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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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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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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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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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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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ertise in naturally reconstituted tobacco.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high-quality filler, binder, wrapper,  
one-leaf, and tipping paper which can be tailored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WE ARE TOBACCO 
ALL YOUR TOBACCO NEEDS IN ONE COMPANY

www.universalcorp.com

Universal is consistently looking for ways to serve our customers’ current and future 
needs in the global market. Contact us to discuss how Universal can help you move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Congratulations to Tobacco Asia Magazine on it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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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tira Medvedeva 
副主编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项目要运作，新

的目标要实现，还有新的一年计划，我们可能会坚

持，也可能不会，比如新的健身会员，速效节食，

或戒烟计划。

2021年是《亚洲烟草》出版的第25个年头，我

们对此深感自豪。从2021年1月/2月刊开始，我们

正式将出版计划从以前的每年五期增至六期，即双

月刊。此后，我们《亚洲烟草》将为读者呈现中英

文版的更多特写和行业动态。

尽管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www.tobaccoasia.com，

获取《亚洲烟草》的现刊和历史期刊，但由于我们

计划即将有所变动，所以建议您继续订阅。

尽管2020年历经磨难，但奥驰亚集团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吸烟量一直

在增加，销售额保持稳定，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下滑。

很明显，由于各种封锁，人们外出、旅行和用餐的机会减少，所以空出

来很多时间，手里也有更多的钱。就连美国FDA也承认，无论是出于健康和

失业考虑，还是仅仅是由于封锁造成的精神影响，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都经

历了更大的压力和焦虑，这可能是导致“卷烟销量下滑低于预期”的一个因

素。此外，由于电子烟税提高、禁令实施以及2019年的EVALI事件后，人们对

蒸汽烟对健康的影响感到困惑，因此一些电子烟用户转而使用传统卷烟。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美国。以韩国为例，2020年卷烟销量增长了4.1%，20

支装卷烟销量为35.9亿包，而2019年为34.5亿包。截至2020年12月31日第四

季度，奥驰亚的销售额增长了4.9%，从2019年的60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63

亿美元，其中卷烟和雪茄的收入达到56亿美元。

奥驰亚并不是2020年唯一一家取得积极成果的公司。在意识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严重后，菲莫国际、英美烟草、日烟国际和

帝国品牌也都调整了销售或利润目标。

2021年的消费和产品前景当然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包括消费者

行为的变化、立法的变化、封锁期、新冠疫苗的推出、生活方式的改变等。

一些烟草公司可能会关注Pyxus International和帝国品牌最近发布的公

告，他们透露将资源重新聚焦传统烟草。Pyxus宣布退出大麻业务，并将专

注于利润更高的烟草和电子烟液业务，而帝国品牌的新任首席执行官斯蒂

芬·博姆哈德（Stefan Bomhard）表示，公司将以卷烟销售为目标，优先投

资于英国、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这几大市场共占该公司可燃卷

烟利润的72%。下一代产品（NGP）领域可能会继续强劲，甚至有新的突破。

现在说可能还为时过早，但2021年应该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尤其是在

InterTabac/InterSupply等大型展会步入正轨的情况下。现在，随着对新冠

病毒、疫苗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新常态”等问题有了更好的认知后，企业可

以重新振作起来，全力以赴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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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德：《亚洲烟草》创刊25年，时光流逝四分

之一世纪。您认为该杂志长盛不衰的秘诀是什么？

江格伦：事实上，就全球烟草行业贸易杂志而

言，经久不衰的并不是那么罕见。尽管在过去几

年我们的两个长期竞争对手停止出版，但《亚洲

烟草》仍有另外两个竞争对手——而且它们的创

刊时间都比我们长。但是，我们在一众高手中能

够脱颖而出，是因为我们聚焦并辐射亚洲地区，

而亚洲可以说是世界上烟草业最具活力的地区，

现在拥有新兴的雾化行业和新一代产品行业。

发行人江格伦25年来

聚焦烟草行业
本期标志着《亚洲烟草》25周年银庆。回
首过去，我们的特约编辑托马斯·施密德
（TS）为此采访了发行人江格伦（GAJ）。

施密德：为什么选择曼谷作为总部？为何不是印度尼

西亚或印度呢？毕竟，这两国都拥有广泛的烟草行业。

江格伦：《亚洲烟草》于1996年在纽约市成立，但我们

很快意识到，如果我们想有效地报道亚洲的烟草行业，

我们需要立足于亚洲。为了尽快投入运作，我们决定先

在曼谷这个成本较低的地方作为过渡。我们计划最终转

移到一个被公认为国际枢纽或地区枢纽的地方，如香港

或新加坡。但后来，曼谷自身也迅速发展成为这种枢

纽。所以，转移计划被放弃了。留在曼谷的另一个考虑

因素是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便利。1到5个小时的航

班可直达亚洲任何地方；还可以轻松飞抵世界上几乎所

有其他地方。曼谷的位置对我们来说非常便捷，我不想

以其他地方为总部。

施密德：这些年来杂志的读者群是如何开发的？

江格伦：一开始我们只严格报道我们的核心知识库，

即烟叶和烟草制造。但是，不久之后，我们也开始将一

部分页面用于报道批发和分销细分领域，从而吸引了更

多的读者。现在我们当然也非常关注雾化产品和新一代

产品。我们不断增长的读者群和逐渐累积的用户基础，

反映了我们日益扩大的覆盖范围。我敢说，在今天的全

球烟草业中，至少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亚洲烟草》。

我们在“烟草行业”已经家喻户晓。

施密德：为什么每一期杂志都同时有中文版和英文版？

江格伦：由于我们超过1/4的读者和订阅者都在中国，

我们必须发行中文版。我们需要为读者提供他们喜欢的

语言版本。没有其他竞争对手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

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如我们。

施密德：为什么烟草行业的专业人士对亚洲如此关

注？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趋势，还是亚洲一直备受

关注？

江格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烟草业就对亚洲给

予了颇具先见之明的敏锐关注。像我这样的亚洲迷都记

得，长期以来，亚洲大部分地方由烟草垄断企业经营，

基本上不允许外国产品进入各自的市场。说实话，很明

显是美国政府最终施压开放了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

市场，还有较小程度开放的泰国。美国成功地实施了一

点贸易制裁，威胁说除非各市场开放美国卷烟进口，否

则将禁止他们进口汽车、电子产品等。

施密德：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杂志25年来的一些

成功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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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烟草行业
江格伦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郊区出生长

大，在泰国首都曼谷居住了近20年，他在那里创办了

十月多媒体出版公司。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他

年轻时曾与许多期刊和有线电视密切合作。但是，他

也曾一度涉足过图书出版业。这一切对江格伦来说已

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在过去25年里，他主要聚焦烟草

行业的贸易媒体和展会。江格伦是《亚洲烟草》杂志

的主编和现任发行人，该杂志是唯一一家致力于亚洲

充满活力的烟草行业的贸易期刊。此外，他还是全球

咖啡和茶行业领先的商业杂志STiR的主编和发行人。

江格伦：非常乐意，从纽约市搬到亚洲对我们来说非

比寻常。2009年10月，十月多媒体公司收购了《亚洲烟

草》。从那时起，我们日益发展壮大，我们的报道更加

全面——这无疑是我们今天被视为全球领先行业出版物

之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加入十月多媒体旗下不久，我

们还开始与德国多特蒙德展览公司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代理亚洲几大市场参展InterTabac及其后来的InterSup-

ply展会事宜，其中全权代理中国展商。

施密德：如果说《亚洲烟草》经历过高光时刻，那肯

定也遭遇过一些低谷或危机，介意分享一下吗？

江格伦：当然可以，今年是该杂志迄今为止最艰难的

一年。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客户，大部分客户都与我们

同舟共济。但我们向全球订阅用户提供纸质版《亚洲烟

草》，必须应对分销成本呈指数级上升的情况，而In-

terTabac 2020的推迟也是一大挑战。让我们与客户和业

内支持者一起期待2021年更加美好。

施密德：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越来越严苛的法规

和限制，您认为全球烟草业的未来会如何？

江格伦：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传统卷烟吸烟者会接受雾

化产品和加热不燃烧（HNB）产品，甚至更喜欢。而且，

由于人们认为它们的危害比传统卷烟要小得多，所以这

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趋势。雪茄和其他烟草产品（OTP）将

继续成为人们喜爱的、危害较小的产品。反烟草势力反

对推出危害较小的产品，这反而对那些他们声称要帮助

的人造成了伤害。他们阻止吸烟者换用卷烟替品。我的

观点是，反烟势力让卷烟替品听起来令人忌讳，而事实

并非如此，这样很糟糕；我们应该鼓励吸烟者去尝试，

而不是扼杀它。

施密德：你预测亚洲未来会如何？中国的影响力与日

俱增，将如何影响这一局势？

江格伦：我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对外国烟草产品进行有

意义的边境开放。是的，人们可以在中国购买外国高档

卷烟品牌，但这对外国品牌所有者而言并不是一个平等

的竞争环境。然而，即使市场开放，竞争环境趋平，外

国卷烟在中国的表现如何仍然是个问题。似乎中国消费

者总体上更喜欢中国卷烟，而非外国卷烟。至少在今天

市场限购的情况下是这样。雪茄制造商在中国确实有机

会，但要让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这仍然相当困难。

施密德：《亚洲烟草》未来几年将走向何方？在我们

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实体印刷出版物是否还有一席之

地？最重要的是什么？

江格伦：多年来，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预测印刷媒体的

消亡。但是，贸易杂志市场仍然很强劲，尤其是在我们

经营的利基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刷出版物

仍将是我们的主要业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

了数字媒体。《亚洲烟草》的网站（tobaccoasia.com）

访客流量逐季增长。我们的半月刊《亚洲烟草通讯》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全球成千上万的烟草业人员，并获得

了读者的反馈。

施密德：25周年纪念是一个特殊的时机。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有没有特别的个人或公司陪着《亚洲烟草》一

起走过雨疏风骤，踏过风平浪静，见证了里程碑式的辉

煌，您希望借此机会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吗？

江格伦：需要感谢很多公司的支持，特别是那些全年

都在《亚洲烟草》做广告的公司，从我们成立之初就一

直和我们在一起。我这里不一一点名了，因为名字太多

了，我不想落下任何人。我也很高兴在过去几年遇到了

许多业内的优秀人士。有些人来去匆匆。但我要特别感

谢两位始终支持《亚洲烟草》的人。其中一位是北京烟

草在线的廖天亮，他一直是合作伙伴，是《亚洲烟草》

的良师益友。他的团队目前撰写了我们大部分来自中国

的报道，并将我们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另一位我要特别

感谢的是印度Hitkari Multifilters公司的艾伦·希卡

里（Arun Hitkari）。当时我在曼谷郊区的两人办公室

里，艾伦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祝贺我移居亚洲。无论是天

涯海角，每次和两位相逢总是非常愉悦，虽然见面的机

会非常少。我真的很期待2021年有相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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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G反倾销指控被撤销
2020年12月7日，美国商务部

（DOC）裁定韩国出口商以5.48%的

比率在美国倾销四档卷烟，随后，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以三比

二裁定KT&G公司的四档卷烟未对美

国产业造成损害，美国政府撤销了

对该公司的反倾销指控。

该反倾销请愿书是2019年12月

由反韩国卷烟联盟提出的，该联盟

的成员为Xcaliber International

和Cheyenne International公司。

四档卷烟的烟支长7-12厘米，

烟周直径小于1.3厘米，烟草混合物

由10%或更多的烟梗组成。

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由DOC和ITC

开展，分别调查倾销幅度，研究产

业损害。如果任何一方提出否定的

决定，即表示撤销对KT&G的指控，

案件结束。该公司还将得到美国海

关自7月以来所征收关税的补偿。

政府针对烟草禁令裁决提起上诉
2020年，南非政府禁止销售烟

草制品，西开普省高等法院裁决此

举违宪，为此，南非政府对裁决提

出上诉。 

此前，随着新冠感染人数再次

出现，又一轮严格的封锁限制措施

出台。烟草行业机构担心，去年持

续了近5个月的烟草销售禁令可能会

卷土重来。

政府在上诉文件中辩称，法院

对专家证据的处理方式不一致，受理

了申请人提供的专家证据，而对政府

专家提供的证据未给予充分重视。

政府质疑禁止销售这些产品侵

犯了吸烟者和雾化者身心健康的权

利，包括对其身体的安全和控制权

的裁决，指出这不符合第45条不禁

止使用这些产品而只禁止销售这些

产品的规定。

英美烟草启动美国新冠疫苗试验
英美烟草公司宣布，其美国

生物技术部门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

（Kentucky BioProcessing，KBP）将

启动一种潜在冠状病毒疫苗的试验，

该疫苗系利用烟草植物技术研发。

该公司透露，美国FDA已经批准

了其候选疫苗的申请，为在180名成

人中进行第一阶段临床试验铺平了

道路。试验结果预计将于2021年中

期公布。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候

选疫苗是利用KBP公司创新的快速发

展的植物技术研发出来的，并将很快

开始登记参加试验的人员。这种独特

的方法有许多潜在优点，包括与使用

传统方法的几个月相比，疫苗的活

性成分可以在大约6周内快速生产出

来。候选疫苗也有可能在室温下保持

稳定，这可能是全球医疗系统和公共

卫生网络的一个显著优势。”

英美烟草在巴基斯坦建立商业
服务中心

英美烟草正在巴基斯坦建立一

个商业服务中心，计划将其与该公

司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并行运行。

该公司表示：“需要澄清的

是，该机构是与马来西亚的业务平

德国
2021年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展会新特点

2021年9月16日至18日，世

界上最大的烟草制品和吸烟配件

商展会InterTabac将与烟草制

品、电子烟、斗烟和水烟制造国际交易会InterSupply在多特蒙德展览中

心同时举行。由于新冠疫情，多特蒙德展览中心不得不推迟两大展会在

2020年的展览，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发展，奠定新的现代风格。

今年展会的一个新特点是将于周四至周六举行，以更好地满足行业

和海外人士的要求。除了在InterTabac和InterSupply期间推出新的数字

产品外，两大展会还将通过互联网渠道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展会的

领英账户（www.linkedin.com/company/intertabac）。

今年展会的另一个亮点是，会谈和研讨会的独家支持计划将与博览

会同台举行，以便交流想法和信息。顶级专家将为专业零售商等感兴趣

的群体，提供关于激动人心的行业主题的广泛信息。无论是线上数字化

展会，还是线下实体展会，都将为所有参观者提供广泛的信息。

批发商、零售商和烟草行业参与者希望能够在实体商展会上交流、

下订单、参与多种感官体验，并且与客户和商业伙伴直接交流。威斯特

伐利亚和明斯特兰贸易协会常务董事托马斯·施费尔（Thomas Schäfer）

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迫切需要在一个谈生意的最佳环境下在展会

上亲自见面。正如InterTabac和多特蒙德的InterSupply所提供的那样，

涵盖所有产品系列和二级细分市场，这在新冠时代变得更加重要。” 

会议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Sabine Loos说： 

“我们的目标是在前几年成功举办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的基

础上再接再厉，全面展现全球烟草行业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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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运行的，将服务于亚太地区和中

东地区。英美烟草公司在马来西

亚、罗马尼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

拥有服务中心，为全球180个实体提

供金融、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和其

他职能服务。现在巴基斯坦也加入

进来了。”

声明还指出，英美烟草在巴基

斯坦的投资将在未来5年内创造数千

个就业机会，同时也将成为人才孵

化器，创造全球职业前景，前期的

出口服务年产值为1亿美元，未来有

可能进一步增加。

该公司还宣布，将从2021年2月

起关停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格鲁吉

亚运营的办事处。

英格兰民众在第二次封锁期间
吸烟增多

英国公共卫生部（PHE）对全英

格兰5000多名参与者进行的一项最新

的调查数据显示，自第二次封锁政策

以来，近1/3的人（29%）报告吸烟量

增多。

原因包括对他们身心健康的担

忧（42%）和经济上的担忧（41%）。

不过，调查还发现，有43%的经

常吸烟的人会在2021年尝试戒烟。

21岁烟草法新进展
新年伊始，继美国率先将法定

吸烟年龄提高到21岁之后，又有一些

国家跃跃欲试，带来了新的希望。

首先，澳大利亚的反吸烟运动

人士希望塔斯马尼亚州能够成为该

国第一个将吸烟年龄提高到21岁的

州，进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提

高全国的合法吸烟年龄，就像美国

近年来颁布的21岁烟草法（T21）一

样。T21于2005年在马萨诸塞州波士

顿率先启动。2019年，全国法定吸

烟年龄上升。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先

前提议提高吸烟年龄，但由于担心

卷烟黑市，又否决了这一提议。

印度也希望将法定吸烟年龄提

高到21岁。起草了《2020年卷烟和

其他烟草制品修正法》，将允许销

售卷烟和烟草制品的年龄从18岁提

高到21岁。这是联邦卫生部正在试

行的新法案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

修订2003年的反烟草法。

新加坡从2021年1月1日起开

始实施法定吸烟年龄为21岁的新法

规。新加坡议会早在2017年11月就

通过了这项法律，即在三年内将最

低吸烟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卫

生部表示，“旨在限制获得烟草制

品来防止青少年吸烟，并进一步使

吸烟非正常化，特别是21岁以下的

青少年。”

在美国，T2 1已经是联邦法

律，甚至国防部（DOD）也不再向21

岁以下的任何人销售烟草产品，包

括军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

公布的政策规定，在美国及其领土

和属地的国防部领域，以及在美国

港口的美国海军舰艇上，任何零售

店向年龄小于21岁的任何人销售烟

草产品，包括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都是非法的。

然而，尽管这是一项联邦法

律，T21在美国各地的合规性仍然不

足。例如，在明尼苏达州的沃迪纳

县，烟草条例尚未修订为T21。该法

令遵循了该州于2020年8月1日开始

实施的符合联邦法律的法规。瓦德

纳县上一次修订烟草条例是在1998

年。县法令需要反映州法令，公共

卫生部门也在与该县的城市合作，

修订其法令。

2020年12月，一项拟议的法令

和附加条款，包括销售烟草制品的职

员年龄、烟草零售商必须与青少年设

施保持500英尺的距离，以及禁止添

加香料的烟草制品，提交给一个委员

会后，被一票否决。即使没有这些附

加条款，该条例也不会被通过。

加州搁置调味烟草销售禁令
由于公投请愿者提交的签名

超过了2022年11月投票的最低要求

623,212个，加州禁止销售调味烟草

制品的禁令被搁置。

加州公平联盟为发起废除参议

院793号法案（SB 793）的否决权公

投提交了超过100万份签名。2020

年，加文·纽森州长签署了该法，

并写好于2021年1月1日生效，但由

于否决权公投有待签名验证，生效

日期被暂停。现在，否决权公投的

签名已得到认证，该法将在选民于

2022年11月8日的选举中做出决策前

暂停生效，

SB 793禁止零售薄荷味和水果

味的调味烟草产品和电子烟，但不

包括水烟、昂贵的雪茄和烟斗丝，

以及通过互联网销售的调味烟草。

加州公平联盟在一份声明中

表示，“将重点让选民了解该法是

不公平的，有些过头。我们认同，

青少年永远不应该使用任何烟草制

品，但我们可以实现该目标，而不

必对数以百万计的成年人选择使用

的产品实行全面禁止。”

“我们认同，青少年永远不应该使用任何烟草制品，
但我们可以实现该目标，而不必对数以百万计的成
年人选择使用的产品实行全面禁止。”

——加州公平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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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前国家烟草专卖局于2002年私有

化，为该公司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商业前景。

以前主要专注于保护和发展国内市场份额，

但现在开始越来越注重全球扩张。其官方

名称从过去的“韩国烟草与人参公司”改

为“KT&G公司”，这家韩国公司迅速发展成

为全球第五大烟草公司。2017年，KT&G宣布

了其“全球愿景”战略计划，致力于2025年

成为全球第四大烟草巨头。这项新的宏大计

划有四大支撑：

支撑1——积极开拓新市场，扩张

全球销售范围。发布“全球愿景”计划之

时，KT&G已经出口到大约50个国家。到2020

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不止一倍，出口超过

100个国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发言

人对《亚洲烟草》表示，实现2025年的大目

标之前，将新增更多市场。

KT&G致力于成为全
球第四大烟草公司
KT&G公司（韩国烟草与人参公司）致力于2025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烟草公
司，为此，《亚洲烟草》对该公司如何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进行了采访。

从左至右：lil	Solid	
2.0设备及其耗材Fiit	
Regular、Fiit	Viola和
FiitCrisp，均于2020
年9月在乌克兰发布
（KT&G公司供图）

支撑2——对主要市场的分销网络和

营销基础设施，尤其是KT&G在美国、印度尼

西亚、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海外子公司，进行

更多投资，增强营销能力。

支撑3——开发针对当地消费者需求

和偏好的特定市场品牌，更加注重在单个市

场建立品牌竞争力。

支撑4——扩大直接管理业务，包括

对海外子公司和工厂的投资，从而对KT&G的

全球业务模式进行有益的重组。

业绩尚佳，但挑战巨大
根据欧睿国际提供的最新研究，KT&G结

构合理、协调一致的营销策略使其多年来一

直保持在全球烟草行业第五位（见表）。据

悉，该公司2019年全球年销售额超过40亿美

元。尽管有来自其他跨国公司的巨大竞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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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G总裁Baek	Bok-In

（
KT&G公

司
供
图
）

力，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该公司仍在国内成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64.9%的

市场份额。截至目前，业绩可圈可点。

但是，从现在开始，形势可能会更具挑战性。距离2025年的最后期限只

剩4年时间，KT&G现在就要与全球烟草业巨头一较高下，这可不像在公园里散

步那么简单。从第五名上升到第四名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该公司必须至少取代

一个共同竞争对手。一般来说，KT&G可能是目前排名第四位的公司；但根据欧

睿国际的报告，占据第四位的是帝国品牌。帝国品牌的全球市场份额（7.8%）

也不算太差，比KT&G目前的2.8%高出5%。尽管如此，该公司仍坚信，在其“全

球愿景”计划下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或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收购、开拓市场、定制品牌
以收购为例。2011年，KT&G收购了印尼第六大烟草制造商Trisakti，

这使其从Trisakti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丁香烟生产中获益。而且，未来很可能

实施进一步的收购。KT&G发言人对《亚洲烟草》表示：“收购对我们来说并

不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将从长期来彻底评估此类机会。”此外，还有明显的

地区性品牌多元化驱动，旨在在海外市场创造一个整体上更强大的品牌影

响力。蒙古市场研究公司YNR在2020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正是这一战

略，使KT&G在2020年上半年以34.2%的市场份额获得了蒙古市场的头把交椅。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和非洲被视为“前沿市场”，它们具有进一步支

撑全球份额的巨大潜力。该公司发言人透露，要打开这些“前沿市场”，关

键在于特定市场的品牌和产品。这位发言人说：“例如，KT&G在尼日利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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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在尼日利亚推出了短黑爱喜2019年，KT&G在危地马拉专门推出了产品“宝亨咖啡可可、宝亨爱尔兰咖啡和
宝亨夏日咖啡”。

（
KT&G公

司
供
图
）

（
KT&G公

司
供
图
）

全球大烟草公司（2018）

（来源：欧睿国际）

排名	 公司名称	 全球市场份额(%)
1 菲莫国际（PMI） 36.3%

2 英美烟草（BAT） 23.4%

3 日烟国际（JTI） 11.8%

4 帝国品牌（IMP）   7.8%

5 韩国烟草与人参公司（KT&G）   2.8%

6 盐仓集团（印尼）   2.7%

7 东方烟草公司（埃及）   2.5%

出了短黑爱喜（Esse Compact Black）和爱喜2代（Esse Edge），这两款产

品都是短支包装的超细支卷烟产品。这些产品是为吸引尼日利亚消费者而定

制的，由于该国普遍高温、空气湿度大，一支烟很快就会抽完。”这位发言

人还引用了危地马拉的例子，该国以咖啡种植业闻名。因此，2019年，KT&G

在那里推出了咖啡味卷烟产品：宝亨咖啡可可、宝亨爱尔兰咖啡和宝亨夏日

咖啡，该发言人解释说。

事实上，自从首次宣布其“全球愿景”计划以来，KT&G的海外市场特

定品牌数量急剧上升。从2017年“仅有”的211个品牌，到2019年底，这一

数字已跃升至惊人的419个。这种增长可能还与公司在21世纪中期建立了致

力于开拓新市场和开发海外品牌组合的营销团队有关。随着全球业务日益重

要，这些团队不断扩大，正如这位发言人所言，KT&G的“全球品牌组合多样

化和本地化战略同时实施的能力”得到提升。

“少即是多”
这位发言人指出，尽管传统香烟产品仍然是KT&G崛起的主要驱动力，但

公司总裁Baek Bok-In大力投资创建了一个“通过扩展KT&G的旗舰传统烟草业

务来实现双重目标的组织”。这位发言人说：“因此，在稳步改善卷烟品牌

组合的同时，KT&G还致力于在加热不燃烧领域取得创新性突破。”经过数年

的协同研发，KT&G于2017年推出了首款加热不燃烧（HNB）产品lil 1.0，该

品牌名称实际上是营销口号“少即是多”的缩写。发言人解释说：“这个口

号凸显了lil所赋予的‘简约’、‘简单’、‘易用’和‘成熟’的品质。”

自推出以来，lil不仅成为韩

国“有影响力的下一代烟草品牌”，

而且在“在国外获得广泛认可”。其

产品组合包括lil Solid、lil mini

和lil HYBRID，后两者甚至在“2019

年iF设计奖”上获得了产品设计奖。

此外，据该公司发言人介绍，2019

年，lil系列在多个国际展会上推

出，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中引

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完成不可思议的壮举！
有趣的是，2020年1月，KT&G完

成了不可思议的壮举，这在业界是

前所未有的。该公司与其主要竞争

对手之一菲莫国际签署了一项协议，

后者负责lil在韩国以外所有市场的

分销。在该战略合作的助力下，KT&G

预计“受益于菲莫国际广泛的全球销

售网络以及全球市场的大量专业知

识，从而将为lil实现全面的海外扩

张，”这位发言人对《亚洲烟草》表

示。该协议的最初有效期为三年，以

特许权使用费为基础。分销合同还涉

及只与lil设备相兼容的Fiit和MIIX

耗材（即烟弹）。

KT&G基于协议的保密条款拒绝透

露具体的业务预测，但该公司发言人

表示：“两家公司在扩大lil的国际市

场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是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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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研发，增加专利
KT&G深知国内外竞争激烈，商业

环境不利，行业法规严苛，因此一直以

来都非常重视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竞争

力，以期赢得优势。KT&G注重质量管

理，研发支出几乎翻了一番，从2016年

的122亿韩元（1105万美元）增至2019年

的230亿韩元（2083万美元）。支出增

加，专利申请量也同样显著增加。2017

和2018年，该公司共申请了约300项专

利。但从2019到2020年，共有560多项专

利申请，其中超过550项是以KT&G的名义

申请的，其余为其他实体。

KT&G首尔总部

2020年1月29
日，KT&G总裁Baek
Bok-In（左）和菲莫
国际谭崇博签署lil供应
和分销协议

2017年，KT&G庆祝
其全球愿景计划的发布

（
KT&G公

司
供
图
）

（
KT&G公

司
供
图
）

（
KT&G公

司
供
图
）

疑问的。KT&G和菲莫国际分别于2020年8月和

9月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推出了lil Solid和Fiit

耗材，如Fiit Regular、Fiit Viola和Fiit 

Crisp。仅仅一个月后（即2020年10月），两

大合作伙伴在日本推出了lil HYBRID 2.0及其

MIIX耗材，如MIIX Regula、MIIX Mix和MIIX 

Ice。这位发言人表示：“与菲莫国际的合作

对于KT&G在全球加热不燃烧市场上的地位，以

及确保lil分销网络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

程碑。”

强化ESG价值
大量研究表明，具有强有力的环境、

社会和治理（ESG）政策的公司通常在长

期内享有积极的财务业绩和强劲的经营业

绩。KT&G也全力接受了这一理念。因此，

在2020年，该公司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MSCI）进行的ESG评估中获得了A评级。该

公司发言人表示：“这对我们来说很有意

义，因为KT&G在该评估中的得分高于全球前

三大卷烟制造商。”这一评级也代表着一年

前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对KT&G BBB

评级的大幅提高。

总的来说，KT&G似乎已经为实现其“全

球愿景”目标创造了合适的条件。如果一切

进展顺利，甚至在2025年到来之前，其目标

就可能实现。毕竟，尽管面临着韩国国内竞

争激烈的商业环境，KT&G仍然设法捍卫了自

己的领导地位。此外，该公司凭借其特定市

场卷烟品牌的平衡组合以及一系列广为接受

的加热不燃烧设备，强势进军全球，迄今为

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果KT&G举行热闹

的庆祝会，提供免费啤酒和美食，记得邀请

我们哦！

*由于KT&G政策是“通常不将引语归于

个人”，公司要求只能将接受本文采访的人

称为“发言人”。



™

BIGGER, BETTER



22 tobaccoasia  

PRODUCT NEWS 产品新闻

RELX悦刻申请在美国进行IPO		
欲筹资1亿美元

RELX悦刻电子烟、雾化产品制

造商——雾芯科技公司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申请首次公开募

股（IPO），以期筹资1亿美元。

红杉资本（中国）加持下的

RELX悦刻成为中国最新寻求公开发

售股票的电子烟制造商。

此前，Vaporesso品牌产品制造

商——思摩尔国际于2020年7月成为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电子烟公司。

该公司股价为每股12.40港元，共筹

得9.18亿美元。2021年1月4日，思

摩尔的股票收盘价达到67.50港元

（8.7美元），比发行价增长了约

4.5倍，市值达到3997亿港元（约

516亿美元）。

RELX悦刻表示，就零售额而

言，封闭系统电子烟产品在中国拥

有62.6％的市场份额。该公司与

110家授权分销商合作，向5000多

家RELX悦刻品牌合作店，以及全国

100,000多个零售店供货，覆盖国内

250多个城市。

该公司已完成了多轮融资。最

近，其在2020年9月的D2轮融资中筹

得1.824亿美元，红杉资本（中国）

持有RELX悦刻4.9％的股份。

RELX悦刻尚未披露在纽约证券

交易所（NYSE）发行IPO的定价条

款，计划发行股票代码为“RLX”。

卫生部提议降低电子烟尼古丁
浓度

加拿大卫生部正在提议降低电

子烟尼古丁浓度，以减少青少年吸

烟率。议案提议将尼古丁最高浓度

降低到欧盟（EU）同等标准，即从

目前的66 mg/ml降低到20 mg/ml。

卫生部长Patty Hajdu表示，这

些变化将有助于减少电子烟产品对年

轻人的吸引力。如果标签显示的尼古

丁浓度超过新限值，则拟议法案还将

禁止电子烟产品的包装和销售。

加拿大卫生部也正在考虑限制

电子烟产品的口味。

但是，电子烟产业贸易协会

（VITA）表示，将电子烟作为减少吸

烟危害的工具，其有效性取决于吸烟

者能否从烟草替代品中获得足够的尼

古丁。VITA执行董事Allan Rewak表

示：“对于许多吸烟者来说，20mg/

ml的尼古丁浓度太低了。”

针对拟议法案的公众咨询将于

2021年3月4日结束。

卷烟价格再次上涨	
自1月1日以来，新西兰卷烟消

费税提高了1.4％，卷烟价格同比上

涨10％，每包涨至33新西兰元。

卫生部表示，有关消费税增加

对吸烟者的影响，需要进行评估。

有人担心，烟草价格上涨，会

导致人们优先考虑是否能继续购买

卷烟，而不是阻止他们吸烟。

电子烟零售协会为行业发展建
言献策

今年，马来西亚针对电子烟产

品实行了一项特定税制。马来西亚

电子烟零售协会（MRECA）表示，他

们有兴趣参与政府的政策讨论，为

电子烟行业发展指明道路。

该协会主席Datuk Adzwan Ab Manas 

表示：“MRECA建议政府紧急成立

一个由行业协会组成的委员会，通

过讨论，建议政府制定全面法规，

采取可适用的产品法规，保护消费

者。”他补充说，马来西亚可以效

仿英国正在实行的制度和法规，因

为许多向英国出口产品的马来西亚

制造商，也都遵守了当地和欧洲的

法规。 

Adzwan认为，对于在马来西亚

制造，或进口到马来西亚的电子尼

古丁输送系统（ENDS），建议采用

英国国家标准机构——英国标准协

会与电子烟行业协会共同定制的PAS 

54115：2015法规。 

他建议可以采用PAS 54115的部

分规定，包括“制造过程中电子烟

液体成分的纯度、设备材料产生的

污染物、设备操作潜在排放物、电

气安全性以及排放物中的金属和羰

基化合物”。

Adzwan还表示，下一步是取消

对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液的限制，

并颁布法律，确保该国电子烟产品

符合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烟草制品出口额有望突破历史
记录

2020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雪茄

生产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辉煌的

一年。

到2020年12月底，该国烟草产

品出口额有望突破纪录，达到10亿

美元，同比增长6％（2019年出口额

为9.42亿美元）。

这主要归因于全球封锁政策期

间吸烟者的消费习惯。多米尼加雪

茄制造商协会主席Hendrik Kelner表

示，雪茄爱好者在吸烟上花费了较多

的金钱和时间。雪茄销售从线下商店

转移到线上，销量也随之增长。

他说：“无论如何，雪茄出

口量增长强劲，烟草业并未受到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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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大非法烟草团伙被捣毁
在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和欧盟反

欺诈办公室的协助下，罗马尼亚警方

捣毁了欧洲最大的非法烟草团伙。

他们对罗马尼亚40个地点进

行了突袭。共逮捕了50人，并从仓

库、商店和住宅中缉获了大量生产

机械和非法烟草制品。被捕者包括

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

据报道，该团伙曾在西班牙托

莱多、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等多地

非法开设卷烟厂。

这次突袭和逮捕行动，标志着

始于2017年的打击欧洲非法烟草贸

易行动圆满结束。在罗马尼亚、匈

牙利、斯洛伐克、希腊、捷克共和

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共计

开展200次抓捕行动，查获了9500万

支非法卷烟和300吨烟草。

帝国烟草削减产品范围
由于英国脱欧，自2021年1月1

日起，帝国烟草将削减其在北爱尔

兰的产品范围。 

北爱尔兰在英国脱欧后，仍受

欧盟烟草包装法规的约束。因此，制

造商除在英国境内安装产品线外，还

需单独为北爱尔兰生产烟盒。 

因此，帝国烟草将只向北爱尔

兰供应少量产品。

帝国烟草发言人表示：“我们

将继续为英国脱欧后的不同情况进

行规划和准备，其中包括英国范围

内的一系列监管要求。我们会继续

与客户紧密合作，以应对潜在的变

化。如果有任何疑问，我们会鼓励

他们与客户经理进行交流。”

Carreras扩展烟草产品线
卷烟经销公司Carreras Lim-

ited宣部将推出新产品以扩展其产

品线。此举是Carreras战略计划的

一部分。该计划将使其涉足卷烟打

火机、卷烟纸、剃刀等其它用具的

销售。 

Carreras在当地销售倍受欢

迎的卷烟品牌Matterhorn和Craven 

A。该公司报告称，截至2020年9月

30日，第二季度或六个月期间的销

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

尽管第一季度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但该季度的净利润仍取得了15.6亿

牙买加元。

Carreras董事总经理Raoul 

Glynn在股东报告中称：“第二季

度的业绩，源于我们团队坚定的承

诺——从艰难的2020年第一季度恢

复过来。第一季度受到新冠疫情的

影响，以及对预期消费阶段的影

响。”

Carreras第二季度的股东权益

也增长了17％，达到17.8亿牙买加

元。2019年同期为15.3亿牙买加元。

RAW	 天然卷烟纸公司推出定
制包装

RAW天然卷烟纸公司（RAW Nat-

ural Rolling Papers）与Daily High 

Club合作推出了一款独家定制包装的

卷烟纸。后者是一家烟具公司，也是

销售定制包装的线上旗舰店。

RAWsentials月度包装定价9.99

美元，美国境内包邮，国际邮费不

尽相同。 

定制包装包括1.25宽RAW有机大

麻卷烟纸、全天然RAW滤嘴、RAW打

火机和各种粘着剂。

电子烟拟议法规存在争议
加拿大帝国烟草公司（ITC）表

示，加拿大卫生部新拟议的电子烟

法规——旨在降低电子烟产品尼古

丁含量，将严重阻碍联邦政府的既

定目标（计划在2035年将吸烟率降

低至5％以下）。

ITC公司法规事务副总裁Eric 

Gagnon说：“加拿大卫生部认为，

低风险产品可以减少吸烟引起的有

害化学物质的暴露风险，并认为电

子烟是一种危害较小的吸烟替代

品。不幸的是，政府正在考虑采取

的措施，将阻止电子烟产品（作为

一种危害较小的吸烟替代品）充分

发挥其潜力。”

他表示：“拟议的法规将禁

止销售尼古丁含量大于20 mg/ml的

电子烟产品。这些法规以欧盟为基

准。法规没有说明的事实是，加拿

大电子烟和卷烟市场与欧盟市场有

很大不同。加拿大卷烟的尼古丁含

量高于欧洲卷烟。因此，加拿大吸

烟者有不同的期望和口味偏好。将

尼古丁含量水平限制在20 mg/ml，

意味着吸烟者将无法找到满足他们

需求的产品，许多正在使用电子烟

的吸烟者将重新开始使用卷烟。”

“目前，66 mg/ml含量上限是否

合适尚有争议。但是，法规建议的20 

mg/ml含量太低，不能满足加拿大电

子烟使用者，也不能满足吸烟者寻求

危害较小替代品的要求。”Gagnon先

生说。“很难理解政府为何会制定这

样一项政策措施，他们完全知道这将

增加加拿大吸烟者的数量。” 

男性2019年吸烟率创新低
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

示，该国男性吸烟率在2019年创历史

新低，过度饮酒的人数有所增加。

韩国国民健康与营养检查年度

调查显示，2019年，韩国男性吸烟

率低至35.7％，是1998年以来的最

低记录。 

2019年女性吸烟率为6.7％，低

于上年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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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烟草”是一个产品细分市场，主要包括鼻烟（或

尼古丁袋）、嚼烟、烟丝和湿鼻烟。它在大多数地区都是一

个相当小的细分市场，在其他地区却广受欢迎，比如，我们

立刻会想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十分喜爱无烟烟草。然而，

近年来情况似乎在慢慢好转，这可能也是因为许多国家对吸

烟的限制越来越严格。甚至是持续的新冠疫情似乎也对“无

烟烟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瑞典火柴：抢占先机
“无烟烟草”细分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之一是瑞典火柴集

团。从多年来接二连三的并购和收购来看，该公司显然决心

巩固并扩展其已经相当稳定的地位。例如，2017年，瑞典火

柴收购了丹麦嚼烟和鼻烟生产商V2 Tobacco；仅仅一年后，

瑞典火柴又收购了另一家生产传统烟丝的丹麦公司Oliver 

Twist。这两家公司现在都是瑞典火柴的全资子公司。2018

年，瑞典火柴收购了瑞典鼻烟公司Gotlandssnus 95%的股份。

无烟替品发展蒸蒸
日上
鼻烟和尼古丁袋等口腔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可
能仍落后于可燃卷烟，但随着人们开始寻找吸烟替品，
竞争格局正在改变。

RUSH是NGL公司帮助开发的私人标签产品之一
（图为RUSH	Mintsanity	7mg）

( America Juice Co.供
图
)

(BAT供
图
)

但是，这一产品类别也引起了其他烟草

行业参与者的关注，无论是老牌公司还是新

兴公司。对其与日俱增的兴趣可能源于，最

近出现的合成尼古丁，即所谓的“不含烟叶

的尼古丁”（通常是纯烟草衍生的尼古丁）

和完全非烟草衍生的合成尼古丁（详见我们

关于合成尼古丁的文章），现在广泛用于无

烟尼古丁袋和“白”鼻烟。新增的“无烟”

产品吸引了某些潜在的消费者群体；例如，

不喜欢从卷烟换用其他含烟叶产品（如传统

鼻烟）的戒烟者。也有一些吸烟者希望戒

烟，但不是突然停止尼古丁的使用；还有一

些消费者希望使用“接近”尼古丁的成分，

但不需要接触任何来自实际烟草的尼古丁。

英美烟草：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多年来，英美烟草一直在为成年消费者

提供吸烟替品。通过一系列潜在的低风险产

品来降低其业务对健康的影响，这与这家全

球公司创造“美好明天”的愿景非常吻合。

英美烟草公司一位发言人对《亚洲烟草》表

示：“我们将在2021年扩大这些新类别产品

的全球市场份额。”

英美烟草当然不需要从零开始追求这

个目标。该发言人称：“英美烟草公司在斯

堪的纳维亚半岛是现代口腔产品的市场领导

者。”该公司的现代口腔产品目前已在全球

20多个国家上市。“是否决定在新市场推出

Velo多样化的风味和尼古丁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尼古丁使用选择，
而无烟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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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品因国家而异，取决于不同

的因素，包括消费者对这些新产品

的选择和接受程度、监管环境或商

品成本。”

2020年，英美烟草进一步巩固

了其在整个市场的领导地位，Dryft

被重新命名为Velo，已经生效。英

美烟草发言人解释说：“这款产品

更名后已经在美国的一些商店推

出，我们已经开始增加分销。”由

英美烟草全资子公司Nicoventures

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尼古丁袋，也

已在一些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如

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上市。

英 美 烟 草 公 司 发 言 人 解 释

说，Velo被宣传为“一种创新的无

烟草尼古丁袋，为成年烟民和尼古

丁消费者提供一种便捷、精致和刺

激的‘消费尼古丁’的方式。”该

品牌系列口味丰富、尼古丁含量选

择多样，消费者可以享受没有烟草

味的尼古丁产品。

英美烟草的所有“新类别产

品”都是针对现有的成年烟民和尼

古丁消费者。该发言人说，在强有

力的科学支持下，这一类别使英美

烟草“能够理解从可燃卷烟换用口

服替品所减少的健康影响。我们进

行的前沿研究，是为了评估我们的

新产品类别，并应用产品安全和质

量的最高标准，建立能够激励、安

抚和鼓励吸烟者改变吸烟习惯的科

学。”英美烟草公司“承诺到2030

年，将5000万消费者转变为其潜在

的低风险产品使用者”，这位发言

人说，公司正“朝着这个目标取得

良好的进展”。

NGL：合成尼古丁的先驱者	
NGL（Next Generation Labs 

LLC）公司是北美TFN®品牌合成尼古

丁的领先制造商（详见本期相关文

章）。因此，该公司主要是协助独立公司开发其雾化品牌、草本无烟和戒烟

品牌。该公司位于圣地亚哥，其参与的“无烟”口腔产品清单包括了MON（现

代口腔尼古丁）类别中一些最知名的新增品牌（详见表格）。

为了向美国和欧洲的客户提供其定制的白标品牌开发服务，NGL与印度

无烟烟草制造商Dholakia Pvt建立了合作关系。“NGL实际上不制造或销售

任何自有品牌的终端消费品，但是，如果品牌拥有者有要求的话，他们的产

品可以由Dholakia按照他们特定的无烟要求生产，”NGL联合创始人罗恩·

塔利（Ron Tully）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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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NE白盒系列是NGL帮助开发的最新产品之一。该品牌归美国公司20NE	
Labs所有。

（
NGL供

图
）

来自英美烟草宣传片：2019年在日本推出Velo

( BAT/Craig McKenna供
图
)

NGL/Dholakia公司自有品牌产品组合*

*上述以及其他定制的私人/白色标签产品由NGL
开发，但由印度公司Dholakia	Pvt.为其各自的品
牌所有者制造，都使用NGL的TFN®合成尼古
丁。
**本列表只包含选定的品牌，并不完整。
（来源：NGL公司）

品牌**

2ONE

JEMZ

RUSH

FR3SH

ZERO

类型

袋装

袋装

袋装

袋装

袋装

特征

中等尼古丁（3毫克或6毫克）-柑橘，薄

荷，浆果，桉树

低尼古丁含量（2毫克或4毫克），口感温和

中尼古丁含量（3毫克或7毫克）-薄荷，

冬青，肉桂，柑橘

中尼古丁含量（4毫克或6毫克）-咖啡，

薄荷，浆果，芒果

中至高尼古丁含量（3毫克或8毫克）-薄

荷，柑橘，浆果

品牌所有者（美国）

2ONE Labs

Jemz Labs

Alternative Nicotine 

Technologies

Simply Lifted - 

Get FR3SH

LSR/Durfort 

Holdings

塔利说，过去五年，美国和欧洲的尼古

丁袋市场一直在增长，到2020年，估计零售

价值达到8亿美元。“合成尼古丁袋对于挑

剔的成人尼古丁或烟草消费者而言是一个有

吸引力的选择，他们寻求的是一种不含任何

烟叶形式的尼古丁，而且不能含有与香烟或

雾化产品相关的明显迹象和香味的产品。”

塔利解释说，通过提供方便的白色标签承包

服务，NGL和Dholakia能够实现制造规模和

定价，这使得较小的行业参与者能够进入市

场，而几乎没有管理费用。该公司目前还与

客户合作，生产含有NGL商标合成尼古丁的

尼古丁口香糖、含片和口腔凝胶产品。

帮助独立“无烟”品牌取得进展
塔利证实了英美烟草的观点，即与可

燃卷烟或雾化产品相比，“无烟”替品仍

然代表着一个细分市场，塔利也认为无烟

替品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实际上，他的公司

帮助起步的几乎所有的独立“无烟”品牌都

是在2020年推出的。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

吸烟者为了规避对传统吸烟产品日益严格的

立法而改变吸烟习惯的问题。他说：“成年

消费者不断地决定如何使产品符合他们的生

活方式。如果说仅仅作为一种社会选择而对

烟草施加的不利监管压力促使消费者转向口

服产品，那就太简单了。”相反，越来越广

泛的口服产品——无论是含有烟草衍生的尼

古丁还是合成尼古丁——正在推动“消费者

决定选择何种产品适合环境、家庭和生活方

式，以及个人对使用此类产品的风险承受能

力。”

*英美烟草公司要求为本文提供信息的

人匿名，因此一般引用时，就称为“英美烟

草公司发言人”，但《亚洲烟草》有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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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THAT BEST FITS YOUR NEEDS.” 

USleaf.com



30 tobaccoasia Issue 1, 2021 January/February

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防止疫情

扩散已成为当前全球最紧迫的任务，多国已

采取措施限制人员流动，这导致整个雪茄行

业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展会被迫取

消或延迟。由于中国疫情防控得力，最近长

城雪茄在四川省什邡市举行了第六届“中国

雪茄之乡”全球推介之旅系列活动。这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雪茄节，也是国际上具有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雪茄文化节之一。

长城雪茄节
今年11月5日至8日，600名来宾齐聚什

邡，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分会场超过1000人

参与，超过23000名雪茄客观看线上直播。

本次雪茄节包括论坛、品鉴中式雪茄、发布

限量版雪茄的一些活动。作为第六届“中国

雪茄之乡”全球推介之旅系列活动的重头戏

新冠疫情后中式雪
茄的发展

文
/烟

草
在

线

中式雪茄在中国国内
市场日益流行

之一，首届“长城雪茄国际学术论坛”在什

邡举行。论坛上，来自中国、英国、多米尼

加等国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院士专家、

雪茄业内知名人士、工业及商业公司代表等

120余名嘉宾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会、交流

激荡，围绕雪茄领域技术研究、最新进展及

热点应用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涵盖雪茄、风

味、发酵、烟斗（丝）有关主题，共谋雪茄

科技创新之路，赋能国产雪茄发展大计。本

次论坛采用了线下出席和线上视频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多米尼加雪茄相关公司、《雪茄

杂志》拉美公司负责人等国际专家还进行了

视频学术报告。

长城雪茄逆势增长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国产雪茄抓住

机遇，在市场货源紧缺的情况下想办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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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触及率，扩大自有品牌在雪茄客群体中

的影响力。今年前10个月，长城手工雪茄年

度商业销量突破500万支，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中国雪茄取得的历史性突破。面对如此

严峻的市场经济形势，长城雪茄能够实现逆

势增长，除了一贯保持技术上的精益求精

外，还做了以下尝试。

为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长城雪

茄在产品设计上加入了很多年轻化元素。比

如长城雪茄厂最新推出的加勒比阳光手工雪

茄，外观时尚个性，设计轻捷方便，愉悦的

吸食体验，尤其是100元一盒（4支/盒）的

定价，相比动辄几百元一支的手工雪茄，这

样的超高性价比绝对是年轻人的首选。

作为专供年轻人的雪茄，加勒比阳光外

包装是大块黄色与绿色搭配，个性醒目且彰

显出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并且将雪茄盒尺寸

设计为手机大小，使用者可以将其像手机一

样随意放进裤兜，完全不会影响滑滑板、骑

机车、泡酒吧等活动；采用侧翻开盒方式，

大气轻捷，盒子内部还贴心设计了一个提拉

小耳，取出更方便快捷。

数字化转型
疫情常态下，长城雪茄定期开展的雪茄

直播活动，比如，集知识传播与品牌传播于

一体的短视频《茄常侍》，在雪茄客中深受

欢迎。与此同时，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线上

推广方式进行主题活动、节日热点转发、线

上线下互动等方式吸引了更多的网络粉丝。

长城雪茄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了一个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溯源系统，将科技与传统

手工雪茄相结合，让雪茄从种植、生产、再

到销售都可追溯，从而推动向“互联网+烟

草”的产业转型。此外，今年10月，四川中

烟联合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成立了5G+创新联

合实验室，推动5G技术在智能制造、智慧仓

储、智慧物流等领域的创新融合，加快推进

智慧工厂建设，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除了线上的营销模式，长城雪茄也不忘

开展线下活动——长城探店，为广大雪茄客

探寻各地有趣好玩，新鲜有品位的网红雪茄

吧。目前已覆盖成都，深圳，青岛……将来

将会探寻更多有趣的雪茄吧。

品牌营销
品牌营销也是需要学习一个方面。比如

雪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切格瓦拉，丘吉尔等

这些名人带起来的，国产雪茄在品牌营销方

面是弱项。因此，湖北中烟运用“互联网+雪

茄”思维，开展高尔夫、影视等圈层营销。

此外，“黄鹤楼”雪茄还联合名车、

名酒、高尔夫等高端品牌，面向消费群体开

展“黄鹤楼·逍遥游”体验营销活动。截至

10月，全国累计开展黄鹤楼雪茄品鉴活动

240余场，其中“36城百场千人·黄鹤楼逍

遥游”主题活动133余场。这些活动，每次

都会邀请众多雪茄客参加，培训他们如何抽

雪茄，如何选雪茄，从而助力其树立一种观

念，即雪茄代表一种品位和生活方式。

营造雪茄文化氛围
山东中烟和济南市局（公司）在共同

选择零售客户建设雪茄吧的同时，着力推进

专店专柜建设，打造了一批雪茄烟旗舰店、

雪茄烟展示示范店等特色终端，通过建设雪

茄品鉴专区、设置雪茄专柜、展示雪茄专用

工具等方式，营造雪茄文化氛围。此外，山

东中烟还结合高端雪茄消费特点，主动走上

门，与高端车队、企业家俱乐部、高尔夫会

所等社会圈层合作举办品鉴会，传播雪茄文

化，推介雪茄品牌。

目前，中式雪茄已成
为中国雪茄消费者的
新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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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限制旅行和雪茄进口，中式雪茄备受关注。

经过不断努力，山东中烟初步搭建起了一条连接

产品和消费者的桥梁，雪茄品牌文化的传播、消费者信

息的反馈有了顺畅的通道，雪茄品牌的成长也实现了加

速前进。今年一到三季度，济南市场实现国产雪茄销售

309.14万支，同比增长142.5%，其中鲁产雪茄销售54.23

万支，同比增长472.05%。

国产雪茄迎来发展春天
疫情期间，国内的雪茄零售业遭受影响程度不同。

北京大部分些雪茄吧表示销售额比往年同期锐减。这是

由于疫情期间营业时间缩短，客流量减少，而且古巴雪茄

价格大幅度上涨，有一些老茄客都说抽不起，降低购买频

次。但是也有老牌雪茄店表示影响不大。位于北京长安街

沿线上的一家雪茄店老板表示，虽然疫情影响营业时间，

但是对于整体销售额没影响。“我们是2月3月销售最差，

从6月开始反弹，7、8两个月销售强劲，很多都是大单销

售，我们今年的销售数据已经与去年同期持平，”这位

老板透露说。他又补充说，因为是老店了，对大客户粘性

大，而且还做了很多的文化宣传和公关工作。

疫情导致雪茄水货无法进入，人员国际旅行受到限

制，雪茄爱好者也无法出国购买，所以货源就单一。即

国产雪茄开始受关注起来，这是疫情带来一些新的消费

趋势。位于北京石景山地区的一家雪茄吧老板也向雪茄

社记者证实，截止8月底，雪茄店销售额同比下降45.2%，

但国产雪茄销量同比增加155%。

存在的问题：
中式雪茄发展也存在一些困难。首先，商业公司

在经营雪茄的过程当中，还是按照卷烟的经营模式去运

作。而雪茄是一个小众高端的消费群体，和卷烟的大批

量大配送是有很大区别的，按照卷烟来运作会出现很多

问题。此外，雪茄不是快消品，有可能需要长期养护，

而且在销售公司收入占比非常小，积极性不高。

结语
近5年国产雪茄市场增长率持续保持在50%以上，特

别是中高端手工雪茄销量的增速更为迅猛。针对消费市场

形势的变化，国家烟草专卖局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式雪茄的

战略，雪茄正逐步完成从“有益补充”到“行业版图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的转变，使中式雪茄未来发展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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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升华（Essentra）的新
ECO	Cavitec	Sensation滤嘴

脱欧后更新烟草包装条例
英国脱欧后，就《2020年烟草制品和尼古丁吸入产

品（修正案）（欧盟推）条例》所列烟草包装要求进行

了修订。

目前，烟草制造商必须确保2021年1月1日以后，在

英国市场上发布的任何烟草产品必须具有非欧盟文字警

语，如《2016年烟草及相关产品条例》附表A1中的图片

库所列，以及2019年条例修订的图片库所示 。

与爱尔兰共和国（仍在欧盟境内）接壤的北爱尔

兰，将继续遵守欧盟《烟草制品指令》（TPD）的要求，

其中包括使用欧盟图片警语。但是，向英国供应产品的北

爱尔兰制造商，需要确保其产品使用英国所规定的警语。

《2020年烟草制品和尼古丁吸入产品（修正案）

（欧盟出口）条例》取消了12个月的销售截止期限。在

2021年1月1日之前，投放到英国市场的合法烟草制品可

以继续供应。因此，1月1日之前，在英国市场上生产并

首次供应的任何带有欧盟警语图片的产品，在达到最终

用户之前，都可以继续留在市场上。 

Essentra	Filters推出三款新型环保专利滤嘴
Essentra Filters公司推出了三款新的专利产品：ECO 

Cavitec、ECO Sensation和ECO Cavitec Sensation。该专

利产品具有零塑料、100％可生物降解的特性，同时保持了

Essentra Filters独特的感官体验、性能和质量特征。

“尽管最近的趋势让一次性塑料和可持续发展成

为热门话题，但Essentra Filters始终致力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Essentra Filters全球营销经理Seng 

Keong Low在谈到新产品时说道。这些新产品包括公司

新的ECO产品系列。“我们一直在不断创新高质量的环保

产品，现有产品包括纸-醋酸纤维素混合Bitech滤嘴，以

及单段纸滤嘴，如Myria和Ocher滤嘴。我们在可持续发

展中取得了最新进展，前面提到的新型滤嘴是一种零塑

料、100％可生物降解的替代方案，具有独特的感官体验

和品质，这是真正革命性的滤嘴技术。”

ECO Cavitec是一款具有专利的环保滤嘴，具有独

特的感官体验，降低了典型纸质滤嘴的过滤性能，可使

风味充分释放。该设计采用Essentra市场领先的Cavitec

技术制造，除了可以定制尺寸、空腔长度、空腔数量、

压降和结构材料（例如纸张或其它非织造材料）外，还

可以与其它部分结合使用。

ECO Sensation是一款专利环保滤嘴，可让消费者享

受感官体验。嵌入纸质材料中的胶囊可以随时挤爆，消

费者可以控制自己的口味体验。除了定制胶囊类型、空

腔尺寸或使用彩色滤棒盘纸外，ECO Sensation滤嘴还可

以结合其他滤嘴材料，使用不同的纸张类型，或者使用

Infused技术，让消费者获得更多的感官享受。

ECO Cavitec Sensation专利环保滤嘴，具有三种独

特的感官属性，将非织造材料的特性与Essentra市场领

先的Cavitec技术相结合，实现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由于胶囊可以在空腔内自由移动，消费者可以听到

胶囊在空腔内发出的“嘎嘎”声，同时手指也可以感觉到

振动。胶囊可随时被消费者挤爆，为消费者提供所需的口

味。与Essentra Filters的其它产品一样，ECO Cavitec 

Sensation的设计也可以定制。除了可定制胶囊类型、空

腔尺寸外，还可以使用彩色的包装纸和纤维。

如欲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s://www.essentra.

com/en/industries/tobacco/filter-range/eco-range 

税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增长	
国际侦察公司（Reconnaissance International）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对追踪系统的新一轮投资，消费

税的不断提高，以及更广泛的商业应用，将在未来五年

内推动税票的发展。第三版“税票/可追溯性：市场分析

和技术更新”将大麻和电子烟产品标识作为税票的新市

场。此前，税收机构在非法烟草和酒精贸易中使用这种

方法，将其作为打击伪造者和罪犯的有效武器。

报告还指出，到2023年，至少有60个国家的烟草制

品将需要建立追踪系统，以符合WHO《消除烟草制品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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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FCTC议定书。这将为既定

产品打开更多的税票市场，并提供

更多的商业机会。

报告称，每年有超过1200亿张

税票用于确保烟草和白酒的消费税

收入，或者作为产品认证和确保税

收及追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报

告补充内容显示，尽管采用税票的

国家数量持续增加，但面对全球烟

草消费下降和烈酒销售微弱的增长

趋势，卷烟和烈酒市场正在萎缩。

卷烟产量增加	销售下降
2020年11月，加拿大制造商卷

烟产量增加，但当月卷烟销量有所

减少。

11月，制造商生产卷烟19亿

支，比10月增长17.8％，较2019年

11月增长4.8％。

但是，2020年11月共售出14亿

支卷烟，比10月销量下降7.1％，比

2019年11月下降20.3％。

政府允许烟草公司建新厂
孟加拉国政府已经决定，允许

一家烟草公司在本国建立新工厂。

去年12月，M/s Asian Tobacco 

(Pvt)公司与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管

理局（BEPZA）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欲投资200万美元在Iswardi出口加

工区建立新工厂。 

该公司预计每年生产11.95亿

支雪茄和卷烟，以及卷烟滤嘴、烟

盒、包装和73,205公斤烟草。

该公司预计将为68名孟加拉国

国民创造就业机会。

更换烟草包装图片警语
自2020年12月24日以来，韩国

卫生和福利部已将12个烟盒警语图

片中的9个进行了撤换，因为它们已

经“使用太久了”。

韩国《国民健康促进法实施法

令》规定，卷烟包装上的警语图片

和信息每两年更换一次。卷烟包装

上的“旧”图片自2018年12月23日

起开始使用。

新图片更令人震惊，显示了吸

烟对肺癌、口腔癌、心脏病和中风

的影响。

带有新图片警语的烟盒将从

2021年1月底开始在零售商店出售。

卫生官员说，目前，警告中

带有喉癌和性功能障碍的图片，以

及加热型烟草制品的图片不会被取

代，因为它们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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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起家欧洲，走向全球
Contraf Nicotex Tobacco GmbH（CNT）公司位于德国南部风景如画的海尔布隆市，数

十年来一直是世界领先的烟草衍生“天然”尼古丁生产商，不仅为烟草公司提供产品，还为

各类制药公司提供产品。该公司于2015年开始对合成尼古丁产生兴趣，2018年推出商业产

品。“尼古丁的长期供应安全是我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因此将合成S-尼古丁加入我们的投资

组合是CNT的合理举措，”总经理托尔斯腾·西曼（Torsten Siemann）说。

该公司的合成尼古丁只含有S-尼古丁异构体分子。CNT研发总监托马斯·埃莱里希曼

（Thomas Ellerichmann）博士说，“只有S-尼古丁符合USP和EP标准。CNT目前使用R/S-尼

古丁作为半成品来获得最终产品。”当然，R-尼古丁和S-尼古丁异构体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

的分子结构（详见图片）。

合成尼古丁几乎是横空出世，给“天然”尼古丁带来了一些激烈的竞争。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烟草衍生尼古丁很快会过时。

合成尼古丁前景
广阔

CNT生产的合成尼古丁
（CNT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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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尼古丁和R-尼古丁结构图。标有红色星
号的是不对称碳原子。在S-尼古丁中，碳原
子中的氢元素是指向读者的，而在R-尼古丁
中，碳原子中的氢元素是背离读者的。这两
个结构图是非重叠镜像图，因此在不对称环
境下彼此有差异。

(图
来
自
https://chempics.wordpress.com)

生产潜力无上限
与“天然”尼古丁相比，某些电子烟液中以及无烟产品（主要是尼古

丁袋）中使用的合成尼古丁能带来不少好处。例如，它可以提供非常均匀、

中立的风味，不含任何烟草衍生的杂质。其次是几乎无限的生产能力。托尔

斯滕·西曼说：“目前，CNT拥有每年超过500公吨烟草衍生尼古丁的巨大生

产能力，但由于合成尼古丁是在工业环境中使用各种化学原料生产的，因此

我们实际的生产能力无上限。”

现有的法规似乎有利于合成尼古丁，至少目前是这样。当用于下一代

产品（NGP）时，“天然”尼古丁在大多数国家被归类为烟草产品，因此受

到相关立法的约束。另一方面，监管机构似乎还不太确定如何处理合成尼古

丁。目前情况尚不清楚。在美国，下一代产品中使用的合成尼古丁最终可能

不会被归类为烟草产品。“然而，在下一代产品中使用时，它可能被归类为

一种药物产品，”西曼解释说。不管FDA最终做出什么决定，包括欧盟在内

的其他地区都可能会效仿，就像过去各种场合一样。

提纯工艺难		生产成本高
但是，合成尼古丁仍然是一种相当新的产品，必须先“证明自己”。

此外，CNT的烟草衍生尼古丁在制药领域有着30多年的安全记录。埃莱里希

曼博士指出：“在可检测的水平上，它不含任何亚硝胺、杀虫剂或与烟草有

关的杂质，如麦斯明或降烟碱，而且它的性能也经过了广泛的测试。”其

次，合成尼古丁的成本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合成尼古丁的精细生产和提纯工

艺目前比从烟草中提取的尼古丁更昂贵，这无疑是终端产品制造商考虑的一

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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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eLT,和	Zanoprima三家公司的董
事乔治·卡塞尔斯·史密斯

(Tobacco Technology, Inc.供
图
)

请将消费者考虑在内。托尔斯滕·西曼说：“许多电子烟液消费者更喜

欢烟草衍生的尼古丁，因为对他们来说，‘合成尼古丁’听起来是人造的化

学物质，而且具有‘药物特性’。大多数雾化烟使用者是戒烟者，他们不想

把自己的习惯与‘药物使用’联系起来。”因此，西曼指出，CNT目前“只看

到一个小的雾化市场转向合成尼古丁。总的来说，合成尼古丁的市场份额还

未超过全球需求的1-2%。”不过，他预计，一旦监管形势尘埃落定，投资者

的兴趣将不断上升。他说：“FDA的规定将成为主要的推动力。”

尽管如此，西曼称，CNT看到了合成尼古丁的“巨大潜力”。这就是该

公司一开始就把“大量的研发和生产资源投入到这个产品细分领域”的原

因。然而，他也警告说，目前对该行业的炒作，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

象，即合成尼古丁是完全取代烟草衍生尼古丁的最佳方式。“但CNT根本没

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更愿意相信，随着尼古丁产品市场的不断增长，

合成尼古丁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至少在这一点上，合成尼古丁要追赶上“天然”尼古丁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CNT目前处理的所有订单中约95%来自美国，这一事实也说明了现实。

另外5%的需求来自亚洲，主要是韩国，而到目前为止，欧洲还没有需求（需

求为“零”）。然而，CNT的S-尼古丁产品（详见产品表）是该公司严格遵

循制药质量体系（cGMP）生产的，产品包括二水合重酒石酸尼古丁（一种尼

古丁盐）、尼古丁溶液、尼古丁聚克利树脂和尼古丁颗粒。由于目前美国的

趋势迟早会向其他市场大力扩张，CNT拥有绝佳机会，可及时响应。

TTI：老牌公司打造最新产品
Tobacco Technology Inc.（TTI）公司成立于1975年，总部位于美国

马里兰州埃尔德兹堡，是一家香料供应商。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雾化行业，

该公司几年前成立了电子烟液复合设施eLiquiTech Inc.（eLT）公司。还有

Zanoprima Lifesciences Limited，一家位于英国的知识产权公司，拥有合

成尼古丁商标品牌SyNic®的专利权。著名行业人士乔治·卡塞尔斯·史密斯

（George Cassels-Smith）担任这三家公司的董事。因此，eLT担任SyNic®

在全球烟草行业的独家经销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SyNic®是一种USP/EP级S-尼古丁，eLT主要以三种形式销售：1）作为

一种纯USP/EP兼容液体，用于雾化产品；2）作为SyNic®重酒石酸烟碱中

的“盐”，它主要是鼻烟袋中的一种化合物，当然也可用于电子烟液；3）

作为聚克利树脂，可用于尼古丁口香糖和口腔含片。“一般来说，SyNic®酒

石酸氢盐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盐，会逐渐分解，释放出尼古丁直至完全耗尽，

而SyNic®聚克利树脂在咀嚼时会缓慢释放尼古丁；然而，树脂永远不会完全

消散，”卡塞尔斯·史密斯阐述道。

去除亚硝胺类！
当然，烟草衍生的“天然”尼古丁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处理不

当，往往会含有某些杂质。问题是，这些杂质（如亚硝胺）的化学性质与尼

古丁分子非常相似。卡塞尔·斯密斯（Cassels-Smith）说：“这使得去除

亚硝胺非常耗时，成本也很高。人们认为亚硝胺在人体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物

质。”他说，利用合成尼古丁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危险因素。

然而，正如CNT所指出的，即使是合成尼古丁也并非总是完全没有任何

杂质。它仍然含有微量的麦斯明，这种物质也存在于烟草衍生的尼古丁中。

但是，卡塞尔·斯密斯保证SyNic®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在FDA批准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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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L总裁文森特·舒曼

（
NGL公

司
供
图
）

按照严格的药物标准生产的，因此产品的纯尼古丁含量大于99.95%，剩余的

0.05%主要由麦斯明组成”。因此，他坚称，SyNic®的杂质分布“与天然尼

古丁相比非常小”。

卡塞尔·斯密斯预测，随着全球烟草行业接受SyNic®和其他合成尼古

丁品牌，“天然”尼古丁的标准也将提高。“这反过来又将为农民创造一个

更为有利可图的市场，让他们出售烟草以获得天然优良品种的ESP/EP级尼古

丁。”然而，他提醒说，不可追踪或跟踪的“超级廉价”的USP尼古丁将可

能首当其冲地受到市场缩减规模的影响。这反过来又将有利于SyNic®和为纯

种尼古丁提供原料的烟农。“SyNic®将通过创建一个从农场开始完全可追踪

和可跟踪的纯种产品市场，包括种子、土壤和残留农药检测，来提高天然尼

古丁行业的门槛。”

先驱者——NGL公司
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Next Generation Labs LLC（NGL）是相对新兴的

合成尼古丁领域的市场领导者。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罗恩·图利（Ron 

Tully）表示：“我们经常被视为其他合成尼古丁供应商的追随者，而事实

上，我们是市场的主导者和首个参与者。”NGL为烟草/雾化和制药行业提供

TFN®和Pharmanic®品牌的合成尼古丁产品。而且，该公司的客户还在一系

列“无烟”消费品中使用TFN®（见本期相关文章）。

目前从“天然”尼古丁到合成尼古丁的缓慢转变必须从降低风险的角

度来看，尤其是在雾化领域。他解释说：“雾化制造商对从尼古丁中去除烟

草残留物很感兴趣，消费者希望尼古丁尽可能干净，因此一直在慢慢寻找烟

草之外的尼古丁替代品。”

图利说：“化学合成的分子在许多方面是其天然分子的更完美版本，

比如合成钻石和天然钻石。就尼古丁而言，分子的对映体性质允许合成制造

过程分离S-、R/S-和R-异构体混合物的特定特征。”图利指出，这有可能为

支持组合奖赏途径尼古丁（R-和S-异构体调整比率）开辟新的途径，而不是

在未来的消费品中仅利用与烟草相同的S-异构体尼古丁。NGL首席执行官文

森特·舒曼（Vincent Schuman）补充说，该公司“已经率先开始研发这种

类型的尼古丁，未来将继续探索。”

最初，“从将尼古丁重新定义为多个行业领域的一项技术这一非常

广阔的愿景开始”，该公司目前的两个合成尼古丁品牌于2014年首次推

出，TFN®目前主要针对雾化和“无烟”行业（详见产品表）。“我们最终聚

焦雾化、烟草和药品，因为在这些领域，公司可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为制

造商提供产品成分选择，同时，为成年消费者提供个人生活方式的最佳尼古

丁选择。”

兴趣的重要支点
与此同时，文森特·舒曼回忆说：“消费者对合成尼古丁的兴趣最初

集中在韩国和美国等似乎为销售含有合成尼古丁的产品提供了监管机会的市

场上。”但他补充说，与此同时，制造商们已经认识到，越来越多的成年吸

烟者正开始寻找戒烟的方法，而合成尼古丁可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人们对合成尼古丁的兴趣现在已经“转向技术应用，而不是简单地

探索‘这种产品是否解决了市场上的税收或监管问题’，”舒曼说，“因

此，NGL在所有主要烟草和尼古丁市场的业务咨询中都出现了上升趋势。”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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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尼古丁产品的年营业额以近乎惊人的速度增长，即证明了

这一“上升趋势”。2018年，该公司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15%

；2019年，同比增长了65%；2020年尽管爆发了新冠疫情，该公

司的增长率仍然达到了300%；而舒曼预计2021年的增长率将达到

惊人的1800%。

尽管合成尼古丁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舒曼坚称，“传统的

可燃烟草制品和烟草衍生尼古丁重组薄片的使用可能不会受到

影响。合成尼古丁的真正进步将应用在雾化、加热不燃烧烟草制

品、尼古丁袋、尼古丁口香糖、透皮贴剂、干气溶胶等新型尼古

丁输送系统。”NGL联合创始人罗恩·图利指出，合成尼古丁市场

将“在公司争夺客户和机会的不稳定时期”不断增长。”他预测

道：“未来几个月将专门针对美国市场推出多种‘合成’尼古丁

产品。”图利补充说，这些产品需要经过严格的验证，以确保它

们不是“假货”，例如：烟草衍生的尼古丁被错误地贴上标签，

并被误导按照“合成”尼古丁销售。

“2014年，合成尼古丁市场为零，”图利说，自那时

起，NGL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先驱者和创新者”。尽管这家总部

位于加州的公司相信合成尼古丁的未来增长趋势强劲，但图利非

常现实地预计，NGL将“面临来自烟草尼古丁制造商更为激烈的

竞争，因为他们将创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可能永远占据

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但一切有待时间来证明。

CNT的研发实验室

（
CNT公

司
供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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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烟草市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等前苏联共和国。据在当地市场运营

的全球烟草巨头代表最近发表的声明，以及

当地媒体的报道，随着当地消费者对烟草产

品的需求和消费的不断增加，中亚烟草市场

正稳步增长。

新冠疫情期间，大多数国家不断收紧反

烟草立法，但当地消费者对烟草产品的需求

仍然稳定。在市场上运营的大多数全球大型

企业均认为，这有利于他们的进一步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生活在该地区的潜在客户人数

（该地区总人口超过7400万人）较多，而且

一些非烟草替代品日益普及。

与此同时，一些全球领先的烟草巨头的

代表已经证实，该地区对其业务的重要性与

日俱增。

烟草巨头看好中亚
市场

日烟国际在中亚的设
施体现了该公司对该
地区的承诺

英美烟草高级策略总监德夫拉·格雷

森（Dervla Gleeson）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中亚地区仍然是该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地

区，而英美烟草最大的希望则放在其新的产

品类别上，特别是雾化产品、烟草加热产品

和现代口腔产品。截至目前，其中一些产品

已经投放市场。

“一些产品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上

市，包括在哈萨克斯坦上市的烟草加热产品

glo和在乌兹别克斯坦上市的现代口服产品

VELO，”格雷森说。

除英美烟草外，中亚地区也是另一个全

球烟草巨头日烟国际的利益范围。日烟国际

的一位官方发言人在专访中也证实了中亚地

区对该公司业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他们说：“中亚市场对日本烟草集团很

重要，我们在其中一些市场投资安装制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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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卷烟仍是中亚消费最多的产品

施，这是我们重视承诺的明证。此外，我们在大多数市

场都拥有强大的商业地位。例如，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的

销量和销售额均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虽

然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该行业销量不会增加，但我

们确实打算继续加强我们品牌的资产，以建立我们的商

业存在。”

日烟国际发言人表示，与全球其他市场一样，新冠

大流行影响了该公司在中亚的业务，部分原因是在封锁

期间，随着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消费者改变了与烟草产

品相关的消费行为。虽然有消息称在不久的将来疫苗可

大范围接种，这个消息令人振奋，但由于新冠大流行的

后果可能会延续到2021年以后，现在确认2021年上半年

的复苏还为时过早。

菲莫国际自1993年以来一直在该地区开展业务，还

在该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收购了当地烟草

生产商阿拉木图烟草股份公司的股份。

目前，该公司在阿拉木图地区设有一家工厂，专门

生产其品牌产品，既供应哈萨克斯坦当地市场，也出口

到中亚其他国家。

尽管爆发了新冠疫情，但与2019年相比，今年该地

区大多数国家的烟草产量都出现了显著增长。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2020年1-11月，该国烟草制品

产量为145.7亿支，比2019年增长9.9%。按价值计算，产

值达1316亿哈萨克斯坦坚戈（4.62亿美元）。

目前，哈萨克斯坦的烟草产量继续增长，尽管该

国今年早些时候大幅收紧了反烟草立法。比如，该国最

近要求烟草产品实行强制性标签，包括一个数据矩阵编

码唯一标识符，其中包含产品序列号和制造商名称等信

息。这意味着，只有使用二维扫描仪读取必要的数据并

将其传输给财政数据运营商，才能在哈萨克斯坦市场销

售烟草产品。

哈萨克斯坦当局希望通过引入强制性标签，确保市

场的透明度，防止假冒产品涌入市场。近年来，假冒伪

劣产品已成为整个中亚烟草市场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阻

碍了其更加活跃的增长和发展。

该地区另一个主要国家吉尔吉斯斯坦议会议员阿

扎马特·阿拉巴耶夫（Azamat Arapbayev）表示，近年

来，中亚已成为中东、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向该地区供应

假冒烟草产品的中转中心。他补充说，这些产品大部分

随后再出口到前苏联国家和欧盟地区。

一些当地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近年来各地区政府在

打击假烟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该地区非法烟草产品

的比例仍在稳步增长。

因此，导致合法生产商严重亏损，地方预算利润很

低。目前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欧亚经济联盟的统计数字

显示，中亚地区假冒烟草产品的比例因国家而异，在50%

至70%之间。不过，尽管如此，大多数生产商和分析师仍

认为，未来几年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前景。

除了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对该地区其他国家也抱

有希望，比如塔吉克斯坦。几年前，日烟国际的代表访

问了塔吉克斯坦，他们考虑投资当地烟草市场的一些机

会。然而，由于2017年该国以通过新的反烟草法的形式

收紧了烟草立法，这些计划被搁置。

多数分析师预计，乌兹别克斯坦的烟草市场可能是

未来几年整个中亚地区增长的一大动力。目前市场容量

估计为100亿支，按价值计算每年约5亿美元，年增长率

为10-12%。

总的来说，中亚地区烟草制品的日均消费量因国家

而异，人均10-17支，哈萨克斯坦的最高消费量为18支。

在总体消费结构中，占消费品比重最大的是传统卷烟。

与此同时，该地区烟草替代品的消费量仍然很低，

一些当地分析人士称，这为烟草巨头提供了增长机会。

低价位和中价位卷烟市场几乎平分秋色，高价位市

场占有率不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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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启动农场工人普遍工
资在线调查

肯塔基州劳工内阁发起了一项

在线调查，将收集2020年度烟草农

场工人的普遍工资数据。

内阁计划通过这项调查，进一

步确定该州烟草农场工人的普遍工

资标准。内阁官员希望利用这项调

查结果，确定农场主雇佣的H-2A签

证工人从事烟叶加工及其他烟草相

关工作的现行单位工资。

这项志愿者在线调查将在肯塔

基州职业中心网站的农业工人页面

展示90天。

为保护农业发展基金会改革势
在必行

肯塔基州农业委员会主任瑞

恩·夸尔斯（Ryan Quarles）表示，

他同意将肯塔基州农业发展基金会的

管理权从州长办公室转移到肯塔基州

农业部（KDA）。

他说：“2020年是疯狂的一

年，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冠疫情。我

们看到，虽然行政权利不断扩大，

但公众和农业领域对州长办公室的

决定缺置之不问。长期以来，移交

行政权一直是农业领域的一个讨论

焦点，而且去年已经达成共识，改

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夸尔斯表示：“最近几周，

州长试图向肯塔基州农业发展委员

会施压，希望其采纳州长办公室提

出的一项提案，而这项提案并非来

自董事会，我在担任委员会主任期

间从未见过。有了新的任命，州长

很快就会有一枚橡皮章，在未经适

当审查的情况下就能使用烟草和解

款项。这是农业界的钱，我不能袖

手旁观，眼睁睁看着这些钱用在实

现他的政治目的上。这些年来，这

项立法几经修订，现在是时候将该

委员会移交给真正代表肯塔基州农

村利益的机构——肯塔基州农业部

了。”

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保罗·

霍恩巴克（Paul Hornback）是参议

院第3号法案的主要支持者，此法案

将把肯塔基州农业发展委员会和肯

塔基州农业金融公司转移到肯塔基

州农业部。

霍恩巴克说：“很遗憾我们别

无选择，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保护

农业发展基金会。在过去，我曾反

对这样的法案，但很明显，州长从

一开始就对农业领域耍政治手段，

例如将资金监管办公室的权利转移

到自己手中，他的农业科技咨询小

组又将种植型农业排除在外。基层

机构已经表态，肯塔基州农业局成

员也投票赞成在冬季会议上通过移

交委员会的政策。我很荣幸将该委

员会转移到肯塔基州农业部，因为

农业部是最了解农业的地方。”

NCTTFC启动赠款周期申请
北卡罗莱纳州烟草信托基金委

员会（NCTTFC）目前正在接受2021

年赠款周期的申请，3月5日截止。

可通过www.tbaccotrustfund.

org查询申请信息，基金将在今年秋

季发放给入选项目。

委 员 会 主 席 W i l l i a m 

H.“Bill” Teague说：“我们2021

年的工作重点，将主要为北卡罗来

纳州的生产者创造机会，并在当前

或曾经依赖于烟草的地区创造就业

机会。北卡罗莱纳州的创新项目将

通过在线方式接收，而入选项目应

该于2021年11月正式启动。”

NCTTFC由北卡罗莱纳州会员

大会于2000年成立，旨在帮助烟

农、烟草工人和相关企业等烟草业

成员，其原始资金来自烟草业每年

支付的《烟草大和解协议》和解款

项。现在，资金已分配给NCTTFC，

然后由其对赠款项目进行审查、筛

选和资金分配。这些项目包括市场

改善、农民市场改善，农民成本分

担拨款计划、商品营销、替代作物

研究以及农业培训项目。

22世纪集团计划扩大VLN®烟
草种植规模

22世纪集团宣布，根据公司最

新的销售预测，将大幅提升VLN®低

尼古丁烟草的种植规模。

VLN®烟草库存充足，专门用于

22世纪集团VLN®低尼古丁卷烟的生

产和前期销售，扩大种植规模是为

了补充库存。

22世纪集团针对VLN®卷烟向

美国FDA提交了改良风险烟草产品

（MRTP）的申请，目前已经到了审

查的最后阶段。一旦获得授权，22

世纪集团将开始销售这种尼古丁含

量比传统卷烟品牌低95％的VLN®卷

烟。获得美国FDA授权、成为拥有低

风险暴露声明的唯一可燃卷烟，将

大幅提升22世纪集团的销售额，即

使在美国烟草市场只能抢占一小部

分份额，公司的收入和市值也将呈

指数级增长。

通过与烟农合作，22世纪集

团将在全美的烟草种植区种植新型

VLN®烟草，从而为美国那些正在苦

苦挣扎的家庭烟农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该公司特有的低尼古丁烟草，

平均每克烟草仅含0.5毫克尼古丁，

与通常每克烟草尼古丁含量达到20

至30毫克的传统卷烟相比，尼古丁

含量显著减少。





46 tobaccoasia  

LEAF NEWS 烟叶新闻

We’d like to 
let you i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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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型烟草开始采收
种植灌溉型烟草的烟农已经开

始采收烟叶，并开始烤烟。

Agritex烟草专家Douglas Nza-

rayebani表示，马科尼、穆塔萨

（Mutasa）和（Mutare）地区的灌

溉烟草现已成熟，而种植旱地烟草

的烟农仍在进行烟苗移栽。

他表示：“在大多数灌溉地

区，烟草采收已经开始。马科尼是

马尼卡兰省的烟草种植中心，在

黑德兰兹（Headlands）、鲁萨佩

（Rusape）和Nyazura地区，大多数

种植灌溉型烟草的烟农已经开始采

收烟叶。穆塔萨和穆塔雷地区的部

分烟农也已经开始采收烟叶。” 

烟农联合信托基金会主席维

克多·马里兰尼卡（Victor Mari-

ranyika）说，2020年9月1日开始播

种的烟农，在12月的第一周就已开

始采收烟叶。

“具有灌溉能力的商业农场，

已经开始采收9月1日左右播种的灌

溉烟叶。开始采收烟叶的时候，又

遇到了大雨、雷阵雨和冰雹，采收

受到影响，有些地方的冰雹天气导

致烟叶受损。”马里兰尼卡说。

“有时候田地被洪水淹没。

雷电交加的天气，使得工人采收

成熟烟叶难上加难。我们希望烟叶

能上自然灾害保险。此外，这种天

气会使肥料和养分流失，降低烟叶

品质，因而种植者可能需要重新施

肥。”

烟草出口创汇7.63亿美元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

烟草出口创汇7.63亿美元，与2019

年相比，2020年烟丝和烟梗等附加

值烟草制品出口量增多。

2020年烟茎、烟草碎片和碎

烟等副产品的出口量，从2019年的

3600万公斤增加到4300万公斤。

该委员会称，尽管受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津巴布韦的烟草出口量

仍达到1.87亿公斤，与上年持平。

“尽管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影

响，2020年全球的烟草交易并未受

到很大影响。与2019年相比，今年

的烟丝和烟梗等附加值产品出口量

增加。远东地区是津巴布韦烟草出

口量最多的地区，33％的烟草出口

到中国。”

2020年的烟草平均出口价格为

每公斤4.06美元，2019年同期为每

公斤4.51美元。

农民要求大陆集团付款
800名多名烟农要求乌干达大

陆烟草公司向其支付烟草款项，原

因是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他们向

该公司出售了价值90亿乌干达先令

（2420万美元）的烟草，但未收到

支付款。

Maracha区的农民协调员克

里斯托弗·阿迪亚（Christopher 

Adia）说：“2018年，我们与乌干

达大陆烟草公司签署了种烟合同，

并于2018年和2019年向其出售烟

草，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收

到任何款项。”

农民说，他们已经几次向Ma-

racha区和阿鲁阿（Arua）区的居民

区专员办公室提出投诉，但收效甚

微，所以现在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解

决这一问题。

据悉，大陆烟草公司已与政府

达成协议，将通过议会补充预算获

得的资金向烟农支付烟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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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雷——马辛巴·麦巴（Masimba 

Maimba）2008年毕业于津巴布韦西南部的

Solusi大学，获得了农业经济学位，但与当

地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未找到一份正

式工作。

大学学位未能使他获得一份全职工作，

然而，三年后，他得到一个机会，自己经

营，收入颇丰。马绍纳兰东部省的Macheke

是一个主要农业区，位于首都哈拉雷以东约

200公里，政府在那里给他分配了一个28公

顷的农场，他开始种植玉米、土豆、西红柿

和小麦。2013年，他改种烟草。

他对《亚洲烟草》表示：“我最初种植

了2公顷的烟，接着是5公顷，然后发展到20公

顷。”“在最初阶段，务农显然很有挑战性，

但我坚持努力。我必须要说，我已经克服了这

些当初的困难，现在自信地宣布，我的经历特

津巴布韦的烟草发展情况
哈拉雷Tian	Ze烟草合
同拍卖场

别精彩。回顾我在过去七年里取得的成就，我

现在也意识到，务农不会出错。”

他用第一次采收烟草所得的钱，在农场

附近的Macheke小镇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处住

宅。2018年，他买下了第二处住宅，目前正

在修建。

麦巴目前雇用28名全职员工。他说：“种

烟的回报是很高的，因为是用美元支付的，不

像玉米和小麦等农作物是用当地货币支付的。

然而，我要说的是，截至目前，我最大的突破

是在2019年，当时Voedsel的代表来到我的农

场。他们被深深打动了，当场告诉我，他们想

资助我种烟。这是令人兴奋的认可，我毫不犹

豫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他们为我提供技术培

训、种子和肥料，以及市场销售。此后，我的

农场运营情况一直很好，但只有20公顷的可耕

地太小了，所以我们正在寻求出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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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烟草投入分销仪式

Voedsel烟草国际公司是约20家独资烟草承包、加工和出口公司之一，

服务于越来越多的黑人农场主。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5年开始直接承包

业务，近年来，平均每季签约6000名农场主，跻身津巴布韦前10强承包商之

列。2020年，该公司采购了当地约5%的弗吉尼亚烤烟，主要出口到亚洲。

弗吉尼亚烤烟一般是由该国北半部的白人商业生产者种植的，该地区

以丰沛的降雨量和肥沃的土壤而闻名。2000年，时任总统罗伯特·穆加贝

（Robert Mugabe）发动了一场收回农场的运动，当时该国4500名白人农场

主中约有2000人在种植烟草。据官方估计，目前全国仍有大约500名白人农

场主拥有自己的农场，但种植烟草的人数不详。

然而，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10月至2020

年3月的烟草种植季节，148,084名黑人小型农场主在津巴布韦这个世界第六

大烟草生产国和非洲第一大烟草生产国种植烟草。他们以每公斤2.50美元的

均价出售了1.82亿公斤烟叶，创汇4.53亿美元。2020年的产量比2019年创纪

录的2.52亿公斤低20%。

津巴布韦95%以上的烟草是弗吉尼亚烤烟，其余的是白肋烟和香料烟。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说，烟叶是该国所有主要年度作物中收入最高的。

和麦巴一样，同样来自Macheke镇的奈杰尔·福托（Nigel Foto）也与

Voedsel签约了，他目前只种了6公顷的烟，但用烟草收入购买了汽车，建造

了房屋，现在又开始饲养家禽和猪。

他笑着说：“我也开了一家店，我的妻子是一名教师，我想说服她离

开学校，专心经营我们的零售业务。”教师每月收入50美元。

2017年，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教授兼研究员伊恩·斯科恩斯

（Ian Scoones）在《土地变化期刊》（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上

发表的一篇论文《津巴布韦的烟草、合约农业和土地变化》中说，烟草种植

改变了人们的生计。根据农场主成功与否，他将他们分为四个阶层。最上层

的是“积累者”，其次分别是“有意积累者”、“农民生产者”和“分散经

营者和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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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纳兰的一块烟田 他表示，积累者有足够的资源种植烟草

并自行销售。由于之前与承包公司的关系积累

了足够的资源，因此他们现在能够独立运作。

“他们将烟草收入投资在拖拉机和运输

工具上，使家庭能够有效地种植烟草，并将

烟草运到拍卖场，”斯科恩斯在谈到积累者

时说。

“他们平均分配烟草种植和商业玉米

种植，因此他们分散了农业风险。许多积累

者也有其他生意，包括拖拉机租赁和运输，

但也有房屋租赁，因为有些积累者将烟草收

益投资于Mvurwi、马佐韦和哈拉雷的房地

产。”

有意积累者正“积累基础”，大量购买

资产，包括牛、太阳能电池板、手机，以及

农业性投入等，而大量农民生产者正逐渐向

其他两个阶层升迁。第四组的分散经营者和

奋斗者倾向于种植玉米而非烟草。

他说：“每个人身边都有靠烟草成功的

人，尽管有些人对烟草的可持续性以及多样

化种植其他高价值作物存疑。”

“烟草热潮为相当一部分土地改革受

益者提供了积累的机会。这带动了农村经

济，创造了就业机会，带来各种投资，随着

Mvurwi等小城镇的发展，当地经济也发生了

变化。”

农业经济学家、退休烟农托马斯·恩赫

雷拉（Thomas Nherera）说，21世纪初，烟

草产量下降是因为在传统种植者被驱逐后，

新种植者仍在学习种烟诀窍。变迁的影响在

2008年最严重，当时产量约为5000万公斤。

他说：“现在，新型农场主脚踏实地，

他们有知识和经验，因此产量有所回升。”

“总的来说，烟叶品质会改善，只要

具备适当的降雨和其他生长条件，但也与生

产者的技术水平相关。所以，品质会提升。

我现在看到了更充分的准备，更强的技能，

更大的资本投入，以及更饱满的生产热情。

我看到更多的承包商在这一增长中扮演着非

常有影响力的角色。如果一个人种烟并且经

营的很好，他们往往生活更富裕。许多新型

农场主买了车，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基本上

比那些种植其他一年生作物的人生活水平更

高。这是因为烟草的回报很高。从未发生过

生产出高品质作物却未获得回报的情况。”

津巴布韦95%以上的烟草是由大约30个

承包商提供资金的。中国天泽烟草以及津巴

布韦当地一家老牌公司烟草公司Northern 

Tobacco是主要承包商，而Voedsel和Sub-

Sahara则是较新的承包商。

TIMB表示，截至9月10日，合同拍卖

场已售出价值4.26亿美元1.715亿公斤的烟

草，而销售拍卖场共售出价值2770万美元

910万公斤的烟草。数据显示，合同拍卖场

远高于销售拍卖场。该国三个拍卖场的最高

报价为每公斤4.99美元，而合同拍卖场的最

高报价为每公斤6.60美元。

在2018年之初，Sub-Sahara与2600名种

植者签订了合同，这些种植者分布在该国的

烟草种植区西马绍纳兰、马绍纳兰、东马绍

纳兰和中马绍纳兰省。该公司2019年同样资

助了2600名农场主。在2020/2021烟季，Sub 

Sahara公司将在这四个省与6500名农场主签

订合同。

Sub Sahara公司的公共关系经理塔皮

瓦·马塞扎（Tapiwa Masedza）说，这些签

约农民2018年的产量为300万公斤，与2019年

持平。他预计，在2020/2021年的种植季节，

由于种植者人数增加，将产出600万公斤。

他在接受《亚洲烟草》采访时指出：“我

们是受到土地改革计划启发的新兴合同商之

一，致力于支持我们的新型农场主。”

“但与其他本土合同商不同的是，我

们赞助农场主，采购他们的作物，加工并

出口到亚洲和中东，以及非洲的南非和安

哥拉。我们也是第一批为应对新冠爆发而分

散采购的合同商之一。我们在马龙德拉、姆

武尔维、奇诺伊和卡罗伊四地均设有合同拍

卖场。我们藉此帮助农场主降低运输成本。

他们无需前往很远的哈拉雷，直接到我们建

造的当地合同拍卖场即可销售作物，得到报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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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届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年会是历史上首次在线上举行的年会，及

时商讨烟草业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14位发言者在线参会，探讨了最新的生

产和消费趋势、新冠造成的供应链中断、替代作物和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

等广泛的主题。

疫情当下的烟草趋势
2020年烟叶产量数据（涵盖所有烟草类型）显示，同比下降2.7%，创

历史最大降幅。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和美洲，特别是津巴布韦、美国和巴西等

国最受欢迎的烟草类型弗吉尼亚烤烟产量出现下降。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

恶劣的天气条件，以及新冠全球大流行共同导致了该结果。总的来说，主要

市场的成本效益分析凸显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种植者越来越难以收支

相抵。环球烟叶公司预测，2021年烟草产量将恢复边际性增长。然而，仍然

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欧睿国际最新的消费数据也预测了长期衰退的前景。该市场研究机构

估计，2020年全球卷烟市场规模约为5万亿支，与2019年相比下降3.7%，如

果剔除中国，则下降5.6%。此外，烟草中最大的品类现在占到了整个行业价

值的85%，随着替品地位日益重要，这个数字注定会进一步下降。欧睿国际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
探讨烟草业新现实

卷烟作为烟草行
业最大的品类，
占整个行业价值

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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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研究部高级主管夏恩•麦克吉尔（Shane MacGuill）认为，新冠将是卷

烟价值增长的新增障碍，而加热烟草和封闭式雾化系统从长远来看具有最大

的增长潜力。对于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主要

亚洲市场，新冠导致卷烟未来前景恶化，而韩国是预测回暖的少数几个国家

之一。

新冠全球流行毫无意外地扰乱了整个供应链。对种植者来说，由于旅

行和运输限制，烟草种植缺乏投入。在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许多地方，销售

季节开启较晚，而在阿根廷等其他地方，销售季节被中断。在巴西，该行业

改变了与客户的互动模式。销售是通过视频会议进行的，随后种植者向买家

发送产品样品。由于缺乏烟叶储存设施，导致情况恶化，最终由于总体消费

量下降而导致需求下降。就制造商而言，像奥驰亚这样的大公司被迫暂停了

一些工厂的运营，而其他工厂则出现了产品库存短缺的情况。在烟草不被视

为重要商业的国家，烟草销售点被关闭。值得注意的是，南非在封锁期内完

全暂停了烟草制品的销售。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导致各国政府考虑增加税

收，为预算短缺提供资金，并帮助支付新冠应对措施的费用。实际上，新冠

全球大流行可能为控烟建立一种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能限制性更强，并进

一步扩展到雾化产品类别。

未来的机遇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探索烟草相近类别和可能的多样化战略变得

更加重要。最有趣的增长途径之一是合法的大麻市场。欧睿国际估计，到

全球疫情毫无意
外扰乱了整个供

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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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由药用大麻、成人用大麻和大麻二酚CBD组成的市场将达到950亿美

元。这与该机构改变需求驱动因素的观点一致，即支持新物质和自然活动、

合乎伦理和自然的生活以及谨慎消费。监管障碍目前是增长的最大障碍。然

而，消费者的态度正在迅速改变。在美国上届总统选举期间，亚利桑那、蒙

大拿、新泽西和南达科他四个州的选民支持娱乐性大麻合法化并予以征税，

而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超过2/3的美国人支持合法大麻，这是超越

了党派认同和政治认同意识形态的明显多数支持。然而，对于烟草种植者面

临的困难，没有万全之策。

肯塔基大学农业领导力项目联合主任斯内尔博士（Dr. Snell）透露，

《美国农业法案》实际上允许大麻在全国范围内生产，但解决农民问题并不

能一蹴而就。尽管烟草种植者从事大麻种植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如生产模

式、基础设施以及作物性质的相似性，但也存在多层挑战。大麻和烟草都是

支持低价的商品市场，美国农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最初的乐观情绪导致

供应过剩，致使价格暴跌。此外，市场日益集中，监管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对大麻的长期预测是积极的，但道路肯定是艰难的。

数字化创新
ITGA会上还邀请了专注于创新的公司发言，这些公司聚焦数字农业，

并为生产商提供软件解决方案。例如，AGRIVI帮助建立基于与种植者伙伴关

系的高效供应链。与精益制造理念非常相似，此类解决方案可以确保合理供

应、精确的品质和准确的数量、确保盈利能力，并最终实现负责任的增长。

烟草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水分管理。KILIMO收集数据来计算本地的

蒸散量，利用卫星和机器学习来跟踪作物覆盖率，最终目的是减少农田用

水。这些数字创新加强了环境管理责任，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作物生产的可

持续性。此外，所有这些倡议都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朝着为所有

有关各方建设更美好未来的方向迈进。

可持续发展
活动还安排了大量时间来讨论童工、青年赋权以及改善农民工作条

件。例如，消除童工基金会（ECLT）提出了解决童工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

提高认识、与当地社区合作、增强改善生计的能力，以及增加获得优质教育

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这与津巴布韦ICFU的创始人兼总裁Mayiwepi Jiti产生

了强烈的共鸣，她是该国第一位大胆进入欧洲出口市场的黑人女性，她详细

介绍了农村烟草种植区面临的挑战，那里的人往往无法兼得教育和工作。除

了微薄的利润和腐败外，该国还缺乏对农业社区的关注，比如缺乏保护性服

装，需要为年轻人提供设施等。青年赋权是成长权利研究所（Growing Up 

Right Institute）的重点，该研究所将巴西的案例作为积极转变的范例。

该研究所的主要目标包括创收专业化、技能培养和打击烟草生产中的童工现

象。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日益相互关联，需要所有行业利益

攸关方给予最大关注。

协作的重要性
2020年，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负面影响将在未来几年内显

现。现状困难重重，ITGA的高管们为此强调了整个供应链协作的重要性。事

实证明，该行业比许多人预期的更有弹性。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初心，了解

当前的现实，共同努力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大麻长期预测乐
观，但道路必定

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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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莫国际公布领导层继任计划
菲莫国际公布了一项领导层继

任计划，预计将于今年5月完成。

现任董事会执行主席路易斯·

卡米莱里（Louis Camilleri）已经

退休，这一职位将由现任首席执行官

谭崇博继任，于2021年5月股东年会

召开之前生效。在此之前，菲莫国际

独立首席董事卢西奥·诺托（Lucio 

Noto）将担任临时主席。菲莫国际

现任首席运营官亚切克·奥尔扎克

（Jacek Olczak）将在5月会议后立

即接替谭崇博担任首席执行官。

预计奥尔扎克也将在会议上

被提名为董事会成员。奥尔扎克在

2012年8月至2018年12月担任首席财

务官，自2018年1月开始担任菲莫国

际首席运营官。

 

日烟国际马来西亚公司新任董
事总经理

日烟国际马来西亚公司任命

Khoo Bee Leng为新的董事总经理，

接替Cormac O’Rourke，后者将在

日烟国际欧洲地区担任新的职务。

Khoo的职业生涯始于A.C.Nielsen，

于1993年加入日烟国际/雷诺马来西

亚公司，在营销职能部门担任过多

个职位，包括营销研究。她还曾在

日烟国际的日内瓦总部、集团的香

港办事处工作。Khoo于2018年3月担

任日烟国际缅甸公司总经理，2016

年负责日烟国际马来西亚公司的销

售部门。

NewCo迎新
NewCo Tobacco Services公司新

迎约瑟·玛利亚·科斯塔（Jose Ma-

ria Costa）担任其高级执行顾问。

玛利亚·科斯塔拥有28年的行

业经验，曾供职于毕克苏斯国际公

司和联一国际，在不同国家担任过

各种管理职务，包括2018至2020年

在马拉维利隆圭担任增值农产品执

行副总裁，2012至2018年在北卡罗

来纳州罗利担任全球运营和供应链

执行副总裁，2008至2012年在英国

担任欧洲区域总监。

玛利亚·科斯塔将在NewCo公司

担任管理顾问，致力于发展多元化

和可持续性业务。

VELO与迈凯伦赛车推出电子
竞技系列

英美烟草尼古丁袋品牌VELO

推出了VELO ESERIES系列，这是其

与迈凯轮赛车全球合作计划的一部

分。这标志着该品牌开始进军电子

竞技领域，将依托合作伙伴关系，

以精彩内容吸引成年观众，在适应

当前全球环境变化的同时，提升品

牌的全球知名度。

VELO ESERIES分为四季，将由

前巅峰拍档（Top Gear）主持人和

电视节目主持人罗里·里德（Rory 

Reid）主持，届时顶级名人将迎战

油管主播（YouTubers）。每季分为

三集，第一集将在英国沃金的迈凯

轮技术中心展现名人和油管主播的

表演，接下来是大师级的一集，将

看到名人展示他们的技巧。VELO的

粉丝将参加预选赛加入虚拟网络，

在直播比赛的最后一集“击败你的

英雄”之前，粉丝将与名人比赛。

佛罗伦萨计划禁止在室内外吸烟
佛罗伦萨市环境委员会委员塞西

莉亚·德尔·雷（Cecilia Del Re）

表示，佛罗伦萨市议会当局计划限

制在室内外吸烟的行为，禁止“在

公园、花园以及其他较拥挤和年轻

人聚集的地方”吸烟。

德尔·雷说，该措施将被纳入

佛罗伦萨即将出台的减少空气污染计

划，该计划将于2021年2月底获得批

准，预计将于2021年6月左右生效。

如果通过，佛罗伦萨将成为意

大利继米兰之后广泛限制在市中心

户外吸烟的第二大城市。米兰吸烟

禁令于2020年底获得批准，2021年1

月生效，禁止在公共交通站点、公

园、儿童游乐区、体育场馆、墓地

等场所吸烟。

维罗纳和博尔扎诺已禁止在

公园吸烟，尽管未禁止在大街上吸

烟，而威尼斯已提议在其历史中心

的部分地区设立禁烟区（目前尚未

通过任何立法）。

研究发现年轻人使用烟草制品
越来越少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

络公开版上的一项横向研究发现，自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年轻人使用的

卷烟和无烟烟草制品越来越少。

该研究使用了来自“监测未

来”（MT F）调查的数据进行分

析，MTF在1991年至2019年30年间，

每年调查学生近30天使用烟草制品

的频率。在过去30年中，MTF调查了

487,335名八年级学生、447,310名十

年级学生和424,236名十二年级学生。

共有215,147名学生报告吸烟，其中

119,141人每天吸烟；27,302人报告使

用无烟烟草（7398人每天使用）。

MTF发现，从1991年到1998年，

吸烟和每天吸烟的所有三个年级的

男女学生都有所增加。1998年以后

开始减少，近年来逐渐减少。

近年来，男生吸烟率的下降

略有延迟；未观察到吸烟的性别差

异，也未观察到不同种族吸烟的性

别差异。

调查还显示，男生比女生使用

无烟烟草更多。在2004年之前，十

年级男生吸烟的人数呈下降趋势，

在2004-2012年呈上升趋势，2012-

2019年出现了大幅下滑。

该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在

过去几十年中，青少年的卷烟和无

烟烟草消费量一直在下降，而且自

从电子烟问世以来，加速了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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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然而，他们也指出，雾化产品

的流行似乎并没有扭转其他烟草制

品使用量减少的趋势。

肯塔基州将获得260万美元和
解费

肯塔基州将获得260万美元，作

为其与非烟草大和解协议（MSA）卷

烟制造商S&M Brands以及股权股东

达成的多州和解费，以抵消与卷烟

制造、分销和销售相关的负债。

该和解协议结束了S&M Brands

针对其希望根据州代管法规收回先

前为卷烟销售支付的押金的诉求而

对北卡罗来纳州提起的诉讼。

肯塔基州的MSA托管法规要求非

参与制造商，根据在肯塔基州销售

的卷烟数量，每季度将资金存入托

管账户，作为防止未来卷烟销售责

任的保障。

根据该和解协议，S&M Brands

同意向各州支付30%的托管本金，向

参与MSA的卷烟制造商支付30%。

医疗研究发现双性恋与吸烟的
关系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的一项最新研究，仔细观察

了性认同和吸烟问题，发现双性恋

者开始吸烟的可能性是异性恋、女

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其他非异性恋

者（LGB）的两倍。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安德鲁·斯

托克斯（Andrew Stokes）说，这项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儿科杂志》上

的新研究“强调了从性认同静态测

度转向捕捉脆弱性关键时期的动态

测度的重要性。”

首席作者、博士生阿丽莎·哈

洛（Alyssa Harlow）说，研究人员

视角的这种转变“非常重要，因为

它揭示了如果我们在一个时间点测

度性认同，或者将所有LGB和性认同

混为一谈，就会忽略差异性。”

波士顿大学的迪尔·伦德伯格

（Dielle Lundberg）、朱莉娅·赖夫

曼（Julia Raifman）、卡尔·斯特雷

德（Carl Streed）、埃米莉亚·本杰

明（Emelia Benjamin），以及费城宾

夕法尼亚大学的Andy S.L. Tan参与了

这项研究。斯托克斯和哈洛也加入了

该研究，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

过分析全美烟草与健康人口评估

（PATH）的研究数据，对7843名年

轻人和年轻成年人进行了三年多的

跟踪调查。PATH是一项全国性调

查，询问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其

他大多数研究则不这么做。

这群年龄在14-29岁之间的人在

2013-2018年间接受了三次采访。在最

后一轮调查中，14%的PATH参与者报告

吸过烟，而6%的人现在仍在吸烟。

对整个LGB+群体的初步分析结

果发现吸烟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但

是，将数据按性别特征进行细分后发

现，它只适用于双性恋者。该结果同

样适用于戒烟者和现吸烟者。

研究还发现，在这三年中一直

保持相同LGB+状态的人，吸烟的可能

性并不比有着固定异性身份的人高。

调查发现，在为期三年的调查

期间出现的双性恋者，是唯一一个

吸烟可能性增加一倍的群体。

烟草减害研究：“僵尸理论”与
利益集团

纽约大学（NYU）全球公共卫生

学院的一位烟草依赖和治疗专家对

烟草减害（THR）研究中的“僵尸理

论”表示担忧。

纽约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教授雷

蒙德·尼乌拉（Raymond Niaura）博

士在2020年虚拟电子烟峰会上的演讲

中说，关于THR研究的科学议程是由利

益集团而非科学家推动的，因此，议

程包括“僵尸理论”，该理论“不能

被证据杀死，也拒绝死亡”。

尼乌拉举了三个僵尸理论的例

子：“闸门理论”声称使用雾化产

品会导致年轻人等初级用户开始吸

烟；声称使用雾化产品无益于吸烟

者戒烟的理论；以及雾化产品会造

成生物伤害的理论。

关于闸门理论，尼乌拉说：“停

下来吧，根本没有门户研究。但是，

如果你必须研究这个假设，请做好测

量干扰因素的工作，并使用适当的因

果推断方法，”并补充说，很少有闸

门研究做到这一点。

关于吸烟者使用雾化产品无益

于戒烟的理论，他说，这源于一些研

究，其中包括一些有限且容易产生使

用者偏见的观察性研究，而随机对照

试验（RCT）则是THR研究的方向。

关于使用雾化产品导致生物危

害的理论，他说，其他十几项研究

表明，从生物标志物数据和健康结

果数据来看，换用雾化产品具有显

著的益处。他还补充说，缺乏这样

的研究是因为科学家们还没有制定

议程，有必要聚焦反驳僵尸理论的

研究问题上。

尼乌拉认为，更多的THR研究

应该集中在涉及人的研究上，将吸

烟者作为对照组，更多的健康结果

研究不包括那些被潜在的干扰因素

所“迷惑”的观察性研究。

“我们已致函未禁止调味酒精和大麻产品的各
国政府，尽管他们存在青少年饮酒和使用大
麻的情况。我们不理解为何要实施青少年雾
化产品调味禁令，尤其是成年吸烟者换用雾
化产品有潜在优势。”

——加拿大消费者协会主席Bruce C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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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 picked.
Because no one flavors
e-liquids like 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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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并非“献爱心”。在稳定市场

份额方面，全球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越来越

残酷。坦白地说，竞争本该如此，这也是自

由市场经济的意义所在。但是，唯有一件事

情可以让烟草公司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那

就是打击各种形式的非法烟草贸易。尽管打

击非法烟草产品的艰苦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十

年，但2020年却是极具挑战性的一年。

封锁最初遏制了非法活动
有趣的是，新冠病毒（SARS-Cov-2）

在2020年初开始迅速传播时，似乎或多或少

地对犯罪集团和帮派的活动起到了明显的遏

新冠危机期初稍微遏制了卷烟非法贸易，但当然远未消除。英美烟草和日烟
国际的研究表明，形势和以往一样糟糕。

新冠疫情期间非法
烟草贸易依然猖獗

缉获的非法卷烟。	
Ryston是未注册的虚
假品牌，执法部门很
容易辨别该商品为非
法商品。
（日烟国际供图）

制作用。随着各国进入封锁状态，旅行受到

限制，供应链严重受阻，非法产品制造商、

分销商和贸易商也受到影响。“我们在全球

50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采

取的限制措施某种程度上可能阻碍了非法烟

草的生产和供应，”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日烟

国际反非法贸易业务全球总监伊恩·蒙泰斯

（Ian Monteith）表示。

英美烟草公司认为新冠疫情对合法烟

草贸易和非法烟草贸易均产生了“重大”影

响。“许多国家实行管制，限制货物和人员

跨国流动以及在本国境内的流动。这对合法

和非法烟草供应链都产生了影响，”英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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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驻伦敦反非法贸易业务组负责人约

翰·弗林特（John Flint）解释道。

他说，加强边境管制，特别是在非法

产品流入特别严重的国家，非法烟草

产品减少，合法烟草产品销量随之增

加。执法部门也能从中获利。巴西司

法和公共安全部的数据表明，因新冠

疫情关闭与巴拉圭的边境后，巴西的

卷烟缉获量增加了300%以上。

然而，这些成效只是暂时的。

或者，正如日烟国际的伊恩·蒙泰斯

（Ian Monteith）所说，“新冠疫

情远未完全中断非法烟草贸易。”他

说，随着封锁措施逐步放松，全球各

地执法机构缉获的假烟或走私烟草品

牌仍在不断增加。“自2020年5月以

来，亚洲和欧洲有数家非法卷烟厂被

查封。”英美烟草也证实了这一调查

结果。英美烟草公司的约翰·弗林特

说：“疫情期间，工厂关闭、分销网

络中断、部分零售店停业，合法供应

链受到影响，反而为非法经营者提供

了一个迅速‘填补空白’、并通过非

正规渠道提供非法烟草的机会。”

南非	
禁烟令考虑欠周

以南非为例，为控制新冠病

毒，该国下令全面禁止所有合法

烟草销售，这是一项非常不明智的

措施。结果事与愿违。英美烟草公

司的约翰·弗林特说：“长期的禁

令意味着市场上只有非法的烟草产

品。”尽管它最终被取消，但导致

犯罪集团设法在南非获得了比新冠

爆发之前更强大的市场分额。

然而，日烟国际公司的事务和

通讯主管邦哈尼·姆希贝（Bongani 

Mshibe）说，利用禁令获利的不仅仅

是跨境走私者。南非一些当地制造商

用免税产品充斥市场，他们在街上售

卖的卷烟零售价只有10南非兰特（合

0.69美元），这是一段不幸的历史。

延长的禁烟令给他们提供了进一步

扩大市场份额的绝佳机会。姆希贝

说：“由于烟草禁令期限延长，一直

被怀疑藐视消费税合规性的本地制造

南非非正规街头小店一般销售的都是非法烟草产品（注：图片中的所有卷烟品牌均
是非法的）

（
TISA供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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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烟草/日烟国际研究：主要的罪魁祸首*

*根据英美烟草公司和日烟国际公司整理的数据，两家公司分析认为，上述国家/地区仅代表英

美烟草/日烟国际所在市场以及非法烟草问题在指定类别中最为普遍的市场。因此，各自的清

单并不全面。国家/地区名称按字母顺序列出，并非根据严重程度排列。由于缺乏可用的数

据，中国和美国均未被考虑在内。

**“非法产品”一词是指所有类型的非法卷烟产品的总称：非法白烟、违禁品、假烟等。

（来源：英美烟草/日烟国际）

非法产品生产国**
白俄罗斯

比利时

希腊

印度尼西亚

巴拉圭

波兰

西班牙

阿联酋

乌克兰

越南

非法产品分销**
巴西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俄罗斯 

南非

地区：

东欧

中东

非法产品运输**
伯利兹

巴拿马

新加坡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阿联酋

越南

地区：

东欧

西欧

非法产品国内零售**
孟加拉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俄罗斯

南非

地区：

亚洲

东欧

欧洲亦不能独善其身
虽然这些非法烟草比例高的国家位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但这并不

意味着欧洲的问题微不足道。日烟国际和英美烟草的研究表明，西欧和东

欧相当多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一问题的影响（见表）。例如，波

兰和乌克兰已被广泛认定为假冒卷烟品牌的制造国。与此同时，比利时、

希腊、西班牙、波兰和白俄罗斯也在制造假冒产品。俄罗斯既是非法产品

的分销国，也是非法产品市场。总之，东欧国家非法烟草本地零售和分销

的发生率较高，而东欧、西欧国家经常被犯罪集团当作走私品的过境国。

品牌仍然触手可及，在禁令期间获得了63%的市场份额。因此，南非陷入了这

样一种局面：这些可疑品牌实际上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

南非当局似乎终于从沉睡中醒来，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掌控这种

不可想象的情况。2020年6月，一项要求所有卷烟厂安装数字计数器的法律

生效。姆希贝呼吁说：“现在有利的做法是，税务局立即采取行动，确保税

收合规，否则合法烟草行业的增长将继续受到限制，国家烟草税收入将进一

步流失。”

马来西亚
非法产品占卷烟消费量的65%

南非并非是唯一一个非法烟草产品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国家。我们来

看看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国家因成为世界上非法产品国内消费量最高的国

家而屡屡登上头条。最新的估计表明，这一比例可能高达卷烟消费总量的

65%。此外，马来西亚还赢得了令人唏嘘的“殊荣”，即成为主要的走私过

境国之一。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担任日烟国际马来西亚公司的总经理科马

克·奥鲁克（Cormac O’Rourke）对《亚洲烟草》表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

面。马来西亚国内消费税急剧调涨导致国内非法产品消费量爆发，而马来西

亚海岸线漫长，容易携带违禁品。

奥鲁克说：“马来西亚的海岸线总

长4675公里，大多数非法产品通过

其众多港口之一或通过邻国新加坡

抵达货柜船。”

英美烟草公司的约翰·弗林

特（John Flint）分享了一些其他

背景：“2015年，马来西亚非法烟

草比例徘徊在37%左右。”他补充

说，“2015年后期，消费税大幅提

高了40%。这扭曲了市场，给消费

者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结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吸烟者放弃合法品

牌，涌向非法商品，到2015年底，

非法烟草的比例增长到52%。弗林特

指出：“突然大幅提高消费税，再

加上执法不力，处罚力度较低，我

们认为这是马来西亚非法贸易爆炸

式增长的原因。”

新加坡
主要的过境国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日烟国际

和英美烟草都提到新加坡是一个主

要的过境国。新加坡以其严厉的综

合执法以及极其严格的禁烟条例而

闻名。但话说回来，新加坡运营着

全亚洲最大的港口之一，所以也许

我们不应该太惊讶。由此而论，马

来西亚也不是经由新加坡转运违禁

品的唯一目的国。来自印尼、越南

和菲律宾等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很大

一部分非法产品的目的地据说是新

西兰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大幅增税的后果更严重

遗憾的是，澳大利亚犯下了

与马来西亚几乎相同的错误，甚至

更严重。这个错误是假设消费税大

幅提高将导致吸烟率大幅下降。然

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

吸烟者没有戒烟，只会寻找更便宜

的替代品；而这些替代品往往是非

法产品。随着澳大利亚政府实行每

年以惊人的12.5%递增的烟草消费税

政策，该国现在已经陷入了一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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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票可确保烟草收入
由于假冒者和走私者利用新冠疫

情，继续威胁着国际供应链，因此，国

际税票协会（ITSA）最近组织了两次网

络研讨会，探讨了税票与追踪系统在确

保烟草收入方面的核心作用。网络研讨

会参与者了解到，在政府努力让公共财

政重回正轨之际，适当实施税票和可追

溯性项目可以帮助政府保护收入并收回

急需的收入。

重点是非洲国家，即那些虽然是世

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消除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的缔约方，但

目前尚未建立税务印章或可追溯系统的国

家，必须在2023年之前对烟草制品实行安

全的跟踪和追溯。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

告，每年的全球假烟贸易价值400亿至500

亿美元，产出6000多亿支卷烟。

以维持的局面：大多数卷烟品牌的单一标准包装零售价在30至40澳

元（23-30.50美元）之间。显而易见，绝大多数吸烟者再也买不起

合法商品了。因此，他们要去寻求其他渠道。

英美烟草公司的约翰·弗林特解释说：“非法烟草在澳大利亚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来自亚洲和中东的走私假烟和非法白

烟，以及当地种植的‘chop chop’（一种自己卷制的烟）。我们认

为，在澳大利亚，合法烟草价格高企，澳大利亚紧邻低价市场，这

是非法烟草产品涌入以及本地烟叶生产的关键推动力。”然而，他

还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相应地出台了‘

黑色经济一揽子计划——打击非法烟草’，该计划已作为2018-19年

预算审查的一部分公布。”该一揽子计划包含了几项关键提议，包

括设立和资助成立新的“非法烟草特别工作组”，增加对违法者的

经济和拘禁处罚，并提前对进口烟草产品征收关税。

合法烟草产品价格过高		消费者必然选择非法产品
但是，在这一方案最终得以全面实施和启动运行之前，价格将

仍然是消费者选择的主要驱动力。毕马威2020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

告称，“如果澳大利亚吸烟者要在两种相同的卷烟产品中选择，他

们会选择更便宜的，即使是非法烟草。”该报告还指出，自采用平

装以来，澳大利亚非法烟草产品的总消费量增加了80%。报告总结

说：“仅在过去两年，非法烟草销售就上升了近50%，是全国有记录

以来的最高水平。现在，21%的产品是非法烟草，因此，政府成立一

个新的工作组也就不足为奇了。”



64 tobaccoasia Issue 1, 2021 January/February

中国有500多万零售客户，如何为零售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巩固好卷烟营销的基础，近年

来，中国烟草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2019年提

出的“卷烟营销在基层”活动的等，2020年7月

初，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我与

客户共成长”主题营销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我与客户共成长”活动亮点
首先，“我的业务我学习”活动，涵盖“理

念宣贯、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营销政策、学习零

售技术、推广平台应用”五个方面，要求客户经

理具备“开口营销”能力，力争使每一位客户经

理都能成为零售客户的培训师。

其次，“我的终端我辅导”活动，涵盖“介

绍零售业发展趋势、讲解行业经营政策、推广品

牌营销技巧、分享终端经营技能”等方面，意在

提振客户经营信心，推动零售客户与烟草行业共

同发展。

最后，“我的终端我维护”活动，涵盖“保

障优质终端建设质量、终端系统应用水平、支持诚

中国烟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
与客户共成长”主题营销活动

信互助小组有效运行、核实零售客户基础信息”四

个方面，意在营造零售客户间的竞争氛围，激发广

大零售客户的积极性、主动性。

从时间进度上来看，目前此次活动已经进

入到了全面推进阶段。各地烟草商业公司，特别

是地市县级烟草公司已经开始特色化的尝试。

河南省局：综合运用线上平台开展营
销知识技能培训

2020年9月25日，河南省信阳市局（公司）

终端成长学院内训师利用“金叶道”企业微信平

台，向全市卷烟零售客户直播授课。

开展线上营销知识技能培训，是河南省局

（公司）落实“我与客户共成长”主题活动要求

的一项重要举措。河南省局（公司）广泛征求营

销人员、零售客户的意见建议，针对以往教学培

训中存在的资源单一、人数受限、效果不佳等问

题，积极搭建资源共享、方便快捷的线上培训

平台，通过“直播课堂+微课录播+在线答疑+视

频互动”等多种形式全面系统培训客户经理和零

文
/烟

草
在

线
	

中国烟草最近开展线
上渠道活动，帮助零
售户培养技能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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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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客户共成长”活动主要是针对零售户，帮助他们更好地服务终端消费者

售客户，不断提升客户经理专业素养，增强零售

客户经营能力。为提升培训效果，他们在深入精

准了解客户经理和零售客户需求的基础上，集中

力量编制全省系统可共享、模块化的培训课件，

用好行业优质培训资源，综合运用“金叶通”企

业微信、“零售云学”等线上平台，以及现场观

摩、座谈交流、以赛促学等多种方式，对客户经

理和零售客户进行分层分级培训，提高培训的供

需匹配度。

江苏省局：组织一系列网络直播大赛
及经营技能比武活动

首先，举办了客户经理开口营销网络大赛，

组织200名选手在“金丝利·家”直播间展开“云”

竞技，以主题演讲、单口相声、快板、说唱、情景

剧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品牌故事、终端故事、小

组故事等，吸引了全省4万余名零售客户在线观看互

动，收到了20万余条留言、点赞；

第二，组织优秀诚信互助小组大赛，利

用“金丝利·家”在线开展小组建设、运行管

理、零售经营等知识问答，推选出100名优秀小

组长讲述“我的小组故事”，邀请平台用户参与

网络投票，有力促进了小组之间、客户之间比学

赶超，凝聚了终端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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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举办终端达人评选活动，面向全省零售客户征集“新零售达

人”“扫码达人”“终端陈列达人”“品牌故事达人”等，鼓励客户在实践

中创新、在应用中体现价值、在活动中培育品牌、在评比中形成经典案例，

深入挖掘和分享零售客户的好做法、好经验，着力突出优质终端的示范引领

作用。

浙江省局：“线上+线下”形式结合开展主题活动
日前，浙江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组织开展了今年第4场“营销大讲

堂”，全省烟草商业系统2500多名营销人员参加学习。浙江省局（公司）健

全客户培训体系，成立面向客户的内训师队伍，集合力量、博采众长编写基

础培训课件，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方式，让客户培训更高效。

他们灵活采取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突破时间、空间限制，以“香溢

坊”诚信互助小组或片区为单位，面向客户开展辅导培训。在培训内容上，

结合行业文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内容，努力营造文明、和谐、诚信的卷

烟经营氛围；介绍零售业发展趋势，围绕当前零售业出现的新业态、新模

式、新趋势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点阐述信息技术在现代零售业

中的作用，更新客户经营理念，使其更加适应零售业发展潮流；讲解行业经

营政策，传授品牌营销技巧，分享终端经营技能，提升客户现代化、智能化

经营水平。

在线下，他们组织营销人员走进市场一线和终端店堂，做优做实终端

建设。在维护内容上，保障优质终端建设质量，切实帮助终端改善经营条

件、升级经营模式、增强盈利能力；提高终端系统应用水平，从硬件配置、

操作流程、功能拓展、配套措施等方面入手，检视“香溢通”的推广和应用

情况，收集痛点、难点问题，对标行业内外一流零售终端管理系统，持续优

化使用体验，并开展专项辅导，增强客户应用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党员客户示范带动作用，优化线上、线下小组活动方案，持续提升

终端建设水平。

　　

湖南长沙市局：搭建职业化客户的成长通道
9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紫荆学院第二期职业化

特训营精英班的闭幕式。

紫荆学院是长沙市局（公司）与湖南高校共同打造的培训平台。今年

以来，长沙市局（公司）面向零售客户，根据年龄、学历、从业经历、终端

类型等不同，推出了职业化客户普通班、精英班、内训师班和加盟店店长

班，搭建了职业化客户的成长通道。培训期间，“院校专业教授+资深客户

经理+职业化客户内训师”组队授课，进行分层

分类指导，进一步提升了零售客户经营能力。截

至目前，通过紫荆学院培训并顺利结业的职业化

客户队伍已经发展到720人，在终端经营中充分

发挥着示范作用。

广西河池市局：通过自律互助小组学
习与客户共同成长

为了更好地帮助零售客户提升赢利水平，

广西河池市局（公司）致力于为自律互助小组

建设“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第三课

堂”，不断改善客户店面形象，提升客户经营

能力。截至目前，河池市建立自律互助小组之

家125个，全市月均销量50条以上客户已全部完

成烟柜升级改造，36.5%的月均销量50条以下的

客户已自主更换烟柜，打造旅游终端5户、美丽

乡村店12户。首先，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每个

区县的零售客户自律互助小组都有自己的标准化

学习场地，小组的品牌培育会、新品品吸会、交

流学习会都有了规范固定的场地保障。是零售户

的“第一课堂”。

其次，河池市局（公司）建设了专门面向

零售客户创设的“直观样板间”——形象展厅，

形象展厅与标杆终端形象店组合成为“第二课

堂”。在“第二课堂”，客户可以通过实地参观

感受，听取客户经理讲解，明确店面的合理布局

要点，掌握卷烟烟包、条包的陈列规律，了解消

费体验区的分块设置与功能使用等内容。

“金零售”培训小程序等网络教程则是客户

的“第三课堂”。在“第三课堂”上，客户能够随

时随地收看简短有趣、通俗易懂的视频课程，在

轻松中掌握经营小窍门，提高经营能力。除此之

外，“第三课堂”还能实现小组客户之间在线交

流，大大便利了客户间的信息互通、经验分享。

厦门烟草第一分公司：借助品牌宣讲
会开展活动

为了提升零售客户的品牌推介能力，厦门

烟草第一分公司开展了10场“我与客户共成长”

品牌宣讲会。会上，客户经理围绕“一观、二

品、三闻、四谈”四个方面向与会客户详细介绍

了近期上市新品规格的特色和卖点。在客户经理

们的细致宣讲下，客户们纷纷对新品规格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并表示“客户经理教的销售话术高

端大气有文化，相信在之后的销售中，能为我们

的营业额带来增长。”

本次“我与客户共成长”活动更加侧重于烟

草商业公司与零售客户之间的互动，它不仅仅是一

次营销活动，更体现着中国烟草与零售客户之间，

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关系。特别是在全国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此次活动的开展，更加体现了中国

烟草与零售客户一道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为零售户提供咨询和培训。





68 tobaccoasia Issue 1, 2021 January/February

雷纳·布什（Rainer Busch）于2005年成立了纽科烟叶公司

（NewCo），目前该公司已成为全球中小烟草制造商和烟叶供应商之

间不可或缺的纽带。

纽科烟叶是一家家族企业，过去15年在所有主要市场都建立了

业务，该公司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商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免

费代表独立卷烟制造商采购烟叶，同时也帮助烟叶商人销售库存。

借助这一创新模式，纽科烟叶不收取固定的服务费，而是在全额支

付采购费用后，从烟叶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

纽科烟叶的全球团队坚持三个最重要的特点：可靠、高效和广

博。纽科烟叶的烟叶专家遍布世界上各大主要烟草生产国，他们与

烟叶生产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该公司拥有独特的能力，能够

满足客户在数量、质量和价格方面的要求。该公司拥有庞大的产品

组合，可以为客户提供替代品和选择方案。纽科烟叶作为一家家族

企业，垂直层次结构较少，能够快速做出决策，帮助客户最好地满

足需求，无论烟草产地在哪里。

雷纳·布什表示：“纽科烟叶是一家家族企业，全面致力于日

常业务，激励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服务，同时管理任何业务

固有的风险。”

纽科烟叶从最初克服创业挑战，到获得烟草供应商、客户以及

银行的信任和兴趣，再到发展成为一家可靠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其

敬业精神、对客户的忠诚、专业精神、竞争力和出色的团队合作是

公司成功的关键。

所有的奉献和努力都得到了回报。纽科烟叶公司的烟草销售额

约为5亿美元，销量为1.4亿公斤。该公司还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

客户发出了近5000份烟草样品报价。

纽科烟叶运营15年来的其他里程碑，包括2013年在匈牙利投资

安装Airco Diet的全新烟丝膨胀机，增加该公司向客户提供的产品组

合，2008年成立新加坡分公司，使其有机会在亚洲拓展和发展业务。

在过去的15年中，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密切合作使布什对该行业

发展具备清晰的认识。他说：“这个行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如果我们从产量方面来看，全球三大主要烟草品种都出现

了大幅减产，包括中国在内。这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了基层农民，许

多农民不得不寻找替代作物谋生。从经销商方面看，减产也导致了

这段时间的市场整合。”

“十年前，我们还看到一些蓝筹股客户实现了垂直整合，成为

从特定市场购买和采购烟草的参与者，而今天，其中一些客户的垂

直整合已经逆转。”

布什认为，大型跨国卷烟公司收购中小型卷烟制造商所造成的

客户组合减少对于纽科烟叶这样的公司来说影响最大。

布什注意到过去15年中的其他变化包括：世界各国为减少吸烟

而通过的法规越来越多；作为向吸烟者提供尼古丁的替代方法的下

一代产品（NGP）的推出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词汇（如雾化产品、电子

烟液、加热不燃烧）；以及对可持续性的新关注。

展望未来15年烟草行业的未来，布什认为，随着世界人口不断

增加，社会日益繁荣，卷烟消费将趋于稳定甚至增加，而下一代产

品将会不那么时尚，传统的吸烟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然而，这不一

定会产生更独立的烟草公司。

纽科烟叶15年盘点

纽科烟叶的全球团队遵循公司最重要的三大特
点：可靠、高效和广博

纽科烟叶是一家家族式企业，过去15年来，在各
大主要市场均建立了业务

布什表示：“剩下的小型卷烟制造商不

多了，而且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投资者不

太可能将资金用于创办一家新的卷烟公司，

这意味着卷烟制造业将继续掌握在少数垄断

企业和大型跨国卷烟公司手中。”

对未来的另一个担忧是烟草作物，因为

农民越来越多地改种其他农产品来养活不断

增长的人口。 

布什还认为，吸烟习惯可能会改变，特

别是在新冠大流行之后，在家工作的人可能

会增加消费，并可能鼓励使用自制烟。如果

人们出行较少，消费可能也会更多地集中在

当地卷烟上，这意味着免税店购物将减少，

从卷烟价格较便宜的国家带回家的卷烟也会

减少。

纽科烟叶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布什解释

说：“非常高兴我的女儿特里萨（Teresa）

于2017年加入公司，符合继任计划。我们最

近还增加了一名新的团队成员，他在烟草行

业工作了28年，在不同国家担任过许多领导

职务。”

“我们希望扩大与传统客户的业务，借

助全球业务，我们正在研究一种可能的多样

化，推出与烟草无关的新产品。”

但是，布什保证，继续支持纽科烟叶现

有的客户群仍然是公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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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46332-Tobacco Articles and Methods
Some embodiments of a tobacco article may include 
tobacco disposed in a porous matrix. The tobacco 
article may pro-vide tobacco, tobacco constituents, 
or both tobacco and tobacco constituents to the 
consumer’s mouth in the form of particles, liquid, or 
vapor so as to provide tobacco satisfac-tion to the 
consumer.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tobacco may 
be integrally molded with a plastic material so that at 
least a portion of the tobacco is disposed in pores of 
the matrix. 

Browse recent: U.S. Smokeless Tobacco Company 
LLC, Riclnnond, VA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146332
Inventors: James Arthur STRICKLAND, Riclnnond, 
VA (US); Frank Scott ATCHLEY, Tarpon Springs, 
FL (US) 

2020/0196654-Composite Tobacco-Containing Materials
Tobacco products suitable for oral ingestion are provided. The tobacco products 
include a tobacco composition and at least one edible film. The edible film can 
include one or more of (i) a fruit or vegetable puree and (ii) a denatured protein. A 
multi-layer tobacco product is provided that includes a tobacco composition in the 
form of a compressed sheet layer and at least one edible film adjacent to the 
tobacco composition layer, wherein the edible film includes a puree of at least 
one fruit, vegetable,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A process for preparing a tobacco 
product is also provided, such as a process that includes receiving a tobacco 
composition and an edible film; applying the edible film to the tobacco composi-
tion; and compressing the edible film and tobacco composition together to form a 
multi-layer tobacco product.  

Browse recent: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196654
Inventors: Andries D. Sebastian, Winston-Salem, NC (US); Bruce Bengtsson, 
Winston-Salem, NC (US); Jason Kobisky, Winston-Salem, NC (US) 

2020/0196657-Tobacco Material
A tobacco material comprises an aqueous dispersion 
medium and tobacco particles that are dispersed in 
the dispersion medium and have an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30 µm or less, where a hemicellulose content 
in the tobacco material is 0.8% by weight or less 
based on bone-dry tobacco particles. The tobacco 
material exhibits low viscos-ity as a feature.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196657
Inventors: Ryosuke NAGASE, Tokyo (JP); Keiichi 
HANAWA, Tokyo (JP) 

2020/0260775-Translucent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A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is provided that 
includes a tobacco material in the form of a tobacco 
extract, a particu-late tobacco material, or a 
combination thereof. In some embodiments, the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is substan-tially 
translucent. Methods for making and using the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are also provided. The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can include isomalt, 
maltitol syrup, particu-late tobacco, and a translucent 
tobacco extract prepared by ultrafiltration. 

Browse recent: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260775
Inventors: Darrell Eugene Holton, Jr., Clemmons, 
NC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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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CNT
CNT公司全称为Con-

traf-Nicotex-Tobacco，

成立于1982年，是一家领

先的烟叶和尼古丁供应

商，直接或通过其子公司

和附属公司供应于烟草、制药和食品饮料行业。

CNT在阿根廷、德国、赞比亚、津巴布韦、巴西和

美国的烟叶业务涵盖了一系列与烟草相关的供应链活

动，包括与烟农签约，并向烟农提供农艺推广专业知

识，为烟草作物生产提供资金，加工绿色烟叶，以及向

烟草制品制造商销售加工烟草。

CNT还为烟丝、脱粒和预调配形式的所有烟草产品

提供定制的烟草混合物，这主要由公司在比利时的运营

团队根据客户的规格由调配和香料专家生产。

该公司还被公认为制药行业高纯度烟草衍生尼古丁

的最大供应商，同时也是雾化行业制药级尼古丁的主要

供应商。CNT的尼古丁生产从其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

提取设施开始，最终加工由CNT的独家合同制造商Sieg-

fried AG在瑞士完成，全程遵循全制药动态药品生产管

理规范（cGMP）。

世界各地烟草和尼古丁消费模式在快速改变，CNT

多年从事传统烟草供应链，30年来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尼

古丁供应商，这使其在理解和支持向下一代产品（NGP）

过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可检测的水平，CNT的烟草

衍生尼古丁USP/EP不含任何亚硝胺、杀虫剂或烟草相关

杂质，如麦斯明或降烟碱，该公司将继续在向下一代产

品过渡过程中应用相同的质量标准。

CNT现在已经将合成的S-尼古丁添加到其产品组合

中，可用于电子烟液和无烟产品。在受专利保护的工艺

下，合成S-尼古丁的商业生产正在顺利进行。除了合成

的S-尼古丁外，CNT还通过新增增值尼古丁产品来扩大

其产品组合，例如受专利保护的袋装尼古丁颗粒和尼古

丁载体。

CNT认为亚洲一直是其最强大的烟叶市场，也是下

一代产品潜力最大的市场，该公司位于新加坡的子公司

CNT亚洲烟叶（CNT Leaf Asia）负责亚洲业务。

随着CNT在全球业务的扩张，透明度和良好的企业

公民意识仍然是基本原则。以可持续烟草计划（STP）为

例，该公司一直在供应链中积极应用良好的农业实践和指

导方针。该公司还继续实施并进一步发展其可持续尼古丁

计划（SNP），以确保整个尼古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

法国曼氏
法国曼氏（MANE）以

香精香料享誉全球，150年

来在业界一直备受推崇。

如今，该家族第五代已涉足业务，曼氏集团在全球近40

个国家拥有27个生产基地和50个研发中心，雇员超过

6000人。

对于烟草行业，曼氏集团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提供

从研发到烟草产品商业化的价值链服务。该部门提供所

有传统口味的卷烟、自卷烟、水烟、鼻烟等。15年来，该

公司还专注于新技术在其产品组合中的应用，如用于电

子烟、加热不燃烧产品的香料，以及封装等新技术系统。

曼氏激情高涨，敬业奉献，只提供最好和最稀有的

成分，将合成分子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天然成分相结合，

在其产品中捕捉大自然的精华。曼氏不断创新，提供满

足客户具体需求的新产品。

亚洲被视为烟草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对曼氏同

样如此。曼氏在亚洲的主要中心是雅加达和上海。亚洲

是曼氏三大支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成熟的工

厂、研发和强大的销售部门，该集团将通过建立持久的

合作关系，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可持续投资。

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地创新也是关键。对于曼氏

来说，促进当地社区与国际香精香料市场之间的联系，

积极影响他们的社会条件，并维护环保实践乃其使命之

一。曼氏还与主要的全球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以推进

可持续发展项目。

2011年，曼氏推出了绿色行动（GREEN MOTION）™，

即一种专有的绿色化学成分评级方法。绿色行动™评估用

于制药、精细化学、天然提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香精

香料中的人工成分对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影响。

《亚洲烟草》非常感谢烟草行业的主要供应商
对我们的长期广告支持。“欢迎来到《亚洲烟草》”
是我们新设的常规栏目，我们藉此向读者快速介绍
最近加入《亚洲烟草》的广告合作伙伴。

在本期“欢迎来到《亚洲烟草》”栏目中，我们
将重点推荐CNT集团和曼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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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
烟酒伴我
2021年3月3-4日

阿联酋迪拜

www.bt-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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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IE-上海
2021年5月18-20日

中国上海

en.iecie.com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燃烧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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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迪拜世界水烟博览会
2021年12月12-13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水烟烟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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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日

阿联酋迪拜

www.worldvapeshow.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产品展

2021年7月
亚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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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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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49)

Alliance One
aointl.com
(Page 53)

Barrett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Tel +44 (0) 117 967 2222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Pag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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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17)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www.bat-science.com
(Page 15)

CNT Contraf Nicotex
sales@nicotineusp.com
www.nicotineusp.com
(Page 63)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C-2)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45)

Hertz Flavors GmbH & Co.KG
Tel +49 40-727 6080
info@hertzflavors.de
www.hertzflavors.com
(Page 55)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65)

IMA T&T
Tel +39 051 6525111 
www.ima.it
(Page C-4)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5)

ITGA
www.tobaccoleaf.org/togetherwecare
(Page 69)

JT International S.A.
www.jti.com
(Page 39)

KT&G/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1
kardien@kardien.co.kr
tobaccolove@ktng.com
www.kardien.co.kr
(Page 23)

Mane
Tel +41 24 482 0534
www.mane.com
(Page C-3)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www.moon-smoking.com
(Page 47)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27, 61)

NewCo
www.newco-online.com
(Page 13)

Nicos Gleoudis Kavex
Tel +30 2310 536 204
ngk@kavex.net
www.kavex.net
(Page 25)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32)

Propix Technologies
info@propixtech.com
www.propixtech.com
(Page 33)

PT Mangli Djaya Raya
Tel +62 331 486656
(Page 7)

Sangroup International
sangroupintl.com
(Page 21)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51)

Star Agritech
+90 212 227 96 68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74)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57)

TANN Holding Group
www.tanngroup.com
(Page 19)

TMQS GmbH
www.tmqs.de
sales@tmqs.de
(Page 37)

Tobacco Plus Expo
tobaccoplusexpo.com
(Page 67)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www.tobaccotech.com
(Page 59)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3)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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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You can view the latest iss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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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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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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 T&T technology gives you the possibility to jump 
in the future of smoking.

Our solutions can handle different components to be 
assembled, filled and capped, to then  be pack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a tax stamp and create a display carton.

IMA T&T division  
Via Tolara di Sotto 121/A 40064 Ozzano dell’Emilia (Bologna) Italy 
Tel. +39 051 6525111 • Fax +39 051 6525140
ima.it 

Are you ready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