大，希望国家能通

过烟草赚取可观的外汇。巴基斯坦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7月，该国烟草

出口额为217.1万美元，而2019年7月

为91.4万美元，增长了137.53%。从数

量上看，烟草出口从268公吨增至675

公吨，增长了151.87%。

JPM承诺解决烟农的挑战
桑给巴尔革命党（CCM）总统

候选人约翰•马古富利（John Magu-

fuli）承诺，将解决塔波拉地区烟

农面临的挑战，并确保协调市场，

促进快速付款。

马古富利博士最近在乌兰博地

区的米兰博市举行的一次竞选集会上

发表讲话说，尽管烟草这种经济作物

仍然是该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它面临着各种挑战，并表示目前正

在计划恢复该地区的烟草种植。

他说有意任命侯赛因•巴什

（Hussein Bashe）为农业部部长，

希望他致力于解决农业部门的各种

问题，包括烟农面临的挑战。

他敦促选民不要理会谣传政府

拒绝采购农民烟草的信息。他说，

全球烟草、棉花和腰果的价格在新

冠疫情爆发后下跌，因为各国限制

了运输，这抑制了收入和购买。坦

桑尼亚是非洲第二大烟草生产国，

仅次于马拉维。然而，尽管烟草产

量很高，烟农依然贫穷。

官方数据显示，烟草产量从

2013/2014年的1.05亿公斤降至

2014/2015年的9300万公斤，从

2015/2016年的7200万公斤降至

2016/2017年的6000万公斤，并在

2017/2018财年进一步下滑至5050万

公斤。

津巴布韦烟草销量达1.81亿公斤
尽管2020年烟草拍卖季已于8月

28日结束，但合同拍卖场仍在继续

交付销量，烟草销量已达到1.81亿

公斤。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表

示，将很快宣布销售截止日期。TIMB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81亿公斤烟草

的总收入为4.542亿美元。

上个季节民出售了2.436亿公斤

烟草，价值4.867亿美元，今年截至

目前收到的烟草比去年同期低24%，

这是为了避免新冠疫情传播而采取

了非集中化措施。

买家在拍卖场内的最高报价仍

为每公斤4.99美元，而合约拍卖场

则为每公斤6.60美元。

大多数合同商都有推广人员，

他们在烟田监督作物的产量，这减少

了负面营销，也提高了烟叶品质。

农业专家还将烟草业的成功归

因于，政府的政策和土地改革增加

了烟农的数量，合同商的参与及时

带来了投入，农业推广人员贡献了

专家建议。

第二次作物和牲畜评估报告指

出，由于种植面积减少和上个季节

降雨不稳定，烟草产量预计将比去

年创纪录的259530吨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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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前，在
Mayangsari的主要仓
库交易的茄衣（摄于
新冠疫情前）
（Mayangsari公司供图）

印尼仅次于中国、印度和巴西，是世界第四大烟草生产国。该国的年产量保持了显著

的稳定性（见表），即使是新冠大流行也只使数字略有下降。此外，印尼烟草由于其一贯的

高质量颇受客户青睐。任抹位于爪哇岛的东端，是该国最重要的种植区之一。因此，任抹遍

布烟草商、供应商和制造商就不足为奇了。

MDR公司
自从2007年从其前所有者手中收购MDR公司（PT. Mangli Djaya Raya）以来，当地商

人Njoto Permadi已经涉足烟草行业30多年这是一笔不错的投资。现在半退休的Njoto已经将

MDR移交给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正是在后者担任公司总裁期间，MDR经历了

相当大的业务扩张。MDR从未与任何国内或国际烟草商有关联，至今仍是一家完全独立的供

应商。

据克里斯蒂安的私人助理Ferry A.Setiawan称，该公司“在东爪哇、巴厘岛和龙目岛

的23个地点运营着自己的加工厂和仓库，并在其位于任抹的总公司拥有一个现代化的再干

燥工厂”。因此，MDR将自己定位为“印尼烟草的一站式商店”。该公司从全国各地采购烟

叶，重新加工后用于国内使用和出口。克里斯蒂安声称：“我们的产品范围非常全面，有产

自龙目岛、用于美国混合卷烟的比较流行的弗吉尼亚烟叶，还有产自Besuki、用于雪茄茄衣

的深色晾烟，以及当地的各种晾烟（详见产品表）。”

东爪哇的任抹是印度尼西亚最繁忙的烟草种植区之一。为此，《亚洲烟草》
采访了当地两大公司。

任抹：印尼最繁忙的烟叶种植区



  tobaccoasia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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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生产数据2018–2021

*非官方的合并数据
（来源：PT. Mangli Djaya Raya，PT. Mayangsari）

烟草类型	 农事年	 农事年	 农事年	2020/21*		
	 2018/19*	 2019/20*	 （预计）
弗吉尼亚烤烟 36,300t 33,150t 32,000t

深色烤烟 2,600t 2,750t 4,500t

深色晾烟 6,100t 5,000t 6,500t

晾晒烟 166,800t 162,500t 145,000t

白肋烟 1,100t 500t 700t

总计 212,900t 203,900t 188,700t

（
MangliDjaya Raya公

司
供
图
）

Njoto	Permadi检查烟叶生长情况

主要通过公开市场采购
印尼不举行烟草拍卖。因此，商人主要在公开市场上采购他们的产品，

要么直接在农场采购，要么通过当地村庄的小经销商采购。Njoto称，MDR大

约90%的烟草是在公开市场上采购的，其余10%来自签约农民。“对于产自Be-

suki和Javano的深色晾烟，我们目前已经与4名农民签约了46公顷；对于产自

Kasturi的晾晒烟，我们与75名农民签约了105公顷；对于弗吉尼亚烤烟，我

们与200名农民签约了400公顷。这一采购体系使公司至少自2015年以来保持

了稳定的年采购量，约1万公吨，同比波动仅在+/-10%左右。”

出口下滑	 
在最近的烟季，MDR公司60%的销售流向了国内企业，主要是卷烟制造

商。克里斯蒂安解释说：“由于市场形势迅速变化，包括其他地方通过了更

严格的立法，印尼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均在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他补充

说，2014年之前，MDR的出口额一直超过国内企业。然而，到目前为止，出口

额已经下降到“仅占”年总量的40%，而运往欧洲（占出口总额的43%）和北

美（占29%）的货物占了大部分。至少自2012年以来，该公司还看到中国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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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廷的晾晒烟烤制

（
MangliDjaya Raya公

司
供
图
）

MangliDjaya	Raya：出口市场分布

（来源：PT MangliDjaya Raya）

出口市场	 %出口量
欧洲 43%

北美 29%

南美（包括加勒比海） 8%

中东和北非（MENA） 7%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4%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0%

亚洲（包括南亚、中亚、 9% 

东南亚和东亚）  

共计 100%

Mangli	Djaya	Raya：主要产品概述

（来源：PT Mangli Djaya Raya）

烘烤
深色晾烟

深色烤烟

弗吉尼亚烤烟

晾晒烟

类型
伯苏基

Javano

波约拉里

龙目岛

亚廷

卡斯图里

马都拉

帕伊通

爪哇岛

Rajangan

商品
捆扎烟叶-散装烟叶-

手工条-蛙式条

捆扎烟叶-散装烟叶-

手工条-去蒂烟叶

捆扎烟叶-散装烟叶-

手工条

散装烟叶-手工条

捆扎烟叶–散装烟叶

农民的烟丝

主要源区
任抹

波约拉里

龙目岛

东爪哇

任抹

马都拉

帕伊通

中爪哇

伯苏基–新埔头–加鲁特–龙目岛–

马都拉–Maesan–帕伊通-Ploso

价值深色晾烟的需求不断增加，这种烟草用于中式雪茄的茄芯、茄

衣和茄套。然而，克里斯蒂安还透露，MDR到目前为止“在打入中东

水烟市场方面还不是很成功”。他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印尼的弗吉尼

亚烤烟没有达到要求。“水烟烟草制造商需要低尼古丁/高糖的弗吉

尼亚烤烟（FCV），而印尼的FCV则恰恰相反，即高尼古丁/低糖。”

新冠对业务影响甚微
新冠疫情仍在大肆蔓延，所幸MDR的业务受到的影响很小，主

要涉及采购和物流。为预防新冠，该公司将定期现场烟草检查改

为收集样品进行室内检查。克里斯蒂安解释说：“收集样品时出现

了延误，这反过来又延长了我们的采购决策过程。”出口也被延

迟。“一些来自国外的订单由于各种情况而被搁置，比如港口关闭

或物流通道受限。”克里斯蒂安坚称，MDR的出口业绩保持“相当稳

定的销量”，但也坦承，该公司不得不在远

程取样上花费更多精力，而且在“通过电子

邮件或电话而不是面对面谈判交易”方面也

面临挑战。他总结道：“MDR试图通过提供

一个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可靠和成熟的网

络，把农民和制造商联系起来，我们在帮助

他们度过经济低迷期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己

的业务继续运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充

满挑战的时代的价值所在。”

   

Mayangsari公司
即将60周年，依然强大

Mayangsari于1960年开始成立，是印尼

最古老的烟草商之一，也是最著名的烟草商

之一。该公司主要在任抹附近拥有多个加工

厂，生产Besuki NO系列以及一系列晾烟（见

产品表）。“在过去的60年里，Mayangsari

一直向欧洲和美国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茄

衣、茄套和茄芯烟叶，”该公司的烟叶经理

埃里克•范•德林登（Eric van der Linden）

对《亚洲烟草》表示。Mayangsari利用直接

采购与合约种植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其烟草

需求。范•德林登说：“根据客户和市场需

求，我们在任何季节与100至200名合约农民

合作，种植150至325公顷的Besuki NO，”

并补充说，该公司“几乎100%”面向出口。

聚焦可靠的服务
范•德林登未透露更具体的市场，但向

《亚洲烟草》表示，Mayangsari向“欧洲、北

美、中美洲以及中东地区所有主要使用印尼

深色晾烟（DAC）和晾晒烟的制造商供货。”



www.universal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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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no的深色晾烟

PT.	Mayangsari：主要产品概述

（来源：PT. Mayangsari）

类型
伯苏基系列

亚廷

马都拉

卡斯图里

商品
散装烟叶–手工

条-去蒂散装烟

叶–捆扎烟叶-碎片

主要源区
任抹

帕伊通/伯苏基/任抹/绒网

马都拉

任抹

Mayangsari’公司的	Eric	van	der	Linden（左）和Jasper	Kuitems（右）以及高级
分级员Pak	Yanto（中）

（
Mayangsari公

司
供
图
）

美洲和欧洲“作为大型出口市场，它

们的地位同样重要”，这使得Mayang-

sari的优势更加明显。“Mayangsari

的悠久历史是建立在对优质烟草的可

靠采购、分级、加工、处理和包装的

持续关注上，加之出色的管理和运输

部门以及售后服务，”他说，“按照

这样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每

一位客户，无论规模如何，为他们的

产品找到合适的烟草，确保为其工厂

提供安全供应。”除了与世界各地的

当地制造商保持传统的良好关系外，

该公司甚至“在深色晾烟需求量较低

的市场培育了强大的市场份额。”

新冠并未影响销量或需求
尽管新冠病毒对Mayagsari的烟

草种植和采购方面没有带来任何问

题，但该公司的烟叶经理贾斯珀•库

伊特（Jasper Kuitems）承认，出口

方面出现了一些延误，“尤其是深色

晾烟。”库伊特说，客户通常会前往

印尼，以便现场检查商品。“但是由

于新冠疫情，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是不可能的。”Mayangsari目前留

给买家检查烟草质量的唯一选择就是

快递批量样品。

但是库伊特也指出，“这种

工作方式令客户满意。”最初，

实际装运也出现了延迟，因为样品

货物的清关时间比平时更长。自那

以后，这种情况明显缓解了。“现

在一切顺利，”库伊特说，他还坚

称，公司的销量或需求没有下降。

无论如何，正如埃里克•范•德林

登（Eric van der Linden）指出

的，“我们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了解临时关闭的港口、集装箱或船

舶可用性较低等情况，但到目前为

止，东爪哇没有出现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公司相信印尼烟草，尤

其是深色晾烟，将继续成为全球名

优雪茄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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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莫国际多位前任高管在Taat
任职

Setti Coscarella从全球最大

的烟草公司菲莫国际辞去首席战略

官一职后，成为Taat Lifestyle & 

Wellnes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目前

该公司正在推进Beyond Tobacco™卷

烟的发布计划。

Coscarella拥有Schulich商学院

MBA学位，专业经验丰富，曾在加拿

大“五大”金融机构中的三个机构中

担任分析师和投行管理职位，并在私

募股权和管理咨询领域担任过多个职

位。此外，Coscarella与人共同创立的

The Gentlemen’s Expo（TGE）展会，

每年在多伦多举行，这个消费者展会

每年能吸引超过25,000名参会者。在

菲莫国际任职期间，Coscarella负责低

风险产品组合的商业化团队，不仅设

立了新的业务部门，还开展了多项改

变加拿大低风险产品的营销活动。

此外，菲莫国际前商业化执行

官Tim Corkum也被任命为Taat的首席

营收官。Corkum在菲莫国际工作了20

多年，主要负责加勒比地区和加拿大

地区的业务，是公认的卷烟产品和低

风险产品商业化的行业专家。

曾担任奥驰亚集团和菲莫国际

增长战略官的Michael Saxon，也已

被任命为Taat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该

公司准备在2020年第四季度中旬在美

国推出Beyond Tobacco™，Saxon将针

对产品的上市和扩张战略向Taat管理

层提供建议。Saxon在消费品领域和

烟草行业都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他

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地区积累了超过

25年的业务拓展经验。

共和技术公司收购Innovative–
So	Good

共和技术公司（Republic Tech-

nologies）宣布已收购Innovative–

So Good公司。后者是位于法国昂古

莱姆的一家电子烟油制造商和烟草零

售商网络的独家设备分销商。

共和技术公司总部位于法国南

部的佩皮尼昂，生产三种高附加值

的优质产品：吸烟配件、电子烟油

和光学清洁产品。公司的目标是创

建一家高度创新的公司，成为电子

烟油市场的领导者和烟草零售商网

络的独家设备分销商。

此次交易收购了Innovative – 

So Good 公司100％的资本。负责合

并业务的共和技术董事总经理Oliv-

ier Partouche说：“So Good是一个

公认的品牌，客户对它的电子烟油

品质十分认可。感谢Cédric Lacou-

ture和他的团队，让So Good成为烟

草零售商网络的主要优质品牌。E-

CG电子烟油的互补性对我们来说也

是显而易见的，此次合并将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扩大产品范围，为烟草

零售商提供更多的支持。”

So Good的创始人Cédric Lacou-

ture说：“与共和技术公司共同开发

E-CG品牌，对我们的客户而言是个好

消息！在短期内，他们将能获得电

子烟油、电子烟和其他相关产品。

在我们收到的所有收购建议中，就So 

Good的未来及其发展而言，共和技术

公司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无需多言。

毫无疑问，通过联合E-CG品牌，我们

在2013年创立的品牌将拥有非常美好

的未来！”

塑料食品包装超越烟头	 首次
成为最常见海滩垃圾

海洋保护协会年度海滩清理工

作的最新报告显示，塑料食品包装

超越烟头，首次成为最常见的海滩

垃圾。

2002年至2014年间，塑料包装

占美国、欧洲、中国和印度塑料产量

的近45%，成为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塑

料废物流，但卷烟滤嘴在海洋保护协

会34年的海滩清理历史中一直稳居首

位。现在，烟头以420万个的数量屈

居第二，食品包装跃居榜首，清理人

员共收集了470万个食品包装。

RMIT用烟头烧砖
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RMIT）工

程学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一个方法，

即在烧砖过程中掺入废弃的烟头。

RMIT小组认为，利用不超过

2%的烟头废物制成的砖块不存在危

险，因此可以安全生产。

该过程的第一步是通过使用紫

外线设备对收集的烟头进行消毒，

紫外线设备对烟头消毒和除臭后，

可提供更好的清洁效果。去除细菌

和烟味后，就可以在粘土砖烧纸过

程的混合阶段将烟头掺入进去，在

此过程中，将水添加到砖粘土中，

并和其他添加剂中混合搅拌。烟头

有整个掺入、粉碎掺入、与其他材

料预混合后掺入等多个掺入方式，

因而砖头制造商能够生产含有不同

烟头比例的多种砖头。之后，烧砖

过程可以照常进行。

研究人员还发现，燃烧烟头中

残留的烟草时释放的能量很少，这

意味着在整个砖块燃烧过程中需要

的能量更少。在砖块中添加1％至

2.5%的烟头，一年就可以省出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州一百万个家庭产生

的能源。研究人员还发现，用1％

的烟头制成的砖还可以节省家庭能

源，因为由烟头回收材料制成的砖

的导热系数较低，从而可以减少空

调系统的使用次数。

新西兰首次计划降低卷烟价格
新西兰第一党领袖温斯顿•彼得

斯（Winston Peters）宣布，该党

计划停止通过征收高消费税来惩罚

吸烟者的措施，每包卷烟的平均价

格将不会超过20新币，并且会扩大

替烟产品的销量和销售范围来帮助

吸烟者戒烟。彼得斯说，政府目前

实施的“2025年无烟国家”的政策

效果并不理想，而针对休闲大麻合

法化举行的全民公投又是一次伪善

的、激化矛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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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认为年轻人，特

别是穷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继

续受累。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骗

局，他们一边说希望到2025年实现

无烟国家的目标，一边又在不断提

高烟草消费税。穷人已经负担不

起，而且主要是他们在支付离谱的

消费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

政策，劝说他们戒烟或者转向使用

新西兰吸烟与健康行动组织（ASH）

所说的更为安全的其他产品。与此

同时，我们可以用稳健的策略，让

穷人无需再通过牺牲日常消费支出

来维持他们的吸烟习惯。”

日本烟草连续5年被评为日本
LGBT最友好企业之一

日本烟草公司日前宣布，该公

司在2020年连续第五年荣获“自豪

指数（PRIDE Index）”中的最高排

名“金牌”称号。该指数由“自豪

工作（Work with Pride）”组织发

起，评估在日本的公司应对LGBT（同

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和其他性少

数群体相关的举措。

日本烟草认为，接受多样性并

从差异中发现价值，从而促进可持

续发展。该公司秉持的多样性并不

限于性别、性别认同、性取向、年

龄、种族以及经验和专业知识方面

的差异。

日本烟草采取了各种举措，培

养多元化，创造、发展并改善工作环

境，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现个

性，认可彼此的差异。该公司实施培

训计划，修订内部政策，致力于改善

环境，培育接受多种价值观的公司文

化，从而加强员工对LGBT的认识。这

些公司层面的举措促使分支机构在当

地参与LGBT相关的倡议。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和世界
蒸汽烟展将推迟至2021年5月

原定于今年1月在阿联酋迪拜举

行的两大行业盛会——世界烟草博

览会（WT）中东展和2021年世界蒸

汽展——已推迟至2021年5月。

WT中东展定于2021年5月24至25

日举行，世界蒸汽展将于5月24至26

日举行。

WT中东展预计将有超过250家国

际供应商参加，还将举行免费参加的

会议，目前已开放展位预订，而世界

蒸汽展的展位已售罄，这是在阿联酋

举行的首届蒸汽博览会。

INNCO对菲律宾FDA接受的
外国反烟团体的赠款表示担忧

国际尼古丁消费者组织网络

（INNCO）针对外国赠款对当地卫生

监管机构的影响表示担忧，担心这

可能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中低收入

国家减少可燃卷烟危害的努力产生

不利影响。

INNCO特别指出，一些得到彭博

社倡议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对菲律宾

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等卫

生监管机构有一定的影响力。

最近，英国公共卫生机构“知

识行动改变（KAC）”发布了“燃

烧的问题：2020年全球烟草减害状

况（GSTHR）”的虚拟演示，INNCO

总裁Samrat Chowdhery在该演示中

说：“彭博社的非政府组织也刺激

了腐败，他们通过金钱选择烟草政

策。菲律宾FDA在推行反蒸汽烟政

策，他们的立法者最近质疑这与FDA

从这些非政府组织获得资金是否存

在利益冲突。”

菲律宾FDA的一位高级官员此前

在一次关于电子烟和加热烟草制品

（HTP）指南的在线公众咨询会上承

认，在起草电子烟和加热烟草制品

法规的过程中，该局收到了彭博社

倡议组织和欧盟的外国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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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GA一直奋斗在保护
烟农利益的前线

数十年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WHO FCTC）一直是WHO投入资金最

多的一个部门，在反烟草消费斗争中发挥了

引导作用，并将烟草消费定义为“全球流行

病”。自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项国际条约强调

烟草流行以来，对烟草控制的重视程度，似

乎超过了其他疾病（如疟疾和艾滋病毒）以

及其他结构性问题（如卫生系统的改善）。

缔约方大会（COP）每两年召开一次，

重点讨论FCTC的主要目标，旨在敦促全球各

国政府代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烟草，加

大资金打击烟草活动。

新冠疫情期间	FCTC
并非ITGA的当务之急

世卫组织在2016年和2018年修订了《流

感风险管理》，并向全球发出警吿——全球

可能正面临着致命流行病的威胁，但对FCTC

秘书处负责人维拉•路易斯•达•科斯塔•席尔

瓦博士（Vera Luiza da Costa e Silva）

来说，控烟仍是头等大事，即便是她在今

年2月（新冠疫情开始之际）离职后也是如

此。由于疫情爆发，原计划在荷兰举行的

2020年第九次缔约方大会（COP9）不得不推

迟到2021年。世界各地的烟草业、政府和吸

烟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新冠是一种直接影

响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一事实不可否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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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凸显了FCTC条例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该病毒的复杂性，许多研究得出的结

论相互矛盾。一些研究表明：吸烟者更容易感染该病毒，而其他研究结果则

相反。

尽管如此，FCTC的主要结论是，疫情对吸烟者的影响最为严重。因为

在吸烟时，手会接触到口，或通过共享水烟斗等烟草制品，使得吸烟者被感

染的风险更高。因此，WHO FCTC建议各国政府实施更严格和更积极的烟草控

制法规。事实证明，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实施新的烟草禁令，这种方法非常有

效。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南非政府

实施的烟草制品销售禁令，持续了

将近5个月的时间，导致烟草黑市

交易急剧增长。印度和博茨瓦纳也

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禁令期要短

得多。此外，南非正在实施更严格

的法律来规范烟草制品和电子烟设

备。新法案旨在通过禁止在公共场

所吸烟，更好地规范电子烟，并减

少二手烟的影响。

同样，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

正在考虑出台一项法令，禁止销售

gutka烟和paan masala烟这两种传统

烟草产品。印度在疫情封锁政策开

始之初就禁止使用烟草制品，并禁止

在公共场所随地乱吐无烟烟草产品和

paan masala。印度卫生部长还倡导印

度民众在疫情期间不要吸烟。此外，

非政府组织Shram写信给联盟财政部

长和卫生部长，要求他们规范该国无

烟产品的无组织制造、分销和销售，

以保护公民健康、减少烟草消费并遵

守FCTC计划。

此外，亚洲、俄罗斯和孟加拉

国最近也一直在考虑增加税收。俄

罗斯的目标是将卷烟消费税提高20

％。在孟加拉国，政府最近将每盒

比迪烟税率提高了4％，导致许多比

迪烟工厂停产。

欧洲有几个国家计划通过实施

更严格的法规来加强烟草立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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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GA紧密监测挑战及
其对烟农的潜在影响

产品的税收收入。此外，还计划加强烟草监

管框架，特别是有关电子烟产品和其他电子

烟设备的法规。为了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

西班牙在加利西亚和加那利群岛禁止取下口

罩，从而禁止公众吸烟。随着新冠感染数量

的不断增加，这项措施现已扩展到该国其他

地区。该措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同样，德国批准了禁止户外烟草广告的

规定。该禁令范围将逐步扩大，适用于所有

烟草制品。新的禁令只允许在R18+电影中播

放烟草广告（仅限18岁以上的成年人），并

且还将禁止在除烟草专卖店以外的地方免费

分发样品。

控烟政策收紧的国家还有美国和澳大利

亚。美国已经禁止使用风味烟草产品，疫情

危机过后，诸如《青春期健康》和《滤芯》

杂志这样的电子烟反对派，一直在敦促政府

疫情期间禁止销售所有电子烟产品。电子烟

反对者的研究表明，使用这些装置会增加患

上这种疾病的风险。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是

世界上烟草法规最严格、反烟草运动支出最

高的国家之一。尽管疫情爆发，澳大利亚也

不甘落后。9月，该国再次提高了烟草税，

使其成为吸烟代价最昂贵的国家。此外，澳

大利亚的卫生监管机构拒绝了菲莫国际IQOS

的销售申请，与将于2021年初生效的禁止进

口尼古丁电子烟的相关规定不谋而合。

众所周知，平装是WHO FCTC倡导的关键

政策之一,目前仍处于早期实施阶段，不过

最近获得了WTO的批准。WTO指出，健康问题

比贸易问题更应优先考虑，批准这项政策可

为各国未来的平装烟草法规铺平道路。 

全球烟草立法的其他方面也有进展。

美国FDA最近批准菲莫国际的IQOS产品作为

改良风险烟草产品在美国销售。IQOS是继瑞

典Match口嚼烟草产品将军牌鼻烟之后，迄

今为止第二个获此类别批准的烟草产品。然

而，WHO FCTC指出，加热不燃烧产品也是烟

草制品，因此FCTC的规定也完全适用。

中西班牙最为严格。该国已经禁止在公共场

所吸烟，并准备进一步扩大无烟区域。此

外，政府计划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增加税

率，避免大量购买烟草产品，平衡不同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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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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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洲在许多方面的发展各不相同，

但就烟草种植而言，它们还是有共同点的，即

实施系统性的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曾在“第一

世界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鸿

沟，很大程度上已被消除，全球化使各大洲的

举措看起来极为相似。这是一件好事，因为

GAP在提升成本效益、烟叶产量、烟叶品质和

价格稳定方面非常重要。GAP的许多目标也与

ALP（农业劳动实践项目）和STP（烟草生产可

持续发展项目）紧密相关。

欧洲
意大利烟草加工者农业合作社（TTI）

目前有174个成员，其中大多数位于意大利

中部的翁布里亚省（73％），其余位于威尼

托北部地区。自2012年成立以来，TTI一直

致力于推动实施GAP。总监吉尔伯托•米力

（Gilberto Milli）称，他们最新开展的项

在实施烟草种植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方面，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方法
各不相同，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欧非亚三大洲GAP鸿沟基本消除TTI新品种实验田
TTI供图

目是在2017年启动的，加入了ALP和STP目

录，进一步完善了GAP目录。每年向农民会

员发布GAP内部指导规范，TTI现场技术人员

随后监督实施情况。同样，TTI农民成员每

年会在一对一的会议上收到GAP报告，讨论

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的表现，并在必要时接受

建议进行调整。

GAP计划进展顺利
米力表示，TTI在向种植者推广GAP计

划期间从未遇到任何困难。他说：“他们

非常热情，100％的种植者都在参与这项计

划。”浏览一下TTI当前实施的GAP计划（详

见表格），就能发现这些措施涵盖了烟草生

产从烟种挑选到烟叶烘烤的各个环节，旨在

全方位改善烟叶种植。例如，根据当前的土

壤条件精心选择幼苗，可以提高烟叶产量和

质量；施肥管理可节省成本，保护地表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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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某农场准备移栽

TTI供
图

TTI：目前实施的GAP措施

来源：意大利烟草加工者农业合作社

GAP措施
烟叶品种

正确施肥

作物保护剂（CPA）

打顶、抑芽

烟叶采收

烟叶烘烤

烟叶分级

非烟物质（NTRM）

烟叶储存

烟草生产可持续发展

项目（STP）

采集样品

概述
引入新品种，进行试种；如果试种成功，逐步扩大种

植面积

定期检测土壤，建议施用合适的肥料

控制每公顷烟田施用作物保护剂的PHI和GRL残留量

选择合适的时机打顶和施用抑芽剂

根据叶茎的位置调整采收时间

提供正确的烤烟管理建议

以正确方式管理湿度，分拣出不合格的烟叶

鼓励烟农去除非烟物质

采用C48 IB方式储存烟叶，防止跌落或倒塌事故发生

培训烟农遵守道德或生态生产标准

采集样品，检测作物保护剂残留量

地下水；农药残留水平低于CORESTA（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中心）

规定，有助于减少土壤污染和叶片污染；正确的烘烤方法不仅能降

低能源成本，还能抑制烟叶灼伤或霉菌生长等叶片缺陷。他们还将

在2021/22烟季进一步推进节水措施。由于低尼古丁烟叶市场需求增

加，TTI已开始研究将更多土地用于种植合适品种的可行性。尽管米

力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确切的时间表”。

好处和惩罚并存
坚持遵守GAP，并参加TTI的GAP项目，可为种植者带来很多福

利。例如合作社的经济援助，TTI购买的化肥和农用化学品价格要比种

植者自己购买便宜得多。米力表示，TTI为“大约70％”的农民会员提

供烘烤设施。如果需要，TTI会在旺季期间协助雇用农场工人，并提供

种植机械。不过，不遵守GAP也会受惩罚。“种植者如果未能达到约定

的质量标准，肯定会被压价，”米力解释说。“发现太多NTRM（非烟

物质）也会被压价，化学残留物含量超标，我们甚至可能会拒收。”

欧盟“袖手旁观”
有趣的是，TTI的GAP目录主要是由合

作社的农艺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地区监管机

构发布的一般农业法规指导制定的。“并没

有专门国家机构规范烟草种植和发布相应的

GAP指导规范，”米力指出。“地方机构发

布的GAP指南主要针对一般农产品的生态安

全，与作物类型无关。”但是欧盟呢？毕

竟，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每年

的烟叶产量也很大。“也是什么都没有，”

米力讽刺地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欧盟似

乎对烟草种植毫无兴趣，宁愿彻底根除它。

因此，欧盟不会提供任何支持，也不会制定

GAP指南，什么都不会做。”

非洲
过去几十年来，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一直

是全球极为重要的烟叶供应国，烟叶产量和

质量稳步提升，部分原因是烟农遵守GAP承

诺。许多本地公司，例如总部位于哈拉雷的

Torryblue Investments 公司，是全面实施GAP

计划的主要推动者。“GAP的主要目标是持续

提高烟叶产量，同时通过提高品质，获得较

高价值，改善种植者的生计，”Torryblue营

销经理Petunia Chitiyo总结道。

GAP项目重视基础知识
因此，公司的GAP项目重点是最关键的

基础知识（详见表格）。首先是对农民进行

初步培训，然后监控合规性，最后评估措施

的影响，并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该公司

最新的GAP目录，是在2018年引入的作物灌

溉支持。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津巴布韦的

气候变化通常会带来负面影响，农场颇受长

期干旱天气的困扰。Chitiyo告诉《亚洲烟

草》，“干旱天气频繁出现，启动和实施灌

溉支持计划仍是提高作物产量的关键”。

确保农民合规很容易
与非洲地区其他公司一样，Torryblue

实际上仅依赖于每年与其签订合同的中小型

农场。Chitiyo解释说：“根据土地所有权

和烟草种植经验，以及他们过去向烟草业营

销委员会（TIMB）备案的烟草生产记录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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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yblue公司交易的津巴布韦叶片

Torryblue Investments公
司
供
图

Torryblue公司：目前实施的GAP措施

来源：Torryblue	Investments公司

GAP措施

烟农培训

现场管理人员招募与

培训

风险评估

种植者评估

到访烟田

评估、控制

概述

介绍GAP措施，让种植者熟悉流程

推动和监督GAP措施，向烟农提供支持

定期进行风险评估，消除潜在风险

基于GAP实施情况对每位烟农进行评估，如有必

要，提供建议予以纠正

定期到访烟田，解决有关GAP的事宜

审核所有GAP实践活动，根据要求调整GAP目录

挑选”。签订合同后，烟农将自动遵守TIMB的规定，同时，该规定

也适用于Torryblue和其他烟草公司实施的GAP计划。

Chitiyo表示，确保农民遵守各种措施并不难。“而且，如果

偶尔出现问题，我们经验丰富的资深农艺师团队，能够为他们提供

建议和支持。”此外，我们还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农用化学品，烘

烤燃料和物流服务。Chitiyo指出：“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持续

的培训，让种植者了解如何有效利用GAP计划提供的知识和物料供

应。”挑选合适的土地，使用优质种子，正确使用农用化学品和作

物保护剂（CPA），把握打顶、抑芽和采摘时间——所有这些措施都

有助于降低种植者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和等级低而造成的损失。

津巴布韦政府带头推动GAP项目
现场管理人员韦伯斯特•姆贝维里（Webster Mbeveri）说，某

些举措也为环境保护铺平了道路。他说：“为了减少森林砍伐，我

们鼓励农民不再使用柴火烤烟，而是改用燃煤或电加热的烤房。”

同时，鼓励种植者在各自的地区种新树，这也是TIMB一直提倡的项

目。目标是每年向全国的烟草种植者分发300,000多棵树苗。“我们

还敦促所有烟农实施土地保护和废物管理措施，消除烟草价值链中

的童工现象，”姆贝维里补充说。但最终还得依靠津巴布韦政府发

挥引领作用，继续推动可持续的烟叶种植，协助烟农提高烟叶质量

和价格。姆贝维里解释说：“TIMB和政府相关部门非常重视提高农民

的意识，大力推进涉及烟叶种植方方面面的培训计划，确保烟叶生

产，包括稳步推进灌溉措施，干旱地区的恢复工程等。”然后由Tor-

ryblue等私人商业公司实施GAP项目，贯彻政府的指导原则和建议。

亚洲
联一国际（AOI）在亚洲地区取得的成就较为显著。区域农学部

门拥有330名员工，为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泰国约16,600名合

同农民提供支持，而且还通过第三方供应商与中国和越南的农民合

作。亚洲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

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种植区。因此，对于联一国际这

样的大型烟叶供应商来说，保持积极的活跃度在这里意义重大。

GAP计划基于三大支柱
精心制定的GAP计划是联一国际管理策

略的一部分，并且确实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

关。“每项GAP措施都是基于对烟草种植地区

的风险和趋势的仔细评估，不断调整和改进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要求，”联一服务泰国有

限公司（总部位于清迈）的亚洲区域农艺总

监莱安德罗•西尔维拉（Leandro Silveira）

解释说。他说，联一国际的全球可持续性计

划基于三个“P”支柱：即生产者（Produc-

ers）、人（People）和地球（Planet）。自

公司2002年正式采用GAP以来，在亚洲实施了

许多基于这三大支柱的项目。

烤烟燃料改用棕榈油仁壳
例如，在过去五年中，联一国际在开展

森林和木材管理活动期间，在亚洲种植了大

约600,000棵树苗。在印度尼西亚，人们传

统上使用煤油烘烤烟叶，大约在12年前，开

始使用以木材为燃料的烘烤炉，联一国际的

造林活动解决了森林砍伐的问题。该公司还

用棕榈油仁壳（POKS）作为替代木材的新燃

料。但是，这需要将现有烤房中的烤炉燃料

从木材改为POKS。西尔维拉说：“在接下来

的四年中，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签约种植者

合作，成功将全部烤炉燃料换成了POKS。”

他表示，为农民节省了30％的成本，保护了

大约100万棵树木。



  tobaccoasia  71 

联一国际亚洲区域农艺总监莱安德罗•西尔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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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一国际：目前亚洲实施的GAP措施

来源：联一国际服务泰国有限公司

措施
注册登记

苗床

烟种

选择烟田

土壤采样

植株间隙

施肥

土壤、水分保护

植物种群

作物保护（CPA）

打顶

采收

烤烟

机械化

打包

概述
只与愿意遵守良好农业规范（GAP）和ALP规定的农

民签约

从传统苗床转到托盘育苗，降低烟苗死亡率

根据抗疾病能力选择烟种品种

根据植株品种选择合适的烟田：土壤类型、排水系

统、烟田坡度，不存在土传病害

确定宏观和微观营养素、有机物质、pH水平等，以

便育苗前采取纠正措施

根据历史数据和天气预测，确定每块种植区域的合

理间隙

根据土壤分析结果推荐肥料

少耕、用稻草秆覆盖，如有需要覆盖两层

合理布局烟田密度，保证品质

仅允许使用符合国际标准和PPE法规和条款的产品

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打顶高度和时机

对烟农进行培训，确保采摘符合要求的成熟烟叶，

提升品质和产量

改进烘烤系统，包括烤炉、烤房的设计和保温性

能、安装温度计和湿度计，采用可持续的生物燃料

（棕榈油仁壳）等

使用收割机，例如在印度引入鲜烟叶切割机用于

Rajangan晾晒烟

采用散叶整包捆扎的方式，替代捆装烟叶

大量实用示例
废物管理是联一国际在亚洲实施GAP和STP计划成功解决的另一

个问题。作物保护剂包装瓶经常得不到妥善处理，对农民的健康和环

境都有风险。“从2014年推出该计划以来，我们已从合约农场收集了

将近800万个废弃作物保护剂包装瓶，并进行了安全处置。这相当于

1,783吨危险废物，否则这些废物可能会最终危害环境，”西尔维拉

解释说。然后是生产成本、劳工惯例和效率问题，这同样是联一国际

在亚洲活动的核心。西尔维拉告诉《亚洲烟草》：“我们已经采取了

许多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烟叶品质，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减少童工风险。”他用了一长串实例说明了这些举措的好处：

•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为种植者提供手持耕种机，比手工耕种

节省了 75％的劳动力；

•在印度尼西亚引进切叶机，比手动切割节省了90％的劳动力；

•现在推广散叶整包捆扎的方式，每公顷可为农民节省约12个

工作日；

•弗吉尼亚烤烟烘烤转用POKS燃料和气化炉后，印度尼西亚每公

斤干重烟叶节省38％的能源。该公司目前正在缅甸推行类似措施；

•针对香料烟叶，联一国际引入了穿线机，比手动穿线的人工

成本降低38％，童工风险显著下降。

•最近，该公司开始尝试用烟苗移植机，初步结果显示劳动力

预计减少31％。

持续审查和调整是关键
西尔维拉表示，联一国际会对当前的这

些举措不断审查和调整，以提高烟叶品质，

为“我们在亚洲地区的合约烟农及其社区”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因此，联一国际的

所有合同种植者都必须遵守公司的计划，包

括ALP计划。实际上，ALP是联一国际GAP计

划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该公司致力于在烟

草生产的所有领域促进安全和公平的工作

条件。“我们的现场团队与合同农民密切合

作，不断改善工作场所的规范，以防止童工

和其他形式的非法、不公平或不安全的工作

条件。”

将推出更多GAP项目
西尔维拉还列出了一些2021年将针对亚

洲合同农民提供的项目。在印度，该公司将引

入白肋烟托盘育苗，预计“产量会有提高”。

他补充说：“在田间，我们将改进打顶工艺，

改善叶片质量，并通过割茎节省成本。”在泰

国，该公司计划“将白肋烟作物转变为尼古丁

含量较低且结构开放的品种”。联一国际还

将在其他地区“探索从手工摘叶到割茎的方

法，并引进托盘育苗”。西尔维拉和他的团

队估计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会非常忙碌且富有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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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
ITGA年会（线上）
2020年11月19日

www.itgaevents.com/events/agm-2020/

202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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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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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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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博览会欧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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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1年5月2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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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蒸汽大会
2021年5月24-25日

阿联酋迪拜

www.worldvapeshow.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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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054065-Tobacco Industry Product
A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 (1) comprising a mouthpiece (3) having a mouth end (4) 
positionable between the lips of a user is disclosed. The mouth end comprises an organo-
leptic substance (5), so that the organoleptic substance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the user’s 
lips during use. A transverse cross sectional profile of the mouth end comprises major (Al) 
and minor (A2) axes that are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The profile being longer in a 
direction extending along the major axis than in a direction extending along the minor axis.  

Browse recent: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London (GB)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54065
Inventors: Juan NICHOLLS, London (GB)

2020/0054067-Filter Element and Method for Manufacturing Thereof
A filter element for an aerosol-generating article is provided, the filter element including a 
hollow tubular portion with an inner surface; and a flavourant deposited directly onto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hollow tubular portion. A forming device and a method for manufactur-
ing a filter element for an aerosol-generating article are also provided. 

Browse recent: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Neuchatel (CH)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054067
Inventors: Alessandro BEGHIN, Bologna (IT); Nicolo ZUFFA, Bologna (IT)

2020/141300-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Packaging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The present disclosure relates to apparatus 
for packaging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The apparatus includes a track (5) and a 
plurality of carriers (4) that are configured to 
move along a path defined by the track, 
each carrier being adapted to carry a group 
of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and a wrapper. 
A sealing station (9) is located along the 
path and is configured to seal the wrappers 
about the groups of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to form sealed bundles of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A process station (10) is 
also located along the path and is configured 
to extract gaseous fluid from and/or input 
gaseous fluid into the sealed bundles of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Browse recent: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B/GB]; Globe House, 
1 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USPTO Application #: #2020/141300
Inventors: BRAY, Andrew Jonathan;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e House, 1 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2020/148538-Tobacco Constituent Releasing Components, Methods of Making the 
Components and Articles Comprising the Components
Tobacco constituent releasing components, methods of making the components and 
articles comprising the components The invention relates to tobacco constituent releasing 
components comprising an agglomerated structure formed from a precursor composition 
comprising tobacco particles and one or more aerosol forming agents. The invention also 
relates to processes for preparing tobacco constituent releasing components, and to 
various tobacco industry products including the tobacco constituent releasing components.

Browse recent: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B/GB]; Globe House, 
1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USPTO Application #: #2020/148538

Inventors: LINK, Matthias; c/o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e House, 
1 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YILMAZ, Ugurhan; c/o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e House, 
1 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FRANKE, Diet-mar; c/o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e House, 
1 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PLliCKHAHN, Frank; c/o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Investments) Limited, Globe House, 
1 Water Street, London WC2R 3LA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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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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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31)

Changde Tobacco Machinery
www.ccdtm.com
(Pag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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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l & Cotton International
www.hailcotton.com
(Page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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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15)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44)

IMA T&T
Tel +39 051 6525111 
www.ima.it
(Page 23)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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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Lukowa Tobacco
Tel +48 692 449 466
biuro@lukowatobacco.pl
www.lukowatobacco.pl
(Page 24)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www.moon-smoking.com
(Page 37)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39, 65)

Nicos Gleoudis Kavex
Tel +30 2310 536 204
ngk@kavex.net
www.kavex.net
(Page 55)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21)

Propix Technologies
info@propixtech.com
www.propixtech.com
(Page 27)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3)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33)

Socotab Fran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3)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25, 51)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C-3)

TANN Holding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35)

TMQS GmbH
www.tmqs.de
sales@tmqs.de
(Page 47)

TSAL
info@tsalengineering.com
www.tsalengineering.com
(Page 19)

Tobacco Plus Expo
tobaccoplusexpo.com
(Page 67)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13)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59)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5)

Zhejiang Techmay
Tel 0086 5707567520
techmay@techmaypaper,com
www.techmaypaper.com
(Page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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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l & Cotton operates in most of the world’s tobacco-producing 

regions, where our experienced and skilled people grow, purchase, 

process and store tobaccos to satisfy every taste. 

We see our work as a privilege, and in return, it’s our obligation to do 

business the right way, with a commitment to product integrity, sou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what’s good for the world is good for our business.

YOUR GLOBAL SOURCE 
FOR FINE TOBACCO:

DARK FIRE CURED
DARK AIR CURED
SUN CURED
FLUE CURED
BURLEY
ORIENTAL

HAILCOT TON.COM 

When the world gives you its finest tobaccos, 
you give something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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