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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烟草的医学应用
这张照片与本期的任何文章都无关。我们只是
选了一张美图，这个矗立的漂亮的红色烤房上
画着邮袋品牌（Mail Pouch）嚼烟的广告，也
许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看着它似曾相识又满满
的温馨，让人回忆起美国中西部农村的家园。
维基百科上有关于邮袋烟草烤房的词条。20世
纪初，农民允许在他们的烤房上展示邮袋广
告，可获得相当于今天20-40美元的回报。但
更重要的是，由于广告商希望保持字母颜色鲜
明，每隔几年就会给烤房刷上新的油漆，颜色
不限。这些广告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停止了，
否则，反烟草主义者今天可能会把它们都烧
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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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 N T TO WO R K FO R A TO P E M PLOY E R
T HAT DO ES N ’ T H O LD M E BACK
We want all our employees to feel proud of what we stand for. We offer grea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career opportunities across the 130 countries we
operate in. Yes, outdated perceptions of the tobacco industry still exist. While we
can’t change the past, we’re proud of who we are today and where we’re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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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寄语
长期以来，在公共健康倡导者和其他利益集

《亚洲烟草》代表处

团的推动下，烟草一直受到各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
抨击。然而，烟草和尼古丁实际上有很多用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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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往往被掩盖了。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早在
12000多年前就已经使用烟草了。印第安人把烟草
作为一种交易物品，用于祭神，甚至作为灵丹妙
药。今天，烟草和烟草衍生尼古丁的医疗用途越来
越先进。研究人员使用烟草植物来生产疫苗、治疗
Nattira Medvedeva
副主编

糖尿病等疾病的药物，它甚至还可能是帕金森病的
治疗方法（见本期杂志第50页文章，《烟草的医学
应用》）。

这并不是说吸食可燃烟草没有风险。我们都知道存在风险，也经常看
到关于所谓新风险的无休止的报道。反烟草力量蛮横地想从地球上根除烟
草，不愿意接受烟草也有其用途的观点，甚至不愿意让人们自主决定该不该
吸烟、吸多少烟、吸什么烟。各国政府采纳的世卫组织政策中反映了这一
点，而世卫组织政策本身就受到了一批设立基金会的亿万富翁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在第九届缔约方会议（COP9）上，“金融和投资管理专家”组成的
委员会商定了最新筹资倡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是否是操纵和控制《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和世卫组织（WHO）的一项措施（见本期杂志第
24页文章，《COP9：资金操纵vs.加大行业支持力度》）。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世卫组织和反烟草运动在烟草控制问题上采取不宽
容、唯禁欲的立场，其中不包括烟草减害。例如，世卫组织前主任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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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尔霍尔（Robert

Beaglehole）教授说，WHO“在烟草控制领域迷失了

方向”，并呼吁WHO和FCTC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阻挠科学的减害战略。在
COP9会议上，菲律宾代表团呼吁WHO“恢复烟草控制的势头”，在减少全球
吸烟率方面采纳“最新的科学信息”，认为新型烟草产品“有益”，并为此
称赞该行业创造此类产品。事实上，菲律宾代表团甚至认为烟草是一个很好
的税收来源，资助减少贫困、全民医保和新冠恢复计划等国家活动。尽管诸
如此类的不同声音面临着反烟草运动的强烈抵制，但这仍然鼓舞人心。改变

出版
十月多媒体有限公司

之路可能还很漫长，但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改变。
与此同时，烟草行业不断完善和发展，从更好的种植实践，到利用最
新、最先进技术的烟机，再到高效废物回收系统等整个供应链，不断致力于

©十月多媒体公司
版权所有。原创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为消费者提供创新产品。

《亚洲烟草》杂志或www.tobaccoasia.com
网站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受到版权保护。
没有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任何图
片、文字、信息进行复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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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THE USA.

AVAILABLE GLOBALLY.

As a company, we focus on building long term relationships with key partners by helping them grow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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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o create the right product for the right market.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marked with the seal of quality
that only “Made in the USA” can give.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ow we can help you build you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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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亚洲烟草》：古德博士，一般
来说，“生物标记物”是指什么？
莎伦·古德博士（SG）：生物标记
物是血液、其他体液或组织中发现的生物分
子，是正常或异常过程、毒理学状况或疾病
的标志。生物标记物可用于确定人体对暴露
于某些有毒物质或可能损害健康的物质（例
如烟草产品中所含的物质）的反应。
美国FDA将生物标志物描述为一种确定
性特征，藉此测量正常生物过程、致病过程
或对暴露或干预（包括治疗干预）的反应的

QA

指标。有许多不同的生物标志物可用于评估
各种临床和毒理学参数，如安全性、诊断、
预后、风险、预测、监测和反应。

莎伦·古德博士

英美烟草法规科学部负
责人莎伦·古德博士谈论
MRTP标记物及其验证
文/托马斯·施密德

2009年，莎伦·古德（Sharon Goodall）博士加入英美烟草公司（BAT），此后
历任产品开发和科学研究的多个职务。她
先后获得生物医学理学学士学位以及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最近，古德尔担任
英美烟草美国子公司的电子烟产品开发负责
人，随后成为新科学集团负责人，负责制定
英美烟草“超越尼古丁”的科学研究战略。目
前，古德是英美烟草在英国南安普敦的全球
研发中心法规科学部门的负责人，领导英美
烟草公司烟草减害战略的科学论证。莎伦有
两个不到五岁的孩子，爱好户外，是一名退
伍军人，和其他人一样，新冠爆发之前，她
喜欢旅行。
为了获得低风险烟草产品（MRTPs）
认证，产品必须经过广泛的测试，以向美国
监管机构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提
供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其消费确实比传统烟
草产品具有更低的健康风险。在许多其他参
数中，研究通常使用生物标记物作为“替代
性指标”或证明低风险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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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就英美烟草的研
究来说，哪些是重要的生物标记物类
型？如何定义它们，它们之间又有什
么不同？
莎伦·古德博士：我们在研究中通常
使用三种生物标记物类型：

暴露生物标记物（BoEs）是指在参与临
床研究的人体受试者的生物液体或呼吸中测
量的烟草成分或代谢物，或在具有与生物大
分子相互作用潜力的人体组织（如体外分析
的细胞）中测量的烟草成分或代谢物。在我
们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测量与潜在吸烟相关
疾病发展相关的烟草和烟草烟雾中确定的优
先有害和潜在有害成分[HPHCs]。英美烟草
低风险产品[RRPs]的有毒物质排放量平均降
低90%，因此，当吸烟者完全改用这些产品
时，我们看到研究参与者血液、尿液和呼吸
中的BoEs显著减少。

潜在危害的生物标记物[BoPHs]是与暴
露于烟草烟雾成分对人体的影响相关的生物
标记物。这些通常是与疾病发展相关的早期
反应，包括氧化应激和炎症，以及与疾病途
径或状况相关的反应，例如动脉粥样硬化或
高血压的发展。就我们的低风险产品[RRPs]
而言，我们期望这些生物标记物在受试者完
全从吸食可燃卷烟转向低风险产品时以有益
的方式发生改变。例如，我们看到那些换用

TH
E
TA

低风险产品的患者呼出更多的一氧化氮。通

继续不使用任何尼古丁或烟草制品。要求所

过11-DTXB2测定，完全转换的患者的凝血因

有小组的志愿者每月提供血液、尿液和呼吸

子血栓素也降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指

样本，直到研究期结束。

Q&A

标趋向于非吸烟者和戒烟者的水平，从而证
明吸烟者完全改用低风险产品的潜在积极影
响。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吸烟并不是影响
这些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唯一因素。健身、饮
食、疾病和环境暴露等生活方式因素也会产

《亚洲烟草》：组织志愿者小组
时采用了什么标准？例如，他们是否
是按年龄段选择的，是否是主动吸烟
者？

生影响。
第三，我们使用合规性生物标志物，监

莎伦·古德博士：我们所有的研究都

测研究中产品的使用状态。在英美烟草为期

遵循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协议。这通常要求参

12个月的低风险产品glo的研究中，氰乙基

与者身体健康，无潜在疾病。我们还希望尽

缬氨酸血红蛋白生物标记物[CEVal]用于监

可能平衡各研究小组，包括年龄和性别平

测研究中glo或戒烟组的受试者是否合规，

衡，以支持直接比较和人群概括。招募主动

是否使用过可燃卷烟。其基本原理是CEVal

吸烟者仅用于换用RRP、戒烟和继续吸烟的

是暴露于丙烯腈形成的，丙烯腈是卷烟烟雾

小组。将非当前烟草或尼古丁消费者纳入我

的一种成分，在其他地方极少发现，包括

们的研究并要求他们使用任何含有烟草或尼

glo产生的气溶胶中。因此，如果研究中戒

古丁的产品是不符合伦理的。志愿者遵守所

烟组和glo组的CEVal没有减少，这表明参与

有研究说明是关键。例如，要求参与者换用

者使用了可燃卷烟。

研究的RRP，而戒烟组的参与者在整个研究
期间不应吸烟。为了监测这一点，我们使用

《亚洲烟草》：请介绍一下一个
典型的实验室研究组合，包括志愿者
参与者，以及如何将这些参与者分
组。

《亚洲烟草》：您对这样的研究
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莎伦·古德博士：我们所有的临床研

莎伦·古德博士： 通 常 ， 所 有 研 究

究均按照最高标准进行，并遵循良好临床实

小组在任何给定研究中都使用相同的生物

践指南。在开展任何研究之前，我们会获得

标记物，以便进行直接比较。在研究期结

伦理批准，所有受试者必须在筛查和登记开

束时，我们预计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的生

始前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所有研究均由独

物标志物变化不大，吸烟者的BOEs水平较

立诊所进行，他们按照高标准运作，包括获

高，而BOPHs水平比从不吸烟者低。另一方

得合格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和监督。

面，换用RRP小组以及戒烟组应显示BoEs水

了我刚才提到的CEVal生物标记物。

我们的BoPH临床研究有四个研究“小

平显著降低[基线变化]。我们从其他数据得

组”：第一个小组是当前吸烟者继续正常吸

知，RRP的有毒物质排放量平均比可燃卷烟

烟；第二个小组是当前吸烟者完全换用研究

低90%。至于BoPHs，我们预计会出现有利的

的低风险产品；第三个小组是当前吸烟者完

变化，例如HDL胆固醇升高，或者白细胞计

全戒烟；第四个小组是从未吸烟的受试者继

数下降。

我们所有
的研究均
遵循纳入
和排除标
准的协
议。

续不吸烟或不使用任何尼古丁或烟草制品。
随后吸烟者可随机选择继续吸烟组，或
者换用正在测试的RRP。对于戒烟组，我们

《亚洲烟草》：研究中最常使用
的对照品是什么？

倾向于招募希望戒烟的志愿者，并根据研究
期间的要求提供咨询和尼古丁替代治疗。最

莎伦·古德博士：在这些研究中，对

后，研究中从不吸烟的人在整个研究期间将

照品是可燃卷烟，参与者通常继续吸食自己
Tobacco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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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产品，并像平常一样自己购买。然

通常用于上市后监测，试图评估在现实世界

而，研究通常包括一个从不吸烟的小组，其

中使用产品时的影响，干预程度最低，随着

成员也作为对照。还有戒烟组，作为另一个

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不同于对照研究设置。

比较组或对照组。

这是了解产品如何使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它
提供了对消费者行为和现实世界影响的重要

《亚洲烟草》：各种生物标记物
通常是如何验证的？为什么验证如此
重要？
莎伦·古德博士：这一点很重要，因
为它有助于确定分析方法，以便在研究中评

见解。

《亚洲烟草》：何为人群建模？
它是如何在RRP研究中发挥作用的？
实际循证是如何用于验证人群建模
的？

估这些生物标记物。验证通常遵循FDA和欧

“我们将继
续开展广
泛的研
究，生成
新的证
据，科学
证实我们
每个品牌
的低风险
潜力。”

洲药品管理局的指南。就特定生物标记物的

莎伦·古德博士： 人 群 建 模 非 常 重

有效性、特异性和敏感性达成科学共识有助

要。它使用前几年的健康和消费者行为数据

于确保科学界使用可靠的方法，并获得重现

创建算法模型，使用基于现有科学证据的各

性试验结果的结果。

种假设来绘制可能的情景和影响，预测引入

验证或鉴定的另一面是任何特定BoPHs

特定替代产品可能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影响。

显示与疾病临床表现相关的程度。BoPHs是

流行病学数据可能需要长达30年的时间才能

健康吸烟者在相关疾病可诊断前数年可检测

生成，在此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力

到的早期变化。为此，我们研究了与后期临

的工具，可以证明低风险产品的潜在长期影

床表现相关并预测其发生的疾病机制或途

响。监管机构和公共卫生当局越来越认识到

径，并发表了与其中一些相关的研究，包括

人群建模研究所起的关键作用。

高血压的发展，高血压是心脏病的一个危险
因素。由于BoPHs可表明与疾病发展相关的
早期变化，但可通过调换或停止进展来影响
这些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希望
吸烟者从传统卷烟转向替代品或戒烟时能够
实现的结果。

《亚洲烟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有时在之前的英美烟草研究中看
到“低毒卷烟产品”或“RTP”。这是在
研究过程中评估的降低健康风险的实
际产品吗？

此外，我们还必须了解其他因素对生物
标记物的影响。例如，一些BoEs受到环境暴

莎伦·古德博士： RTP这个说法现在

露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在研究

已经过时了。它用于2008/09年和2012年研

中消除这些潜在的混杂变量。对于一些测量

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低毒卷烟产品。这是经

的BoPH生物标记物，饮食和久坐等生活方式

过数十年的研究而开发的实验性的、新颖的

因素，可能对疾病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

可燃卷烟设计，旨在降低传统卷烟的风险。

此，我们的研究设计需要考虑这些知识，以

但由于2012年后不久缺乏有意义的进展，

减少或管理这些变量。

我们决定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投资开发了
替代烟草和尼古丁产品组合，包括雾化烟、

《亚洲烟草》：什么是“实际循
证”？它是如何在RRP或MRTP研究中
发挥作用的？为什么需要有效验证生
物标记物？

加热烟草和现代口腔产品。我们继续进行广
泛的研发，获得新的证据，科学证实我们的
[RRP]旗舰品牌：Vuse、glo和Velo的低风险
潜力。自2017年以来，我们已在这些产品的
研发上投资了10亿多英镑，并继续进行前沿

莎伦·古德博士：实际循证是在尽可
能接近“正常生活”的环境中生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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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致力于实现建设“更美好的明天”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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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2008年以后出生的
人将被终生禁止买烟

万客户使用其“新类别”产品，包括

公司损失约2058亿韩元（1.74亿美

电子烟、加热烟草和口服尼古丁，从

元）的销售收入，约占公司去年总

新西兰在世界卫生组织第

而使其非可燃产品的用户总数达到

销售收入的3.9%。该公司还表示，

1710万人。

与吸烟有关的法律和解的强制性烟

九届缔约方会议（COP9）期间宣
布，2027年14岁及以下的任何人都

英美烟草CEO杰克·鲍尔斯
Bowles）在一份声明中表

草代管账户使本已艰难的商业环境
更是雪上加霜。

不得购买卷烟。该国还宣布了一项

（Jack

措施，将烟草零售商的数量从8000

示，“2021年是我们转型历程中的

该公司一名官员表示：“在审

家减少到500家。还有一份关于减少

关键一年。”新类别业务的产品在

查了商业环境和法规后，我们将重

烟草产品中尼古丁含量的不太详细

经历多年亏损后，今年将首次为整

新考虑在美国的商业战略。”

的声明。

体利润做出贡献。

根据该公司美国网站的信

新西兰极尽利用烟草销售禁

菲莫国际CEO杰克·奥尔扎克

息，KT&G是全球第五大烟草公司，

令，2073年，该国60岁的人将被禁

（Jake Olczak）对路透社表示，到

据《亚洲烟草》杂志今年早些时候

止购买卷烟，61岁的人将被允许购

2025年，该公司将通过有机收入增

的报道，到2025年，KT&G将力争成

买卷烟。这似乎是一项奇怪的反烟

长，而非并购，实现50%的收入来自

为全球第四大烟草公司。2019年，

草措施，如果真的实施，肯定会受

无烟产品的目标。菲莫国际公司目

《亚洲烟草》报告称，KT&G在德克

到法律诉讼的考验。

前约30%的收入来自“无烟”产品，

萨斯州福斯沃思市设立了美国总

如加热烟草设备iQOS。

部，包括一个配销中心。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
便利店游说团体奶制品和企业主

奥尔扎克说：“我们目前实现

集团主席桑尼·考沙尔（Sunny

了目标30%的有机增长，我相信可以

Kaushal）对新西兰的Stuff新闻网
站说：“这都是纯理论层面的，无
实质意义，这将加剧犯罪，帮派和
罪犯将趁虚而入。”新西兰的既定
目标是到2025年将吸烟率降至5%以
下。根据政府数据，13.4%的新西兰
成年人口属于吸烟者。这比2011/12
年度的18.2%有所下降。

罗伯特·比格尔霍尔（Robert

达到10亿美元的目标，也可以在很

Beaglehole）教授是奥克兰大学公

大程度上以有机方式实现。”

共卫生名誉教授，同时兼任世界卫

奥尔扎克发表上述言论前近两
个月，菲莫国际收购了英国吸入器
制造商Vectura，该交易遭到了公共
卫生专家的反对，他们质疑一家烟
草集团是否应该持有一家治疗呼吸
道疾病的公司。

尽管这只是一项“部分”卷烟
销售禁令，但属于第二波卷烟销售

世卫组织前主任呼吁WHO改革

达到50%。我们非尼古丁产品销售要

KT&G暂停美国业务

生组织（WHO）慢性病和健康促进
局前主任，他呼吁世卫组织进行改
革，恢复控烟领导地位，并促进包
括减害在内的控烟政策。
比格尔霍尔在2021年虚拟电子
烟峰会上说“WHO在控烟领域迷失了
方向”，谴责了《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FCTC）缔约方峰会缺乏透明

禁令。不丹在2004禁止所有卷烟销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韩国

售，但据《亚洲烟草》报道，该国

KT&G公司在最近的一份监管报送文

度，批评了WHO对彭博慈善基金的资

2021年以多种方式取消了禁令。

件中宣布暂停其在美国的业务，具

金依赖，他说，由于迈克尔·布隆

体期限未定。

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个人反

英美烟草坚持财务预测；菲莫
国际称无需并购，可实现无烟
未来

烟草的监管不断加强，竞争不断
加剧，我们需要对美国业务进行一

“世卫组织战略中缺少减害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英美

次审查。”该公司认为商业环境不

政策，”他说，“但在彭博的影

烟草公司日前宣布，2021年是“关键

利，例如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

响下，WHO不鼓励使用烟草减害产

一年”，“新类别”产品的强劲需求

局（FDA）最近提出一项法案，限制

品（THR）。几个国家已经禁止了

支撑了其全年利润和销售预测。该公

尼古丁含量和减少烟草成瘾。据《

THR，尽管他们吸烟率继续上升，但

司表示，截至今年9月底，新增了360

韩国先驱报》报道，该决定将使该

WHO还是奖励了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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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表示：“由于美国对

对电子烟和尼古丁使用，这笔资金
对世卫组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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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尔霍尔说，FCTC之所以

国的行动进行独立调查，以实施世

自2014年以来，印尼政府每年

未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拒绝接受除

卫组织和FCTC改革。他还建议，计

都提高烟草消费税。2021年，税收

尼古丁禁令之外的任何东西，也拒

划于2022年5月举行的世卫组织总干

提高了12.5%。

绝接受有害程度较低的产品。他指

事选举将是一个向世卫组织现任总

出，“无烟世界”取决于是否有更

干事特德罗斯·阿达诺姆·盖布雷

蒂（Mulyani

安全的吸烟替代品，而不是着眼于

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

的增税预计将使吸烟率从2021的9%左

一个无尼古丁的世界。他还批评了

sus）问询该组织做法的适当时机。

右下降到2022年的8.83%。预计2022

FCTC过度关注青少年电子烟使用
者，这对寻求更安全替代品的成年
吸烟者造成了损害。

财政部长穆尔亚尼·因德拉瓦
Indrawati）说，最新

年产量将下降3%至3.104亿支，但仍

印尼2022年将调涨12%的消
费税

将为国库创收193.5万亿印尼盾。
卷烟制造商协会（Gappri）主

比格尔霍尔说，烟草减害的成

据《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度

功将取决于世卫组织和FCTC的领导

尼西亚财政部将提高卷烟消费税，

在2021年消费税上涨中遭受重创，

而不是阻碍减害战略，鼓励各国遵

增幅高达12%。该部表示，2022年

卷烟消费量下滑，购买力下降，非

循基于科学的建议，而不是意识形

将机制丁香烟（SKM）和白色香烟

法卷烟竞争加剧。“Gappri预计今

态。

（SPM）的消费税从今年起平均提高

年的产量将下降15%。这种不良的生

为此，比格尔霍尔呼吁对世卫

12%。对于通过劳动密集型流程生产

产趋势将使全国烟草行业的状况继

组织的领导作用开展独立调查，并

的手卷烟（SKT），政府将上调幅度

续恶化，并影响国家收入，”他补

且对以不同方式支持烟草减害的各

限制在4.5%。

充道。

18 tobaccoasia

席Henry

Najoan指出，该国烟草业

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英美烟草指责爱尔兰烟草监管
机构不作为
2020年5月，爱尔兰禁止了薄荷
醇卷烟、手卷烟和形状不规则的卷
烟，如细支烟。这一举措是欧盟烟
草产品指令（TPD）四年淘汰期的一
部分，该指令于2014年5月生效，并
于2016年5月适用于整个欧盟。爱尔
兰皇家医学院烟草政策小组主席德
斯·考克斯（Des Cox）教授表示，
薄荷醇使人更容易吸烟，因此支持
这项禁令，这与无数其他健康专家
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些研究还表明，薄荷醇可能
会提高血液中的尼古丁水平，使其比
普通卷烟更容易上瘾，更难戒烟。
英美烟草（BAT）在爱尔兰销售
PJ Carroll烟，该公司指责爱尔兰
烟草监管机构“不作为”，强调其
商业竞争对手正在销售可能违反禁
令的新产品。
事实上，2020年，爱尔兰健康
服务管理局表示，将调查烟草公司
涉嫌利用可能存在的漏洞，如宣传
其产品为薄荷醇替代品，这违反了
欧洲范围内的薄荷醇香精禁令。例
如，日烟国际公司推出了丝卡（精
装绿盒），该公司承认该产品仍含
有微量薄荷醇，但声称该产品符合
规定，因为它们没有薄荷醇的味道

We’d like to
let you in on
an industry
secret
20 tobaccoasia

或气味。同样地，万宝路制造商菲
莫国际也推出了一个新品牌，目标
客户是万宝路-绿万的吸烟者，但坚
称新产品合法且不含薄荷醇。

墨西哥控烟总法改革
创造无烟环境

致力于

泛美卫生组织（PAHO）欢迎墨
西哥烟草控制总法改革最近获得批
准，即在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和工作
场所创造100%的无烟环境，并全面禁
止烟草产品的广告、促销和赞助。
墨西哥参议院于12月14日批准
了这两项措施，旨在预防和控制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这项改革在没有
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获得了参议院
的批准，去年4月在众议院也是全票
通过。
泛美卫生组织支持改革后的
法律获批，鼓吹这些措施的成本
效益，有助于反驳烟草业的观点。
泛美卫生组织还表明，改革后的法
律符合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FCTC）的要求。
从2002年到2009年，墨西哥的每
日烟草使用量从人口的13.5%下降到
7.7%，但到目前为止几乎保持不变。
墨西哥成为美洲引入这项措施
的第24个国家，也是该地区实施这
项措施的第9个国家。

墨西哥现任政府推进了其他烟
草控制措施，如禁止进出口新的尼
古丁和烟草制品的法令，以及对烟
草制品包装和标签的健康警告，提
供吸烟和感染新冠的风险。

印度38%的男性和8.9%的女
性使用烟草
最近的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数据
显示，超过三分之一（至少38%）
的印度男性吸烟。女性的烟草摄入
量低于男性，15岁以上的女性中有
8.9%吸烟。
农村地区烟酒消费量较高。
印度至少有16个邦的烟草消费
量超过4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阿
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梅加拉亚
邦、曼尼普尔邦和特里普拉邦等东
北部各邦的烟草消费更高，有超过
50%的人消费烟草。
烟草消费量最大的是米佐拉姆
邦，其中72%的男性和61.6%的女性
是习惯性烟草使用者。在烟草消费
中，特里普拉邦消费烟草的女性的
比例也超过50%。
调查显示，虽然大多数邦报
告的烟草消费量高于酒精，但旁遮
普邦的趋势相反，22.8%的男性饮
酒，12.9%的男性吸烟，不到1%的妇
女饮酒或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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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M Air：全球最薄的陶瓷芯雾化解决方案。

FEELM Air：下一代雾
化革命已踏上征途
全球雾化市场的规模从2016的92亿美元增至2021的
147亿美元，世界各地大约有4000万个雾化烟用户（来
源：ECGIDENT）。作为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它在过去
十年中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而全球雾化行业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就是陶瓷芯的革命。

陶瓷芯革命
传统雾化烟最初用的是棉芯，棉芯产生相对较大的
气溶胶颗粒，导致吸入颗粒在肺部的沉积低效，因此尼
古丁的释放率和满意度均较低。柔软的棉芯无法形成稳
定的结构，因此漏液率高，产生一股难闻的烧焦味。棉
芯加热不均匀也会导致味道的一致性变弱，从而使雾化
体验逐渐变差。
思摩尔自2016年成功开发首款陶瓷芯以来，其旗舰
雾化技术品牌FEELM对封闭式雾化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产生
了重大影响，引领了陶瓷芯的感官革命。
FEELM搭载世界领先的陶瓷芯加热技术，提供一流
品质的pod系统解决方案。FEELM融合风味再现技术以及
创新的电子技术和结构设计，为全球电子烟用户带来极
致的感官和卓越的抽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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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M凭借其创新的雾化解决方案，精确控制加热
温度，大大增强了减害的能力，并彻底提升了雾化体
验，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口感平滑纯净。更重要的
是，它有效地解决了该行业的漏液和干烧痛点。

致力于终极口感
FEELM与世界领先的烟草公司和雾化烟品牌合作，
对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口味偏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因此，FEELM于2020年12月发布全球首个口感科学
模型，建立了一个评价抽吸体验的科学系统。
此外，FEELM还招纳了一批感官评价专家，他们具
有扎实的烟草科学背景和雾化感官评价经验。此外，该
公司还聘请了60多名训练有素的感官评价师参与新产品
开发。
2022年，FEELM感官评价团队进一步开发了该模
型。现在，第二代FEELM口感科学模型由5个维度组成，
即香韵、劲度、气蕴、味感和余味，共包含65个具体指
标。

Sponsored Content
FEELM感官评价团队对新模型进
行了一系列感官评价，发现了8个关
键的抽吸体验口感评测指标，分别
是雾量、香气特征、香气丰富度、
臭气、甜味、余味、舒爽感和击喉
感。

感官革命
2022年1月18日，世界上最薄的
陶瓷芯雾化pod解决方案FEELM Air
在伦敦首次亮相，其纤细度达到创
纪录的7.8mm，旨在重塑陶瓷芯带来
的感官体验。
思摩尔首席感官师袁锦芳
（Cherry Yuan）在FEELM 2022新技术
发布活动上表示：“FEELM Air在口感
的8个关键评测指标方面表现卓越，
并且抽吸体验实现了全面提升。”
新一代超薄仿生薄膜陶瓷芯全
面提升了抽吸体验。
超薄仿生薄膜陶瓷芯拥有世界
首创的7层复合加热膜，每一层都增
强了相应的功能，从而全面提升了
新型陶瓷芯的性能。
在成膜方面，新型仿生陶瓷芯
利用纳米级真空成膜技术，使加热
膜分布更加均匀，以实现精确的温
度分布。结构上采用多孔仿生结构
和高吸水性材料，换气顺畅，防漏
性能强。

FEELM口感科学模型2.0

FEELM事业群总裁韩纪云（Frank Han）在开幕词中表示，“FEELM Air
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是陶瓷芯的革命性创新。它将目前的单层厚膜升级
为7层生物薄膜。同时，薄膜厚度从80微米减至2微米，比上一代减薄了40
倍。”
FEELM Air致力于还原原汁原味的口感，搭载独家专利Flavor-Lock™锁
鲜技术，平均口感还原率提高33%。此外，陶瓷芯的梯级温场和多层雾化允
许在不同温场个性化口感还原。微孔口感锁鲜层产生更小颗粒的气溶胶，为
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味感体验。
除口感还原外，FEELM
一代相比，FEELM

Air还全面提升了感官体验。最重要的是，与上

Air的整体减害性能提高了80%。精密合金加热层和业界第

一个具有耐腐蚀性的纳米银电极层可将重金属排放量减少78.6%；与上一代相
比，在局部过热时，具有导热性的控温层可将醛和酮的排放量减少80.7%。
FEELM

Air还具有出色的防漏液性能。它采用第二代“Puzzle迷宫二

代”技术，将漏液率降低237%，利用毛细结构和创新止流阀防止冷凝。此
外，超吸锁液层可有效防止电子烟液飞溅。
同时，FEELM Air提供全新的互动体验。例如，它配备了世界上最小的
线性马达，提供独特的“震感波模式”。它给用户带来微妙的震动和愉悦
的互动抽吸体验，让用户在每次抽吸时都能感受到共振。每次充电的震动功
耗低至0.06%，仅相当于抽吸两口。此外，它采用集成MEMS（微电子机械系
统）作为可靠的气流开关，以提高设备的灵敏度，同时防止误激活。
在能耗优化方面，FEELM Air凭借三层复合材料，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能
效1.3mg/W。控温层可使加热膜形成适当的梯级温场。纳米银电极层可以降
低无效能耗，而多孔阻热层可以有效降低热损失。此外，FEELM

Air拥有业

界首个超级能源管理系统“TOPOWER”™,充电10分钟，可续航8小时。与上一
代相比，该系统的能量密度增加了20%，电池寿命增加了30%。
自2016年推出世界上首款黑陶覆膜雾化芯以来，FEELM已经改变了整个
竞争格局。FEELM
FEELM总裁韩纪云。

Air配备超薄仿生薄膜陶瓷芯，即将推动全球雾化行业的

模式转变，引领超薄设备和陶瓷芯的第二次感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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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外交部长小特奥多罗·洛辛

事机构将寻求世界银行的指导，设立一个监
督委员会，由代表世卫组织六大区域的金融
和投资管理专家以及民间团体观察员组成，
以帮助指导该基金。
这一新的资助倡议看起来似乎合情合
理，但它确实让人怀疑，这是否是另一种慈
善操纵方法，是否会追溯到资助世卫组织并
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相同的反烟草组织，例如
COP9期间达成一致的新资助计划是操纵WHO的另外一种形式吗？

COP9：资金操纵vs.
加大行业支持力度
Staff Report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彭博慈善组织，该组织与反烟草机构有密切
联系并为其提供资金，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CDC基金会、卫健策略
有限公司、停止烟草组织和产品（STOP）、
反烟草贸易诉讼基金、巴斯大学（英国）烟
草控制研究组、全球烟草控制良好施政中心
（GGTC）、东南亚烟草控制联盟（SEATCA），
以及FCTC和世卫组织。

（WHO FCTC）第九届缔约方会议（COP9）一如

减少烟草使用的彭博倡议是该基金会实

既往地将最应该参与的烟草行业排除在外。

施的多项公共卫生措施之一。该倡议于2007

经官方认可的媒体首次经允许与182个FCTC缔

年启动，旨在实施一套被称为MPOWER的反烟

约国中161个国家的代表一同参加了COP9的公

草政策，MPOWER代表以下几项政策的英文首

开会议，这些媒体当然与烟草行业没有任何

字母缩写：监测烟草使用情况；以无烟法律

关系。每届COP会议通常会对烟草行业进行抨

保护公众；提供戒烟帮助；以包装标签和公

击，除此之外，COP9为期六天的虚拟会议中

众意识警告烟草的危害；执行广告禁令；以

还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有趣事件。

及提高烟草税。该基金会表示，该倡议目前
涵盖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110多个中低

新资助计划是否是慈善操纵？

收入国家（LMICs），这些国家至少实施了

COP9作出的一项关键决定是发展和启

一项MPOWER政策。巧合的是，世卫组织自豪

动一项投资基金，以稳定FCTC财政，补充缔

地将MPOWER列入其“烟草实况报道”，“切

约方通过分摊会费和预算外支助的现有收

实高效地执行世卫组织FCTC需求减少的主要

入。FCTC说，这项新举措将从传统卫生部门

条款”，可登录其网站查看详情(https://

之外获得财政捐助，建立一个资本投资基

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

金，其收入将用于支持FCTC的活动。FCTC理

tobacco)。该倡议现在还将其目标扩展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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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烟、加热不燃烧和非药用尼古丁的使用。世卫组织在2017年指出世界上
80%的吸烟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彭博慈善机构主要通过政府和其他渠道
（如WHO和FCTC）直接在这些国家开展工作，这样似乎WHO和FCTC就轻而易举
地成为彭博的囊中之物。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监督委员会的金融和投资管理“专家”
和“民间社会观察员”是否把FCTC的新资金作为一种公关策略，拙劣地掩盖
一个事实，即同一个集团或多个集团除了控制全球决策和执行之外，还在操
纵资金？这些全球机构真正为谁的利益服务——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还是一
个阴谋集团？

为菲律宾代表团鼓掌！
菲律宾代表团在COP9期间提出了一种更均衡、公正的方法，应对此提
出赞扬。菲律宾外交部长小特奥多罗·洛辛（Teodoro

Locsin,

Jr.）在

COP9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烟草是有害健康的一个来源，但他承认，烟
草“税收也带来了好处。我们强调烟草是国家最重要的活动的资金来源。烟
草税收法为我们的减贫、全民保健和新冠恢复计划提供资金。”
洛辛表示，菲律宾对烟草的立场是进行监管和征税，而不是全面禁
止，他说，“极端税收不会消灭烟草。禁令只会将经营者逼入地下，取代走
私，进而使垄断烟草的国家富裕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还呼吁世卫组织“恢复烟草控制的势头”，并考虑“不断发展最新
的科学信息”，以减少全球吸烟率。关于烟草业开发的新型烟草产品，他认
为“有益健康”和“良好来源”，并表示全力支持，称“烟草业没有置之不
理，也没有对这种流行趋势放任不管。它创造出了同样令人满意的产品，但
危害要小得多。”

代表建议科学“考虑”
新型烟草制品：“如
果你不随波逐流，
就会遭遇冷遇”，这
使反对者愤怒。

最后，洛辛在COP10的讨论中强调了包容性的重要性，他说，“这些复
杂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要求各方积极参与，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包容协
商。”他在COP10报告说“必须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充
分协商，以便我们国家的经验都能获得关注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尽管菲律宾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烟草没有好处”，“提供误导性信
息，削弱烟草产品的风险，对烟草行业（包括电子烟和加热烟草产品）的过
度认可是有害的”，这与洛辛在COP9会议上的发言是相悖的。洛辛提出了菲
律宾在烟草控制方面的均衡和科学的立场，受到了电子烟使用者、支持组织
以及菲律宾内阁和国会的赞扬。“我们支持以洛辛为首的菲律宾代表团出席
COP9，推动制定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全球决策建议。烟草控制方法不能是单维
的。健康和经济方面都应该考虑，因为我们有超过220万名工人和家属从事
烟草生产、贸易、制造和分销，”劳工部长西尔维斯特·贝洛三世（Silvestre Bello III）说。
当然，反烟草组织对洛辛的言论感到愤怒，并予以谴责，这再次证
明，如果你不遵循教条，就会陷入困境。
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等国的代表团也评
论了烟草业的重要性，或表示烟草业是对话中的利益攸关方。
COP10计划于2023年在巴拿马举行。也许到那时烟草行业最终会在谈判
桌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会不会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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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计划禁止后代购买
卷烟的举措并非无风险。

新西兰的卷烟销售禁
令真的利大于弊吗？

Staff Report

去年12月，新西兰宣布计划禁止向子孙

尽管该举措受到公共卫生和反烟草部

后代出售卷烟，这在全球尚属首例，引起了

门的称赞，但许多人认为太苛刻，与许多政

全世界的关注。

策最近采取的更为自由的方向形成鲜明对

该禁令只是新西兰政府为到2025年将吸

比，例如有关大麻的政策。就连长期以来被

烟率降至5%以下并成为无烟之国而制定的一

认为拥有最严苛反烟草法律的不丹也改变了

系列措施之一。其他措施包括从2024年开始
减少允许出售卷烟的商店数量，然后在2025
年降低卷烟中的尼古丁含量。卷烟销售禁令
将提高法定吸烟年龄（目前是18岁），2027
年生效，这将影响2008年以后出生的人。政
府将每年提高一次吸烟年龄，这实际上阻止
了后代购买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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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2004年，不丹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
内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销售以及禁止在所有
公共场所吸烟的国家。2010年，不丹出台了
《烟草控制法》，禁止烟草产品的种植、制
造和贸易，但仍然允许吸烟者进口受管制数
量的烟草产品，尽管需缴纳重税（如果个人
从第三国带入烟草产品，则征收100%的销售
税和100%的海关税）。

然而，自2021年7月2日起，《烟草控制

凯里在给卫生部的新年致辞中说：“我

（修正）法案》开始生效，允许烟草、烟草

必须分阶段终结这个问题，以确保有一天，

制品的销售、分销、购买、持有和运输，但

这个国家的后代不再知道卷烟是什么。我们

不允许生产和制造。烟草和烟草制品的100%

将分阶段逐步停止吸烟，直到有一天，马来

销售税也被取消。

西亚将成为无烟国家。”

虽然新西兰可能是第一个采取这种极端
措施的国家，但波士顿郊区实际上在去年9

目前尚未宣布禁令的拟议日期或受禁令
影响的人的出生年份。

月开始实施基于年龄的烟草禁令。在马萨诸

新加坡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Koh

塞州布鲁克林（人口：60000），2000年1月

Poh

1日以后出生的任何人都将永远无法购买烟

法持开放态度，并将研究新西兰的禁令，以

草或雾化产品，即使21岁或以上的人可以在

了解新西兰如何实施该禁令、有效性如何，

该州其他任何地方购买烟草或雾化产品。

以及该禁令如何适用于新加坡。

Koon)表示，政府对群体吸烟禁令的想

然而，他提醒说，需要考虑一些因素。

禁令刺激非法烟草贸易

一是新加坡年轻人一般不吸烟，这一点和其

无论是在布鲁克林还是在新西兰，这些

他国家不一样。他说：“如今，我们的年轻

基于年龄的禁令的有效性还有待观察。与此同

人不再认为吸烟有魅力，他们已经意识到吸

时，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禁令剥夺了人们的选

烟的危害。”相反，更大的担忧是电子烟。

择权，这是大多数成年人享有的最基本的自主

许宝琨说：“如果电子烟在年轻一代中根深

权，可以做出个人选择，自主决定愿意做什么

蒂固，那么我们在禁烟方面取得的所有进展

或不做什么，是否冒险，以及目的为何。

都将付诸东流，并且需要多年付出巨大努力

而且，与其他禁令一样，越是禁止某

才能遏制电子烟的使用。”他还指出，虽然

些东西，越是增加了它的吸引力。禁果一直

新西兰正在禁烟，但提倡电子烟作为替代

诱惑着我们人类。如果这些年轻人不被允许

品。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考虑采取类似的

合法购买烟草或烟草产品，他们还会离开黑

禁令，新西兰正在推广电子烟作为一种低危

市吗？这只会刺激非法贸易，增加买家获得

害替代品，帮助人们成功戒烟，而新加坡则

低劣、危险产品的风险，而这反过来会对吸

坚决禁止电子烟，含尼古丁的消费品在马来

烟者的健康产生更有害的影响。由于高额赋
税，新西兰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非法烟草贸易
已经蓬勃发展。这项针对子孙后代的禁令只
会使走私者和有组织犯罪从事的非法烟草贸
易更加有利可图。

首先付诸实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在考虑对下一代实
行类似于新西兰的禁烟令。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凯里·贾玛鲁丁
（Khairy Jamaluddin）宣布，他将在2月28
日至3月24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上提交一项新
的烟草和吸烟控制法案。新提案将取代现行
的烟草产品控制立法，并将对电子烟和雾化
产品进行监管。此外，它还将强制执行贾玛
鲁丁所说的吸烟“代际终局”。

由于税收
高涨，新
西兰非法
烟草贸易
盛行。

西亚依然是非法的，尽管马来西亚政府计划
对电子烟进行监管和征税。
许宝琨称，新加坡降低吸烟率的最有
效措施是上调烟草税。不过，新西兰对调涨
烟草税持不同看法，认为提高烟草税将不公
平地惩罚穷人，并引用新西兰卫生部副部
长阿伊莎·韦拉尔（Aysha

Verrall）的话

说，“此举将进一步惩罚努力戒烟的吸烟
者。”
尽管基于年龄的类似禁令令人望而却
步，但似乎对人们并没有多大好处。新西兰
政府和其他准备加入这一行列的国家政府似
乎越界了。他们没有出台以安全和最大限度
地减害为最终目标的法规，而是选择侵犯人
们的基本权利，命令他人如何生活。
Tobacco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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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电子烟法规草案
2021年11月下旬，国务院宣

产品新闻
NJOY、DSL

Group（Multivape的持

有者）、Yatzz及Superdragon。

布修订国家烟草法，拟将电子烟

不过，帝国品牌、日烟国

等新型烟草制品纳入现有的卷烟法

际、Juul和英美烟草等大型上市公

规。2021年12月上旬，国家烟草专

司尚未提交申请。

卖局（STMA）发布了中国电子烟法
规草案。

烟草分析师埃里克·布卢姆奎
斯特（Erik

Bloomquist）指出，

上图为博远公司在2021年12月举行的深圳国
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上展示的NUSO品牌，
配色有棕色、黄色和绿色。

根据新法规，在中国销售电子

公司可能更愿意走商业路线而不是

烟的公司必须在国家烟草专卖局进行

医疗路线，因为医疗许可申请可能

注册，为此，这些公司必须遵循中国

需要数年时间。在此期间，设备可

新品烟弹采用创新设计，更加

的国家标准。法规草案还要求制造商

能会过时，而且一旦获得许可，就

环保，有机材料使口感更顺滑、更

办理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制造商需

很难对设备进行任何更改。临床试

正宗。博远还将为全球各个地区提

要提供资金证明，以及具有符合标准

验、营销和其他合规成本也可能会

供更多的定制服务。

的设备和技术设施。只有获得许可的

阻碍公司的发展，尤其是规模较小

制造商才能生产电子烟。

的公司。即使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

根据规定，获得许可的电子烟
批发商和零售商必须通过国家烟草专
卖局建立的“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管
理平台”交易产品。电子烟税收征缴
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指南允许药用电子烟扩张，但比起
商业电子烟，仍达不到激励效果。

博远公司在IECIE上推出电子
烟新口味

美国联邦法院取消费城风味烟
草禁令
在美国雪茄协会和雪茄公司（包
括ITG雪茄公司、瑞典火柴北美公司和
斯维什国际公司）提起诉讼后，联邦
上诉法院取消了该市禁售风味烟草产

去年12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五

博远（香港）有限公司近日

届国际电子烟行业峰会上，英国电子

参加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子烟博

烟行业协会（UKVIA）负责人约翰·

览会，即于12月6-8日举办的2021

原告在诉讼中表示，根据宾夕

邓恩（John Dunne）通过视频表示，

IECIE深圳中国电子烟博览会。该公

法尼亚州特有的优先购买权条款，

新法规“非常重要，因为英国、欧

司在会上向80,000名国际行业专业

市政当局不能加码监管联邦烟草销

洲、美国等市场都已经制定了这些产

人士，推出了四种新口味——本真

售法规业已管辖的内容。因此，具

品必须遵守的强有力的法规”。草案

原味，清凉薄荷，微醺莫吉托和冰

有相同“标的物”的州烟草限制显

的部分规定“尚不明确”，但邓恩警

炫蓝莓。

然违背了这项条款。

品的规定。因此，至少目前可以继续
在费城销售此类产品。

告说，新法规可能会增加制造商的负

博远推出了两大系列加热产

费城2019法令是在美国食品和

担和费用，一些公司的生产业务可能

品，包括原味、混合、蓝韵、薄

药物管理局（FDA）提出薄荷醇卷烟

被迫迁出中国。

荷、深井冰等经典系列，以及本真

和风味雪茄禁令之前通过的。该法

原味，清凉薄荷，微醺莫吉托和冰

令禁止销售具有烟草风味特征以外

英国小型电子烟公司寻求NHS
医疗许可

炫蓝莓等增强系列。博远全系列产

的产品，但豁免了烟草产品的分销

品采用再造烟叶、升级烟弹、天然

业务。该市大部分销售额来自烟草

小型电子烟制造商正在寻求获

风味等新材料和先进技术应用，旨

产品，且不向未成年人销售。

得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规定的

在满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大消

医疗许可，不过大公司似乎在暂缓

费者的个人口味和需求。

该市在上诉中辩称，宾夕法
尼亚州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

博远致力于为成年吸烟者开发

草产品，并优先于地方法规（如果

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MHRA）

下一代替烟产品，该公司的足迹遍

内容有冲突），但并未对成年人可

发布新指南，允许为戒烟者开具药

及欧洲、中东和东南亚，短短四年

以合法购买风味雪茄的地方施加限

用许可的电子烟产品。现在，英国

内扩展到30多个国家。公司始终关

制。上诉法院不同意，称该法令还

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新市场。

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保护和

涉及青少年接触烟草的问题。实际

人类健康福祉，这些价值观已融入

上，该市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申请。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寻求获得医疗许可证的公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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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巡回法院法官大卫·波特
（David Porter）写道，“费城采
取的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并试图
强加额外的要求，先前条款的明文
规定禁止它这样做。”
法院还发现，这些公司的收入
将无法收回。因为根据该州的《侵
权索赔法》，该市可以免于提起金
钱损害赔偿。

印度安得拉邦政府发布新禁
烟令
以首席部长YS Jagan Mohan
Reddy为首的安得拉邦政府决定禁止
使用含有化学成分的烟草制品和含
有尼古丁的食品，例如gutka烟、
糖精钠和嚼烟产品。禁令自2021年
12月7日起生效，为期一年，由家
庭福利和食品安全专员Katamaneni
Bhaskar发布。
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制造、销
售、供应或储存gutka烟或糖精钠，
都将构成违法行为。家庭福利和食
品安全部警告称，将对违法者采取
严厉行动。此外，该部门表示，这
些行为将受到特别监控。
据悉，特伦甘纳邦政府也对
gutka烟和糖精钠实施了类似的禁
令。但最近，高等法院收到了160份
请愿书，质疑该邦的gutka烟禁令。
法院予以驳回，理由是死于gutka烟
的人数多于新冠病毒。

产品新闻
子烟/ENDS禁令，在消除产品使用

菲莫有限公司在英国推出
HEETS Mauve烟弹

方面没有什么效果，有85%的人报告

菲莫有限公司（PML)宣布推出

称，禁令颁布之后他们仍在使用这

HEETS Mauve，这是其专为IQOS加热

些产品。

烟草系统设计的HEETS烟弹系列的新

调查还显示，2019年实施的电

约95%的受访者呼吁政府采取行
动，并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新措施减
少吸烟危害。81%的受访者表示，政
府应该取消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
草制品的禁令。
此外，结果还显示，人们大力
支持使用电子烟/ENDS。92%的卷烟

产品。
IQOS是英国排名第一的无烟产
品。与普通烟草产品相比，健康风险
较低。与使用烟油的电子烟产品不
同，IQOS是一款电子设备，可以加热
真正的烟草，以获得更令人满意的味

和其他类型烟草产品用户表示，如
果合法、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并
且方便使用，他们会考虑改用更安
全的替代产品。

达卡北部城市市长支持提高烟
草产品增值税
在最近举行的关于认识废弃
卷烟滤嘴弊端展览的开幕式上，
达卡北部城市合作区的市长Atiqul
Islam表示，应该提高烟草产品增值
税以阻止吸烟。
他还表示，“由青年平台BD
Clean成员组织的这项创新展览，从
全国各地的道路上收集了5,000万个
卷烟滤嘴和300万个废弃塑料瓶。在
国家独立50周年之际，这一做法引
起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认识，确实
值得称赞。”
这位市长说：“塑料制品使用

HEETS Mauve冰爽薄荷与烟草的配方，带有
森林浆果的味道。

觉体验。这就是大多数吸烟者不再使
用其他产品的原因。
HEETS Mauve口味独特，专为英
国IQOS消费者设计，提供清爽的薄
荷醇烟草混合物和热带森林水果的
味道。这是菲莫有限公司在英国推
出的第十款新产品，完整的产品组
合为用户提供了广泛的烟草混合物
选择，可以满足任何偏好。
HEETS Mauve让零售商为成年顾

86%的受访者认为电子烟优于
卷烟

后随意丢弃，会造成环境污染和城
市内涝。因此，必须对塑料产品进

客提供另一种薄荷醇烟草替代品，并

最近，全球舆论研究公司
Povaddo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十分之
九的受访者（即86%）认为电子烟/
ENDS（电子尼古丁传输系统）是较
好的卷烟替代品。此外，87%的人认
为成年吸烟者获得替代产品应该像
普通卷烟那样容易。
Povaddo在8-9月期间调查了
2,000名受访者，旨在研究印度当
前和此前合法年龄段用户对电子烟/
ENDS的态度。

行回收利用。”

能带来丰富而令人满意的烟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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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qul Islam赞扬了BD Clean通
过全国范围内的清洁运动创造健康环
境的工作，并奖励他们100万塔卡。
他说，达卡北部城市合作区已

HEETS Mauve已于2021年11月中
旬面向零售商发售。
菲莫有限公司英国和爱尔兰商
业规划负责人Kate

O’Dowd表示：

与中国机械工程公司签署了一项协

“HEETS Mauve推出后，HEETS烟弹已

议，在首都的阿明巴扎尔地区，每

经达到十款，为零售商提供了更多

天使用约3,000吨固体废物发电42.5

选择，也为已转向英国IQOS的成年

兆瓦，这将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利用

客户提供更多选择，这是世界排名

废物发电。

第一的无烟产品。”

T E C H N O L O G Y
F L A V O R

D R I V E N

D E L I V E R Y

S O L U T I O N S

于税率陡增，印度的合法卷烟现在
是世界上最贵的，这一事实也在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2021年全球
烟草流行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此
外，该国的控烟措施比全球三大卷
烟消费市场（美国、中国和日本，
约占全球一半的卷烟消费）更为严
格。自2016年4月起，印度要求卷烟
包装必须印制图片健康警语，而且
必须占烟草制品包装正反两面85%的
面积。相比之下，全球卷烟包装的
警语面积平均低于45%。
有趣的是，印度市场研究局
（IMRB）在健康警语新规定生效不
久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
行为明显转向没有此类健康警语的
走私卷烟。显然，惊悚的图片警语
印度几乎每个街角都充斥着非法烟草产品。上图是新德里一个非正规的街头小摊上的商品，包
括各种各样的走私（即未完税）国际卷烟品牌。

印度非法烟草贸易猖獗

在印度确实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尽
管这是一个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
胜利。吸烟者远离合法产品，却让
那些非法经营者发现商机，他们向
该国走私了大量卷烟，这些产品包

印度由于对烟草征收重税、采取极端的控烟法规，导致该国的
非法烟草制品尤其是非法卷烟急剧增长，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
的程度。

装不但没有令人不快的图片警语，
而且很有吸引力。更糟糕的是，犯
罪团伙从新冠疫情中获利颇多，这
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合法制造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非法烟草问题日趋严重。在全
文/托马斯·施密德

球研究公司欧睿国际针对非法卷烟贸易的排名中，印度位列全球

商的供应链中断，而且从某种程度
来说这种情况还将持续。

前五。欧睿国际的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的非法卷烟高达281亿

就卷烟而言，非法产品分为两

支，占烟草产品市场的27.6%。该报告显示，印度的非法卷烟数量

类：第一类是走私国际知名品牌以

在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中国、巴西和巴基斯坦。

及国外制造的不太知名的经济价位

毫无例外，印度非法烟草飙升的诱因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诱因完

品牌；第二类是国内制造的逃税产

全相同：连续、大幅提高税率，以及过于严苛的控烟法规。尽管所

品和不符合许可证要求的产品，价

有证据都证明这些措施有效，但政府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将合法

格比完全合规的合法品牌低得多。

烟草制品的价格提高到消费者无法承受的范围，并不会大幅降低烟

国内“灰色市场”的许多产品甚

草消费，反而会刺激非法贸易市场。“印度卷烟税较高、控烟法规

至成为当地著名合法品牌的假冒产

严苛，例如卷烟图片警语必须占卷烟包装85%的面积，大大刺激了非

品。他们公然违反商标法，通过模

法卷烟贸易，”印度烟草研究所（TII）主任Sharad

仿合法流行品牌的标识、颜色和包

Tandan（见侧

边栏）最近在接受《亚洲烟草》采访时表示。
从行业各渠道收集的数据显示，印度由于自2012/2013年以
来几乎每年都在提高卷烟税，该国的非法卷烟数量飙升了4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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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设计，略微改变原品牌的名称，
试图蒙混过关将自己的产品包装成
真正的品牌产品。

23.9

品牌名称的拼写雷同

Illegal Cigarette Volumes in India (Billion Sticks)
印度非法卷烟销量（单位：10亿支）
18.3

假冒卷烟往往利用法律漏洞，几乎完全模
仿合法品牌的标识和包装设计，只是稍微
12.5
改变了品牌名称。
真品牌名称
Gold Flake（高档）
Red&White
Cavanders

24.9

27.9

26.5

25.7

假冒品牌名称
Gold Vimal（高档）
Red Wine/Red Knight
Calendar/Caliber

23.9

25.7

24.9

28.1

27.9

26.5

18.3
12.5

来源：TII

在印度，卷烟通常以10支或20支整包售
2005
卖，但也经常单支出售。本地的经济型非法
卷烟每支售价仅为1-2印度卢比，知名走私品
牌每支售价10印度卢比。而合法经济型品牌
的最低零售价格为每支4印度卢比，合法知
名国际品牌的零售价格为每支15印度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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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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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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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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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与合法产品之间的价格差非常明显。

2011

在2017年7月之前，卷烟需要缴纳特定
100

的联邦消费税率，根据卷烟类型、规格（长

100
100

100

度）、各邦的从价税以及各地方的不同税率

72

有所变化。自2017年7月1日起，卷烟根据商

144

2020

72

品及服务税（GST）和特定从价税、类型-规
格独立征税。目前，无论是哪种规格（例
如，烟支长度），滤嘴和无滤嘴卷烟的出厂

Legal Cigarettes

价都要以28%的最高GST税率征税。此外，还
增加了GST补偿税（GSTCC），由均一税率和
从价税构成。除此之外，还有基本消费税率

非法卷烟
Legal合法卷烟
Cigarettes
Illegal
Cigarettes
Source: Legal Volume – Industry
Estimates
来源：合法销量——行业估算
Illegal Cigarettes ‐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Source: Legal Volume – Industry Estimates
非法卷烟——欧睿国际

（BED）及国家灾难应急税（NCCD）等。截
止目前，还没有公布近期进一步调整税率的
消息，但当前的税收系统（详见表格）已经
让印度的卷烟业压力重重。显然，税收负担
最终会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让非法经营
者从事非法活动更加猖狂。
非法烟草贸易激增的糟糕程度，从国家
和各邦的报纸上可见一斑。几乎每天都有关

Illegal Cigarettes ‐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2021年适用的卷烟税收结构
卷烟规格
无滤嘴棒
≤65mm

GST1

GSTCC2

BED3

NCCD4

28%

65-70mm

28%

5% + 2,076卢
比/1,000支
5% + 3,668卢
比/1,000支

5卢比/1,000
支
5卢比/1,000
支

200卢
比/1,000支
250卢
比/1,000支

有滤嘴棒
≤65mm

28%

65-70mm

28%

70-75mm

28%

其他(>75mm)

28%

5% + 2,076卢
比/1,000支
5% + 2,747卢
比/1,000支
5% + 3,668卢
比/1,000支
36% + 4,170卢
比/1,000支

5卢比/1,000
支
5卢比/1,000
支
5卢比/1,000
支
10卢
比/1,000支

440卢
比/1,000支
440卢
比/1,000支
545卢
比/1,000支
735卢
比/1,000支

于在印度漫长、漏洞百出的边境和仓库查获
走私案件的报道，而且走私烟草数量惊人。
显然，执法机构在努力遏制非法贸易方面的
工作非常值得称赞。Sharad

Tandan代表印

度烟草研究所成员公司，对执法成果表示高
度赞扬。但考虑到非法烟草制品的总量，这
似乎仍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遗憾的是，
执法会受到印度冗长、繁琐的法庭程序的影
响，违法者常常受到“象征性的惩罚”后逃

Illegal Cigarettes

1 =商品和服务税，适用于出厂价
2 =商品和服务补偿税，5%-36%从价税+规定金额
3 =基本消费税
4 =国家灾害应急责任
来源：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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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夭夭。因而针对非法贸易制定可持续的长
期解决方案，需要进一步制定平衡的税收政

印度烟草业相关数据

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仲裁。此外，对卷

人口总数：13.9亿（左右），其
中约70%为15岁以上人口。
成年人口（即15岁以上）
中，28.6%的人使用烟草（包括可燃和
无烟烟草产品）；10.7%的人使用多种
烟草产品，约有4%的人只使用卷烟。
据印度政府健康福利部发布的
《全球成人烟草调查印度报告(201617)》显示，在所有的烟草使用人口
中，91%的人是男性（其中93%的人使用
卷烟）、9%的人是女性（其中7%的人使
用卷烟）。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烟草种植国，
为整个价值链的4570万人提供生计。
在国内，烟草制品每年贡献的税
收收入约为72亿美元。
烟草和烟草制品出口的外汇收入
每年不到10亿美元。。
根据行业机构ASSOCHAM的研究显
示，印度烟草业的累计内在经济总价值
为1590亿美元。

烟走私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快的惩罚措施也相

IIT（印度
烟草研究
所）始终
与各部和
执法部门
保持密切
沟通。

当重要。
印度烟草研究所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作为印度烟草业的代表机构，
该研究所致力于与相关部委和各个执法机构
开展密切对话，呼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遏制
不断增长的非法卷烟贸易。该研究所不仅强
调非法卷烟贸易的严重后果，例如政府和合
法制造商会遭受巨大的税收损失，而且强调
其对国内烟农和烟草从业人员的生计以及收
入的影响。此外，印度烟草研究所还会向政
策制定者和领导者发布及宣传各种期刊（涵
盖众多行业话题），经常报道非法贸易激增
的问题。“我们通过这些期刊以及与政府进
行对话，针对非法卷烟贸易的发展程度、增
速、驱动因素及影响提供分析，让监管机构
重视这个问题，”Sharad Tanda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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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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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哈拉姆贝克工厂的产量占东
方烟草公司总产量的3-5%。

MANUFACTURING NEWS

当然也存在诸多缺点，即向烟
草业下放了大量责任和不必要的系统
分解，为供应商划分了数个角色。

ITSA呼吁修订欧盟《烟草产品
指令》
国际印花税协会（ITSA）呼吁
修订欧盟烟草产品制造、展示和销

关于第16条，22个成员国决定
遵守使用印花税票的条款也受到肯
定。但一些成员国将第16条的责任
委托给烟草业，这与先前研究确定
的最佳做法背道而驰。

售的指令。
益升华的全新无塑、可持续ECO Flute滤嘴。

益升华推出ECO Flute滤嘴
近日，益升华滤嘴公司继推出ECO
Active滤嘴后，又推出了ECO

ITSA认为，欧盟《烟草制品指
令》（TPD)目前虽处于强制性的审
查阶段，它在某些领域还是十分有

Flute滤

效的，当局应该从中吸取经验，在

嘴。ECO Flute是一款可持续的、无塑

推进计划时采用合适的做法，包括

滤嘴，是益升华卓越性能(CPS)滤嘴的

实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消除烟

替代品，并且是ECO可持续专利滤嘴系

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列中的一款新品。
益升华滤嘴公司全球营销经理
Seng

Keong

Low在谈及ECO系列的

最新产品时表示：“最新推出的ECO
Flute滤嘴，能够在现有产品系列基
础上，为业务合作伙伴提供一种更
具可持续性的选择。”
ECO

Flute滤嘴已经申请了专

ITSA的呼声与欧盟委员会2021
年的一份报告如出一辙。该报告指
出，《烟草产品指令》需要在国家
层面有效实施，并更多地考虑当前
的市场发展。这个呼声是ITSA成员
和行业利益相关者举办的有关追踪
烟草产品研讨会的成果。

利，不含塑料成分而且具有可持续

该研讨会介绍了世界各地税

性，可替代CPS滤嘴。Flute滤嘴与

务机关通过使用印花税票和追踪系

现有的CPS滤嘴不相上下，可提供独

统，成功打击非法烟草贸易的成功

特的视觉冲击。这款产品的长度、

案例，严格审查了欧盟《烟草产品

周长、压降、槽长均可定制，而且

指令》第15条的规定，即在每包烟

能够与其他滤嘴部件结合使用，以

草制品上应用唯一标识符，以便在

满足客户要求。

整个供应链中对其进行追踪，而且

埃及东方烟草公司暂停穆哈拉
姆贝克工厂生产
东方烟草公司在向埃及交易所
（EGX）提交的声明中表示，决定暂
停穆哈拉姆贝克工厂的生产，直到
核算出未来的需求量为止。
公司做出此举，是鉴于公司的
运营系统和机器生产效率提高后，

审查了第16条的规定，即在每包烟
草制品上应用身份验证功能。
ITSA对第15条规定的成员国之
间创建可追溯信息的操作系统表示
肯定。FCTC的合规性主要围绕可以
在各国以及整个复杂的全球供应链

TAIGA International
www.taiga-international.com
info@taiga-international.com

中轻松传输的数据。《烟草产品指
令》为标准实践协议铺平了道路，

导致生产过剩，库存增加超出了公

并且使用特定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司需要的水平。

的单个存储库来传输数据。

Ambachtsstraat 6
B-1840 Londerzeel - Belgium
T +32 (0)3 844 0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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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ITSA称，未来欧盟《烟草

另一项建议是在所有的《烟草

们可以通过提供已验证的最佳实践

产品指令》的修订版应包括“重大

产品指令》修订案中专门描述印花

指导，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的”改进。更具规范性的方法将有

税，明确要求印花税具有可追溯性

我们已经确定了欧盟《烟草产品指

助于选择更加清晰的安全特征，从

功能，这是系统安全的必备工具，

令》的最佳特征，以及那些可以改

而避免各国采用不同的特征，这只

是对直接印刷或标记在产品包装上

进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用来提供

会造成混乱。

的唯一标识符（UID）的补充。这项

世界一流的计划，烟草行业的所有

分配给烟草业的责任应仅限

建议还将改进对印花税票发行的追

于订购、申请和报告印花税票的使

踪，确保更严格的控制，限制任何

用，其他责任将重新分配给政府当

欺诈活动。

局选择的独立供应商。

ITSA主席Juan

Carlos

Yañez

人都将从中受益。”
以下是ITSA向欧盟以外签发
机构提出的烟草可追溯安全系统建
议：

ITSA还建议在欧盟《烟草产品

Arenas表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

指令》的法律语言中承认印花税票

候都更需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应

的重要性。因此，该指令的新版本

对非法贸易和税收损失。此外，WHO

应鼓励成员国采用法律文书来引入

FCTC议定书的烟草可追溯性要求将

础。规定印花税票应具有适当数量

印花税，并作为过渡措施引入由发

于2023年生效，该议定书的缔约方

和强度的认证特征，以及独特的条

行当局设计和采购的安全标签。

还有两年时间来实施这些系统。我

形码。

36 tobaccoasia

•印花税票是烟草控制计划的
基础，是实施FCTC议定书条款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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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起见，开始实施FCTC协
议的部分条款。在这个阶段，只要
进展顺利，并且为建立长期有效的
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不一定必须
实施议定书第8条（与追踪有关）中
的条款。
•确保与FCTC协议规定的全球信

MANUFACTURING NEWS

伊朗卷烟产量同比增加14%
2021年3至12月期间，伊朗卷烟产量为414.4亿支，2020年同期的产量
为471亿支。该国的烟草制品制造商进出口协会主席Mohammad-Reza Tajdar
表示，3-12月该国烟草产量为3,700吨，比去年同期（1,872吨）增加98%。
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间，伊朗卷烟生产企业的数量从7家增
加到23家，卷烟年产量从290亿支增加到550亿支。伊朗已禁止卷烟进口，该
国90%的卷烟在国内生产，其余10%是走私卷烟。

息共享联络点（GISFP）的连通性，
并审查当前的FCTC指南。GISFP将提
供一个连接到各国系统的平台，而不
规定特定的模型。这样的平台需要使
用标准化的数据字段和通用的术语词
典，以允许使用不同系统和语言的国
家之间交换数据。
世界银行2020年的报告数据显
示，每年全球的假烟贸易价值超过
500亿美元，每年约有6000亿支非法
卷烟。

尼泊尔卷烟厂尝试恢复运营
尼泊尔的贾纳克普尔卷烟厂
（JCF）呼吁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解决过去20年的债务问题，以期在
政府努力重振烟草业的同时恢复运
营。
财政部成立了一个三人组成
的特别工作组，以恢复该工厂的运
营。该公司曾经生产多种品牌的卷
烟，由于政治干预、管理不善和人
员过剩等问题，导致财务陷入严重
危机，并于2011年彻底关闭。该小
组的首要工作之一是估算工厂的运
营成本。
尼泊尔政府此前曾多次尝试恢
复该工厂的运营，但均未见效。
JCF在全国26个地点拥有土地和
建筑物，工厂的物业估值超过80亿
尼泊尔卢比（666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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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的“Delphi 2”是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些功能，回收率
更高。

废弃物回收精益
求精

废弃物回收是烟草生产中一个重要的成本节约步骤，而ITM的回收解决方案
被视为黄金标准。
文/托马斯·施密德

烟草产品制造的过程充斥着废弃物，

最明显的是驱动因素是，通过再利用回收生

这并非戏言，事实确实如此。各个加工和制

产废弃物来优化成本。第二个是与可持续性

造阶段都会产生大量的烟草废弃物，包括烟

有关，即有意识地减少烟草种植和采收周期

末、碎屑、粉尘、不合规格的产品，以及被

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在实际加工和产

拒收或低于标准的产品。当然，废弃物意味

品制造过程中的后续节能。”虽然收集和回

着金钱，会增加烟草公司已经相当可观的成

收细粉和粉尘主要用于生产再造烟草薄片，

本。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明确区分“减少烟

但回收的去筋烟叶可直接返给卷烟制造商。

草废弃物”和“回收烟草废弃物”，因为这
两个术语有时会相互混淆。前者是指减少生

Delphi系统精益求精

产过程中的废物量，因此不必首先考虑回

ITM最初的烟草废弃物回收系统 Del-

收。后者是实际回收已经产生的废弃物，并

phi 最近升级到了第二代Delphi2，后者回

将其用于生产。

收率提高，容量更大。楚德凯维奇解释
说：“Delphi2有两种版本，最大回收能力

ITM解决方案独占鳌头

分别为200kg/h和400kg/h。第二代产品对已

国际烟草机械波兰私人控股有限责任公

经非常有效的Delphi系统进行了改造，在回

司是ITM集团旗下的一家分公司，是世界领先

收率方面提供了更高的操作参数，并且在

（或许也是最知名）的废弃物回收解决方案

不影响最终卷烟质量的情况下，也提供了

供应商之一。该机构的营销经理玛丽亚·楚

最大的可重复使用的部分。”她补充说，

德凯维奇（Maria Chudkiewicz）说：“废弃

该系统可以“随着工厂的需求而升级”例

物回收有两个重要的驱动因素。第一个也是

如，200kg/h版本的Del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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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升级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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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的“Delphi”系统以其紧凑、基于模块的设计开辟了
新的天地。

容量，而无需进行任何重大的结构和校准更
改。楚德凯维奇还保证Delphi系列，无论它
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都非常灵活。“ITM
可以提供与所有现有流程完全集成所需的任
何配置的系统。”
流程。Delphi机器配备了专门设计的线性卷

安装调试顺畅

烟对准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烟支流堵

全球数百家客户已采用ITM的回收系

塞。用筛子将被烟支废品与松散的烟丝颗

统，有小型制造商，也有最大的卷烟生产

粒分开。Delphi的方法久经验证，可保证

商。楚德凯维奇表示，这为供应商提供了丰

最低95%的回收率，回收的烟草本身保持其

富的实用专业知识，使安装和调试“顺利进

原始属性。当从过滤后的废品中回收时，滤

行，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系统启动和

嘴棒不受损，这对胶囊滤嘴棒尤为重要，因

运行的时长取决于现场现有生产机械和辅助

为受损胶囊泄漏的液体可能污染回收的烟

设备的复杂性，但根据我们的经验，Delphi

草。Delphi可随时连接到中央或本地除尘系

通常可以在大约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安装、调

统，保持机器内部清洁，防止外部粉尘排

试和人员培训，更先进的Delphi

放，最重要的是，可清除转移点的粉尘和纸

2时间略

长。”

一排小刀小心地切开废
品，纸屑不会污染回收的
烟草。

张颗粒。Delphi低噪音排放，可部署在任何
合适的工厂。

针对任何烟草制品的高回收率
事实上，要实现100%的回收废弃物可重
复使用或回收利用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一

升级版回收：Delphi 2
Delphi

2是ITM公司升级版的烟草废弃

定比例的废弃物质量低劣。然而，楚德凯维

物回收系统，具备Delphi的所有功能。它可

奇自信地表示，通过使用ITM回收系统，“不

靠、高效地从所有烟草产品中回收烟草废弃

少于95%的回收烟草可以重新添加到生产过程

物，如卷烟、小雪茄、雪茄，甚至烟弹。专

中。”作为该领域的世界领先者之一，ITM现

利的对准系统和非常温和的加开过程可在不

在也为加热烟草（又称“加热不燃烧”）废

改变机器配置的情况下应用于传统卷烟和下

弃物以及口服袋装产品中的干燥唇烟提供解

一代产品。创新设计还确保在回收过程中不

决方案。她坚称：“ITM始终非常愿意与制造

会松开滤棒组件，防止回收的烟草受到污

商合作，制定任何专门的解决方案，以回收

染。HMI的直观控制系统有助于在品牌变更

不久的将来将在市场上出售的新产品中的废

期间为操作员提供支持，所有工艺参数现在

物。”

都自动设置，包括集成切片刀在x轴和y轴上
的定位。此外，由于其模块化设计，Delphi

Delphi系统广泛应用，被视为黄金
标准

2很容易适应进一步的任务扩展，包括炭

Delphi专门用于回收废烟，回收效率

测。Delphi 2具有极强的易操作性，针对维

最高，可将回收的烟草直接送回初级加工

清洁、目视分拣、纸张和塞压以及金属检
护和完全自动的产品调整进行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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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GLT废物预防

废物预防方法应用
回潮

46%

打叶 I 干燥
废弃物
6,0%

生产线设置、平衡和微调

客户生产

5.6 %

5,0%

加快

4,0%

可持续到产季末

预防

3.02 %
3,0%

Cp,k > 1

2,0%
1.0%

Cp,k 0.6

Peru-born Marco Castro自3年前
公司成立以来开始担任负责人。

0,0%

客户生产
项目实施

Cp,k 1.1

Cp,k 0.96
1

2

3

月份

11.2021

Confidential!
在某个实际项目中，虹霓咨询公司运用其TWP方法，在GLT加工阶段为客户实现了41%的废物预防。

1

减废永无止境
德国知名机械供应商虹霓率先发起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帮助防止整
个价值流中的大部分浪费。
减废是烟草制造业的一个重要过程，可以为企业节省大量运营成本。但是，既然
文/托马斯·施密德

可以完全避免，至少大部分可以避免，为什么只减少（或回收和再利用/再循环）废
弃物？这正是德国著名烟草机械供应商虹霓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属部门虹霓咨询
公司预先提出的概念。虹霓咨询公司的“TWP”倡议正是“烟草废弃物预防”三个英
文单词的缩写，该倡议承诺在整个价值流中减少多达60%的烟草废弃物。
该倡议于2020年启动，当时虹霓的管理委员会要求负责人马可·卡斯特罗（Marco Castro，驻上海）及其全球团队制定了一个减废的概念，可以有效支持烟草行业参
与者共同努力降低其成本管理费。虹霓咨询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
决烟草废弃物问题的方法。卡斯特罗的团队没有按常规的方式减少废弃物，而是设计
了一种独特的综合方法，从长远来看，实际上可以防止废弃物在源头产生。
马可·卡斯特罗表示，其巧妙之处在于，减废将是永久性的，可将其归类为实际
的“预防”。卡斯特罗在最近的一次Zoom采访中向《亚洲烟草》解释说：“我们传统意
义上真正减少废弃物是在项目开始的几周后。一旦我们通过应用的方法获得了新的最佳
状态，我们将来就能够防止原有废物量的再次出现。”他还指出，尽管有许多“假装或
打算减少废弃物”的倡议，但它们总是在已经产生废弃物时才开始行动。简单地说：它
们只能打扫已经被厚厚的灰尘和碎片覆盖的地板。“我们所做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从
一开始就阻止了这种废弃物的发生，所以不需要再被回收，”他坚称。
TWP日益完善。虹霓咨询公司的方法可以直接应用于任何生产线（或机器）配置
和任何加工阶段，无论是GLT（绿叶脱粒）、初级加工还是二级加工。并且结果将在
整个价值流中传递。卡斯特罗说：“整个生产过程得益于产生的协同效应。在工厂
环境中，我们在早期阶段防止的废弃物越多，在后续下游过程中防止的废弃物也越
多。”他引用了最近的一个客户项目，TWP方法为该客户的二级加工实现了85%的总废
弃物预防率。仔细想想这个结果，传统情况下必须回收的废弃物减少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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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虹霓咨询公司

图源：虹霓咨询公司

项目参考——绿叶脱粒（GLT）

卡斯特罗对该方法的确切性
质守口如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
他透露，该方法可以用于任何生产
设置，只需进行一些小的改进和调
整。重要的是，该方法应用于客户
的现有机器上，无论其是否过时。
显然不需要进行广泛的机械升级。
任何项目一开始都会对所有过程进
行细致的量化，同时考虑机器基础
配置，并且在GLT和初级加工中评估
质量流、工作温度、制造的产品类
型和其他参数。卡斯特罗说：“归
根结底，综合考虑设备和产品，这
将决定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
实际成果，以及在什么地方取得成
功。”
在所有工艺优化之后，另一个
关键方面是确保一致的再现性。“我
C

们自问，‘一旦客户采用了我们的
M

方法，客户能否始终可持续地再现相
Y

同的结果？’卡斯特罗说。这也归
CM

结于“人的因素”。卡斯特罗解释
MY

道：“我的工作是在现有的安装基础
CY

上实现新的优化，理想情况下还包括

CMY

K

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如果你询问两
到三名生产人员，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们的决定肯定不同。因此，如果他
们不正确地校准机器或应用错误的设
置，那么可能会产生超出必要的废弃
物。”
例如，虹霓咨询公司在二级加
工实施废弃物预防项目，从开始到
结束平均需要10周。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该公司会退出。“一旦一切
就绪，方法转移，客户就会接管。
事实上，虹霓咨询对自己非常有信
心，他们毫不犹豫地为每个TWP项目
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担保：如果在
实施过程中无法达到规定的废弃物
预防水平，客户不必付任何费用！
无偿免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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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考——初级加工

结果：
初级废物预防

废物预防方法应用
回潮

41%

分切 I 干燥
生产线设置、平衡和微调

废弃物

客户生产

4.7%

5,0%

长期可持续性

4,0%

加快

预防

2.8 %

3,0%

2+

年

2,0%

Cp,k 0.73

0,0%

Cp,k 1.02

Cp,k 1.21

1

2

3

Cp,k > 1

客户生产
项目实施

1.0%

月份

11.2021

1

在某个实际项目中，虹霓咨询公司运用其TWP方法，在初级加工阶段为客户实现了41%的废物
Confidential!
预防。

长期可持续性

预防

烟草总废物量
   卷烟制造

废物预防方法可应
用于客户现有的烟
机设备，无论多么
陈旧。

卷烟制造总废物

- 58%

物流
卷烟包装

剔除松散烟支废品

剔除松散烟支废品

3,0%
2,5%

- 81%

制造商总废弃物

加快

2,0%
1,5%
1,0%

剔除松散烟支废品

0,5%
0,0%

预防

1,04 %

加快

0,29%
1

2

3

在某个实际项目中，虹霓咨询公司运用其TWP方法，在二
Confidential!
11.2021
级加工阶段（卷烟制造）为客户实现了58%的废物预防。
结果证明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月份

---- 客户生产
___ 项目实施

升级投资的要求只能由客户提出
虹霓咨询的TWP方法不涉及任何必要的设备升级，适用于工厂现有
的机器。该公司会考虑到所有因素，并在与客户密切协商的情况下，
仔细评估可合理实现的烟草废弃物预防百分比。如果客户对评估的目标
感到满意，则实施改进计划。然而，在成功实施TWP项目后，如果客户
希望达到更高的废弃物预防水平，可以要求提供设备现代化或组件升级
建议。马可·卡斯特罗说：“请求必须直接来自客户，因为我们不会主
动推动昂贵的升级投资。我们的目标是严格地制定并实施现有设备的优
化。除此之外的任何要求只能由客户提出。”虽然卡斯特罗的团队很高
兴能设计出一个合适的计划，但随后将不再参与。卡斯特罗说：“然后
我们将客户移交给我们母公司的服务部门。如果升级涉及任何非虹霓组
件，客户当然可以联系相应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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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虹霓咨询公司

项目参考——二级加工

中国烟机有效满足了整个
工业供应链的需求。

中国烟机：将关键核心
技术握在自己手中

文/烟草在线

最近两年，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地不同行

提供全产业链装备保障

业都造成了重要影响，对于烟草业来说也是如

2020年10月22日，在位于中国石家庄

此，尤其对于卷烟生产，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利

市的河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卷

影响。面对此种情况，中国烟机凭借长期发展

烟厂，每分钟12000支/600包卷接包机组

所基本实现的“装备自主化”，为中国烟草行

（ZJ119-ZB416）样机顺利通过中国国家烟

业在装备保障方面提供了强大的“内循环”和

草专卖局的鉴定。

抗风险能力。疫情发生以来，没有一家中国卷
烟生产企业因为设备的因素影响生产。

这是中国国产烟机工业发展史上又一
个值得铭记的时刻。新一代高速卷接包机组

装备自主化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方

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国产烟机实现了产

针，也是中国烟草行业始终坚持的技术装备

品研发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到集成创新与自

政策导向。近年来，在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

主创新相结合的根本性转变和关键性跨越，

的领导下，中国国产烟机工业坚定实施创新

也是中国国产烟机工业坚决贯彻“装备自主

驱动发展战略，将技术创新作为烟机业提升

化”要求的生动体现。

核心竞争力的动力和源泉，用一系列先进、

创新一直是中国烟机工业的“灵魂”。

适用、好用的烟机装备服务支撑保障行业高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烟机工业有没有生命

质量发展。

力，能否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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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通过持续创新，将关键核心技术、重大

瓶颈、实现细支卷烟全程“中国制造”提供

装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了硬核支撑。

通过创新驱动，中国国产烟机做到了卷

近几年，以“细中短爆”为代表的创新

接、包装、辅联、滤棒成型全覆盖，中速、

品类卷烟成为中国烟草行业发展新动能。瞄

高速、超高速系列化和卷接、包装机组整线

准用户需求痛点，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

推出，并延伸至烟草农业、商业物流等领

任公司的下属的4家烟机企业积极参与行业

域，可有效满足农工商烟草全产业链的各类

细支卷烟升级创新重大专项，深入开展细支

技术装备需求。

烟装备升级攻关，用一个个具有自主产权的

数据显示，近几年中国烟草行业新增
的主要烟机装备，国产占比超过85%；主力

产品和技术，诠释了“关键核心技术要掌握
在自己手里”的坚定决心。

烟机设备的关键件，国产化率总体也超过了

在ZJ116B型卷接机组的研制中，常德烟

95%。作为中国烟草行业的技术装备部，中

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突破流化床送丝、梗丝

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内烟机市

分离、吸丝成形、卷制成条、烟支搓接、烟

场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支传送及激光打孔等七大核心技术，实现了
细支卷烟的高效率与高质量生产。

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烟库的下烟流量和烟支堵塞是影响细

2021年8月27日，在位于中国广西南

支烟包装机提速的瓶颈问题。上海烟草机械

宁市的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卷

有限责任公司在研制ZB416A型细支包装机组

烟厂卷包车间内，高速运转的每分钟10000

中，通过攻克细支烟下烟挤烟关键技术、首

支/500包（ZJ116B-ZB416A）细支高速卷包

创可精准加热的烟包输出系统等，大幅提升

线台班产量再创新高。自2018年落户该厂以

了包装质量，实现细支包装从中速向高速的

来，这组设备为广西中烟突破细支卷烟产能

跨越。

中国烟草
机械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在国
内烟机市
场中的主
力军地位
得到进一
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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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卷烟生产企业保持技
术进步，确保了疫情期间
生产平稳进行。

许昌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则掌握了直

移动端三个应用端口，在助力卷烟工厂实

接关系细支烟滤棒生产质量的开松和成型技

现“近零故障停机、近零质量缺陷、近零

术，研制出400米/分钟细支滤棒成型机，一

资源浪费”无忧式高效生产的同时，还可

举打破进口设备的市场垄断。

将客户培训、设备维保服务包、零配件服

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中烟
机械技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滚筒气流

中国烟草
行业设备
管理从预
防性维护
向预测性
维护迈进
了一大
步。

务、专家远程技术指导等服务项目向智能
管理平台前移。

式烘丝机，开创性地将传统的气流烘丝与滚

在卷烟包装领域，具有电子档案、三维

筒烘丝工艺优点融为一炉，成为众多卷烟品

装配、全状态监测、能耗管理、二维码追溯

牌细支制丝线的首选。

等十余个应用模块的设备智能运营系统正式

在以细短中爆为代表的个性化设备研

上线。其中，设备全状态监测模块被广泛应

发中，中国烟机人深刻体会到，关键核心技

用到中国上海、杭州、宁波、济南等各地卷

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只有在关键核心

烟厂，推动中国烟草行业设备管理从预防性

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

维护向预测性维护迈进了一大步。

局面。

在成型物流领域，以ZL26成型设备单机
智能化改造为基础，编制完成核心产品ZL29

加快数字化转型

滤棒成型机的智能化升级方案。

当前，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在制丝和打叶复烤领域，基于大数据建

联、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重塑原

模机理分析及机器视觉技术，分别建立烘丝

有制造业形态，中国烟草行业智慧工厂建设

关键工艺指标出口水分预测控制模型、设备

悄然加速，呼唤着中国国产烟机装备的迭代

控制参数自动调优模型，并成功应用到滚筒

升级。

气流式烘丝机、贮丝柜等关键设备上，为打

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行

造“一键生产”的智能制丝线奠定了基础。

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系统谋划烟机数字化转
型发展路径，以智能烟机赋能卷烟制造，围
绕烟机产品智能化和服务智能化等方面进行
探索和实践。
在烟支卷接领域，开发了烟机智能管
理系统。该系统包含服务器端、边缘端、
46 tobaccoasia Issue 1, 2022 January / February

结语
随着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
科技创新这一发展新引擎必将催生更强劲动
力。中国国产烟机正以自主创新之力助推中
国烟草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更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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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ónio Abrunhosa自1999年开始担任
ITGA CEO，现在即将退休。

ITGA迎来新的CEO继任者
安东尼·阿布鲁尼奥萨（António

Abrunhosa）自1998年开始担

任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首

Pyxus International宣布ESG
框架

过良好农业实践的适当培训和作物

全球增值农业公司Pyxus Inter-

多样化机会，帮助农民达到体面的

national宣布了以该公司的可持续农

生活水平。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30

业生产为基础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年最大化合同农民100%的收入潜

（ESG）战略框架。该公司专注于推

力，以支持其经营所在农业社区的

动气候变化、农民富裕和人权等关键

社会经济福利。

的全球性问题的进展，致力于在其运

- 多样性和包容性：Pyxus

营和供应链中努力提高业务的可持续

的目标是让其领导层反映员工多样

性，并向利益相关者提供价值。

性，到2030年，在其运营的每个国

Pyxus的ESG战略包括三个关键
支柱，旨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建设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环境：实施可持续解决方
案，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环保成效，
减少公司及其供应链的环境足迹。

席执行官，任职20多年后，在第六

- 社会：支持Pyxus的员工、

届年度股东大会（AGM）期间宣布退

签约农民及其经营的社区，保护人

休，梅赛德斯·巴斯克斯（Mercedes
Vázquez）将继任CEO。
ITGA成员表达了感激之情，并
强调阿布鲁尼奥萨在将ITGA定位为
全球烟草行业的关键参与者方面发
挥了非凡作用。巴斯克斯在获得任
命后说：“我将在新岗位上尽最大
努力继续向你们大家学习，确保并

- 农民生计：Pyxus致力于通

家，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人数相较
于2020年至少增加10%。
此外，该公司已调整策略，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保持
一致，致力于尽其所能实现联合国
的目标。
锡克尔说：“越来越多的证据

权，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成功机会。

表明，可持续经营并支持联合国可持

- 治理：负责任地、合乎道德

续发展目标的企业公开透明地报告进

地履行公司的每一项行动。
Pyxu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皮耶
特·锡克尔（Pieter

Sikkel）表

示：“Pyxus的ESG战略将我们的目

展，可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强
劲的增长和回报。我们为Pyxus致力
于改变未来而感到自豪，期待着未来
分享更多进展和里程碑。”

标与重点业务联系起来。“随着公
加强我们的业务，并有助于招聘和

日烟国际与马拉维劳动部一道致
力于改善农民体面的工作条件

留住顶尖人才。这是Pyxus的一个重

日烟国际马拉维烟叶公司与马

要里程碑，我们非常激动，期待该

拉维劳动部共同改善体面的工作条

长鲁本·姆托洛·菲里（Reuben

战略对我们的业务、我们的供应链

件，尊重包括烟农在内的工人人权。

M’Tolo Phiri）强调了ITGA的重要

乃至全球产生影响。”

加强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之间的长期
关系，一起克服我们在该领域面临
的共同挑战。”
在AGM期间，赞比亚农业部

司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有望

使命，指出其主要目标：尊重农业

为支持该战略，Pyxus确定了几

实践，改善种植者成员的生计。他

个相关的重点领域，以推进其三大支

还指出，“ITGA的主要优势在于其

柱，推动积极变革，产生长期影响，

在世界各地的成员协会。由于他们

从而实现有意义的、可量化的目标：

的参与，ITGA可以从国家和地区活

- 气候变化：Pyxus致力于

动中受益，并建立其全球网络”。

科学目标计划（SBTi）最艰巨的承

日烟国际公司事务和通信部负
责人林巴尼·卡克霍姆（Limbani
Kakhome）称，该公司认识到政府通
过劳动部参与提供一个平台的重要
性，从而为工人和烟农创造体面的
工作条件并保护人权。他说：“这
一合作关系基本上是与该部建立并

ITGA主席Abiel Masache Banda

诺，根据1.5°C的减排目标，制定

重申了这一点，他说：“ITGA及其

公司到2050年实现价值链净零排放

不同地区的成员协会是接触农民的

的目标。该公司还致力于到2030年

我们希望利用他们必须通过劳动检

完美平台，无论是与农民合作，还

结束全球森林砍伐，以帮助发展更

查在全国执行劳动法的授权，找出

是在需要时提供支持。”

绿色的未来。

问题所在。”

48 tobaccoasia

授权执行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对话。

LEAF NEWS

烟叶新闻

卡克霍姆还指出，由于问责制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主席乔治·

的农民提供2亿奈拉（486,242美

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项要求，如果

塞雷姆韦说，本产季“在劫难逃”。

元）的资金支持，奥约州市长塞

马拉维不执行体面劳动议程，那么

“本产季形势不妙。大量作物需要重

伊·马金德（Seyi

不仅是烟草，价值链中的所有农产

新种植。高温已经使大部分旱地作物

表示赞赏，他还赞扬该公司在该州

品都将难以进入国际市场。

干涸。灌溉作物因为高温而假熟。目

的工厂投资了1.85亿美元。

在日烟国际马拉维烟叶公司与
劳动部签署谅解备忘录时，劳动部

前烟株较小。下雨后不知道有多少种
植者需要重新种植，”他说。

首席秘书长迪克森·丘加（Dickson

TIMB于去年12月10日发布的

Chunga）表示，这一伙伴关系有助

公告显示，烟农人数从去年同期的

于实现马拉维体面劳动国别计划

145,114人锐减21%至120,304人。

（DWCP11），政府对此激动不已。

Makinde）对此

英美烟草西非和中非地区总监
Yarub

Al-Bahrani表示，该资金是

作为一项社会影响倡议设立的，旨在
造福奥约州奥肯奥贡地区的小农户。
Makinde说：“因此，BATN与
IITA合作设立的2亿奈拉农民基金是

向日烟国际农艺工作人员和签约农

巴基斯坦烟农反对在斯瓦比地
区种烟

民提供关于劳动标准和马拉维劳动

巴基斯坦的烟农认为国内和跨

缓解公司运营对因决定在奥约州停

法的培训。该部还将对日烟国际的

国公司过度剥削，政府税收繁重，

止烟草种植而生计受到损失的农民

合同农场进行劳动检查，以监督其

为此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在斯瓦

的影响。”

遵守劳动标准和劳动法的情况。

比地区种植烟草，为期至少一年。

根据该谅解备忘录，劳动部将

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有助于

Al-Bahrani还表示，“将进一

带头开展这项运动的农民代表

步投资于尼日利亚以及整个西非和

津巴布韦农民因气候变化而
受损

说，去年烟草公司没有采购全部作

中非，但新产品线的扩张和投资将

物，给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

针对伊巴丹工厂。”

2021年12月，气候变化引发的

还声称，包括巴基斯坦烟草委员会

干旱和酷热天气席卷了津巴布韦，

（PTB）在内的政府机构没有保护他

破坏了依赖降雨的种植季节，导致

们的利益。

只种植了40%的烟草，而大多数小农
户仍在等待降雨。
气象服务部预测降雨量将在正
常水平或高于正常水平，预计雨季
将持续到2022年3月。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发
言人Chelesani

Moyo说：“目前我

们还没有足够的雨水来种植雨养作
物，特别是对小农户，他们主要利
用第一次降雨进行土地储备，然后
利用第二次或第三次有效降雨进行
雨养种植。”
Moyo表示，在种植的40%的烟
草中，只有不到10%的作物受到缺水
的影响。然而，灌溉作物看起来不
错，一些大型合同农场主在2021年9
月初种植后已进行了第二波和第三
波采收。

此外，领导种植者运动的组织
Ittehad

Kashtkaran（IK）的领导

人拒绝了国民议会农产品委员会向
商务部提出的将烟草最低指示价定
为每公斤260卢比（1.46美元）的建
议。巴基斯坦烟草种植者协会主席

BATN目前向非洲14个国家出口
烟草，每年创汇超过1.1亿美元。

古巴将减少约10%的烟草种植
面积
由于缺乏肥料和其他必要投
入，古巴将2021-2022年产季的烟草
种植面积减少约10%。

Yousafzai说，农民要求下

格拉玛报报道说，目前的经济

一产季作物每公斤300卢比（1.68美

形势导致决定在最初规划的25000

元）。

公顷土地中减少2450公顷的种植面

Liaqat

农民代表指出：“烟草作物为

积。比那德里奥省是古巴烟草产量

数千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为联邦

最高的地区，通常占总产量的65%左

和省级税收金库贡献了巨额税金。

右，该省预计本产季仅种植13921公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烟草种

顷，而非原先计划的16373公顷。这

植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是该省过去十年中烟草种植面积最

英美烟草尼日利亚公司资助农
民行动获赞
英 美 烟 草 尼 日 利 亚 公 司
（BATN）为先前在奥约州种植烟草

少的一次。
去年8月飓风艾达的影响和资源
限制也导致约3000公顷的种植面积
被推迟到2022年1月。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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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的医疗用途不仅仅是
研发疫苗。
图源：freepik网站

烟草的医学应用
尽管烟草一直饱受诟病，但它对植物物种还是有很多医疗益处，然而主流媒
体很少报道这些益处。
没有人否认吸烟会带来一系列健康风险，就连烟草业本身也无可辩驳！但是，过度消

文/托马斯·施密德

费酒精、精制糖、不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食品添加剂，以及我们日常饮食中无数其他物
质，也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加之杀虫剂、重金属残留、空气和水污染等因素对健康的危
害，我们显然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然而，主流媒体、反吸烟活动人士和各国政府几乎无
一不对烟草进行负面报道。当然，所有这些负面报道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公众的头脑中。

烟草会导致健康风险，但亦有其他用途
是的，尼古丁会上瘾，会增加罹患心血管和肺部疾病的风险。是的，吸烟会削弱自然
免疫系统，危害胎儿发育。是的，烟草燃烧产生大量潜在的致癌化合物，估计70-80%的肺癌
患者实际上现在是或曾经是烟草消费者。是的，吸烟会导致白内障和皮肤过早老化。这些都
是公认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是妖魔化烟草本身的理由，也不是将所有吸烟者打上自私的反
社会者或危险杀手的标签的理由。事实上，烟草植物的用途远不止制造烟草产品，也不仅仅
是让泰国首都的一名失去理智的妇女大发雷霆。

疫苗“孵化器”
制药公司成功地利用普通烟草植物以及其他几个亚物种作为孵化器，对某些病毒或细菌材
料以及特定化合物进行生物工程，以获得疫苗和一些治疗药物。例如，几家公司正在研究新冠
50 tobaccoasia Issue 1, 2022 January / February

图源：Baya Phytopharm公司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一起来了解烟叶的医疗用途。

疫苗，利用烟草植物快速生产足够数量的SARS

COV-2基因片段，然后将其进一

步加工成疫苗，从而在人体引发抗原反应。这些公司包括英美烟草（BAT）、加
拿大医学研究公司Medicago，还有一家泰国公司Baya Phytopharm。
据悉，Medicago的疫苗利用了本生烟烟草植物菌株，目前已进入临床
试验的第三阶段，这是该公司向加拿大当局提交新药审批前的最后一步。英
美烟草公司潜在的新冠疫苗同样使用本生烟快速繁殖植入细胞的病毒粒子。
采收烟草植物后，从中提取病毒片段，附在纳米颗粒上，纳米颗粒起到催化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剂的作用，形成抗原。传统方法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相比之下，英美烟草

• Use 100% expanded fine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的专有技术只需约六周即可完成该过程。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泰国制药
初创企业Baya

Phytopharm与该国顶尖大学之一合作，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种有前景的疫苗已进行人体试验。如果保持这种进展速
度，泰国开发的新冠疫苗可能在2022第三季度上市。

烟草源药物
烟草还可用于治疗包括糖尿病在内的许多自身免疫和炎症疾病的临床药
物。例如，2009年，维罗纳大学的Mario

Pezzotti教授带领一组欧洲科学家创

造了转基因烟草植物，该植物能产生生物活性白细胞介素10（IL-10），这是一
种有效的抗炎性细胞因子。这种烟草衍生的药物可能有助于预防人类1型糖尿病
的发展。
辅酶Q10是一种强大的化合物，可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但也可帮助
人体生成三磷酸腺苷（ATP），后者是一种参与细胞内能量传递的化学物质。
健康的个体通常能够自然产生辅酶Q10。某些食物中也含有辅酶。也可以通过
保健品补充辅酶。身体逐渐老去，就慢慢失去了合成辅酶Q10的能力，这种
缺陷在老年人中经常发现。低水平的辅酶Q10与健康状况的发展（和恶化）
有关，如糖尿病、脑功能紊乱、心脏病、不孕症，甚至是特定类型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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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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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Baya Phytopharm公司

大国而闻名的国家。根据该部门开展的研究，“一种称
为‘分部-1蛋白质’的优质蛋白质可以从烟叶中提取出来
供人类食用。”此外，完全不含尼古丁的烟草种子同样
富含蛋白质（25%）和油（35%）。“因此，烟草种子是食
用油和工业用油的良好来源。榨油后获得的种子饼可用
作富含蛋白质的牛和马的饲料。”同时，上述从烟叶中
提取的分部-1蛋白显然可以“用于奶酪、胶制品、鱼饼干
等常见食品中，也可用作饮料的主要成分。”
Baiya Phytopharm公司从本生烟烟叶中开发了6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原型。

或可治疗帕金森氏症？
最后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尼古丁经常导致反烟草

就辅酶Q10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而言，它最常从烟草植物

运动者暴跳如雷，但它竟然可能有一定的医疗益处。几

中“获取”。印度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种植国，该

十年来，美国帕金森病协会（APDA）对吸烟人群的流行病

国几家公司如今是烟草源辅酶Q10的全球主要供应商。

学研究似乎始终发现，吸烟者的帕金森病发病率低于非
吸烟者。虽然吸烟（或者更确切地说，尼古丁摄入）是

食品与饲料产品

否真的能预防帕金森病的发作或进展，还没有定论，但

有趣的是，根据菲律宾国家烟草管理局（NTA）最近

其他几个非政府组织（包括迈克尔·J·福克斯基金会）

的一份报告，烟草可以成为实际人类食物（而不是膳食

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告。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清

补充剂）和动物饲料的来源，特别是在一个以烟草生产

楚地认识到，首先，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批准任何类
型的“尼古丁疗法”作为帕金森病的治疗或预防药物。
其次，即使尼古丁被证实对帕金森病有效，吸烟肯定不
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如果治疗一种疾病的同时有可能患
上使人衰弱的另外一种疾病，那是相当愚蠢的。

We’d like to let you in
on an industry secret
You can view the latest issue of TOBACCO
ASIA magazine and TOBACCO ASIA’s
archived issues and searchable content at

www.tobaccoasia.com

All free. No passwords. No paywall.
Just click and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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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OBACCO
ALL YOUR TOBACCO NEEDS IN ON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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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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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our website:

www.universalcorp.com

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积极
培育新时代职业烟农。

中国烟草打造适应新时
代发展的职业烟农队伍

文/烟草在线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烟农队伍老龄化、妇
女化、低学历化现象越来越突出，严重地制约了烟叶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前几年受全国
烟叶收购市场形势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烟区烟叶种植计划大幅下滑，造成部分烟农“感
情”受伤，利益受损，烟农人数也不断减少。
面对种种困境，烟草行业如何解决？国家烟草专卖局近年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培育和
发展职业烟农。各产烟区积极响应国家局号召，努力探索职业烟农培育和选育工作。那么，
什么是职业烟农？职业烟农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发展职业烟农的必要性
所谓职业烟农，是指在适度规模种植农户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将烟叶生产作为产
业进行经营，以种烟收入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守诚信
的新型烟叶生产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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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首先烟农要将种植烟叶作

掌握了复杂的烟草种植技术，才能使科学技

为家庭经营的主要业务，要有相对充足的时

术转换为生产力。因此，大力发展职业烟农

间和精力用在烟叶生产上，烟叶生产所创造

是非常有必要的。

的收入应该排在整个家庭经营项目收入的前
位。比如，一烟农家庭的年收入为10万元，
其中种烟收入达5万元以上，那么烟叶种植
便可以被认为是该烟农的主业。
其次职业烟农在种植烟叶方面要有一定

打造职业烟农队伍的途径
职业烟农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各地烟区
也都在努力探索职业烟农培育和选育工作，
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做法？

的专业水平，并在广大普通烟农中起到示范

首先是政府支持。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

引领作用。“有文化”并不是说职业烟农要

府的支持，以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为例，近年

有多高的文凭，而是要具备从事烟叶生产所

来，湖南郴州市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支持

需要的各种本领，能够较好地落实烟叶生产

烟叶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嘉禾县政府出

过程中的各项技术措施，较快地接受烟叶生

台了财政支持、烟基建设、防灾减灾、新扩

产过程中的各项新生事物。

面积、职业烟农等具体扶持政策助力烟叶产

烟农是现代烟草农业的主力军，烟农的

业新发展，稳定产业规模。2021年嘉禾县政

素质直接影响到现代烟草农业建设，随着现

府拨付了60余万元烟草产业发展基金用于解

代烟草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科学

决核心烟区的老旧烟基设施和具体困难；对

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烟农的要求也越来越

新开发面积在200亩以上的烟区，烟叶税3年

高，只有烟农理解和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

内全额返还给乡镇；对病害高发烟区，每亩

国家烟草
专卖局近
年出台相
关政策，
大力培育
和发展职
业烟农和
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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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近组
织了一系列
白肋烟生产
交流活动。

补贴农药费用40元，对集中开发荒田50亩以

烟叶站各网格微信群分享给烟农学习，线上

上的，每亩翻耕补贴50元；财政全额承担今

线下多形式开展培训，提高教育培训的覆盖

年170座新建烤房供电高压部分及“三通一

率、科学性和有效性。

平”费用；收购结束将评选种植大户和科技

再就是交流学习。 以湖北省建始县为

示范户20名，每名奖励5000元。以上措施有

例，为加快职业烟农队伍建设，提高烟农种

效激励了乡镇村组及烟农发展烟叶产业的积

植生产技能，实现白肋烟产业稳定发展。近

极性。

期，湖北建始县烟叶分公司和景阳镇政府联

其次是培训引导。 以贵州省盘州市为

合组织开展白肋烟生产发展交流观摩活动，

例，贵州省盘州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结

共有100余名职业烟农参加活动。在观摩现

合烟区农业产业布局情况，选择有代表性、

场，内训师向大家讲解白肋烟主茎二次培育

生产水平和技术执行率较高的烟农作为培育

技术、移动式晾房搭建和育苗大棚晾制烟叶

对象，有针对性地编制培训教材，强化跟

方法等内容，通过剖析种植大户典型案例，

踪，确保职业烟农培训取得实效。培训内容

仔细分析白肋烟生产、晾制的薄弱环节，并

以提升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

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通过交流学习活动，

为重点，针对烟叶生产各环节技术要点和烟

烟农们纷纷表示，对烟叶发展形势、生态优

农的培训需求，结合生产实际编制培训教

质烟叶、适用生产技术等有了更加深入细致

案。充分利用行业内教学资源，将烟叶生产

的认识，以后在白肋烟种植、经营管理中将

技术课件、各级培训师培训课件、生产技术

依靠科学，利用新知识、新技术增加收入，

宣传资料等，通过印制发放宣传资料，利用

并为全县白肋烟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INSECT MONITORING

PROTECT YOUR INVESTMENT, YOUR PROFIT, YOUR REPUTATION!
The MoBe® Combo Mk.2 tobacco monitoring trap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your
tobacco product. Early assessment of any potential infestation
of the two key insect pests of stored tobacco is vital.

EFFECTIVE FOR THE:

• Early detection of insect pests within the tobacco industry.
• Post treatment assessment of control measures.

APPROVED FOR USE IN:
•
•
•
•

Tobacco storage facilities and warehouses.
Tobacco supply chain and shipping containers.
Tobacco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End user applications where tobacco products are stored.

St. Ivel Way, Warmley, Bristol, BS30 8TY. UK.
T: +44 (0) 117 967 2222 F: +44 (0) 117 961 4122 E: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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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back of
the year:
InterTabac &
InterSupply
2022

Business Insights –
The online platform for
businesses, brands,
news and networking

business-insights.intertabac.com

15 – 17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orld’s Largest
Trade Fair for Tobacco
Products and
Smoking Accessories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Goods, E-Cigarettes,
Pipes and Shishas

尽管2021年面临各种扰乱因素，
但主要市场相对乐观。

ITGA最新烟草动态
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了从种植者到消费者的整个供应链，扰乱了全球烟叶市
场。2021年，情况仍然不稳定，但最重要的指标显示主要市场的情况相对乐观。总体

文/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

津巴布韦
烟草协会
警告说，
大多数当
地种植者
陷入了恶
性债务陷
阱。

产量增长预期主要来自烤烟（FCV），巴西、美国和津巴布韦等国预计产量会增加。
下面重点介绍影响该行业未来发展轨迹的主要市场的重要事件。
在2021年4月产季之初，津巴布韦的烟农联盟盛赞政府将国家外汇储备上限从50%
提高到60%的决策。然而，种植者最初的期望是70%到80%左右，一些人认为，这是一
个可以涵盖生产成本的合适水平。然而，津巴布韦烟草协会警告说，大多数当地种植
者陷入了恶性债务陷阱。政府的支付系统确保种植者只能收到部分美元收入，其余部
分以津巴布韦元支付，而后者汇率过高。由于农民以美元借款，导致无法偿还贷款。
这也意味着只有1/4的总收入最终流入了津巴布韦。
9月，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公布了2021年产季最终的统计数据。
烟叶销量超过2.1亿公斤，创收近5.9亿美元，年增长率分别约为14%和28%。2021年的
均价是2.80美元，高于2020年的2.50美元。绝大多数（96%）的烟草属于合约销售，
只有4%的烟草是通过拍卖场销售的。TIMB公布的统计数据还表明，2021-2022年烟草
种植季已有67,000多名农民登记。预计明年总产量将进一步增长。
市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与政府主导的举措有关。4月，津巴布韦农业部长
宣布了一项计划，到2025年建立一个价值50亿美元的烟草业。在该产季的开幕式上，
利益相关者被告知政府将增加对大型和小型烟农的资助，以刺激产量。其目标是将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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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产量提高到每年3亿公斤，并将每公顷的地方融资从30%增加到70%，从而
为更广泛的计划做出贡献。
9月，津巴布韦政府批准了该计划，通过本地化融资、增加产量，以及
向海外出口卷烟，从而创造更多的烟草价值。这些举措将对该国GDP、外汇
和就业增长做出重大贡献。除了提高产量的目标外，其他关键目标还包括多
样化和增加包括药用大麻在内的其他作物的产量，到2025年实现替代品对农
民收入的贡献率增至25%。
今年年初，马拉维烟草协会（TAMA）透露，尽管需求量超过1.65亿公
斤，但2020年的产量仍为1.14亿公斤。第二波新冠袭击了该国，影响了办公
和户外活动，进一步增加了运营困难。
9月，AHL烟草销售有限公司分享了马拉维2021年产季的最终累积烟叶数
据，其中1.237亿公斤的平均交易价格为每公斤1.59美元，实现了1.971亿美

2021年，马拉维总
统敦促烟草种植者
改种大麻等其他经
济作物。

元的收益。相比之下，在2020年产季，均价为每公斤1.53美元，获得了1.745
亿美元的收入。马拉维的主要烟草品种是白肋烟，其次是烤烟和深色烤烟。
白肋烟拍卖市场上的累计未售被拒率不到11%，远低于上一季末的60%。
然而，今年地方部门面临多重问题。由于付款无法持续，农民威胁要
停止烟草种植。当地种植者声称，如果他们继续种烟，现行制度会使他们更
加贫穷。此外，农民表示，除非政府干预取消合同制，否则他们可能会改种
其他作物，如大豆。8月，由于农民抗议烟草买家的高拒收率和低出价，利

NICOTINE IN
ITS PUREST FORM
www.nicotineusp.com
sales@nicotineus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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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 kg：百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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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种烟草类型的烟叶产量

均价从1.79美元上升到1.87美元。白肋烟价

来源：环球烟叶公司

格为1.85美元，高于前一年的1.62美元。欧
盟是巴西烟草的主要目的地，占41%，其次
是亚洲、非洲和中东。
截至9月，巴西2021-2022年产季将很快
临近。巴西烟农协会(AFUBRA)的早期估计表
明，烟草产量将减少约5%。在过去的20202021年产季，三种主要烟草类型FCV、白肋烟
和comum晾烟在巴西的总种植面积为273,3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23
155
591
3635

117
163
547
3628

112
155
457
3368

114
132
422
3498

N/A
N/A
476
3494

公顷（同比下降近6%）。2020-2021年产季烟
草产量为628,489吨（下降约1%）。
美国FCV烟草产量预计将在本产季反弹
至3亿多磅，高于此前的2.34亿磅。潜在的中
国合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截至2021年8月4日的估值
**2022年预测值

截至9月，美国许多重要的烟草种植州
本产季进展顺利。BSC（Burley

美国FCV和
白肋烟价
格较高，
这主要是
由于中国
回归采购
推动的。

Stabiliza-

隆圭卡内戈（Kanengo）拍卖场的销售陷于

tion Corporation）公司透露，FCV的收获完

停顿，出价低至每公斤0.50美元，低于政府

成了90%。与前一年相比，FCV和白肋烟品质

规定的最低作物价格。农业部长Lobin Lowe

更佳，价格更高。就产量而言，FCV的增长率

敦促买家遵守国家规定。

为28%，而白肋烟的增长率为18%。这在很大

同样在2021年，马拉维总统敦促烟草

程度上是由中国重新开始采购推动的。北卡

种植者改种大麻等其他经济作物，他认为反

罗莱纳州烟草种植者协会（TGANC）表示，该

吸烟游说导致烟草贸易下降，烟草业前景黯

州正进行烟草采收，某些地区正处于田间收

淡。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筹备大麻种植，该

获的最后阶段。虽然大多数种植者对收到的

国设立了一个大麻管理局。烟草占马拉维出

等级表示满意，但由于利润仍然很薄，定价

口收入的60%以上。一些批评人士警告说，

仍然是一个问题。

由于缺乏技能，加之气候条件不相宜，改种

印度烟草委员会特许卡纳塔克邦在

大麻将很困难。随后，烟草委员会表示，农

2021-2022年产季达到9700万公斤，比前一

民应该种植替代作物等有关烟草行业的错误

个产季增加900万公斤。烟草种植者在2020-

信息，导致了混乱。因此，鼓励农民广泛登

2021年作物减产后改种其他作物，如生姜，

记下一个产季。

遭受了损失，这加大了烟草委员会提高

州际烟草工业联盟SindiTabaco指出，

2021-2022年指导方针的压力。该地区低档

巴西作为全球烟叶大国，其烟叶出口预计将

烟草的比例也很高。与此同时，安得拉邦的

实现同比增长。这一预测得到了一项调查的

种植者威胁说，如果烟草价格没有改善，他

支持，该调查显示，交货量可能增长2-6%，

们将暂停拍卖。总体而言，印度的第二波新

价值可能增长6-10%。2020年，出口创收16

冠疫情对该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

亿美元，达到5.14亿公斤。烟草占巴西所有

印度烟草委员会确定了安得拉邦地区

出口的0.8%，南里奥格兰德州占9.5%，该州

2021-2022年产季的作物规模为1.3亿公斤。

的烟叶产量占该国一半以上。

这意味着一年增加1500万公斤。这一决定可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形势复杂化，2021
年，各企业按照政府法令减少业务。FCV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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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由贸易商为大部分最新烟草作物提供
的合理价格推动的。

Speed up with a highly innovative
and flexible machine
SP2T SASIB Molasses
Flowpack Line

SASIB SP2T: the flowpack machine to dose molasses portions at high speed and quality performances.
Master of flexibility, it can handle a wide range of flowpack weights and pack shapes, ranging from
15/20 g and up to 500 g with a very quick time of switching.
SP2T is complete with cartoning and boxing line, which can be easily adapted to different layout
solutions, thanks to its versatility.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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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公司任命新的首席执行官
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公司宣布，任命沙拉德·阿
加瓦尔（Sharad Aggarwal）接替Bhisham Wadhera担任
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
阿加瓦尔将向戈弗雷-菲利普斯印度公司总裁兼总
经理比那·莫迪（Bina Modi）汇报工作，Wadhera将以
专业顾问的身份为公司发展提供咨询指导。
在此任命之前，阿加瓦尔是该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及
全职经理。
“沙拉德自1994年加入公司以来，对公司发展作
出了卓越贡献，”比那·莫迪说道，“他是一位优秀的
领导者，引导了公司的转型发展。我坚信他就是最佳人
选，他将充分挖掘戈弗雷-菲利普斯的发展潜力，推动公
司的销售和利润取得可持续增长，并将为所有股东创造
价值。”
阿加瓦尔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了那格浦尔
REC大学的电子专业学位，以及加济阿巴德IMT大学金牌
专业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
阿加瓦尔在担任公司首席运营官期间，领导戈弗
雷-菲利普斯公司引入了最先进的国际技术、管理流程以
及印度技术最先进的工厂设备。

日烟国际获得EY全球公平标准认证
日烟国际是全球首批获得EY全球公平标准（GES）
新认证的公司之一，该公司在提供公平机会与平等待遇
方面有几项获得了最高分。
EY GES是全球首批衡量工作场所公平机会与平等待
遇的多元化&包容性（D&I）认证之一。跨国企业可对其
全球运营中心的D&I和公平情况进行评估。这项认证过程
极具挑战，公司必须提供全面的实践证据，证明他们在
为所有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创造公平的安全工
作环境上的努力，不得存在任何歧视。
“我们很高兴向日烟国际颁发GES认证。评估过程
十分漫长，日烟国际应该为它在全球推进D&I方面的雄心
壮志和承诺感到骄傲，”全球公平标准首席执行官兼创
始人阿伦·巴特拉（Arun Batra）说道。
“D&I对业务发展十分重要，将我们的工作环境纳
入考察范围也很重要。我们很高兴获得GES对我们的公平
机遇和平等待遇的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已
经完成。重要的是，我们要把D&I政策及实施流程纳入日
常管理范围，确保履行相应职责，满足全球40,000余名
员工的需求，”日烟国际负责多元化&包容性、人事和文
化业务的副总裁克里斯汀·拜占庭（Christiane Bisanzio）说道。
EY GES报告肯定了日烟国际的几项企业计划，包括：
分析发现该公司完全符合公平待遇的规定，而且已经将公
平待遇纳入了公司的企业文化；公司提供了几项关键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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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其中弹性工作措施，可以让员工选择50%的时间通过
远程办公；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积极的家庭休假政策，不
论性别、性取向或者成为父母的方式，全球的员工都会
享有20个星期的带薪假期；LGBT+包容措施采取了市场领
先的方式，例如员工资源小组、全球工作间以及虚拟活
动；TOGETHER项目的“Men Advocating Progress”计划，
鼓励公司的男性公平对待性别。
日烟国际在现有的基础上，将设立更雄伟的目标，
继续提供公平的机遇。该公司的招聘工作也将更上一层
楼，确保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为全公司的员工谋利
益。

益升华滤嘴公司任命
迪拜公司总经理
益升华滤嘴公司任命
杰克·埃姆森（Jake Aimson）为阿联酋迪拜益升华
制造公司总经理。埃姆森
于2003年加入益升华，是
益升华滤嘴公司一名优秀
的商务主管。
埃姆森将负责迪拜工
厂的运营工作，在安全、
合规、客户服务、运营、 益升华滤嘴公司迪拜总经理Jake
Aimson。
持续改进以及总体责任上
提供战略性的运营指导，
以期实现公司的战略业务目标，完成区域性的战略计
划。埃姆森的首要任务是重整迪拜业务，为业务增长构
建坚实的基础。
“当前的业务升级进展顺利，在产能和人员方面的
投资进展神速，我们已为未来的增长做好了准备。对于
那些希望通过合作，在他们的市场上取得更多可持续发
展价值的客户，我们已经开始与他们创建新的合作伙伴
关系。益升华已成为中东和非洲地区烟草业的首选解决
方案供应商，”埃姆森表示。

新加坡海关人员乔装成快递人员，抓捕非法卷
烟购买者
新加坡海关人员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他
们乔装成快递人员，抓捕那些在网上或者从重型车辆停
车场卖家那里购买逃税卷烟的人。
《海峡时报》报道称，海关人员在全国约30个地方
展开了为期两天的突袭行动，抓获了15名人员，其中两
人被捕，另外13人被处以500-5000新加坡元的罚款。这
次行动共缴获卷烟4137支，逃税额将近2800新加坡元。

卷尾新闻

新加坡海关表示，疫情期间，
吸烟者不再从街边购买逃税卷烟，而
是转向了电子商务平台和在线经销
商。“这些消费者可能对安全有错误
认知，他们认为从网上购买逃税卷烟
比从街边购买被抓的风险要低，”新
加坡海关镇压和社区管理分支机构负
责人Chua Teck Hui表示。
在新加坡购买、销售或者经销
逃税物品的违法者，面临的罚款是
逃税额的40倍之多，而且还要面临
长达6年的监禁。

CLOSING NEWS

Baiya首席执行官Suthira Taychakhoonavud博士在接受《天空新闻》
采访时表示，“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奥密克戎毒株。我们已经研制出了原
型，目前正在进行测试。研发原型用了10天，不到三星期就开始对原型的效
果进行测试。”
Baiya的疫苗目前已进入人体试验阶段，18-60岁的志愿者已经完成注
射。Baiya Phytopharm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总监Waranyu Pooncharoen博
士表示，志愿者尚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现在，研究人员正在等待免疫刺

新西兰海关截获大量走私卷烟
新西兰烟草走私者效仿毒品走
私者，将走私品藏匿在屋顶材料、
石膏板和意式家具中。
2020/21年间，海关截获卷烟约
1100万支，是2019/20年（不到500万
支）的两倍多。新西兰对非法烟草贸
易的吸引力还将继续增长，尤其是在
政府宣布对未来几代人实施禁烟令并
计划降低尼古丁含量以后。新西兰是
亚太地区烟草消费税第二高的国家，
这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海关主管人员Nigel Barnes表
示，2020/21年的大多数卷烟是在三
次大型的行动中截获的，行动的目
标是来自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国
家的一些走私团伙。
2020年7月，马来西亚的一艘
走私货轮抵达新西兰，货轮标注的
是“175件屋顶延伸材料”，结构层
里面却藏着逾220万支卷烟，关税额
达270万新西兰元。同一个月内，在
另一艘轮船的石膏板盒子中发现了
近240万支卷烟。8月，在空心石膏
板截获了230万支卷烟。

泰国研发烟草疫苗应对奥密克
戎病毒
泰国Baiya Phytopharm公司研
发的Baiya新冠疫苗，正在进行试
验，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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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结果。Pooncharoen表示，二代疫

源等领域。集团为减少环境变化的影

施后，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资

苗优化了免疫刺激功能，1月份将开

响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使用可再生

金取得相关许可证的小厂商来说，

始进行人体试验。结果一旦出来，研

能源、减少企业活动和所购原材料及

是一项十分残酷的措施。他们表

究人员将在进入第二阶段的人体试

服务方面的温室气体排放。该集团将

示，那些在树下或者人行道上的比

验——预计3月份开始对志愿者进行

继续加强水资源安全方面的措施，例

迪烟小商店，不可能从相关政府部

大规模试验——之前从中进行选择。

如减少企业活动的用水量，改善供应

门获得认可或者取得许可证，“因

链的水资源风险管理。

此，比迪烟销售将会戛然而止。如

日本烟草集团的可持续努力获
得认可

新“日本烟草集团2030年环境计

日本烟草集团因其在应对气候

划”的能源排放目标，为在全球创

变化以及保护水资源安全方面的努

建脱碳社会作出贡献。为了确保后

力，再次获得全球环境非盈利机构

代能有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环

CDP的A-list的认可。

境，日本烟草集团致力于通过在更

此外，日本烟草集团计划更

2021年环境披露项目

广泛范围内以及集团的价值链中应

的公司有13,000余家，日本烟草成

对环境变化挑战，维持企业活动与

功入选“环境变化A-List”53家公

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参加CDP

司、“水资源安全A-List”18家公
司之列。这是日本烟草集团自2016

西班牙将在全国所有海滩禁烟

年、2019年和2020年因应对气候变

西班牙计划出台一项全国性的

化的努力而获得的第四次认可，是

新法律，禁止在该国的所有海滩上

自2019年以来连续第三次获得水资

吸烟，违规者将被处以最多2,000欧

源安全认可。

元的罚款。此前，巴塞罗那和加纳

日本烟草董事会成员兼高级副
总裁、负责可持续性、合规和一般

果比迪烟停售，也会造成整个比迪
烟产业中断。”
如果照这样发展的话，印度数
百万名女性比迪烟卷制者的生计将
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比迪烟卷制
是他们唯一的生计来源。

新型可穿戴设备可实时监测尼
古丁暴露量
研究人员研发了一款新的可穿
戴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人们的尼
古丁暴露量，不用等待数周才能拿
到实验室的测试结果。
目前已经开始研发便携式尼古

利群岛等地区已经实施了类似的禁

丁传感器，但这种传感器往往不切

烟令。

实际，因为它们要么依赖汗水的存

事务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Kazuhito

这项法律旨在减少烟蒂污染，

在，要么依赖阳光来发挥作用。Madhu

Yamashita说道：“这很好地证明了

是对政府打造无烟海滩行动的响

Bhaskaran、Md. Ataur Rahman和Philipp

我们在减少环境足迹、增加信息披露

应，是283,000名人员签署请愿书呼

Gutruf联合研发了一款轻便、可穿戴的

透明度方面的努力。社会对ESG的关

吁政府采取行动减少海滩污染的成

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并将数据通

注度以及对公司的要求越来越高。我

果，是欧洲首个在全国海滩禁止吸

过无线的方式传送到智能手机等电子

们认为，全球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样一

烟的法律。

设备上。
该团队选择了聚酰亚胺基板上

个现实，即公司必须努力推进可持续

的二氧化钒作为其传感器的基础。

法继续取得增长。为此，可持续性成

印度烟草制品拟议修订案将使
女性生计受到威胁

为了日本烟草公司管理日程的重中之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印度“卷

氧化钒薄膜共价结合，从而改变薄

重，我们的员工也在携手解决ESG的

烟及其他烟草制品法案”的拟议修订

膜的导电性，其程度取决于尼古丁

问题。而且，我们正在以超过预期的

案将要求所有烟草制品制造商、零售

的浓度。该设备可检测电导率，放

速度，推进‘日本烟草集团2030年环

商和经销商取得许可证和登记注册，

大信号，然后通过无线传输到智能

境计划’。我们将继续提高集团的价

这将使女性的生计受到威胁。

手机上。当贴在皮肤上时，这种无

发展，不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将无

值，保持股东对我们的信任。”

他们的研究表明，尼古丁可以与二

这项研究所说的女性就是那些

需电池的传感器可以测量佩戴者在

日本烟草集团在2019年发布

从事比迪烟卷制工作的人。《女性

开放空气中接触到的尼古丁量。研

了“日本烟草集团2030年环境计

比迪烟卷制者替代雇佣方案现状》

究人员说，这种方法扩大了可穿戴

划”，以反应企业环境的变化，重

的两位作者Vibha

电子设备的应用，可以实时监测环

点关注能源排放、自然资源和水资

Pra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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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uki

和Siva

Rambhatla表示，修订案实

境中的有害物质。

Events

展会

烟草制品博览会

世界电子烟展览会

2022年1月2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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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物资展会

2022年6越16-18日
阿联酋迪拜
https://worldvapeshow.com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2年5月18-20日
保加利亚索非亚
wtprocessandmachinery.com/europe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优质雪茄协会展览会
2022年6月8-12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premiumcigars.org/pca-2022
主题：雪茄

世界烟草展览会
2022年9月7-8日
印度尼西亚泗水市
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全球尼古丁论坛
2022年6月16-18日
波兰华沙
https://gfn.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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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44 (0) 117 967 2222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Page 56)

广告索引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0-11)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45)
Cherokee Brands LLC
Tel +1 434 575 8881
www.purehempsmokes.com
(Page 15)
CNT Contraf Nicotex
sales@nicotineusp.com
www.nicotineusp.com
(Page 59)
Feelm
www.feelmtech.com
(Page C-2)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C-4)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34)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57)
JT International S.A.
www.jti.com
(Page 7)
KT&G/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3
kardien@kardien.co.kr
tobaccolove@ktng.com
www.kardien.co.kr
(Page 19)
Mane
www.mane.com
(Page 31)
PT Mangli Djaya Raya
www.ptmdr.co.id
(Page 17)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www.moon-smoking.com
(Page 47)

2022年9月

全球最大的烟草博览会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2年9月15-17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邮箱：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博览会，包括雪茄、
卷烟、水烟等烟草制品，还包括配
件、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
燃烧、烟机、机械、物资、服务、
原料以及OEM/ODM产品/服务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37, 63)
NewCo
www.newco-online.com
www.newco-pro.com
(Page 41)
Nicos Gleoudis Kavex
Tel +30 2310 536 204
ngk@kavex.net
www.kavex.net
(Page 65)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Fax (0622) 755 0410
Sole Agent:
Unico Trading Pte. Ltd.
Phone (+65) 633-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43)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52)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61)
Star Agritech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4-5)

Taiga International
Tel +32 (0) 844 01 76
info@taiga-international.com
www.taiga-international.com
(Page 35)
Tengda Machinery
Tel +86 573 87266822
yjs_td@126.com
www.tdjx.cn
(Page 18)
Tobacco Authority of Thailand
(TAOT)
Tel +66 2229 1621-22 export_
ttm@thaitobacco.or.th
www.thaitobacco.or.th
(Page 21)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sales@tobaccotech.com
www.tobaccotech.com
www.eliquditech.com
(Page C-3)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53)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9)
Zhejiang Techmay
Tel 0086 5707567520
techmay@techmaypaper,com
www.techmaypaper.com
(Pag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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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tobaccoasia Issue 1, 2022 January / February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YOUR E-JUICES, TINCTURES, EDIBLES & COSMETICS

Five companies, one mark

G.D, Comas, SASIB, Molins and Cerulean: five companies with a unique identity. Under the same
fingerprint, the group provides a complete portfolio of solutions, along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both for conventional tobacco and new generation products,
which always hit the 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