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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CRIME IN MY COMMUNIT Y TO STOP
Illegal tobacco trade is a major global concern, it impacts all of our communities. 

Some see it as a victimless crime, but it is not. Governments,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are all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it. Illegal trade crimes are often 
linked to modern day slavery, drugs and violence which is why we’re helping local 

authorities fight back by training 15,000 addition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I need to feel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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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风加热与红外加热

引人注目的包装功能



From thinking to making

The wide array of competences makes G.D, Sasib, Molins, Comas and Cerulean the ideal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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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as supplies 
Heat Not Burn primary lines, G.D, Sasib and Molins provide complete secondary 
solutions and Cerulean completes the offer with dedicated quality assurance testing equipment.

The most efficient traditional tobacco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have been adapted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such as liquid-based e-cigs and multi-segment 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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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机会，让我们在

新领域开拓创新，再接再厉，甚至尝试解决未竟的

问题。

2022年，加热不燃烧设备（HNB）热度未减，

今年依然会继续受到欢迎。虽然HNB产品在亚洲和

欧洲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但美国似乎是一个基本未

开发的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2022年10月，菲莫

国际从奥驰亚集团手中收回了IQOS在美国的独家商

业化权利，将于2024年4月生效。菲莫国际在签署

协议后支付了10亿美元，并将在今年7月之前支付

剩余的17亿美元及利息。奥驰亚和日本烟草集团随

后宣布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在美国销售和商业化加热烟草棒，包括Ploom品

牌的设备和万宝路品牌的耗材。

菲莫国际的IQOS、英美烟草的glo、日本烟草的Ploom、KT&G的lil，以

及帝国品牌的Pulze等HNB设备的销量均在增长，小型制造商向市场推出的

HNB产品也在增长。制造商也在开发新的HNB技术，以改善用户体验（详见第

20页和第30页关于HNB的报道）

当然，新技术并不仅限于新产品。包装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可能

并未像新产品一样受到关注。在监管机构强制实施普通包装和图形警告要求

的情况下，使用卷烟包装作为一种基本的品牌宣传工具是越来越难了，但在

包装盒上使用类似二维码的东西，然后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吸引消费者并推广

品牌，显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方案。还有一个有趣的选择，是激光成像嵌

入图像的专用薄膜，也可以用作安全功能（详见第40页有关这些功能的介

绍）。

鼻烟本身并不是一种新产品，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应该是今年值

得关注的一个有趣的领域。2022年底，菲莫国际收购了瑞典火柴90%多的股

权，足以启动后者从股市退市，这也是菲莫国际成为这家口服尼古丁公司唯

一所有者的重要一步。由于这种无烟烟草替代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带来了机

遇，因此，印度越来越多的制造商正在生产鼻烟，即当地所称的“滤嘴棒

khaini”（详见第36页）。

总之，2022年丰富多彩，2023年似乎会更令人兴趣盎然。今年3月10

日至11日，西班牙马拉加将举行EVO NXT首秀，这是首次推出的全新“商业

节”形式，重点关注下一代产品，由多特蒙德展览公司组织。该公司是行业

贸易展览会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的组织者，今年的双展定于9月14日至

16日举行。一定在日历上记下这些日期哦，精彩不容错过！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ESTIVAL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LEADING THE CHANGE. 
10 – 11 MARCH 2023  
MÁLAGA SPAIN

BECOME AN EXHIBITOR
WWW.EVO-NX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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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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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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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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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TA）：长期以

来，印度一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非法

产品充斥着市场，尤其是卷烟。从历史上

看，非法产品占年总量的最高百分比是多

少？是在哪一年？

沙拉德·坦丹（TII）：“2011年至

2021期间，由于卷烟税越来越高而引发套

利，非法卷烟在这十年中增长了37%。与此

同时，合法卷烟数量大幅下降，导致非法产

采访印度烟草研究所
(TII)所长沙拉德·坦丹

沙拉德·坦丹（Sharad	 Tandan）先生

拥有合格特许会计师的专业背景，于1985

年加入印度领先的烟草公司ITC	 Ltd.，积累

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对印度烟草行业相关

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2020年，坦丹被任

命为印度烟草研究所（TII）所长，后者是一

个由卷烟领域的农民、出口商、制造商和辅

助人员组成的代表机构。

品最终占合法卷烟市场的三分之一。根据欧

睿国际2020年的数据，印度的非法卷烟销量

达到顶峰，至281亿支，占印度卷烟市场总

量的27.6%。这使印度成为世界第四大非法

卷烟市场。”

《亚洲烟草》：税收损失了多少？

TII：根据欧睿国际的报告，2020年，

印度的非法销量很高，并且考虑到现行税

率，政府估计每年因非法卷烟贸易而损失的

税收超过19亿美元。

《亚洲烟草》：非法产品包括什么

种类？

TII：“在印度发现的非法卷烟主要

有两大类。第一类包括走私的国际高端品

牌，以及是市场价值端大量鲜为人知的国际

低价走私卷烟。这些是迄今为止印度发现

的最主要的非法卷烟形式；而且，众所周

知，这背后往往是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犯罪

团伙。根据印度营收情报委员会（DRI）下

属的印度反走私机构2022年6月发布的新闻

稿，‘……100多个国际走私卷烟品牌正从

全球各地涌入印度市场。走私卷烟的价格大

约是完税卷烟的五分之一。例如，合法完税

卷烟的价格为330卢比[约4.00美元]，走私

卷烟的成本为60-80卢比[每包20支]。第二

类非法卷烟包括逃避关税、税收和许可要求

的国产品牌，因此价格低于合法卷烟。这种

非法卷烟品牌盗用流行合法品牌的标志和颜

色，冒充正品。”

《亚洲烟草》：非法产品一般的零

售渠道有哪些？

TII：“印度主要通过非正规部门的小

型零售商进行烟草分销，他们经营小商店、

售货亭、路边摊，推着自行车和手推车销

售，甚至在树下的地垫上销售；一些商店也

提供非法卷烟。事实上，印度农村和城市地

区的零售店都普遍销售非法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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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这一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

于国内制造商?

TII：“合法的卷烟行业主要由大型制造商组成，

他们获得了许可，并完全遵守所有烟草控制法规和其他

法规。然而，也有一些没有许可证的小型卷烟厂，其中

一些卷烟厂在不纳税的情况下，秘密将卷烟从工厂运

走……此外，这些无良的制造商有时甚至会生产合法品

牌的仿制品，侵犯商标。”

《亚洲烟草》：印度国产产品实施T&T要求了吗？

TII：虽然印度于2008年6月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WHO FCTC）的《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

易议定书》，但印度尚未实施跟踪与追踪（T&T）系统。

我前面提到了，非法卷烟的主要形式是从印度边境进入

印度的国际走私卷烟。因此，只有当那些非法卷烟原产

国实施该议定书及其所要求的T&T系统时，才能消除非法

贸易。无论如何，印度国内合法卷烟包装的85%涵盖独特

的健康警告，而国际走私卷烟没有这些警告，这是二者

之间的明显区别。我们认为，该议定书应在全世界同时

实施。”

《亚洲烟草》：印度政府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遏

制非法烟草问题？其中一些措施是否实施得不够有效？

TII：“印度政府严肃对待日益增长的非法卷烟贸

易问题，并通过执法机构予以解决这一威胁，各执法机

构一直努力在全国范围内没收非法卷烟库存。然而，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购买低价的非法产品对消费者的

诱惑。为了大幅减少非法贸易，价格套利也必须大幅减

少；这只能通过减轻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鼓励他们购买

合法卷烟来实现。根据WHO 2021年的全球烟草流行报告，

印度的卷烟税在人均GDP中所占比例位居世界前列。由于

税收水平如此之高，印度消费者购买合法卷烟的负担能

力明显低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以及日本、美国、德国、

中国、英国、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等许多其他国家。事

实上，印度是世界上最难以负担的卷烟市场之一。”

《亚洲烟草》：请介绍一下现行税收结构？

TII：“目前，除了根据不同的税率或金额缴纳商

品和服务税[GST]、补偿税[GSTCC]、基本消费税[BED]和

国家灾难应急税[NCCD]外，卷烟还需基于卷烟类型和长

度缴纳28%的最高GST税。2017年7月，GST实施，现行税

收结构随之生效，目前预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亚洲烟草》：印度烟草研究所对于打击非法

产品发挥了什么作用？

TII：“印度烟草研究所是印度烟草行业中农民、

制造商、出口商和辅助人员的代表机构。研究所被公认

为该行业可靠信息的宝库，并有幸获得政府、议会委员

会、商会、贸易协会和媒体对烟草问题相关信息和政策

建议的咨询。关于非法贸易问题，研究所一直在与有关

部委和执法机构进行沟通，呼吁采取紧急措施遏制其无

节制的增长。研究所强调，非法贸易的增长具有严重的

意外后果，包括政府收入的巨大损失和对烟草农民收入

的不利影响。事实证明，卷烟的高税收和极端监管是适

得其反的。他们只是将需求从合法纳税和合规产品转移

到非法逃税和不合规产品，而总体消费并没有减少。相

反，该国总体烟草消费量继续同比增长。”

《亚洲烟草》：政府的努力见效了吗？

TII：“政府的持续监控和几项执法措施确实使合

法卷烟行业恢复了此前因非法贸易而损失的少量卷烟。

似乎有史以来，该国非法卷烟的增长势头第一次被扼

杀。根据欧睿国际的数据，2021年印度非法卷烟的数量

为268亿支，2020年是281亿支，因此下降了约5%。”

《亚洲烟草》：为了保持这种势头并避免反弹

或逆转，现在需要做什么？

TII：“多年来，合法卷烟一直遭受惩罚性和歧视

性的税收，导致回报减少。过去的研究表明，最优税率

有助于提高政府收入，遏制非法贸易和逃税。除非解决

合法卷烟负担不起的问题，减少合法卷烟与非法卷烟之

间的价格差异，否则非法卷烟数量的减少可能只是短暂

现象。我们强烈建议，政府应考虑采取政策纠正措施，

降低卷烟税，以抑制非法贸易，并为法律行业提供机

会，进一步追回损失的数量。这将大大有助于克服过

去十年过度增加税收带来的反效果，同时为政府增加税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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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菲莫国际从Medicago撤资
烟草巨头菲莫国际已从加拿大疫苗合作伙伴Medi-

cago手中撤出了其所有股份，Mediago基于植物的新冠疫

苗Covifenz最初因与菲莫国际的关系而遭到世界卫生组

织（WHO）的拒绝。菲莫国际发言人大卫·弗雷泽（Da-

vid Frase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决定撤资是“最

合适的前进方向”。

2020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向Medicago提供了1.73亿加

元的资金，用于开发疫苗、建设新的生产设施和采购7600

万剂疫苗，使其成为加拿大第一个获批使用的植物疫苗。

但在2022年3月，WHO表示，由于该公司“与烟草行

业存在联系”，将拒绝Medicago关于紧急使用Covifenz

的请求，这一决定被搁置，暂时使Covifenz无法进入全

球新冠疫苗共享系统（Covax）。

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cois-

Philippe Champagne）表示，联邦政府一直在与Medicago

及其股东合作，以“找到支持公司发展的解决方案”。

总部位于魁北克的Medicago现在由日本三菱田边制

药100%控股。在做出撤资决定之前，菲莫国际持有该公

司21%的股份。Medicago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确保了

其“未来的增长和实现使命的能力”。

菲莫国际撤资后，如果Medicago重新向WHO提出申

请，将可在国际上销售其疫苗。

奥驰亚放弃收购Cronos的认股权证
奥驰亚集团通过其子公司Altia Summit LLC放弃了

收购加拿大大麻公司Cronos集团更多股份的认股权证，

导致后者股价下跌5.9%。

2019年3月，奥驰亚通过其子公司以每股19.00加元

（14.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Cronos公司45%的股份以及

可行权至2023年3月8日的认股权证。

在放弃认股权证之前，奥驰亚持有Cronos约41%的股

份，通过充分行使认股权证，可能会将其增至约52%（或

240816760股Cronos股份）。

但鉴于2022年12月15日Cronos普通股的收盘价为

3.81加元，且过去12个月该股的交易价格未超过6.00加

元，因此奥驰亚已决定放弃认股权证。

奥驰亚表示，预计其2022年美国联邦综合所得税申

报表将导致4.83亿美元的资本损失。

奥驰亚表示，将继续持有Cronos的股份用于投资目

的，并将继续审查是否应收购或出售后者的股份。

奥驰亚集团股价也下跌了1%。

欧洲有望调涨烟草税
欧盟预计将发布一项新的烟草税指令，这是十多年

来的首次更新。早期的报告表明，欧盟将提议大幅提高

欧盟现行的最低卷烟税率，并扩大征税的产品类别，包

括整体调制的电子烟税。

如果欧盟决定增加烟草税的规模和范围，则将失去

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减少吸烟的危害和惩罚性财政政策的危

害。数十年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税收导致价格上涨，但

大多数吸烟者仍继续吸烟，而且这些吸烟者大多来自低收

入家庭。因此，卷烟税将加剧低收入家庭的贫困。

现行欧盟烟草税指令要求成员国对卷烟和其他烟草

产品征收最低消费税。欧盟卷烟税包括特定的卷烟税（每

包卷烟的固定欧元金额）和从价税（零售售价的增加百分

比）。这些烟草消费税是在广义消费增值税（VAT）之外

征收的。欧盟法律只规定了最低税率，但一些国家征收了

更高的税率。

2022年，欧盟成员国平均对超过零售价80%的卷烟

征税，导致由税收引起的价格上涨了500%以上。大部分

上涨同样由低收入的欧洲人承担。

欧盟还要求对其他吸烟烟草制品征收最低税。其中

包括细切烟丝、雪茄和小雪茄，以及其他吸烟烟草制品。

欧盟目前没有将雾化产品纳入烟草税指令，但随着

下一份报告的发布，以及适用于烟草产品的现行税率的

实施，这一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菲莫国际从新冠疫苗生产商Medicago处撤资，后者可再次申请
WHO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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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加州调味烟
草制品禁令

美国最高法院最近驳回了烟草

业阻止加州调味烟草制品禁令的诉

讼。该禁令（即31号提案）于2022

年11月获得了选民的压倒性支持，

将禁止销售包括薄荷醇卷烟在内的

大多数调味烟草产品。

该法案于两年前首次通过，

但烟草公司成功资助了一场阻止该

法案实施的运动，并将该问题列入

2022年的全州投票。然而，法官在

没有辩解或没有任何公众异议的情

况下维持了禁令。

雷诺兹公司辩称，2009年发布

的烟草控制禁止各州阻止烟草产品

销售，该禁令与之相抵触。

原告律师在其禁令申请中写

道：“他们可以提高最低购买年

龄，限制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销售，

并强制执行许可制度。但不能完全

禁止销售那些不符合州或地方首选

烟草产品标准的产品。”

原告还辩称，烟草行业将面临

法律规定的“重大财务损失”。他

们在法庭上表示，薄荷醇卷烟占加

州市场的三分之一。

任何违反禁令的零售商将被处

以250美元的罚款。

批发价为12美元或以上的调

味高端雪茄和调味散装烟斗烟草不

受新禁令的限制。此外，这项法律

不适用于销售调味烟草的水烟休息

室，前提是他们只允许21岁或以上

的人进入店内使用调味烟草。 

美国法院裁决卷烟图形标签违宪
最近，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

地方法院裁决，阻止执行美国国会

授权、FDA下令的在卷烟包装上印

制图形警示的规定。该法院的法官

J.Campbell Barker在裁决中表示，

这项将于2023年10月生效的规定侵

犯了烟草公司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烟草公司对该裁决表示庆祝。

提起诉讼的雷诺兹公司辩称，

图形警示包装迫使他们宣传禁烟信

息，这是违宪的。

菲莫国际就FDA的图形警告标签

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出

异议。

作为2009年《家庭吸烟预防和

烟草控制法案》的一部分，国会两

党多数通过了卷烟图形警告，现已

被120多个国家采纳。

然而，另一项裁决维持了FDA

要求在卷烟包装上印制图形警告的

权力，导致该机构表示将修订其要

求。在几年没有发布提案后，多个

组织将FDA告上联邦法院，迫使该机

构发布关于图形包装的最终规则。

在赢得诉讼后，FDA于2019年发布了

新的图形警告标签，重点关注卷烟

吸烟的风险。

低价烟市场份额增加
大型烟草公司面临着保护利润和

吸烟者转向最便宜品牌之间的权衡。

英美烟草公司最近表示，在向

投资者更新当前交易情况时，越来

越多的美国烟民转向低价卷烟。奥

驰亚在最近报告第三季度业绩时也

指出了同样的趋势。

烟草销售在之前的经济衰退中

保持增长，但吸烟者相较于普通消

费者收入减少，因此对通货膨胀很

敏感。

由于加油站的价格对美国卷烟

销量有很大影响，目前汽油价格已从

夏季高点回落，这对烟草行业很有帮

助。不断上涨的食品和住房成本迫使

吸烟者寻找新的省钱方法。2022年第

三季度，廉价烟草品牌在美国卷烟市

场的份额增至27.1%，比一年前增长

了1.8%。

这一趋势有利于纽约上市的

Vector集团等规模较小的公司。在

2022年第三季度，该公司生产的

Montego折扣品牌（折扣品牌是美国

的叫法，指中低档卷烟）的卷烟销

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帝国品

牌在美国拥有大量折扣卷烟品牌组

合，其市场份额也在增加。

Vector集团的优势使大型烟草

公司难以反击。作为1998年烟草大和

解协议的一部分，大型烟草公司每年

必须支付数十亿美元，而Vector集团

大约1/3的烟草销量是免税的。

印度有望禁止单支卷烟销售
印度议会可能正准备禁止销售

散装卷烟，以打击烟草消费。

报道称，议会常务委员会建议

了几项措施，以减少烟草在该国的

销售。其中包括禁止生产和销售单

支卷烟，前提是消费者不太可能为

整包卷烟买单。据悉，该小组还建

议拆除酒店和餐厅的所有吸烟区。

常务委员会还表示，即使在引

入商品和服务税（GST）之后，烟草

和相关产品的税收也很低，这表明

税收也有提高的空间。

根据现行法律，印度政府对

卷烟征收53%的GST税，对比迪烟征

收22%的GST税,对无烟烟草征收60%

以上的GST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建议，政府可能会对烟草

征收75%的GST税。

印度已经对烟草的销售和使用

实行了严格的限制。然而，这并没

有阻止印度政府继续打击烟草。三

年前，印度根据卫生部的建议，禁

止销售电子烟。

该国的吸烟和烟草使用文化并

未受到更严格的立法的影响。根据该

小组的建议，尚待实施的措施包括全

面禁止烟草相关产品的光鲜亮丽的广

告，并提高这些产品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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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最著名的街区特拉斯提弗列

（Trastevere）有两张面孔——一张赫赫有

名，另一张寂寂无名。该区最出名的圣玛利

亚广场拥有罗马最古老的喷泉，据说建于15

世纪，还有与广场同名的宏伟的圣玛利亚教

堂，建于4世纪。

在长长的特拉斯提弗列高架桥的另一

侧，有一条无名的小街道——Via degli Orti 

di Trastevere。人们对这条安静的街道最知

名的描述是，它靠近罗马跳蚤市场的大型古

董周日市场。

然而，在特拉斯提弗列这片默默无闻

的区域，最近开放了一座别具一格的博物

馆——“烟草商铺博物馆”，令人惊叹不已。

博彩精神
筹建该博物馆的项目是大约15年前发

起的，当时意大利烟草商铺联合会要求其成

意大利烟草商铺的
回忆之旅
去过意大利的人肯定能认出一座不同寻常又别具一格的小博物馆。

烟草商铺博物馆展示的
各种定秤反映了意大利
烟草商铺不仅仅为社区
提供烟草。

员向这座未来博物馆捐款。烟草商铺联合会

于1903年正式成立，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

1951年才改为现在的名字。如今，该组织有

55000家烟草商铺，遍布全国各地。

由于意大利各地的烟草商铺（主要是老

店）捐赠颇多，这座博物馆当然可以被视为

一座集体博物馆。博物馆中的许多其他珍贵

物品是烟草商铺联合会的历史档案。

博物馆的两位导游之一Pierpaolo Pol-

caro表示，“我们长期以来从各烟草商铺收

到了很多捐赠，才成就了这座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于2022年5月开建，但最近

才完工。博物馆建筑精美小巧，类似于20

世纪50年代的一家老烟草商铺，走进来的刹

那就会感受到这里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雪

茄，一如当年抽吸的模样，还有浪漫的明信

片、邮票、香水、典型的定秤等等。博物馆

内的一条走廊内陈列着许多古老的烟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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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商铺当年销售的部分畅销意大利卷烟
品牌。

烟草商铺也销售雪茄，以及文具、须后水和
香水，甚至还有奎宁。

志，沿着走廊漫步，你会发现一些与前萨沃亚王室有关的标志，揭示了意大

利历史的一部分。

这条走廊里还有一台70年代的怀旧自动点唱机。虽然不播放音乐，但

展示了曾经买烟的场景。

几步之外，你会发现博物馆另一个有趣的角落。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

一些古老的乐透牌，讲述着关于意大利博彩普遍流行的故事，正如那句意大

利语“giocare la schedina（出牌）”。事实上，意大利的第一部博彩法可

以追溯到1863年，也就是意大利统一后的两年，当时人们第一次开始在六个

轮盘（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巴勒莫、都灵和威尼斯）下注。随着时

间的推移，博彩似乎已成为意大利人DNA的一部分，以至于2021年，国家组织

和合法化的博彩平台——乐透、超级大乐透（Superenalotto）、10elotto和

Gratta&Vinci——获得了84.13亿欧元的可观税收，这一数字与欧盟因疫情向

意大利提供的用于医院网络和地区设施现代化投资的数字相似。

老烟草商铺无所不包
大厅里展示了老烟草商铺的必备物品定秤的几种变化。如今在罗马，只

能在少数烟草商铺里买到邮票，但当年，每家烟草商铺都供应信纸、信封、

明信片和邮票等——这些都是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物品。因此需要定秤称重信

件。有时，甚至有新生儿的父母带着他们的新家庭成员来称确切的体重。

另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是墙上挂着的意大利各地烟草商铺的黑白老照

片，以及一些旧的许可证，这是当地政府准予开烟草商铺所必需的。第一批

许可证是手写的。

“这些文件对于了解意大利烟草商铺的历史至关重要，并且构成了博

物馆收藏的基石”，博物馆导游Graziana Migliaccio说。拿到许可证后，

店主可以自豪地在商铺外展示著名的烟草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标志

只发生了些许变化。

抗击疟疾
烟草商铺和现代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曾几何时，烟草商铺也卖药。因此，当时意大利的烟草商铺和药

铺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以奎宁的销售为例，奎宁是一种治疗令人担忧的疟

疾的药物。根据1900年的一项法律，在许多烟草商铺都可以看到“这里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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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产的奎宁”的标志。后来，一项调查

显示，由于烟草商铺遍布意大利各地，因此

销售的奎宁数量最多。

那么，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烟草商铺

最名副其实的物品：烟草。“你好，我想买

一些Golia糖果和两支马其顿香烟”，是当

时烟草商铺里的一句常用语，卷烟很畅销。

当 时 ， 烟 草 商 铺 只 出 售 意 大 利

卷 烟 ， 通 常 没 有 滤 嘴 。 其 中 一 些 卷

烟品牌包括G r a n f i l t r o、 E v a、 T r e 

S t e l l e、 S t o p、 A l f a、 N a z i o n a l 

Esportazione、Canastro和Due Palme等。 

Edelweiss卷烟的尼古丁含量很低，销售对象

是女性，她们在家里吸烟，在公共场合不抽。

烟草商铺还出售雪茄，打火机，包装

精美的盒子里的火柴，烟斗，烟嘴头，扑克

牌，着装大胆的女性明信片，墨水，铅笔和

钢笔，须后水和香水，笔记本，各种学习用

品和许多其他物品。

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

开始繁荣，烟草商铺就像一个大集市，应有

尽有，对于日常需求一应尽全。

烟草商铺的第一次罢工
博物馆的最后一个房间专门用于社会和

工会活动。毫无疑问，烟草商铺在意大利的

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已

经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许多

其他小公司一样。因此，对于烟草商铺也可

以决定罢工就不足为奇了，1971年发生了第

一次罢工，当时成千上万的烟草商铺要求改

善工作和经济条件。这次罢工的原因是要求

降低规费、提高卷烟销售奖金，以及更有效

地打击走私烟。

最后这间房还有许多美丽的黑白照片，

见证了时代变迁。此外，这里还有世界上最

古老的烟草书籍之一——1669年Benedetto 

Stella著成的Il Tabacco，全书共420页，

阐述了烟草的世界。

这座烟草商铺博物馆的建成，以不同

寻常又令人注目的方式丰富了罗马的历史。

信息：
烟草商铺博物馆
地址：Via degli Orti 
di Trastevere 72
www.museo.tabaccai.it

开馆时间：
周一至周五：9:00-
13:00/14:00-17:00
请提前预约：museo@
tabaccai.it

博物馆导游：
Graziana Migliaccio & 
Pierpaolo Polc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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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底，梅塞德斯·瓦兹奎兹（Mercedes 

Vázquez）被任命为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

的首席执行官，该组织开始聚焦女性在烟草中的

作用。2022年，ITGA开展了一项重大举措，对阿

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

尼西亚、马拉维、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等国的约30

名妇女进行了深入访谈，展示了世界各地市场上

女性种植者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也有

两名代表。以下摘录了交流中的一些重要见解，

突出了挑战、机遇等：

“Arlyn	 Corpuz	 Vega——全国烟农
协会与合作社联合会(NAFTAC)财务主管”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
我16岁开始种烟，当时单身。我哥哥也种

烟，但我结婚后才真正开始种烟。我公公送给我

们一公顷土地作为结婚礼物，这开启了我们的烟

草生产之旅。

烟草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帮助？
我记得刚开始种烟时，有一次采收后的烟叶

被雨水淋湿了，然后腐烂了。我灰心不已，于是说

服了我丈夫改种玉米，他也这样做了。我永远不会

忘记我公公在我们收获玉米后对我说：“如果你们

菲律宾女性烟草
种植者的经验

Maribel	Agtarap——菲律宾伊沙贝拉省基里诺的一位农民兼家庭主妇

Arlyn	Corpuz	Vega——全国烟农协会与合作社联合会(NAFTAC)财
务主管

继续种玉米不再种烟，将永远无法送孩子读大学。”从

那时起，我们加大了烟草生产，并因此而获利。

您觉得这个行业有真正的机会吗？
烟草生产中有很多机会，勤劳能致富。双手创造财

富。烟草生产成为我们的生计，是我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们依靠烟草收入能够建造舒适的房子，能够送我们的女

儿上大学，能够购买更多的土地，还可以买一辆汽车。

烟草行业的女性在你们的市场上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什么？

烟草生产的劳动力需求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尤其

是烤烟过程非常辛苦，需要雇佣更多劳动力时，我负责

工人的吃饭问题。

妇女在贵国烟草部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是什么？

大多数农场经营由男性决定，但后勤和后期烘烤活

动由女性决定。我决定雇佣哪些工人从事农场劳动，为

工人准备什么食物。在我把烟草送到收购站之前，我还

要决定如何预备烟草。

您认为吸引女性从事烟草生产的最大障碍
是什么？

我国妇女在烟草生产方面没有障碍。我们视烟

草农场的工作视为夫妻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当地称

为“Bayanihan”，指菲律宾通过的同舟共济经济复苏法

案）一个相互帮助的机会。

您希望提供哪些工具/培训来提高您的技能？
我希望在烟叶分类、收入分析、公开演讲等方面进

行培训，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其他女性我从烟草生产中获

得的好处和机会。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是如何建立自信/保
持弹性的？

我丈夫和女儿的鼓励，我的采购公司和现场技术人

员的帮助，NTA给予的持续信任，当地政府单位以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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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农民的支持，以及对上帝的信仰，这些帮助我建立

信心，应对逆境。

妇女如何在各自组织中支持其他妇女？
从事烟草生产的女性应该最清楚，与其他作物相

比，烟草收入的利润有多高。她们还应该学习如何妥善

处理工作和家庭责任。

您希望看到采取什么举措来提高妇女在行
业/部门中的作用？

应实现两性平等。妇女在行业中的贡献应得到认

可。组织妇女培训，以提高她们的技能，并提供自我展

现的场所。

您会给进入这个行业/职业的年轻女性什么
建议？

烟草生产总是存在挑战。我们要克服与气候和病虫害

相关的障碍。让我们与工人一起来呵护烟草，关爱环境。

我认为这是对计划加入烟草行业的年轻女性最好的建议。

“Maribel	 Agtarap——菲律宾伊沙贝拉省
基里诺的一位农民兼家庭主妇”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
自从我被诊断出子宫肌瘤后，我老公就和我商量以

务农为生的想法，我们两人达成了一致。他已故的祖父

曾教他如何耕种，他又教给了我。2009年，我们开始在

1.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尝试

种植其他作物，比如蔬菜、西红柿，尤其是烟草。经过

13年的辛苦劳作，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最

初1.5公顷的土地，现在已将近七公顷，种植的作物也多

种多样。

请描述一下您目前从事的活动，介绍一下
您每天的日常工作。

我负责打理田地，保持作物不长杂草，也负责施

肥。有时，我也会移栽烟苗，给烟株打顶。我每天凌晨3

点起床准备早餐，然后我们吃饭，洗碗。清晨5点左右，

我们将去田里劳作，一直忙到上午9:30。之后，我们回

家吃午饭，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在下午晚些时候回到田

里看看庄稼。

烟草行业的女性在你们的市场上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什么？

根据我的经验，挑战是时间优先安排问题。在菲律

宾，妇女有时被要求在工作之余还要做家务，如洗衣、

做饭、打扫卫生等。起初，我很难在田间工作的同时完

成家务。我有时特别累，没办法打扫卫生或洗衣服，但

家务还必须得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一天分成了

两个时段。早上干农活，下午做家务。

妇女在贵国烟草部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是什么？

我们农场里的妇女通常在决策过程中充当检验员

或评分员。我们重视农场的合作，每当有问题时，我老

公都会和我商量。在我们敲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会进

行讨论并集思广益。一旦找到了解决方案，我会再次核

实，以确保决定是正确的、恰当的。

您认为吸引女性从事烟草生产的最大障碍
是什么？

在我看来，务农需要体力劳动。农场上的一些工作

需要男人的帮助。我们必须承认，男人有时比女人身体

更强壮，更有力量。此外，根据我的观察，女性的免疫

系统通常比男性弱。由于我们必须在田间工作，面临许

多天气和气候变化，如突然下雨或酷热，因此对这些不

利事件具有强大的免疫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您希望提供哪些工具/培训来提高您的技能？
希望开展更多关于农业技术的专题讨论会。这将有助

于我们建立更有效的程序，并为我们的农田提供未来保障。

新农业技术和机械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农民提高产量。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是如何建立自信/保
持弹性的？

以农作物喷洒农药为例，我更愿意自己来做，而

不是让别人来做，我自己来喷洒，因为我对自己的技术

更有信心。除此之外，农场的妇女们有时会要钥匙来驾

驶拖拉机或农业机械，自己耕种土地。她们激励我积极

尝试更多的事情。此外，每次我给农场的工人分配工作

时，他们都会尊重我，这让我有责任照顾好他们。

妇女如何在各自组织中支持其他妇女？
通过集体行动和人数上的优势。如果妇女团结在一

起，我们的声音就会被听到。团结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

生影响，包括我们的需求和权利。

您希望看到采取什么举措来提高妇女在行
业/部门中的作用？

希望为农业妇女提供更多的知识建设的机会。在田

间，年长的农民非正式地向妇女传授他们的耕作技术。

希望该行业或部门能够将培训、研讨会、讲习班和操作

农业机械的活动以及为妇女提供的基本农业知识正规

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证明女性也可以做到男性

能够做的事情。

您会给进入这个行业/职业的年轻女性什么
建议？

不要觉得我们妇女不适合干农活。多些耐心。这和

务农一样，我们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来收获我们的劳动

果实。希望耐心工作，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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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烟草拟对新西兰政府采取
法律行动

英美烟草公司威胁称，要对政

府采取法律行动。新西兰政府对电

子烟产品的审查，可能导致该公司

2000多种产品下架。

法律规定，电子烟游离尼古丁

含量最高可达20mg/mL，尼古丁盐含

量最高可达50mg/mL。但尼古丁盐含

量为50mg的情况时有发生。

据卫生部称，“一些零售商、

制造商或进口商可能误解了尼古丁

盐含量的限制规定。在向管理局通

报其产品时提供了误导性信息。”

2022年10月，电子烟监管局通

知烟草公司，紧急指示他们提供相

关物质的安全细节。几天后，监管

局启动了对新西兰所有8083种电子

烟产品的审查。电子烟监管局现在

正在审查这些产品的详细信息。据

了解，如果不符合法律要求，可能

会收到暂停销售的通知。

英美烟草新西兰公司（BATNZ）

的一位发言人称，该公司“向电子烟

监管局提供了所有要求的信息”。

税收高的国家电子烟使用率也高
最近发表在《成瘾》杂志上的

一项题为《44个中低、中高和高收

入国家烟草控制政策实施与青少年

吸烟关系》的研究，分析了2015年

至2018年期间，从47个国家收集的

51960名青少年的吸烟数据。这项研

究旨在分析全球青少年的吸烟率。

研究人员发现，12名青少年中有

1人（8.6%）报告称在过去30天内使

用过电子烟，60人中有1人（1.7%）

称在过去一个月内使用电子烟超过

10天。这些数据表明，大多数青少

年使用电子烟抱着尝试的态度，他

们并不经常使用这种产品。更重要

的是，征收较高烟草税的国家青少

年电子烟使用率也会更高。

同时，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名誉院长兼Avedis Donabedian杰出大

学教授Kenneth Warner，及14位尼古

丁和烟草研究协会前任主席，在《美

国公共卫生杂志》上共同撰写了一篇

文章，特别指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

潜在好处如何被潜在风险所掩盖。

各位作者概述电子烟的健康风

险、及电子烟在戒烟方面的潜力。

同时强调，需要平衡人们对青少年

使用电子烟的担忧和该产品对成人

戒烟的潜在好处。

英国海峡港口假冒电子烟数量
急剧上升

Kent Trading Standards称，

在海峡港口查获的潜在不安全的一次

性电子烟数量“急剧”上升。12月期

间，超过30万件假冒产品被查获。

Trading Standards运营经理詹

姆斯·惠德特（James Whiddett）

说，过去他们的很多工作一直集中

在零售店，现在则集中于更高层次

的供应链。

惠德特说：“我们查获的这些

产品，尼古丁含量是法定限量的10

倍左右。”他表示，目前，一次性

电子烟油的法定含量是2毫升，相当

于600口。然而，目前进入该国的产

品尼古丁含量相当于3500口，有些

甚至达到7000口。这些都是非法产

品，不能提供给任何人。

惠德特称，在过去9个月中，对

一次性电子烟的需求急剧上升。

“一次性电子烟口味多种多

样，而且不用自己注入烟油，使用起

来简单方便。我们不确定这些非法电

子烟的去向，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英国独立电子烟贸易协会首席

执行官Gillian Golden说：“不合

规定的电子烟产品也与不合规的销

售行为有关，这些产品往往销售给

未成年消费者。”她表示，该协会

将继续协助贸易标准部门处理不符

合规定的电子烟产品。

英国维特罗斯公司停售一次性
电子烟

维特罗斯公司（Waitrose）考

虑到一次性电子烟对环境和年轻人

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停售了

这种产品。该公司表示，销售一次

性电子烟产品不合理，并且停售了

两款电子烟产品。

维特罗斯公司表示，之前的Ten 

Motives含锂电子烟产品已经下架。

该公司的商业总监Charlotte 

Di Cello说：“我们是一家致力于

正确导向的零售商。因此，考虑到

对环境和年轻人健康的影响，我们

不再销售一次性电子烟。”

英国其他主要连锁超市没有公

开宣布采取类似行动的计划。

英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的数据

显示，英国的吸烟者比例在2021年

下降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部分原因是电子烟使用的增加。

A v a i l 电 子 烟 液 申 请 被 美 国
FDA驳回

风味电子烟烟液零售商Avail对

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

拒绝批准其产品的决定提出上诉，

但以失败告终。这是法院支持FDA收

紧电子烟监管政策的最新行动。

最近，美国第四巡回上诉法

院裁定小组一致认为，美国FDA在

执行“确保下一代美国人不会对尼

古丁和烟草产品上瘾的艰巨任务”

时，在其权限范围内行事，驳回了

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Avail Vapor

公司的上诉。

2016年，FDA确定了电子烟与传

统烟草产品一样受其监管，制造商

需要在2020年前申请批准电子烟和

烟液等相关产品。

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味电子烟液

零售商Avail在2020年向FDA申请批

准其产品，并向FDA表示，该公司的

产品可以帮助吸烟者通过改用电子

烟来戒烟。该公司保证采取对互联

网销售的年龄进行验证和通过专卖

店限制分销等措施，以确保其产品

不会被卖给未成年人。

美国FDA在2021年拒绝了这一申

请，称Avail没有提交有关水果口味

烟液比烟草口味烟液更有助于吸烟者

戒烟的长期研究。美国FDA称，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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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美国FDA正准备下令JUUL产品退市。

口味的烟液对未成年人吸引力较小，

拒绝考虑该公司限制销售的计划。

奥驰亚集团对Juul公司的投资
再次受挫

奥驰亚集团对电子烟制造商

Juul Labs的投资可能再次受挫。美

国FDA准备命令Juul公司（奥驰亚持

股35%）的电子烟撤出市场。因而奥

驰亚股价下跌了10%，这是2020年3

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对奥驰亚而言，针对Juul的禁

令将是非常糟糕的消息。奥驰亚在

2018年收购了Juul128亿美元的股

份，之后逐步贬值。目前，该品牌

的价值约为16亿美元。

但Juul的失利可能有利于英美

烟草公司和菲莫国际公司。英美烟草

的Vuse电子烟是美国电子烟市场的领

导者，旗下部分型号已经获得批准。

然而，它仍在等待美国FDA对其主要

产品Vuse Alto的决定。对Juul的初

步决定对英美烟草而言也是一个风

险。但是，如果Vuse Alto被允许留

在美国市场，而Juul不被允许，这对

英美烟草来说将是一个利好。

美国FDA的立场与英国政府的立

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电子烟

是帮助人们戒烟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菲莫国际公司集中

发展加热不燃烧烟草设备，即IQOS

产品。加热产品有可能吸引更多的

用户。该公司还以16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尼古丁烟袋制造商瑞典火柴

公司。这项交易还为其带来了一个

庞大的美国分销网络，为该公司推

出包括电子烟在内的其他产品铺平

了道路。

古巴在高希霸雪茄烟商标案中
获胜

最近，古巴在著名的高希霸雪

茄长达25年的美国商标权法庭纠纷

中获胜。

据英国Altadis公司和国有Cu-

batabaco公司的合资企业哈伯纳斯

公司称，12月20日，美国商标审判

和上诉委员会裁定取消美国通用雪

茄公司的“高希霸”商标注册。

由于美国的贸易禁运政策，古

巴的高希霸雪茄不能合法销售。通

用雪茄公司在美国销售非古巴版本

的高希霸品牌。

尽管此前被禁止，这项裁定将

允许Cubatabaco公司在美国注册高

希霸品牌商标。高希霸品牌是Cuba-

tabaco公司27个雪茄品类中最顶级

的品牌，畅销100多个国家。

通用雪茄公司打算对这项裁定

提出上诉。

Cabbacis公司获得加拿大极
低尼古丁含量专利

近日，致力于研发和销售消

费者可接受的改良风险烟草制品

（MRTPs）的美国烟草制品制造商

Cabbacis公司宣布，加拿大知识产

权局（CIPO）已经向其颁发了第

3,151,047号专利。专利内容是由极

低尼古丁烟草和大麻混合而成的电

子雾化器。

加拿大第3,151,047号专利包

括27项权利要求，将于2040年9月10

日到期。2022年早些时候，CIPO还

向Cabbacis颁发了第3,107,796号专

利，涉及由极低尼古丁烟草和大麻

混合的卷烟。

Cabbacis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Joseph Pandolfino说：“很高兴我

们的两款产品在加拿大都获得了专

利，这是我们早期商业化的目标国

家之一。”

该公司获得专利的极低尼古丁

卷烟，以及正在开发的由极低尼古

丁烟草和大麻混合物组成的雾化烟

弹，主要是为了帮助传统卷烟吸烟

者减少吸烟，过渡到危害较小的烟

草或尼古丁产品，或完全戒掉尼古

丁的使用。

Cabbacis目前已获得25项专

利，还向美国、欧洲、中国、日本、

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提交了多项

专利。该公司拥有6项美国专利。

L!X口腔尼古丁袋获得PMTA
受理

TJP Labs公司宣布美国食品与

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受理了其为

现代口服尼古丁袋产品L!X提交的

PMTA。该品牌由其子公司L!X Inno-

vations公司销售，现在进入PMTA审

查流程的下一步。

TJP Labs公司首席执行官David 

Richmond Peck在会上表示，“几年

前，TJP Labs战略性地致力于新的

现代口腔市场。因此，我们的世界

级制造设施、强大的质量管理体系

以及风味丰富的配方使我们能够在

现代口腔和尼古丁以外的领域打下

坚实的基础。祝贺我们的质量、制

造和监管团队不断取得成功。”

L!X Innovations公司的首席执

行官Waqas Khan进一步指出，“我

们踏上了致力于全球减害的征程，

就必须打造一款尊重瑞典传统鼻烟

并结合现代口腔袋形式的优点的优

质产品。我们的各种焦点小组和消

费者测试证明，L!X尼古丁袋具有持

久的风味和顺滑的口感，是全球市

场上的最佳选择之一。相信我们的

品牌将迅速成为全球消费者的首选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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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菲莫国际1988年推出首款Premier以

来，加热烟草（或HNB）产品取得了长足进

步。不过，菲莫国际的这款产品不好控制温

度。加热烟草产品的致命弱点在于加热方

式，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用可靠的方法将装

有烟草的电池（现在通常称作“加热棒”）

在低于燃点的情况下进行加热，而且加热过

程中不能让电池烧焦。感应加热是将金属片

嵌入到烟弹中进行加热，这是当前大多数加

热烟草设备最常见的加热方式。

感应加热的症结所在
不过，感应加热也并非完美的解决方

案。就大多数加热烟草设备而言，用户可以

自己调节加热棒的温度，这也不是问题所

在。更确切地说，感应加热的问题在于传热

能力。即使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长时间使

用该设备，会使加热棒的核心部分烧糊，加

热 风 加 热 技 术 与 红 外 加 热 技
术：新型非接触加热烟草技术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设备采用新型非接触加热方式，有助于解决感应加热方
式固有的一些问题。

IHEA设备色彩多样。
图源：Kensin Bradly 

Global Enterprise Ltd.

热棒外层却无法充分加热。另一方面，如果

温度过高，外层会充分加热，即使不产生

热解，加热棒核心部分也肯定会烧焦。显而

易见，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口感和用户的体

验。况且，金属片容易折断或损坏，如若不

进行更换，整机维修费用也会很高。此外，

加热室需要定期清理烟灰和焦油残留物才能

正常使用。加热烟草技术的概念起源于西

方，由中国公司推动技术创新。研究新型加

热方式，改善加热棒的加热方式，同时消除

感应加热的固有问题，亦是如此。

Heechi推出非接触热风加热技术
香港Heechi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类研发

公司之一。近期，该公司在全球各类烟草展

会上大力推广其非接触热风加热技术。“我

们的产品不含加热片这样的机械部件。加热

片与加热棒有接触，反复使用会损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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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Heechi设备内含
先进的热风加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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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InterTabac展
会上，该公司向全球发布
了Heechi及其专利的加
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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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总经理Allen Liao表示。此外，他

指出，“接触加热技术最主要的问题是，只

能充分加热烟草棒的核心部分，外层无法充

分加热。”现在，有了Heechi的专利方案，

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Allen Liao解释

说：“我们的技术可模拟传统可燃烟草制品

的燃烧模式，对加热棒逐步加热，从头至尾

乃至核心和所有部位都能充分加热。”他表

示，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热解，烟草是在低

于燃点的温度下进行“烘烤”。相较于目前

的感应加热技术，非接触热风加热技术能够

确保产生更丰富浓郁的烟雾。

过山车式的温度曲线
由于加热棒自由悬浮在加热室中，与加

热室四周没有接触点，热气流可以将其完全

包围。Allen Liao称，感应设备的温度“可能

低于热风技术的温度”，但实际上加热片在

使用过程中，会使加热棒充分加热，长时间

使用会让加热棒核心部分过热，容易烧焦，

从而产生苦涩，偶尔会有点刺鼻、难闻的气

味。Heechi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个明显的内

部温度曲线。Allen Liao解释说：“主动吸

烟时，温度会上升到360-380℃。”用户松

开操作按钮，该设备就会将陶瓷加热器切换

到待机模式，温度瞬时大幅下降。一旦恢复

启动操作按钮，Heechi会自动匹配用户之前

的吸烟节奏，并继续在最佳温度下“烘烤”

加热棒。

Heechi将进一步拓展出口市场
Heechi公司销售经理Max Huang表示，

与公司同名的专利设备即采用了这项技术。

他指出，Heechi设备能用其他非品牌的通用

加热棒充电。他说：“对Heechi加热棒还

未上市的地区的用户来说，这是非常方便

的。”与Allen Liao一样，Max Huang也认

为热风加热技术将彻底改变加热不燃烧烟草

市场。最近，该公司已经在匈牙利和波罗的

海国家推出了这款产品，同时还计划在其

他欧盟成员国发布这款产品。Max Huang表

示，“对我们这样的新晋者来说，未来还将

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会迎难而上。”

毫无疑问，Heechi最大的挑战将来自美国

FDA及其过度监管的合规规定。

IHEA名称不言而喻
最近，由于市场放开，马来西亚和印

度尼西亚迅速成为东南亚雾化烟和加热不燃

烧烟草制品的中心。总部位于香港的Kensin 

Bradly Global Enterprise（KBG）及其马来

西亚子公司JP Signature国际公司（JPSI）

获得授权，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不含尼古丁的

雾化烟产品。此外，KBG公司在深圳开设了

一家研发机构，为自有品牌Oaxis Vapes开

发新产品。

为了研发具有开创性的加热烟草技术

IHEA，KBG公司与安徽中烟进行了紧密合

作。KBG及JPSI首席执行官James Lim称，I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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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红外特性技术参数
类别
相对辐射能谱

电热辐射转换效率

红外发射率

可充电电池

描述
红外辐射波长范围

输入功率转换为总辐射通量输

出的百分比

全发射率

续航能力

技术数据
2.5~14.5微米

＞60%

＞0.80

80分钟

James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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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全称是“I am HEating with Alterna-

tives（我用加热烟草替品）。”James Lim对

《亚洲烟草》表示，他很清楚这对说英语的

人来说听起来很繁琐，我们这么说的目的是

引起终端消费者的好奇。“其次，这也强调

了一个事实，即可燃烟草产品有了真正的替

代品，”他说。

加热更快、更均匀
James Lim解释称，IHEA利用波长范围

为2.5-14.5微米的红外辐射实现满意的加热

效果。他表示：“IHEA能提供快速、均匀

和健康的加热方式，还能避免有害物质的

释放，因为散热器不会直接作用于颗粒烟

草。”此外，为了完全匹配IHEA的红外加热

方式，安徽中烟还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颗粒烟

草配方，专门用于加热棒。

安徽中烟是IHEA品牌加热技术和特制加

热棒的专利持有者。KBG与安徽中烟签署了

一项战略合作协议，后者授权这家香港公司

及其JPSI子公司在当地分销，并“向全球出

口IHEA品牌的加热产品。”此外，JPSI还负

责在马来西亚开展消费者调研，将结果反馈

给安徽中烟，以期“进一步研发出满足市场

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目前，安徽中烟IHEA设备的制造和组装

业务外包给了深圳的第三方公司。KBG目前

计划在马来西亚承接组装业务。James Lim

透露说：“我们计划在2023年承接部分产

能。”他再次强调称，在马来西亚，JPSI是

目前唯一获得授权的营销商和分销商。“而

且，我们正在与潜在的海外合作伙伴进行沟

通，希望他们加入我们，成为安徽中烟产品

的代理商。”

相较传统加热方式优势更明显
James Lim认为IHEA比其他加热烟草装

置“更先进”，具有一系列明显的优势。前

面已经提到，通过红外辐射技术搭配特制加

热棒能够实现全面、非接触加热。另一个优

势是，IHEA摒弃了令用户感到烦恼的清洁工

作，用户无需频繁清洗加热室和清除焦油残

留物。他说：“每周只需简单地擦拭和擦洗

一次就足够了。”

此外，James Lim介绍，这款设备的“智

能系统设计，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温度控制，

实时记录用户的吸烟模式。”不过，他表

示，IHEA目前上市的版本，用户无法自己调节

温度。“温度控制只针对‘颗粒烟草’加热棒

进行校准，”不过室内温度不会超过325℃。

持续推动加热技术
安徽中烟研发的红外加热元件已应用

于全球多个加热烟草品牌。专有颗粒烟草

棒（用这个效果最好）目前只在马来西亚

搭配IHEA设备出售，或在出口市场上以都

宝（Dubliss）品牌下的TOOP出售。IHEA和

TOOP都是安徽中烟致力于创建全新关键技

术系统驱动的一部分，包括辅助材料和生

产设备，旨在“从根本上规避现有片状烟

草加热卷烟的专利壁垒。”有了Heechi的

热风加热和安徽中烟的红外加热等开创性

的新技术，似乎有些停滞的加热烟草市场

将会“升温”。
（来源：JP Signature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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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P被视为一种低风险烟草产品，为那

些想戒烟但不想改用雾化烟的人提供了一种

替代选择，跨国烟草公司和小型制造商提供

的众多选择印证了HTP的受欢迎程度。

glo成绩斐然
英美烟草公司的glo是市场上领先的HTP

之一，属于该公司的非可燃、低风险产品组

合，后者还包括Vuse品牌旗下的雾化产品和

Velo品牌旗下的现代口服烟草产品。短短几

年时间内，英美烟草打造了价值20亿美元的

Vuse和glo品牌。一位公司发言人对《亚洲

烟草》表示，“英美烟草有一个明确的目

加热烟草制品（HTP）是一种炙手可热的商品，受到消费者、制造商、烟草
减害专家、监管机构和反烟草活动人士的不同关注。

英美烟草加大加热
烟草的发展力度

标，就是通过减少我们业务对健康的影响来

打造‘更美好的明天’。我们采取了多品类

的方法，并为向吸烟者提供最广泛的替代产

品而感到自豪。”

“2022年上半年，我们所有非可燃新品

类的消费者突破了2000万人的里程碑，全球

有11亿烟民，我们将继续投资于转型并取得

进展。”

英美烟草的glo产品目前在25个市场

销售。2021年，其总销量增长了79%，达到

191亿支，在高销量的推动下，收入增长

了34.4%，达到8.53亿英镑。截至2022年9

月，glo在前九大加热烟草产品市场（日

Staff R
eport

英美烟草最近在日本推出
了glo	Hyper	X2，随后
在全球19个重点市场也发
布了该产品，未来计划继
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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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韩国、意大利、匈牙利、希腊、乌克

兰、波兰、俄罗斯和捷克共和国）的销量份

额同比增长1.6%至19.5%。在英美烟草完成

俄罗斯业务转让之前，俄罗斯仍将位列前九

大市场。

在欧洲，glo在前七大市场（意大利、

匈牙利、希腊、乌克兰、波兰、俄罗斯和捷

克共和国）的销量份额增长了4%至20.4%。

英美烟草最近在日本推出了glo Hyper 

X2，随后在全球19个主要市场推出，是迄今

为止glo品牌旗下表现最好的产品，未来计

划推出更多产品。这只是表明HTP在全球市

场具有潜力的一个例子。

监管与无烟目标相矛盾
另一个表明HTP受欢迎的例子是，在见

证了HTP在欧洲消费者中日益流行之后，欧

盟委员会决定延长HTP的调味禁令。该禁令

似乎与欧盟在2040年前创建“无烟一代”的

目标有些矛盾，它将降低一种危害较小的可

燃卷烟替代品的吸引力。

英美烟草公司表示，“THP（烟草加热

产品）加热烟草而不是燃烧烟草，是一种经

科学证实的降低吸烟风险的替代品，口味在

帮助成年吸烟者换用THP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减少市场上替代品的数量只会使成年吸

烟者更难做到这一点。”

“现有的最佳数据表明传统卷烟和无

烟、低风险产品（如THP）之间的区别。我

们认为，立法应该基于此。”

欧盟国家必须在7月之前将授权指令转

化为国家立法。在三个月的过渡期内销售完

所有现有的调味加热烟草产品后，新规将于

2023年10月23日全面生效。

科学与烟草减害的重要作用
尽管HTP越来越受欢迎，但许多国家仍

然禁止该产品，还有很多国家也在争相效

仿。在许多国家，HTP既不合法也不违法，

存在于法律灰色地带，消费者在没有任何监

管监督的情况下使用HTP产品。

导致HTP监管方法存在差异的一个因素

可能是对烟草减害和HTP作用存在不同看法。

例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表

示，HTP是有害的，并没有被证明有助于吸烟

者戒烟，尽管它承认“HTP产生的排放物中的

有害成分含量通常低于普通卷烟的烟雾。”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HTP的立场与许多公

共卫生机构和反烟草活动家一样，将HTP视

为传统烟草产品。2020年，WHO欧洲区域办

事处在发布的《加热烟草制品：简报》中表

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HTP的危害性低于

传统卷烟。事实上，人们担心，虽然HTP可

能会使使用者接触到低于传统卷烟的某些毒

物，但也会使使用者暴露于高水平的其他毒

物。现有的科学研究机构提供了“足够的证

据”，证明HTP实际上比卷烟危害更小。但

WHO和其他类似的管理机构似乎忽视了这一

点，也忽视了将烟草减害视为实现人们更好

健康和福祉的可行途径，这是对为积极分子

意识形态服务的科学的明显无视。

英美烟草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支持

各国政府降低吸烟率和卷烟造成的危害的目

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一种全面

的方法，认识到烟草减害的重要性以及低风

险烟草替代品和尼古丁产品的关键作用。”

“科学在建立对我们产品的信任和理

解，以及鼓励成年吸烟者改用低风险替代品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最近发表了一项

为期一年的经同行评审的glo研究，该研究表

明，与继续吸烟的吸烟者相比，完全改用glo

的使用者在潜在危害的几个指标方面取得了

显著和持续的改善。”叠加每一个新类别背

后的科学机构不断增长，可以向各国政府证

明THP等产品在烟草减害方面的重要性。

英美烟草的glo产品目前
已在全球25个市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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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克纳的超级工厂
基克纳（Geekvape）首席执行官Allen Yang表示，

公司创建了一个基于信息的精益自动制造系统。

公司融合了精益生产和标准化流程管理，以打造

行业领先的精益供应链模式，为客户创造更高体验的产

品和服务。基克纳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了资金流、商

流、信息流与物流合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

化生产，提高了生产力，并通过大规模的自动流水线包

装流程实现了产品的智能化生产。

“升级奇思（Qisitech）工厂后，我们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模式，”奇思总经理表示，“电子雾化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都融入了智能制造。拥有试产车间、

组装车间、注油车间和包装车间等洁净无尘车间。”此

外，公司还配备了包装、测试、组装和激光雕刻机，助

力智能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已实现90%的自动化组装，产

品收得率达到99.8%。

据报道，基克纳正在建设的珠海产业园区，总面积

超过20万平方米，总投资15.5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投

入运营使用。该项目极具创新性和前沿性，将成为推动

传统电子雾化设备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范例。

完整的产业链使基克纳能够提供更加高效、可靠、

优质的客户服务。智能制造提高了基克纳科技公司的竞

争力，使其成为电子烟智能制造的发明者、先驱者和

推动者。智能制造不仅提高了基克纳的财务业绩，推动

了成本控制、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改善，还将推动实现节

能、环保生产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智能制造融合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当代制造技

术，可实现研发、设计、生产、供应和服务的全面智能

化。越来越多的大型制造公司为了应对数字化需求，都在

计划转型升级智能制造。这更有助于企业直接对接客户，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资源使用。

电子烟公司等非传统企业，很早就了解到智能制造

对提高公司核心能力的重要性，并付诸了积极的行动。

近年来，基克纳公司作为领先的电子雾化解决方案

供应商，努力凝聚力量，开展原创性的前沿技术研究，

如今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该公司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好

的电子烟公司之一，公司旗下的GEEKVAPE和GEEKBAR等品

牌已销往70多个国家。

巴基斯坦实施跟踪与追踪系统，显著提高了卷烟制造商的缴税。

巴基斯坦卷烟税收增长26%
为了遏制烟草业的税收欺诈行为，巴基斯坦政府自

2021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追踪系统（TTS）。截至上半财

年，来自卷烟制造商的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6%，达到835

亿巴基斯坦卢比（3.63亿美元）。

这些数据来自总理夏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

if）召集的一次特别会议。该会议旨在审查为制止税收

欺诈和烟草走私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此次会议没有提

供关于追踪系统是否导致烟草消费上升的任何信息。

卷烟价格上涨，以及联邦消费税税率较上期预算大

幅提高，是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官方声明显示，

谢里夫总理命令联邦税收委员会（FBR）主席采取紧急

行动，制止非法烟草运输以及卷烟行业的走私和逃税行

为。大多数烟草公司都安装了追踪系统。

英美烟草将关闭一家瑞士卷烟厂
英美烟草公司证实，今年将关闭位于瑞士的一家卷

烟制造厂，裁员226人。

“英美烟草瑞士公司已最终决定，将邦库尔（Bon-

court）的卷烟生产转移到欧洲境内更大的工厂，并关闭

邦库尔的工厂，”公司声明称。工厂预计将在2023年底

前全部关闭。

该公司曾于去年10月27日宣布，打算关闭位于瑞士

汝拉州的卷烟厂。按照瑞士法律要求，该公司要与劳工

代表和工会进行对话，以提出解决方案。

据Keystone-SDA新闻社报道，经过紧张的谈判，双

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公司将为员工提供“优厚的福利

待遇”，其中包括提前退休，以及提供保证津贴和年资

等。考虑到员工的家庭情况，公司还会提供求职方面的

帮助。遣散工作将贯穿今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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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200名居民的邦库尔，在

工厂关闭后，将失去最大的纳税人。

该公司每年为其800-900万瑞士法郎

的财政预算贡献大约150-200万瑞士

法郎（160-215万美元）的税收。

邦库尔市长Lionel Maître称，

关闭工厂的决定“令人惊愕，感到失

望和绝望以及混乱”。汝拉州政府主

席David Eray说：“让我们明确一

点——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我们

将努力克服它，情况并非毫无希望。

这一决定让我们能够勇敢面对之前所

害怕的后果。”

10家烟草公司向FBR申请品牌
注册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FBR）收

到了八家当地烟草公司和两家跨国

卷烟制造商的“品牌注册证书”的

申请，以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

这些公司包括巴基斯坦烟草公

司（PTC）、菲利普莫里斯（巴基

斯坦）有限公司、开伯尔烟草公司

（KTC）、萨尔哈德卷烟工业公司、

国际卷烟工业公司、环球烟草公

司、Souvenir烟草公司、亚洲烟草公

司、皇朝烟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和印度烟草公司。

FBR根据2021第7号销售税总则

的条款，发布了针对特定行业品牌

名称的全面许可程序。

烟草、糖、化肥、水泥和饮料

制造商必须首先获得FBR的品牌注册

证书。未注册品牌之前，任何制造

商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三宝麟在印尼建新厂并出口首
批Heets

据雅加达邮报报道，三宝麟公

司位于西爪哇省加拉旺的新生产设

施在印尼经济事务协调部长艾尔朗

加·哈塔托（Airlangga Hartar-

to）的主持下正式开业了，标志着

该公司首次出口IQOS Heets产品。

加拉旺工厂于2021年底开始建

设，其生产线于2022年第四季度全面

投入运营，实现投资价值超过1.86亿

美元。

哈塔托表示：“三宝麟的投资

预计将对鼓励创新以及在许多领域

创造经济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包括

中小微企业部门、传统零售业、与

农民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研发能力

建设。”

三宝麟指出，该工厂是公司在

印尼投资和创造经济价值的一部分。

与哈塔托一起出席此次仪式的还

有国家标准化局（BSN）主席Laksana 

Tri Handoko和其他政府官员。Handoko

表示，“我们非常感谢三宝麟在印尼

的投资。不仅仅是投资，而且还带来

了新的创新。这当然是创新的替代产

品的一个典范。”

Handoko补充说，这项投资是三

宝麟在政府面临艰难的全球经济环

境时支持国家恢复经济韧性的举措

的一个切实的例子。

作为政府“印尼制造4.0”目标

的一部分，该高科技生产设施还寻

求支持制造业的转型。

三宝麟总裁Vassilis Gkatze-

lis对印尼政府在建厂期间致力于

维护国家经济稳定表示感谢。他还

强调，三宝麟致力于创造经济附加

值，包括扩大研发能力的扩大、增

加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采购当

地烟草用品、发展中小微企业（包

括传统零售商的数字化建设和能力

建设）、运营数字中心以及提高出

口绩效。

他补充说，“菲莫国际旗下的

三宝麟公司的长期投资证明了我们

对印尼投资和商业环境的确定性投

下了信任票。我希望，我们的投资

也将加强印尼作为国内外投资目的

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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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升华滤嘴棒公司（Essentra Filters）很高兴在此介绍位于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最先进的中国开发中心（CDC）。

该开发中心人员配备齐全，采用久经考验的最佳实践开发新产

品，提供全线专业滤嘴棒，包括但不限于双碳/三碳滤嘴、香料滤

嘴、同轴芯滤嘴、烟纸/BiTech滤嘴，甚至下一代非可燃产品。

该CDC还配备了滤嘴保存实验室，提供独立的卷烟分析。它位

于中国烟草益升华滤嘴（CTEF）公司的工厂内，便于将全新创新快

速转移到CTEF的运营团队。

CDC的历史
2021年6月，CTEF供应了第一批商用滤嘴棒。2021年7月，CDC

开始运营，并且安装了第一台专用机器——碳添加剂机器。

截至2022年底，CDC开发了更多的专用开发机器，例如加热不

燃烧（HnB）三段滤嘴/双滤嘴、同轴芯滤嘴和烟纸机。

CDC的意义
CDC致力于开发更接近市场需求的专业滤嘴，明确授权“在中

国，为中国”而开发全新的中国滤嘴。叠加对中国客户需求的全面

关注，上市时间将大大缩短。

此外，在CDC的助力下，我们现在能够生产少量滤嘴，为客户

提供小规模新原型滤嘴样品或创新滤嘴样品。这解决了之前我们进

口少量产品到中国时面临的复杂问题。

益升华滤嘴棒公司成立
中国开发中心（CDC）

2023年2月，益升华滤嘴棒公司将
改名为Filtrona。

益升华的CDC专用机器系列为中国市场开发专用滤嘴棒。

Sponsored Post
由于距离很近，除了能够及时向客户提

供技术援助外，设立该CDC还有助于了解中

国不断变化的烟草市场。我们与中国当地的

客户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机会。

CDC还举行产品研讨会，展示“在中

国，为中国”而开发的最新滤嘴或行业发

展。

CDC的成功
2022年，CDC为中国客户成功制作了约

200个不同的滤嘴样本。其中大多数是使用

最新滤嘴类型（如涡流/薄壁）制成的复杂

滤嘴。

益升华是业内最早的涡流滤嘴商业

生产商之一。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新颗粒

Cavitec也在开发中。其他进展包括预计于

2023年第一季度投入商用的新型滤嘴。

CDC目前正与一家现有客户合作，用中

国制造的丝束替代进口丝束。CDC负责设计

工作，例如制造用于感官测试和烟雾分析的

样品。益升华还与一家领先的IC签订了HnB

开发合同，CDC将密切配合，专门为中国推

出令人兴奋的下一代滤嘴。

2023年及以后的路线图
开发路线图

•今年第一季度，CTEF将推出一款用于

可燃烟草的三段滤嘴。

•许多HnB项目正在进行中，向新老客户

提供了大量样品。

•许多新的薄壁/涡流滤嘴，将满足我们

客户的独特需求。

CDC也在计划一个研究醋酸纤维素的替

代材料项目，这可能会为中国带来新的机

会，进一步提高所售品牌的吸引力。

随着CDC的成立，我们现在能够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支持中国客户。鉴于经济形势千

变万化，保持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

要，CDC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为中国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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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人 注 目 的 包 装 功
能提升品牌安全

无论是卷烟、雪茄、加热烟草制品，

亦或是雾化烟产品，品牌安全在打击非法假

冒产品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犯罪分子越

来越老练，犯罪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品牌所

有者别无选择，只能加强品牌保护的安全等

级。但是，这些措施必须具有成本效益。

只含烟草和水的产品
Signal是美国Ohserase Manufactur-

ing公司的旗舰卷烟品牌。该公司由美国土

著民族莫霍克族人经营，并以其产品的原真

性引以为傲。近日，该公司执行副总裁贾斯

汀·塔贝尔（Justin Tarbell）在接受《亚

洲烟草》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让烟草

回归到美国土著民族最原始的味道上来，让

人们以原始的方式使用烟草——不添加任何

防腐剂、涂层、加料、调理剂或额外的调味

剂。我们继承了我们的传统，制造的产品只

品牌安全在非法产品泛滥的市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亚洲烟草》在此展示
两个令人兴奋的解决方案。

含有两种成分：烟草和水。”因此，Signal

恰好迎合了人们对纯天然有机产品不断增长

的需求。Signal的产品包括散装烟叶和滤

嘴雪茄。此外，该公司还销售Niagara’s

和Great Country卷烟，Farmer’s Gold和

Ten-Pointer斗烟，以及Dean’s散烟叶和滤

嘴雪茄。

扫描二维码见证“奇迹”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Signal。乍一看，

带有翻盖的硬盒包装并无特别之处，最突出

的设计元素是一位美国土著战士高举着一

只手臂，手中握着一支点燃的火炬。真正令

人惊喜的是，这个战士可以通过AR数字技术

实现动画化。消费者只需使用移动设备的摄

像头扫描贴在烟盒标签上的二维码即可实

现。Ohserase称这种标签为“保鲜密封条”，

这实际上就是行业术语中的“闭合标签”。

中国一些高端卷烟品牌已
采用专用的BOPP薄膜，
但其他市场几乎还未采用
该技术。
图源：苏州印象技术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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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后，会出现一个专门的网

站，然后奇迹就发生了。摄像头继续对准这

位战士，他会突然开始动起来，挥舞着手中

点燃的火炬，做了一个类似“信号”的手势

（能想象出来吗？）。即使倾斜和旋转烟

盒，AR效果也不会消失——除非烟盒过于倾

斜，战士形象变得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实

现这种效果无需下载安装任何应用程序，扫

描二维码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要求。Ohserase

营销总监杰里·斯特劳布（Jerry Straub）

回忆道：“我们发现AR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区分Signal和其他品牌

的方法。经过调查，我们发现2024年AR用户

预计将达到17.3亿人，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品

牌与这一全新功能结合起来，与消费者进行

更直接的互动。”

AR背后的秘密
使用智能手机、ipad、智能眼镜等带

有摄像头的设备，指向静态图像后，都能实

现AR功能。捕获的数据实时发送到远程软件

后，计算机视觉技术会监测摄像头接收到的

流媒体视频，并识别特定的对象，例如Sig-

nal包装盒上挥动着火炬的战士图像。AR项

目类型多种多样，Ohserase选择了一个追踪

平台（基于标记的平台）。基于标记的AR需

要提前了解、识别环境——Signal的战士图

像就是如此。

捕捉图像时，当用户将智能手机镜头对

准图像时，AR应用程序还会追踪相机的微妙

动作。存储在软件中的虚拟内容——例如战

士的动画图像——随后被无缝“叠加”到静

态的包装设计上，让人们感觉战士图像好像

真的在移动一样。软件持续追踪相机图像期

间，动画甚至会随着倾斜度的变化而变化。

只有当倾斜度过于平坦、追踪的图像变得模

糊或扭曲时，AR效果才会消失。

品牌推广无需下载应用程序
当然，展示变幻莫测的AR效果并不是最

终目的。浏览者被“勇士”（Ohserase所称的

战士）形象所吸引，随之产生敬畏之情，紧接

着屏幕下方就会弹出其他标签。这些标签可以

链接到品牌视频、公司网站和“加入部落”忠

诚度平台。斯特劳布说，用户可以选择点击这

些链接，“了解更多关于该品牌的信息，获

得更多有关促销活动和感兴趣的信息，比如美

国土著文化。2023年我们计划增加更多的AR功

能，包括更新3D版本，提供附加链接，进一步

提高我们品牌的知名度和参与度。”

与此同时，贾斯汀·塔贝尔表示，重

要的是这款AR软件不会访问和存储任何有关

个人身份的数据。他确保说：“应用程序只

收集设备位置、二维码的扫描次数和扫描时

间，以及读取代码的设备操作系统。”塔贝

尔还表示，从Ohserase的角度来看，使用AR

功能和查看其他信息，无需安装应用程序是 

“非常好的做法”。“我们认为，重要的是

方便消费者与品牌产生互动……要求消费者

下载应用程序不仅麻烦而且会造成干扰。”

令人懊恼的是（至少在本文作者看来），现

在似乎所有的小零售店、加油站和网店都要

求安装他们的应用程序。
Ohserase	Manufactruing
公司的全部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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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	Tarbell（左）和
Jerry	Straub（右）及其
Signal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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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成本低于收益
正如斯特劳布所说，AR的品牌安全价值在于很难进行设计和复制，当然包

括“创造视觉效果所需的软件应用程序”。他认为，“复制二维码并不难”，

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会将用户始终定向到我们控制的内容上”。换句话

说，对骗子来说，盗用现有的二维码毫无意义。斯特劳布说：“当然，我们可

以在代码中加入二级认证因子，来验证产品的真伪。我们把二维码印在‘保鲜

密封条’上（而不是直接印在硬盒包装上），主要原因是这样更难复制。”

那么，将AR功能作为一种附加的品牌安全措施的成本有多高呢？这个过程

确实存在增量成本，但在杰里·斯特劳布看来，这些成本“不会超过收益”。

不过，他强调，就Signal而言，这并不是“一次性”的营销活动。“对我们来

说，这是与消费者产生持续互动的开始。内容非常关键，我们的目标是让客户

深入了解我们的品牌。其他公司都在寻求削减成本，但我们希望投资于能够区

分我们与竞争对手的功能，同时突出Signal的原汁原味。”

苏州印象技术有限公司CEO胡祖元。

苏州印象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龚春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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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正反面；扫描印在“保鲜密封条”上的二维码，并将移动设备摄像头对准“native	brave”设
计，就能产生令人惊讶的AR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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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薄膜样本举起，背对着光，显示出彩色的
嵌入式全息图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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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薄膜可嵌入任何设计模式，包括品牌logo（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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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吸引力的BOPP薄膜
BOPP（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薄膜广泛应用于包装行业，包括

卷烟、其他烟草制品或电子烟产品的单个收缩包装盒。苏州印象技

术有限公司（SIT）从事激光光学成像业务已有十余年，主要为政府

机构、认证机构和金融部门提供专业的安全解决方案，如全息增强

层压膜和薄膜。该公司最新推出的BOPP薄膜，可以将品牌标志或装

饰图案“嵌入”到实际的材料结构中。

苏州印象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胡祖元向《亚洲烟草》表

示，“在烟草行业，这款新型创新技术产品鲜为人知，尽管价格不

太高。”他表示，这种专用薄膜已经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的防伪功

能，例如光学收缩的身份证、护照、银行卡甚至钞票等，但到目前

为止，用于烟草产品包装仍然“非常罕见”。这可能与人们一直存

在的误解有关，即热敏性收缩薄膜和产生热量的激光束不能很好的

匹配。

微纳结构是关键
不过，苏州印象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经理龚春燕（音译）消除

了这些担忧。“我们已经克服了将BOPP薄膜与激光光学成像‘相结

合’的难题，”她表示，“首先，我们对BOPP原材料的性能进行了

优化，使微纳结构在初期的热成形过程中不会产生‘收缩效应’，

这个难点在于如何对结构频率和收缩率进行匹配。事实上，现在嵌

入全息图案的BOPP薄膜，在经过两次加热后，可以满足包装的高速

收缩需求。”

龚春燕表示，为了将选定的图像嵌入到优化后的BOPP薄膜中，

首先必须将原图转换为“可以处理微纳结构的工程图纸。由于数据

量大，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这一点。”她说，“母版

生产过程类似于半导体光刻工艺，激光只是一个能量释放装置，通

过电化学沉积形成金属压印模板。”然后将得到的母版覆盖在钢成

型辊上，通过加热和加压形成与母版相同的微纳结构的膜面。“将

微纳结构进行着色，以形成特定的图像信息，换句话说，就是现在

嵌入的图像，”龚春燕表示。

这个过程需要用到电子束加工设备，因为前面提到的光刻工艺

往往需要调整，以适应在安全印刷领域不断提高的微纳结构的分辨

率。“硬件和操作软件都很复杂，”龚春燕表示，“据说这类设备

的安全性和防伪性能非常高。”但是，采用的工艺和材料也至关重

要。“对于BOPP光学收缩薄膜来说，应尽可能的保持较低的成型温

度，保证完整的包装收缩率，”龚春燕指出。

造假者很难复制
龚春燕认为，在产品包装允许的情况下，这种专用薄膜可以作

为附加的品牌安全保护层。显然，在强制要求烟草产品实行平装的

市场上，嵌入品牌标志（或“有吸引力的设计元素”）的收缩薄膜

是绝对不行的。然而，在可以合法应用的市场，这种薄膜的品牌安

全性能最高。因为这款薄膜的生产工艺很复杂，而且需要专业的技

术，任何头脑正常的造假者都不敢涉足这

个领域。与此同时，龚春燕也表示，根据订

单量的不同，这类BOPP薄膜“比普通薄膜贵

1.5-2倍左右，因为微纳结构的母版制造成本

比较高。”她还表示，母版的使用寿命“非

常长，因此大量订购的话，生产成本也会降

低。”

目前，除了部分中国卷烟品牌外，其他

地区几乎没有烟草产品品牌使用这种先进的

技术，这正是尝试采用这项技术的好时机。

毕竟，“除了具有较高的安全功能以外，这

种光学收缩薄膜还能为品牌提供丰富多彩的

动态3D包装风格，使其能在货架上脱颖而

出，”胡祖元表示，“正如我们所说，这是

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效果。”

Signal销售范围将扩至全球
据Ohserase公司的营销总监杰

里·斯特劳布介绍，Signal于2006年

3月在美国市场推出KS型号（加长过滤

嘴长支香烟）的硬盒包装，包括“浓

烈”、“平顺”和“薄荷醇”三种口

味。产品推出的第一年内，还推出了

100支的软盒包装，提供“超顺滑”

和“薄荷醇平顺”两种口味。不久

后，软盒包装又推出“浓郁”、“薄

荷醇Max”和“顺滑”。

由于全国的消费者更喜欢硬盒包

装，软盒包装最终退出市场。到目前

为止，Signal仅在美国销售。不过，

斯特劳布称，该品牌已引起全球关

注，Ohserase公司计划“2023年在其他

市场推出这个品牌”，不过拒绝透露更

多的细节。如果取得成功，Signal将成

为首个在全球销售的纯天然美国土著卷

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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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烟液、雾化烟和加热不燃烧

（HNB）技术的功效在新的一年受到质疑，

这些“更安全”的下一代产品（NGP）与备

受诟病的传统可燃/热解烟草制品的法规和

相对安全性也受到质疑。

在这些不断发展的产品领域中，一整

套“良好”的科学证据在过去30年左右一直

保持增长，产生了令人信服的利益主张。这

对研发者、消费者，甚至所谓的公共健康利

益来说，往往是相互矛盾或违反直觉的。数

十亿纳税人和私营企业的资金已投入到卓越

的和开创性的科学研究、计划和模型中，以

明确证明这些不断增长的NGP产品系列的相

对安全性（或相对危险性）。

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必须经过同行评审

（而不仅仅是独立观察），以验证科学实验

计划设计的可持续性、证据的有效性，最后

重要的一点是验证任何结论所需推论的总体

统计意义。当然，这些结论可能从未预测过

这些新产品的功效或负面生理影响；它们基

本上仍然是将生物活性原理高度精细化的输

送系统传输到人体生物系统。

“良好”的科学证据
为NGP的未来铺路

在这场反吸入式设备的斗争中，另一

个主导力量是“烟枪”（此处为双关），代

指可以在有限的公共区域吸烟的成年用户。

有大量证据表明可燃吸烟产品的主流烟雾

和侧流烟雾的危害性。鉴于对非消费者和消

费者都有明显的滋扰因素，消费可燃吸烟产

品的有限区域应该受到欢迎。但是，对于这

些NGP产品可以在哪些区域消费，例如飞机

上、工作场所、社交场所、家庭内、车上，

尚未有明确的信号——鉴于公共卫生挑战，

所有这些都在不断调查和修订中。

因此，鉴于上述关于可燃产品中主流/

侧流烟雾的“危害性”的科学和毒理学证

据，我们下面讨论雾化烟领域，“雾化烟使

用者”是新型气溶胶产生设备的消费者。这

些设备是完全创新的电子芯片驱动设备，旨

在为消费者提供一些全新的、“更安全”的

生理活动满足感，同时，也希望为非消费者

带来一些明显危害更小或不那么令人讨厌的

体验。

因此，“烟火技术”相关的尼古丁输

送系统已退出舞台，面向未来设计的“更安

传统卷烟与下一代产品并
行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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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品的时代已经到来。后者包括基于电子烟液的输

送系统（无烟草）的电子烟，还包括加热改良烟叶/再造

烟叶/含有烟叶/芽/花等天然产品的形式。这些新的产

品浪潮已经被消费者和立法团体中的新词汇所取代，例

如：类烟、笔式、雾化仓、雾化器、加热线圈、陶瓷加

热器、加热棒、感应管、填充式、一次性、电阻法、雾

化吧……等等的词汇还有很多。

社交媒体和播客上的雾化烟休息吧已展开“云竞

争”。现在有终极电子烟吧，据说每支电子烟能抽吸600

口。技术当然是向前发展。当你急切地从纸质烟盒中取

出一支含有烟草的可燃卷烟，然后成功用明火点燃——

或者如果你在汽车里，用打火机点燃时，这与雾化烟或

电子烟有天壤之别。

现在好戏继续上演，社交媒体齐声欢呼，针对Z世代

的产品评论、性能、直播网红博客和见证分享全天候持

续更新，提供有关材料选择、如何使用/组装或操作这些

新电子设备的信息，以获得最佳的抽吸体验。购买者/询

问者可以通过网站上各种模棱两可的安全滤镜“在线”

购买这些无数的技术奇迹，然后给出各种虚假评价。

这项表演的最后一幕是，消费者、权威机构、好奇

的潜在用户如何开始量化这些新技术交付系统所谓的好

处？简单的答案是利用优秀的科学和工程洞见，并在特

定条件下对这些设备进行受控协议状态测试。在市场上

获得“更安全”产品所需的特定指导方针内，该方法提

供了竞争产品性能之间的非常必要的比较结果。

为此，国际组织和各国组织纷纷效仿或抢先各种输

送系统性能的产品设计，从而限制各种设备中使用的烟

液、垫片、烟弹等的原材料质量和数量。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这些有据可查的问题上采

取了果断行动。欧盟委员会及其相关专家委员会也一直

在积极主动地通过烟草产品指令（TPD）提供这些领域

的指导和法律要求，不久将与TPD3立法一起颁布。此

外，WHO及其TobLabNet国际协会就《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规则第9条和第10条的最终制定密切合作。此外，

全球认证检测实验室快速增长，补充了监管机构和制造

商需使用的数据库日益增加的情况。但多方仍表示需要

更密切的合作和数据共享，有意义的法规和市场控制机

制，以管控在全球市场上不断推出的新产品，有的市场

试图绕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产品限制。

鉴于上述NGP无论是在网络开放市场上，还是在实

体组织中都可买到，那么，这些新设备的开发人员、生

产商和营销团队将现实地解决这些新技术创新所声称的

好处。向公众展示的各种新形式的论文均是基于“控制

或受控限制”，只有最详细和最具体的参数定义才能允

许更安全的市场产品在完全合规的情况下认可准入，而

不是试图对商品和原材料进行“涵盖所有可能性”的一

般性陈述。

关于这类争议的一个例子是，世界各地的一些立法

机构采用了“特征风味”一词（而在其他立法机构中，

这一术语尚未被采纳），导致由于虚假数据而否定针对

成人的风味。该否定提出，为了更好地接受市场产品或

使产品对某些潜在消费者群体更具吸引力，可接受或不

可接受的风味特征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事实上，最令人

担忧的是，具有明确的“较低健康风险”的完全可接受

的产品在市场上受到阻碍，或被下架，比如雾化产品或

尼古丁袋等其他输送产品。

当然，最终的裁决将取决于总体流行病学研究和

临床结果，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确保在全球

市场上推出切实是低风险的产品，反对由于过分热衷地

应用误导或误解的“良好科学”而人为强制找共同的风

味。消费者应该得到感官上可接受、能提供最大满意

度，同时被证明是更安全的产品，以改善消费者及其周

围人的公共健康和福祉。

注：本文仅包含并表达作者的观点，但不代表《亚

洲烟草》的观点。

参考文献：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Tobacco Prod-

ucts Regulation: Building laboratory testing capacity 
report - WHO - 2018 - ISNB 978- 92-4-15504-6. bit.
ly/3J43LBN

- European Union Commission - Tobacco Product Di-
rective 3 ( TPD3) -- Delegated Directive EU (2022/2100 
- Nov 3 2022). bit.ly/3QXFBuw.

- Vaporizers, E Cigarettes and Other 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 ENDS) – Global Market Re-
port 2022 – Research & Markets report.

- Flavored Tobacco Products : An Educational 
Roundtable - UC David Health Dept. library .. 2022. 
bit.ly/3J7rilb.

”云竞争”已成为社交媒体和社交场合的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营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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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ini”是印度次大陆和邻国特有的

传统烟草产品，在中东也很流行。在西方，

它经常被误称为“印度咀嚼烟草”或“印度

鼻烟”。事实上，尽管它确实包含咀嚼烟草

和鼻烟的某些特征，但并属于二者。最近新

出现的一个术语是“滤嘴棒khaini”，这使

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尽管如此，现代的“滤

嘴棒khaini”的确是西式的，很大一部分是

袋装鼻烟。尽管瑞典火柴公司是全球传播鼻

烟不可否认的先驱，但越来越多的印度制造

商发现这种无烟烟草产品是一种有利可图的

新增收入渠道。

滤嘴棒khaini兴起
两家代表公司分别是德里的Harsh In-

dustries公司，以及总部位于印度北部旁

遮普邦的Mahak公司集团的成员之一——

Lachhman Dass Amarnath (A.V.)公司（以下

简称LA集团）。但也有其他公司开展了该项

业务，比如印度Dilbagh集团的分公司AVB国

际公司。AVB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专

目前，无烟烟草产品需求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印度公司把鼻烟作为新增收
入的渠道。

鼻烟制造再度兴起于印度LA集团的绿龙“滤嘴棒
khaini”
图源：LA集团

注于其滤嘴棒khaini和白鼻烟业务，并且声

称目前是印度该产品领域唯一一家符合cGMP

标准的制药级认证工厂。

与此同时，Harsh Industries可以被

视为这一新兴产品领域的开拓者，早在2002

年就推出了首个品牌Chaini。随后分别于

2004年和2006年推出了柠檬味的BT和薄荷味

的Tara。然而，直到2022年，该公司才推出

了主要针对俄罗斯市场开发的两个最新品

牌——Chewah和Oddrin。Chewah是由一种非

常强烈的烟草混合物制成的，并带有薄荷

味，但Oddrin是由相当温和、无调味的混合

物制成。

Harsh Industries公司的国际营销和

销售总监Nittin Gupta表示，该公司非常明

智地决定将上述产品系列添加到其产品组合

中。Nittin对《亚洲烟草》表示，“印度消

费者长期以来都很喜欢khaini。所以我们认

为，提供一种更优质的‘滤嘴’版烟草可能

更好，这种烟草比传统khaini对健康的危害

更小。我们的预感是对的，我们的品牌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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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之惑
“滤嘴棒khaini”一词由

印度制造商创造，用于描述在欧

洲和北美通常被称为“鼻烟”的

产品。LA集团的Vikas Grover

解释道，“滤嘴棒khaini最初是

由一些印度制造商开发的，目

的是在西方市场与瑞典鼻烟竞

争。但在印度推出时，它被重新

命名为‘滤嘴棒khaini’，以引

起印度消费者对真正的khaini的

喜爱和共鸣。滤嘴棒当然是指

大部分袋装产品，其材料与茶

包或咖啡过滤纸非常相似。与

此同时，Grover同行的AVB国际

公司的的合伙人Shivam Bihani

在最近的一次烟草博览会上对

《亚洲烟草》表示：“‘滤嘴

棒khaini’不是伪装成鼻烟的

khaini。它又的确是鼻烟，但是

根据不同市场的客户偏好调整了

风味。”LA集团等一些公司开始

将他们的西式产品称为“滤嘴棒

烟草”或“滤嘴棒鼻烟”，而亚

洲版本继续以“滤嘴棒khaini”

销售。

出口到许多市场。当然，我们大获

成功后，其他大约20家公司也开始

陆续推出自己的品牌。”

从湿鼻烟到滤嘴棒khaini
LA集团在生产湿鼻烟和其他无

烟烟草产品方面拥有数十年的专业

知识。然而，直到2020年，该公司

才最终推出了其首个滤嘴棒khaini

品牌Gold Rush，中等浓度，由印度

烟草和明亮的弗吉尼亚烟草的混合

物制成，并添加了柠檬、薄荷和薄

荷醇的味道。LA集团的业务发展总

监Pushaan Grover表示，Gold Rush

目前主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2022

年推出了Green Dragon，这款产品

回归传统的khaini，采用印度的豆

蔻和熟石灰（氢氧化钙）混合香料

为烟草混合物调味。Pushaan Gro-

ver向《亚洲烟草》透露，该公司还

有一种玫瑰风味的产品非常受中东

消费者的青睐。

成为卷烟的绝佳替代品
Harsh Industries公司的Nit-

tin Gupta观察到，“无烟烟草产

品是卷烟的绝佳替代品。你可以在

任何地方享用，不会违反反吸烟法

律。而且全球需求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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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上市时间	 分类	 风味	 主要市场
Chewah 2022年 滤嘴棒烟草 强浓度烟草+薄荷 俄罗斯

Oddrin 2022年 滤嘴棒烟草 淡味烟草 俄罗斯

Chaini 2002年 滤嘴棒khaini 中等浓度的烟草 全球

BT 2004年 滤嘴棒khaini 烟草+柠檬 全球

Tara 2006年 滤嘴棒khaini 烟草+薄荷 全球

Harsh	Industries：产品概述

LA集团：产品概述
品牌
Green 

Dragon

Gold Rush

上市时间

2022年

2020年

分类
滤嘴棒

khaini

滤嘴棒烟草

风味
烟草+香料混合(小豆蔻，

玫瑰，麝香，柠檬，薄荷)

烟草+柠檬，薄荷+薄荷醇

主要市场
印度，中东

中国，美国

LA集团的Vikas（左）与Pushaan	Grover（右）参加世界烟草展（中东站）。

图
源
：
LA
集
团

他说，欧盟大部分地区（北欧国家

除外）仍然禁止鼻烟以及滤嘴棒

khaini，这丝毫没有让他感到困

扰。他说，“过去几年，我们一直

关注俄罗斯及其邻国，该地区的鼻

烟市场繁荣。除此之外，中东同样

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希望与一

家当地公司合作，率先在那里开展

销售。”

回归印度
有趣的是，滤嘴棒khaini显然

也在其祖国印度产生了影响。无烟烟

草产品素来是印度的大生意，拥有约

2.6亿用户的庞大消费群体。然而，受

到海外成功的鼓舞，当地制造商借助

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现已把滤嘴棒

khaini引入印度市场。Pushaan Grover

的父亲Vikas Grover是LA集团的执行

合伙人，也是印度无烟烟草联合会的

成员，他说，“滤嘴棒khaini成功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散装的。上唇的

小袋不易辨认，这是它的独特卖点。

大约20年前，大部分鼻烟（或滤嘴棒

khaini）在印度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

概念，尽管当时大量的散装（传统）

khaini也在销售柜台上出售。”

Harsh	Industries公司的Chewah在俄罗斯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滤嘴棒烟草品牌。

图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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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n
du
st
ri
es

Harsh	Industries公司的国际营销与销售负责
人Nittin	Gu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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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NEWS 烟叶新闻

马拉维的《烟草业法案》旨在防止农民被剥削。

津巴布韦烟农亟需低价发电机燃料
由于水位过低，津巴布韦卡里巴南部水电站的发电

量大幅下降，电力资源颇为紧张。烟草种植者不得不寻

找更低廉的发电机燃料，保护烟草作物。

考虑到水位过低，负责管理卡里巴大坝的赞比西河

管理局（ZRA）命令津巴布韦电力公司停运这家全国最大

的发电厂，导致五年多来最严重的电力短缺。

代表农民的游说组织津巴布韦烟草协会（ZTA）表

示，农场的电力供应平均每天只有7个小时，占电网供

应或需求的30%。ZTA首席执行官Rodney Ambrose在给

土地、农业、水利、渔业和农村发展部长的一封信中

说：“因此，这意味着农场所需电力的70%必须通过使用

发电机和消耗大量的柴油发电，这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确保烟叶烘烤和加工，烟草农场需要24小时

连续供电，”他补充说。“烟农需要立即通过承包商或

政府设施，获得价格优惠的柴油，用于发电机。”

据Ambrose表示，农场电力将使开支上升到 “烟草

不再具有竞争力，农民生计受到严重威胁”的程度，因

为每公顷的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中马绍纳兰省的一位高级农学家敦促烟草种植推广

人员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农民改进种植方法。

Lazarus Gatawa说：“实地评估表明，越来越多

的烟草作物由小规模农户种植，这是产量增加的一个指

标。因此，产品的最终质量将是农民生产力的一个关键

推动因素。早期的降雨是当前烟草季节比之前提前开始

的原因。更多的烟草将涌入市场，烟叶质量成为有竞争

力的关键决定因素。”

他说：“鼓励推广人员给烟农，特别是小规模烟

农，提供最好的技术指导，让他们种植出高质量、高等

级的烟叶。作为农学家，我们要确保推出定期、有效的

实地考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潜力，并为国家种

植出更优质的作物创造强有力的影响。”

“作为推广人员，我们必须确保在每个烟草生产周

期阶段，努力推动更好的耕作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农

民有效地管理除草制度，进行两阶段的抑芽控制操作，

控制芽虫和害虫。并根据作物的种植时间和作物的生长

情况，在长出14-18片叶时，进行适当的抑芽处理，”他

补充说。

马拉维《烟草业法案》将提交议会予以通过
据马拉维农业部称，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反

馈，新的《烟草业法案》将提交给议会。

农业和技术服务主管Alfred Mwenifumbo表示，政

府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提交新的法案讨论

通过。

Mwenifumb强调了这一法案对烟草业的意义。他

说，烟草在全球范围内消费，因而烟草是一个动态发展

的行业。同时，也有与环境和人权有关的问题。目前的

法案将有助于“带来理智”。他还说，法律需要改变，

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马拉维议会于2018年批准《烟草业法案》，禁止烟

草买家参与烟草的运输、分级或种植。法案还将烟草协

会的会员人数从3000人扩大到5000人。该法案旨在防止

农民被剥削，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因为农民是在价格

未知的情况下签署的合同。

印度政府援助普拉卡萨姆受灾烟农
在普拉卡萨姆联合区（种植烟草的Ongole地区，包

括南部深色土壤/SBS和南部浅色土壤/SLS），突如其来

的曼杜斯旋风带来强降雨，数千公顷作物损失巨大，致

使数千名农民陷入困境。

根据政府数据，在2022-23年产节，农民在联合区

的所有11个烟草拍卖平台控制区（5个SLS地区，6个SBS

地区）种植烟草。其中，雨水波及约20,000公顷的烟草

种植园。受影响的种植园正处于剪叶的最后阶段。在受

影响的区域，约有90%的烟草作物向下卷并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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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最近种植的烟草作

物被淹没在雨水中缺乏光合作用，

正在腐烂和死亡。

为了重新种植烟苗，农民正在

寻求政府和烟草委员会的援助。烟

草委员会执行主管Addanki Sridhar 

Babu表示，农民福利基金将向所有

作物受损的烟农提供1万印度卢比的

财政援助。

巴基斯坦烟草需求量创历史新高
烟叶经理和烟草制造商称，今

年的烟草需求量将创下历史记录，

从去年的5357.5万公斤增长到8580

万公斤。

买方通过巴基斯坦烟草委员会

（PTB）宣布的这种高需求，致使国

内外烟草公司代表争先恐后与农民签

署协议，有的甚至在种植现场签约。

2019年烟草需求量为4560万公

斤，2021年为5648万公斤。种植者

和行业代表一致认为，明年8580万

公斤的需求量将达历史最高水平。

用于卷烟生产的弗吉尼亚烤

烟（FCV）需求量最大，为8270万

公斤。其中，7170万公斤在平原地

区种植，1000万公斤在亚山区种

植，100万公斤在旁遮普省种植。

奥卡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种植的

深色晾烟（DAC）的需求量为170万

公斤，日晒烟黄花烟（也称为白帕

塔）需求量为56.5万公斤，浅色晾

烟（也称为白肋烟）需求量为36万

公斤。

预计3750万公斤的弗吉尼亚

烤烟将用于出口，剩下的4830万公

斤将由巴基斯坦本土的国内外卷烟

制造商和小型卷烟生产商收购。据

巴基斯坦烟草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表

示，企业、经销商和代理商在2021-

2022年收购了2240万公斤烟草，总

金额为7730万美元。预计今后会赚

取更多的外汇。

印度FAIFA呼吁公平对待烟草
种植业

全印度农民协会联合会（FAI-

FA）表示，印度合法烟草产品的税

收负担，严重影响种植者的利益，

需要像对待其他农产品一样公平对

待烟草业。

FAIFA代表安得拉邦、特兰甘

纳邦、卡纳塔克邦和古吉拉特邦种

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利

益，要求将出口产品退税（RoD-

TEP）的好处扩大到烟草业。

FAIFA主席Javare Gowda在一份

声明中说：“我们敦促政策制定者

在即将到来的联邦预算中做到合理

和公平。不要采取任何影响国内合

法产业的做法，否则将对烟农的生

计造成严重影响。”

FAIFA还要求财政部长Nirmala 

Sitharaman“像对待其他农产品一

样对待烟草作物。不要增加印度合

法产品的税收负担，这将对烟农产

生不利影响”。

FAIFA秘书长Murali Babu提醒

关注弗吉尼亚烤烟烟农的困境。他

说，由于消费者购买不使用国产烟

草的非法烟草产品，高额的税收使

烟草种植者感到紧张。

Babu说：“印度对烟草作物高

度依赖。政府必须采取合理负责的行

动，平衡卷烟和其他形式烟草之间的

价格，遏制非法烟草市场（以合法烟

草市场为代价）的急剧增长。非法烟

草市场正在危害种植者的利益和政府

的烟草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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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许多商业领域造成了严重破

坏，许多烟草商人可谓千难万险，也有一些

人由于无法应对疫情带来的多重挑战而永久

破产了。然而，在后新冠时代，形势逐渐好

转，一些新公司应运而生。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不容小觑
谈及非洲烟草，津巴布韦、马拉维、

莫桑比克，以及赞比亚和南非（在较小程

度上）等国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然而，肯

尼亚和坦桑尼亚同样种植大量作物。伊克巴

尔·兰巴特博士（Dr. Iqbal Lambat）是一

位经验丰富的行业资深人士，足迹遍及环

球。2022年6月，他在《亚洲烟草》的采访中

提到，“肯尼亚长期以来一直在生产具有良

好化学性质的优质弗吉尼亚烤烟（FCV）。然

而，该国的绿叶打叶领域一直不稳定。环球

新冠疫情已蔓延三年，一些烟叶公司举步维艰，但也有公司在此期间发展壮大。

后新冠时代涌现出新
的独立烟叶供应商

位于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
龙目岛的FCV烟田。
图源：PT. Andalan Asia 

Tembakau

烟叶公司退出了，联一国际公司也退出了。

农民真的毫无选择，只能继续生产。”另一

方面，根据兰巴特的数据，坦桑尼亚是一个

相当稳定的生产国，每年生产高达14万吨的

半调味茄芯FCV，以及少量深色烤烟（DFC）。

G4	Agro公司抓住时机
坦桑尼亚最新的一家公司是G4 Agro，

总部位于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旧都），

于2021年成立，当时疫情终于显示出明显的

缓和迹象。运营总监迪克森·恩丹加（Dick-

son Ndanga）表示，该公司约与1000名小农

户签约，他们每个人平均种植面积在1-1.5

公顷之间。他说，每家农场的产量约为2吨

烤烟，G4 Agro在2021/2022产季能够收购约

2500吨FCV。与往常一样，除了加工和销售

外，该公司还为其承包商提供扩展服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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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Kusuma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最近出席了烟草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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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师建议，以稳定和增加作物产量。在客户方面，G4 Agro除了提

供全叶和叶片外，还提供烟丝，并可以根据买方的规格制作混合物。

“非洲最好的烟草”
G4 Agro的绝大多数农民位于希尼安加（又名卡哈马）和盖塔地

区，而坦桑尼亚的主要烟草产区是塔波拉、辛吉达和姆贝亚。恩丹

加指出，“姆贝亚和卡哈马地区的烟草是非洲最好的，而塔波拉和

其他地区的烟草可以与其他非洲国家的烟草媲美。”

联一国际目前仍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国际买家。然而，恩丹加披

露，最近该公司面临着来自姆克瓦瓦烟草烟叶公司（Mkwawa Tobacco 

Leaf）的日益激烈的竞争。据悉，姆克瓦瓦烟草烟叶公司是一家新成

立的本地公司，获得了环球烟叶公司和日烟国际的大量资金支持。

一年多前，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烟草行业参与者在坦桑尼亚展开激烈

竞争，但这并没有阻止G4 Agro决定开始营业。董事总经理Alphonse 

Choma表示，有一个主要考虑因素，“我们意识到，过去两个产季产

量过剩，许多农民无法出售他们的收成。G4 Agro希望成为解决方案

的一方，确保农民能够找到人采购他们的作物并按时付款。”

瞄准亚洲的潜力
G4 Agro公司专注于卷烟级烟草，正在推行直销战略，旨在向大

型商家和烟草制造商供货。尽管如此，恩丹加还是欣然承认，到目

前为止进展艰难。“我们只在非洲和欧洲积累了潜在的买家，但事

实上还没有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达成最终的交易。”也许是由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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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Kusuma在位于印尼东爪哇博佐内戈罗的Kareb	GLT工厂检查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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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缓慢，该公司现在也将中东和北非以及大亚洲视为潜在的销售区

域。Choma表示，“从整体上看，亚洲是一个真正的新兴市场，财团

和官僚机构比其他地方少得多。我们很乐意与任何对我们优质的坦

桑尼亚烟草感兴趣的人合作。”也许可以建议Dickson Ndanga瞄准

印度尼西亚……

业界资深人士创立新公
司Andalan	Asia	
Tembakau 

亨利·库苏马（Henri Kusuma）以前在

他的大本营东爪哇为三宝麟（Sampoerna）公

司和联一国际公司供货，为许多业界人士所

熟识。凭借丰富的经验，库苏马最终决定于

2021年3月成立自己的公司——Andalan Asia 

Tembakau有限责任公司。库苏马集公司所有

者、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于一身，“公司起步

之初规模很小，目前只有9名全职员工，仓库

工人和装卸工的人员通常不稳定。”该公司

的行政办公室位于巴厘岛，只需穿过巴厘岛

海峡到达爪哇岛的东端即可。然而，该公司

的仓库位于东爪哇的Karanglo Malang市，这

是印度尼西亚主要的烟草生产地区之一，也

是该国许多烟草产品制造商的所在地。库苏

马解释说，“这样我们可以在泗水机场轻松

办理集装箱通关，然后将其运送到玛琅市的

储存设施。地理位置接近该地区的客户，也

为我们省去了物流方面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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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进口业务，缓解长期短缺问题
库苏马表示，Andalan公司目前约90%的营业额来自实际的烟草

进口，通常从“大型海外贸易伙伴”处采购烟草。主要供应印度尼

西亚卷烟厂，进口来自多个国家，包括津巴布韦、土耳其、希腊、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库苏马说，“这些进

口产品对印度尼西亚制造商来说绝对至关重要。

尽管印尼的烟草种植部门发展迅速，但其对卷烟烟草的需求量

长期短缺，每年短缺约12万吨，因此需要进口。”库苏马说，2021

年，该国不得不进口价值约5.86亿美元的卷烟烟草。这不是一个小

数目。然而，该国也是一个相当繁忙的出口国。但是，库苏马表

示，该公司主要经营Besuki TBN或Besuki NO等雪茄茄衣和茄套品

种。Andalan目前的出口比例很小，仅占当地农场年总交易量的10%

左右。库苏马透露，“出口量可以细分为大约70%的龙目岛FCV，而

雪茄等级由大约20%的Besuki NO和10%的Besuki TBN品种组成。”

暂时坚持开展进口业务
库苏马表示，Andalan公司目前并没有真正专注于出口。“卷

烟厂进口业务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除了烟丝，该公司还提供来

自津巴布韦的膨胀烟梗和来自塞尔维亚的再造烟叶。虽然库苏马并

没有断然否认最终会成为一个更积极的出口

商，但他坚持进口也许是对的，至少目前是

这样。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印尼本季也面

临着作物短缺，据库苏马估计，这种短缺将

徘徊在10%至15%之间，这可能会给当地卷烟

制造商带来更大的压力。库苏马说，“农作

物的质量也会下降，但预计的短缺已经大大

推高了今年（当地农产品）的价格。当然，

国内工厂别无选择。他们需要烟草……这就

是我们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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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莫国际调整区域结构及高管
任职

菲莫国际公布了最新的区域结

构及高级管理层变动的消息，以确

保公司持续增长，继续引领国际多

品类市场，并加速推进公司迈向无

烟的未来。

菲莫国际CEO雅切克·奥尔扎克

（Jacek Olczak）表示：“我们正在

调整公司的区域结构，进一步支持我

们无烟业务的增长，加强以消费者为

中心，并加快创新和部署速度，这一

切都符合我们到2025年实现大部分净

收入来自无烟业务的雄伟目标。新的

区域结构将为进一步发展高级人才创

造新的机会，提升管理层在未来几年

引领菲莫国际朝着无烟未来方向前进

的动力。我对我们员工的卓越能力和

雄心充满信心，并祝愿他们在新的岗

位上一切顺利。”

2023年1月底前，菲莫国际把业

务经营范围从目前的6个区域调整为

4个，新任命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 Paul Riley，现任东亚及澳

大利亚地区总裁，将被任命为东亚、

澳大利亚及菲莫国际免税区总裁；

• Frederic de Wilde，现任

欧盟地区总裁，将被任命为南亚及

东南亚（SSEA）、独联体（CIS）、

中东及非洲（MEA）地区总裁；

• Massimo Andolina，现任运

营业务高级副总裁，将被任命为欧

洲地区总裁；

• Deepak Mishra，将继续担

任美洲区域总裁。

• Drago Azinovic，现任中

东、非洲及菲莫国际免税区总裁，

将在过渡期后离任。

此外，以下任命也将生效：

• Marco Mariotti，现任东欧

区域总裁，将被任命为独联体、中

亚及以色列地区总裁，向Frederic 

de Wilde汇报工作。

• Stacey Kennedy，现任南

亚和东南亚地区总裁，将被任命为

菲莫国际美国业务的CEO，向Deepak 

Mishra汇报工作。

• Scott Coutts，现任全球

制造副总裁，将接任Massimo Ando-

lina，被任命为运营业务高级副总

裁，向Jacek Olczak汇报工作。

新的区域结构能更好地契合菲

莫国际在全球约180个市场的业务战

略，目的是在IQOS取得两位数增长

的市场上，加速推动无烟产品的增

长。同时，在2024年前尚未涉足的

市场上（包括全球最大的无烟产品

市场美国），推动从卷烟向无烟产

品的过渡。

香港海关破获20年来最大规模
黑市卷烟案件	

香港海关人员在2022年突破记

录，查获了7.51亿支非法卷烟，价

值20.7亿港元（2.65亿美元）。这

也是自有记录以来的20年内，查获

黑市卷烟数量最多的一次。

如果合法进口这些卷烟，今年

的相应税额将达14.3亿港元。

根据海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截

至2022年12月29日，查获的非法卷

烟数量比2021年增加了76%，这也是

创纪录的一年。2021年，海关人员

查获烟草制品2.05亿支，价值5.63

亿港元，查获假烟4.27亿支，价值

11.7亿港元。

香港海关税务罪案调查科高级

督察John Yip Lap表示，海关严格执

法，查获了多起大宗非法卷烟。随着

世界各地新冠疫情监管政策放松，物

流服务逐步恢复，烟草走私者加紧通

过海路将非法货物运入香港。

日本烟草集团连续第四年荣膺
CDP“应对气候变化A级名单”

日本烟草公司因其在企业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突出贡献，再次获得

全球环境非营利组织CDP的认可。这

是日本烟草连续第四年跻身CDP应对

气候变化的“A级名单”行列。

2022年，参与CDP环境信息披

露项目的公司超过1.5万家，全球入

选“气候变化A级名单”的公司有

283家，其中日本公司有74家。这是

日本烟草继2016年、2019年、2020

年和2021年之后第五次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获得认可。

2019年，日本烟草集团发布“日

本烟草集团2030年环境计划”，披露

了公司在商业环境方面的变化，其中

能源与排放、自然资源和废物处理是

重点关注的领域。该公司为减少对气

候变化影响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引

入可再生能源，减少商业活动以及原

材料和服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日本烟草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可

持续发展官Hisato Imokawa表示:“我

们很荣幸，日本烟草连续第四年入选

CDP‘气候变化A级名单’。这反映了

我们在减少环境足迹和加大信息披露

透明度方面的持续努力。作为一家领

先的国际公司，我们相信，解决全球

环境问题，尤其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问题，是我们业务管理的基础。”

“2022年2月，我们更新了‘日本

烟草集团2030年环境计划’中的‘能

源与排放’目标，旨在到2030年实现

碳中和，到2050年实现整个价值链的

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日本烟草集团将

继续履行我们对环境的责任，维持利

益相关者的信任，为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日本烟草集团关于范围1、2和3

排放的2030年温室气体（GHG）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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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被认为符合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制定的标准。

日本烟草集团将可持续发展置于其管理议程的首要位

置，该公司的员工正携手努力解决ESG问题。为确保后代

有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环境，日本烟草集团致力于通过

应对更广泛的社会及集团价值链中的环境挑战，实现企

业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联一公司赞助马拉维小学课后活动项目
联一公司与Pyxus农业有限公司发起一项联合倡

议，旨在为马拉维小学赞助课余活动材料，这一倡议被

认为有助于提高学生入学率。

联一公司和Pyxus公司通过马拉维国际象棋协会

（Chessam），在多瓦、恩奇西、卡松古和姆钦吉等中部

地区的小学赞助“课后国际象棋计划”，以打击烟草种

植区的童工现象。恩奇西区议会教育主任朗内克斯·班

达（Ronnex Banda）表示，收到足球和棋盘等室内外游

戏材料的学校入学率有所上升。

班达以奇洛沃科的马坎达小学为例，该校的学生人

数从去年的1800人增加到今年的2635人，这都归功于课

余活动。

多瓦镇Chunzu小学校长克里斯托弗·曼达（Chris-

topher Manda）表示，捐赠课余活动材料后，该校今年

的入学人数从1300人增加到1600人左右，周边地区的童

工现象也有所减少。“自从这所学校引入了这些体育活

动，辍学的人数大大减少，现在很多孩子都被国际象棋

等体育活动所吸引，因而一直坚持来上学，”曼达说。

联一烟草马拉维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Simon Pever-

elle此前表示，该公司决定将项目的赞助费用增加到600

万马拉维克瓦查（5,855美元）。他说：“我们赞助Ches-

sam项目，是为了减少儿童在放学后从事童工劳动，特别

是从事烟草工作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相信课后的象

棋活动不仅能提高他们的棋艺，还能提高他们解决问题

的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决策能力。”

泰国政府修订大麻法规
去年早些时候，泰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大麻合法化的

国家，仅仅五个月后，泰国即修订了大麻法规。

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查恩维拉库尔（An-

utin Charnvirakul）于11月11日签署了一份公共卫生部

现在，泰国将大麻花及其产品列入管控草药，实施更严格的规定。

公告，并于11月23日在《皇家公报》（Royal Gazette）

上发表后正式生效。6月16日公布的规定被废除，按照新

规定，现在大麻花蕾被列为受管制的草药。大麻植物的

其余部分，如种子、叶子、根和茎，都不受管制。

出于商业目的出口、销售、加工大麻花蕾或用大麻花

蕾进行研究，都必须获得许可证，而且要遵守以下规定：

-许可证持有人必须创建一个数据库，提供有关大

麻花蕾的来源、使用方式和持有数量等信息。这些信息

还必须按要求提供给有关当局。

-许可证持有人出口大麻花蕾必须每次申报出口货

物的详情。

-禁止向20岁以下的群体、孕妇、哺乳期母亲或学

生出售大麻花蕾或大麻花蕾加工品。

-禁止在营业场所销售大麻花蕾或大麻花蕾加工

品，医疗用途除外，但必须由医生、合格的农村医生、

传统医生、牙医或兽医销售和管理。

-禁止通过自动售货机、在线或电商渠道销售大麻

花蕾或大麻花蕾加工品。

-禁止通过任何渠道宣传大麻花蕾用于商业目的。

-禁止在寺庙或宗教礼拜场所、宿舍、公园、动物

园和游乐园等场所销售大麻花蕾或大麻花蕾加工品。

这些新规定被认为是泰国政府意图通过《大麻法

案》的权宜之计。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了一读，并得到

了众议院审查委员会的支持。在这次议会会议上，该法

案将在众议院进行二读和最后一读的辩论。然而，该法

案仍然面临来自反对党甚至一些政府政党的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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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份，《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

准》（简称“电子烟国标”）正式实施。随着新

国际的实施，新一轮的控烟热潮也随之掀起。

禁烟的地方，就禁电子烟
新实施的电子烟新国标明确，未取得烟

草专卖许可证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

律不得开展电子烟相关生产经营业务，获证

主体不得超许可范围开展生产经营业务。所

有水果味电子烟将下架，全国统一电子烟交

易管理平台只提供国标烟草口味电子烟和具

有儿童锁的烟具。

“电子烟国标”使电子烟长期的模糊身

份得到了明确归属，但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

全国性控烟法规，因此，是否将电子烟纳入控

烟范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一些消费者习惯

了“电子烟不是烟”的错误认知，在新国标实

施之后，依然明目张胆的在公共场所吸食电子

烟，这引发了周围人士的不满和投诉。

在“电子烟国标”正式实施之前，中

国已有近30家城市和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分别颁布了“控烟条例”，深圳、杭

州、大连、西安、秦皇岛等城市修订控烟条

例时间较晚，由电子烟引发的相关问题比较

明显，所以订立时将电子烟写入了法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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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例如《深圳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第八

条就规定“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室

外禁烟场所还包括“公共交通运输站楼人行

出口、室外站台”等，第四十四条则规定烟

草制品包含电子烟。而北京、上海等订立控

烟法规较早的城市，因为在法规制定时，由

电子烟引发的相关问题还没有出现，因此在

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法无禁止即可为”的

尴尬局面。

但这种局面并不会维持太久。一些城

市已经开始着手修订控烟法规或条例，比如

控烟的“优等生”上海，10月28日就正式施

行了新修订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将电子烟正式纳入了公共场所禁烟范

围，即全市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内及部分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

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这是该《条例》

实施12周年之际的又一新举措，也意味着上

海的无烟城市建设又迈出重要一步。

这部法规的正式实施正值第五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期，

国家会展中心积极响应，贯彻落实《条例》

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的新规，在进博

会举办期间，场馆内全部更换了新款禁烟标

识，而且一支由60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还行

中国	“电子烟国标”促进
电子烟向传统烟草“看齐”

中国电子烟新国标促进电
子烟向卷烟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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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穿梭在各个场馆之间，负责开展控烟宣传、巡查、劝阻等工作，

使此次进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烟进博会”。

“禁烟的地方，就应该禁电子烟”，上海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实际上很多地方也在如此执行，比如北京虽然还没有修改控烟法

规，但一些宾馆饭店已经贴上禁电子烟标志，高铁动车上吸电子烟

也会处罚。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对电子烟监管的各种法规完善，将

会引发新一轮控烟条例修改的浪潮。

电子烟产业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努力提升产品安全性
“电子烟国标”的实施，不仅意味着对电子烟的监管趋势逐步

向传统烟草看齐，在电子烟产业的发展方面，也将逐步向传统卷烟

看齐。

早期因为没有相应的监管，电子烟曾一路狂奔，一些基础科学

研究是没有人舍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但这些基础研究在电子烟

的规范化发展方面却又是非常必要的。

电子烟流行了不超过10年时间，在国内被大范围接受只是近五

年的事。时间短，意味着医学临床的数据与研究的不足。专家还很

难断定吸电子烟是不是真的比吸传统烟草要好，以及好多少；也很

难说电子烟对健康的影响有多大。有电子烟从业人士表示，除了研

发新品，电子烟企业还应该在探索电子烟对个体健康和公众健康的

影响，特别是长期健康影响等方面加强研究，而这需要一个完整的

科研链条、历经长期的钻研积累才能产出可信赖的成果。

随着电子烟国际的实施，电子烟产业人

士普遍认为，电子烟行业未来一定是朝着更

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电子烟和传统烟草未

来销售的同质化，或者说是趋势的相近，将

会成为电子烟主要的发展标的。电子烟未来

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方向，一个是加强电

子烟产品的安全性，即进行大量基础科学研

究，例如研究电子烟烟油中不同成分长期对

人体造成的影响等，其实这种关于“吸烟与

健康”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也一直是传统烟

草面对的重要课题；另一个方向则是注重电

子烟口味的创新。《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

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电子

烟企业未来可以在烟草口味上做出创新，既

能“劝退”未成年人和非烟民，也能让老烟

民接受。

毋庸置疑，“电子烟国标”的实施，将

促使电子烟无论在控烟方面还是在产业发展

方面，都将会逐步取得跟传统烟草一样的“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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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国际市场，中国雪茄市场虽然起步

较晚，但当前整体发展势头较好，已经成为

全球重要的新兴雪茄消费市场。特别是疫情

以来，进口雪茄渠道受阻，国产雪茄总体迎

来较好发展机遇，在消费者培育和产品供给

方面都有较大进展，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2022年中式高端手工雪茄市场情况
当前世界雪茄市场格局分为三极，一

极为古巴雪茄，二极为非古雪茄，第三极则

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中式雪茄。中式雪茄的

勃兴，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烟民对

高档产品的需求增加，市场迅速发展的反

应。11月8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烟

烟草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雪茄作为烟草的特殊品类，近年来的发
展一定程度也折射了国民消费水平的演变。

中 式 高 端 手 工 雪 茄
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新冠疫情助力中式雪茄消
费崛起。

草经济研究中心调研编制的《2022年中式高

端手工雪茄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这份报告选取深圳、武汉、成都、昆明等4

个城市，对中国国内雪茄市场零售端和消费

端进行了深度调研，初步勾勒了当前中国雪

茄市场、零售终端、吸食人群等的特点，客

观呈现了中国高端手工雪茄消费趋势。

中国雪茄市场整体发展势头较好，是

全球重要的新兴雪茄消费市场。2022年前三

季度，中国雪茄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9.57%，

保持了快速扩张的态势。四大雪茄生产企业

中，四川中烟占国产手工雪茄市场份额的

46.78%，占国产高端手工雪茄市场份额达到

64.8%，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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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显示，当前中国高端手工雪

茄消费呈现消费结构与类别偏好随消费者

年龄递增而出现层级化，消费场景既不过

度宽泛，又朝着多元化方向演进，茄客职

业多样化、消费流向热点化等特征较为突

出，而“年轻化”的潮流趋势也日趋凸显。

消费者培育方式多种多样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消费能

力增强，茄客们对高档产品的需求也逐渐增

加，整体而言中式雪茄的前景非常广阔。近

年来，中国四大雪茄厂商纷纷采用各种创新

手段，同时又迎合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和传统

来做好消费者培育，比如创新文化传播、体

验互动、数字营销、社群建设等方式来提升

中式雪茄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让消费者对

中式雪茄产生兴趣。

以安徽中烟的“王冠”雪茄为例，通

过吸引消费者高度参与互动的沉浸式体验，

让雪茄客们对品牌产生兴趣。他们精心设计

了各类主题形式多样化的体验活动，以中国

美学引领品牌传播，让雪茄客在了解“王

冠”雪茄的同时，体验一场中国美学的视听

中国消费者逐渐接受国产
高端手工雪茄。

盛宴。探厂溯源，雪茄大师面对面；跨界联

名，雪茄与红酒、机车、音乐、艺术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王冠”雪茄还与知名雪茄

吧、雪茄销售终端合作，通过设立“王冠”

雪茄文化展示区、开展“雪茄文化角”专业

雪茄品鉴培训，让每一位消费者切身感受雪

茄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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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雪茄品牌采用创新文化
传播、体验互动、社群建
设等营销方式。

中国雪茄厂商加大努力，
确保有效的产品供应链。

在互联网时代，雪茄品牌推介也要与潮

流同轨。“王冠”雪茄在品牌微信公众号“中

式雪茄”增设了“博雅共赏”“雪茄知识”等

栏目，从茄客阅读爱好出发，出品“王冠”雪

茄相关知识；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中国美学

茄”账号，微信视频号开设栏目来传播“王

冠”雪茄及雪茄周边知识和趣闻。

四川中烟则是打造了中国首家以“产品

+服务+体验+互联网”全新经营模式的烟草跨

界集合店——长城优品生活馆，将咖啡、轻

食、书籍、文创、烟草五大元素巧妙的相结

合，为都市人呈现一个能卸下疲惫、放松自

我、忘却烦恼的新型消费空间，并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长城优品”品牌推广，“长城”雪

茄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文化推广与营销模式探索方面，“长

城雪茄”也在不断丰富着“长城”IP的精彩

故事。从2017年起，长城雪茄在全国各大城

市开展“长城雪茄四大国手巡演活动”；邀

请媒体走进“中国雪茄之乡”什邡，通过海

外社交平台Facebook向全球网友进行直播；

举办全球雪茄推介活动（雪茄节）等创新方

式，把“长城”品牌的历史、内涵、故事发

掘和传播出去。

雪茄产品供给大力提升
除了做好消费者培育让消费者对中式高

端手工雪茄产生兴趣和了解之外，雪茄产品

的有效供给也是近年来中式手工雪茄取得长

足发展的原因。优质的雪茄离不开优质的原

料，四大雪茄厂商纷纷开展中式雪茄原料基

地建设与原料基础研究工作，为市场提供优

质的雪茄产品。

比如为了破除国产雪茄始终依赖进口

原料的困局，四川中烟携手四川、湖北、海

南、贵州及云南等烟草专卖局（公司）共同

开展了中式雪茄原料基地建设与原料基础研

究工作，现已在云南、湖北、海南、四川建

立起“由我所控、为我所用”的4大优质国

产原料基地，会同多家行业内外科研院校，

在雪茄物质内涵、工艺技术体系、原料发酵

和成品存养等领域展开合作。

山东中烟先后与云南、福建、海南、湖

南等4家商业企业签署雪茄烟战略合作协议，

深入开展工商研全方位、多角度协同合作，

逐步探索“定向栽培、订单生产”的雪茄烟

叶基地化建设模式。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云

南、海南烟叶评价和产品试验，立足产区特

色，及时掌握原料特性，提升其配伍性。

湖北中烟十分注重成果转化。国产雪

茄原料研究及应用、特色工艺及技术装备等

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助力构建“雪雅香”

品类国产原料保障体系、推动核心品规全流

程机械化包装，成为中式雪茄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引擎。近年来，湖北中烟雪茄研发团队

取得包括雪茄包装外观、烟叶发酵、设备技

术等100余项发明专利，产品品规由起初的

个位数发展到如今的26个；参与了行业统编

教材《雪茄烟生产过程工艺质量风险防控手

册》编写、审定，为提升国产雪茄烟产品品

质和队伍素质奠定坚实基础。

从种植烟叶的土壤和品种的选择，到配

方师研发风格的形成；从烟叶原料应用距离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渐缩短，到越来越细致的包

装和卷制工艺；从消费者培育方式与营销模式

探索创新，到迎合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传

统……，中式雪茄在奋起追赶，中式高端手工

雪茄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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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 secret….

PASS IT ALONG!
All free. No passwords. No paywall. Just click and read.

TO SUBSCRIBE to Tobacco Asia print visit www.tobaccoasia.com/subscribe 
TO ADVERTISE visit www.tobaccoasia.com/advertise or email to info@octobermultimedia.com

TO SIGN UP for Tobacco Asia Newsletter visit www.tobaccoasia.com and fill in your email in the registration box



66 tobaccoasia Issue 1, 2023 January / February

Events  展会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21)

Alliance One
aointl.com
(Page 22)

Barrett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Tel +44 (0) 117 967 2222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Page 61)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0-11)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63)

CNT Contraf Nicotex
sales@nicotineusp.com
www.nicotineusp.com
(Page 55)

Esse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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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ssentrafil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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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 NXT
www.evo-nx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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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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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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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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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bao
goldenleaf@hbglobal.com
www.hb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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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m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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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business-insights.intertabac.de/en-gb
(Page 23)

ITGA
www.tobaccoleaf.org
(Page 41)

JT International S.A.
www.j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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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ane.com
(Page 3)

PT Mangli Djaya Raya
www.ptmdr.co.id
(Page 33)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www.moon-smoking.com
(Page 29)

NewCo
www.newco-online.com
www.newco-pro.com
(Page 53)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Fax (0622) 755 0410
Sole Agent: 
Unico Trading Pte. Ltd.
Phone (+65) 633-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17)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56)

PT Sata Tembakau Indonesia
Tel +62 811 691 9919
www.satatobacco.com
(Page 49)

Star Agritech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14-15)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sales@tobaccotech.com
www.tobaccotech.com
www.eliquditech.com
(Page 27)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39)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C-3)

Advertiser’s Index*  广
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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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
Procigar雪茄节
2023年2月17-24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https://procigar.org/

procigar-festival/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3年2月22-24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烟草制品，雾化产品和替品展会

2023年哈瓦那雪茄节
2023年2月23日-3月2日

古巴哈瓦那

https://registrations.habanos.com

主题：雪茄

EVO-NXT
2023年3月10-11日

西班牙马拉加

www.evo-nxt.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CBD，雾化烟，HNB，电子烟

2023年9月
全球最大的烟草博览会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3年9月14-16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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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5月
Interpack
2023年5月4-10日
德国杜塞尔多夫
www.interpack.de
主题：包装设备，机械，物资

Tabexpo（世界烟草展欧洲展）
2023年5月10-11日

意大利博塔尼亚市

2023年ENDS欧洲展览会
2023年5月23-24日

荷兰阿姆斯特丹

www.ends-conference.com/home

主题：电子烟与尼古丁大会

国际电子烟展会
2023年6月21-23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vapeshwo.com/dubai

PCA会议和贸易展览会
2023年7月7-11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https://premiumcigars.org/

pca-trade-show/

主题：雪茄

世界烟草展（亚洲展）
2023年9月21-22日
印尼泗水市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主题：烟草行业

WT	Process	&	Machinery
2023年11月27-28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烟草行业



As a company, we focus on building long term relationships with key partners by helping them grow their 
business. Whether it is with our new international brands, or their own portfolios, we work hand in han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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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out our NEW INTERNATIONAL BRANDS.

MADE IN THE USA.

AVAILABLE GLOBALLY. 

USleaf.com



BiTech™
Tow Efficient, Great Sensation

Up to 60% less cellulose acetate, 
40% more biodegradable material

Essentra Filters is rebranding as Filtrona in Februar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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