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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分析师称到2050年吸烟将会消失
花旗集团分析师亚当•斯皮尔曼（Adam Spiel-

man）表示，如果吸烟率持续保持过去几十年的下降

趋势，30年后，美国、欧洲部分地区、澳大利亚和

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吸烟率可能降至零。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亚洲似乎仍是一派欣然吸烟的盛景。

然而，就在今年2月，美国吸烟率的下降实际

上是20年来首次趋于平稳。当然，这可能不会持续

下去，也只是暂时的趋势，但这难道不能成为可燃

卷烟复兴的开始吗？

不管怎样，为了保持竞争力，烟草公司多样化产品组合，除了传统烟

草产品外，还投资于电子烟、雾化产品和加热不燃烧产品以及口服尼古丁产

品的研发，这可能是很有意义的。此外还有进军大麻业务的风投，英美烟草

最近于3月11日宣布，将收购加拿大大麻生产商Organigram近20%的股份。

从商业意义上来说，“不应该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这也彰

显了烟草公司在倾听和回应消费者的声音，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毕

竟，人们总会抽烟，我们不要假装有一天没人会抽烟了。那么，无论谁决定

抽烟，都能抽到满足既定标准的产品，那将会尽可能减少危害，这难道不是

更好吗？难道不应该为消费者提供科学研发的产品吗？而不是因选择太少，

最终只能抽对他们的健康和幸福产生更危险影响的产品。

就连斯皮尔曼都说：“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卷烟并不会退出未来世界

的舞台。”

展望不久的将来，Grand View Research估计，截至2020年，全球烟草

市场价值为9321.1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全球烟草市场将以1.8%的年复合

增长率增长，达到1.07万亿美元。富达报告称，截至今年3月，烟草行业的

股票已同比上涨9.54%，远高于标普500指数3.8%的涨幅，而消费品行业的整

体跌幅为3.48%。同一时期，菲莫国际公司股价上涨4.8%，奥驰亚公司股价

上涨17.6%。

总而言之，烟草似乎不会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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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沙拉德·坦丹开始担

任印度烟草研究所（TII）所长，接替时任

所长赛义德·马赫穆德·艾哈迈德（Syed 

Mahmood Ahmad）。坦丹是一名注册会计

师，于1985年加入印度最大的烟草公司ITC

并长期任职于该公司。他工作经验丰富，对

烟草行业相关问题有着多元化的深入了解。

印度烟草研究所于1992年在新德里成

立，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成员遍及印度卷烟

生产部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制造商、

农民、出口商和周边供应商。该机构的成员

占印度国内完税卷烟销售额的98%以上。

《亚洲烟草》：印度烟草研究所的使命

是什么？

ST（下文均指沙拉德·坦丹）：作为一

个组织，印度烟草研究所（TII）一直支持

循证、公平、合理和可执行的监管，不断提

高印度烟草消费意识。研究所不断与政府、

立法者、媒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关键行业

问题进行接触，并就政策和监管事项交流行

业观点。因此，TII是所有烟草行业事务的

可靠信息来源。

《亚洲烟草》：卫生和家庭福利部于

2021年1月初公布了印度现行2003年《卷烟

和其他烟草制品法》（COTPA）的拟议修正

案，以征求公众意见，该法案草案相当冗

长，称为《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修正案（禁

止广告，规管商贸、生产、供应和分销》。

草案提出的修正意见主要有哪些？

印度烟草研究所新任所长沙拉德·坦丹（Sharad	Tandan）
与《亚洲烟草》讨论了拟议的新法案草案、新冠危机以及
反烟草游说。

印度烟草研究所：
印度烟草业的坚定拥护者

Sharad Tandan.

ST：该法案草案中的主要监管建议包括：

• 在COTPA序言部分新增《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WHO FCTC）的参考文件

• 删除COTPA第4节中允许在酒店、餐厅

和机场设立隔离吸烟区的规定

• 删除COTPA第5（2）节中允许在销售

点进行烟草广告宣传的规定（a）和（b）

• 将购买烟草制品的法定年龄从目前的

18岁提高到21岁

• 将教育机构周围禁止销售区域的措辞

从目前的“100码半径范围内”改为“100米

半径范围内”

• 要求烟草产品只能以未开封、完整无

缺和原始包装出售

• 执行世卫组织的《非法烟草贸易议定

书》，包括其跟踪和追踪系统

•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包括对某些违规

行为处以极其严厉的罚款和监禁

《亚洲烟草》：如果该法案草案通过成

为法律，对印度烟草业利益相关者有何影响？

ST：鉴于目前的COPTA已经是全球最严

格的法规之一，该法案草案包含的几项条款

对利益相关者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些提

议将对4570万人产生深远影响，这些人的生

计依赖于这一行业，包括小型零售商、贸易

商、农民、比迪烟工人和天度烟叶（tendu 

leaf）采叶工。这种监管过度是没有道理

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政府尚未宣布实施

修正案的时间表。

《亚洲烟草》：有人对拟议的修正案持

反对意见吗？

ST：法律专家对那些严重限制烟草消

费者自由、对烟草产品合法贸易和商业产生

不利影响的修正案表示严肃的保留态度。

自1975年颁布《卷烟生产、供应和分销管理

法》以来，印度的烟草控制措施一直至少与

许多发达国家的措施一样严格，甚至更为严

格。印度是对烟草生长阶段到最终消费都进

行全程监管的几个少数国家之一。因此，现

行法律足以实现烟草控制的社会目标以及提

高烟草使用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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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那么，该法案草案应该全面考虑哪

些方面呢？

ST：防止吸烟者在通风良好的酒店、餐厅和机场的

指定区域内吸烟，并保护非吸烟者免受影响的建议影响

了成年人的选择。其次，我们已经有85%的卷烟包装印制

了健康警告，出售烟草制品的商店也在其入口处展示了

警告牌。这完全满足告诫消费者的目的。任何进一步的

限制，例如禁止店内展板，都侵犯了消费者了解现有产

品的权利。再次，该法案草案建议只能销售未开封的、

包装完整的产品。尽管制造商确实以完整的包装分销产

品，但由于客户的偏好和需求，零售商有时不得不出售

单支烟。强迫消费者购买整包烟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他们

的卷烟消费量增加，而不是降低，而且还可能刺激低价

非法卷烟的销售。印度的烟草产品通过数百万的小型零

售商、商贩和街头小贩销售，他们是社会上较贫穷的阶

层。该法案提出的作为追踪机制一部分的发牌要求，他

们无法遵守。此外，该法案规定，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罚

款为2000卢比（27美元）。对于一个拥有大量极低收入

者的国家来说，这是不成比例的重罚。

《亚洲烟草》：如果法案通过，政府会有什么打算？

ST：像这样的过度管制可能使印度每年的烟草税收

入损失超过59亿美元，而这只是税收方面的问题。最近

的ASSOCHAM TARI研究（2019年）显示，印度烟草行业直

接和间接为该国经济贡献了1620亿美元。研究指出，烟

草在印度经济作物总价值中占很大比例，在农业就业、

农场收入、创收和创汇汇收入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

济效益，每年创汇约为8.2亿美元。

《亚洲烟草》：除了财政和经济方面，该法案是否

也会影响非法烟草的情况？

ST：过度监管导致非法贸易和腐败如雨后春笋般滋

生，包括出现可能危害公众健康的假冒产品。同时，合

法产业也会受到破坏。严厉的法规和过度征税已经使印

度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卷烟走私目的地。据欧睿国际统

计，2019年，非法卷烟的年交易量已达280亿支，使印度

成为全球第四大、增长最快的非法卷烟市场。据估计，

政府每年因非法卷烟贸易损失的税收超过21亿美元。这

一问题日趋严重，还导致弗吉尼亚烤烟农民收入损失巨

大，因为违禁产品不使用当地种植的烟草。

《亚洲烟草》：印度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新冠危机对烟草业有何影响？

ST：新冠的爆发对包括烟草业在内的各个经济部

门都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了数百万人。封锁引发了弗

吉尼亚烤烟拍卖限制，导致易腐烟叶受到不可逆转的损

害，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然而，烟草制品合

法供应的中断也加剧了非法贸易，非法贸易目前占全国

卷烟市场的1/4。

《亚洲烟草》：后疫情时期，TII建议烟草业采取

哪些措施？

ST：为了保护烟农的利益，需要采取紧急措施，遏

制迅速兴起的非法卷烟贸易。稳定国内合法卷烟业对于

确保高效利用本地种植的烟草至关重要，而这反过来又

将提高农业收入。新冠给全球烟草市场造成不确定性，

可能导致印度过剩库存堆积，稳定合法卷烟就显得更为

重要。此外，稳定的合法产业可满足国内需求、避免非

法贸易、为政府创收、确保烟农回报。

《亚洲烟草》：但是，反烟草游说者可能不同意您

的看法……

ST：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烟草控制政

策。反烟草分子对烟草控制政策提出了不恰当的建议，

寻求对合法烟草业实行极端的管制和过度征税，却忽视

了烟草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意义。因此，印度已经拥

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烟草法规之一。85%的烟草产品包装

正反面都印有健康警示图案。从这一点来说，印度目前

在全球排名前五位。尽管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种植

国，但却为4570万人提供了生计。

《亚洲烟草》：然而，反烟草游说者引用研究，称

烟草是一种危险的产品……

ST：关于烟草对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的说法是基于

流行病学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是在孤立区域的人群中进

行的，然后将结果外延到全国人口。这种研究只能显示

出风险因素与疾病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必须

进行实验室研究。还有许多其他产品需要加以监管，但

基本上被忽视了。甚至大麻在许多国家都得到推广和青

睐，烟草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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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o公司的两位高管介绍了他们的理

念以及走向全球的计划。

“平价，创新，优质”
首席执行官MoonChul Kim 

每年，我们Rollo卷烟烟管公司始终坚

持提供“平价、优质和创新”的产品的目

标。Rollo品牌首先在韩国国内成功起步，

引进了Rollo卷烟滤嘴烟管。我们不断投资

于自己研发的卷烟过滤嘴烟管以及为烟管定

制的自动灌装机。Rollo已成长为一家满足

烟草全球化需求的全球性公司，我们合作伙

伴遍布世界各地，藉此构建自己的供应链。

Rollo的终极

目标是成为满

足所有烟草需

求的“一站式商

店”。

Rollo公司CEO	MoonChul	Kim

Sponsored Content

韩国Rollo公司发展势如破竹
卷烟价格大幅飙升，消费水平下降，消费者在购买烟草
时越来越挑剔，而且特意寻找替代产品和价格更优惠的
产品。我们来了解一下韩国的Rollo公司。该公司在韩
国设有200家零售店，拥有独特的专卖店商业模式，可
定制由纯正、无添加剂的巴西烟草制成的卷烟，价格较
低，致力于将其商业模式推向全球。

Rollo团队团结奋进，制定了良好的商

业计划，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满足所有烟草

需求的“一站式商店”。我们大力开发优质

产品，同时将这些材料升级为工业用途。我

们将从一个“本地卷烟企业”成长为“全球

卷烟公司”，拥有优质的卷烟过滤嘴烟管和

卷烟纸。

我们的高速自动灌装机不断创新，过滤

嘴烟管保持优质，卷烟纸和过滤嘴一如既往

地平价。我们的经验和预测表明，韩国高端

卷烟及相关产品在当前市场上具有巨大的潜

力。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将循序渐进，

稳扎稳打，谨慎拥抱未来。

韩国以其扎实的卷烟工业而闻名，现在

我们正努力打造创新品牌，开拓全球市场。

为此，我们必须开发一种更高级的材料，打

造完全令人满意的吸烟体验。“对客户信守

承诺”，我们将努力创造一个快乐的工作环

境，每个人都互相尊重。

我们的客户是第一位的：明确他们的需

求是推动我们实现目标的动力。

希望我们给您带来舒适和喜悦。Rollo

承诺将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体验。

Rollo走向全球
首席营销官JeaChoun Choi

2018年，韩国有超过100万家小型私人

企业倒闭了，比前一年增长了10%。如今在

韩国经营一家小企业就像角逐真正的生存游

戏。特许经营企业看起来较安全，但在一

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小国，有太多类似的企

业。例如，韩国人喜欢炸鸡，炸鸡店的数量

约为36000家，几乎比肩全球麦当劳的数量，

后者为35429家！韩国商店开张后，平均续营

10个月，然后关停。而现在，新冠疫情席卷

全球，关闭商店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

即便如此，Rollo仍维持业务运营，并

保持门店营业。这是如何做到的？Rollo有

何特别之处？

自2015年实施机制卷烟（FMC）提价以

来，每包均价2.30美元上涨至4.10美元。吸

烟者尝试了其他的选择，如雾化产品、单支

卷烟，甚至手卷烟。然而，许多人发现尽管

这些选择更便宜，但体验并不令人满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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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营销官JeaChoun	Choi

Sponsored Content

欲了解详情：
www.kindu.net
（卷烟机）

knt-inc.com 
（专卖店特许经营）

genious.co.kr
（烟草产品咨询）

“我们致力于提

供最佳品质，

开设了200家

专卖店，占据

韩国手卷烟/自

卷烟整个市场

份额的60%。”

有选择似乎都需要一定的努力和时间来养成

习惯，这与人们的天性太不相称了：今天的

一切都必须是快速的。

Rollo的商业理念并不复杂：我们以

最少的努力为客户提供价格合理的替代

品。Roll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MoonChul Kim

于2015年发明了Autobaco系列，就是众所周

知的“烟草灌装机”。本机具有“自动清

洗”功能，8分钟可卷200支卷烟。不需要任

何客户做任何改动。以前还引进过许多其他

机器，但没有一台能够与Rollo的Autobaco

机器的技术机制相媲美。其他机器要么无法

成功运行，要么卷制的烟不够完美。

对我们来说，研制一种快速、方便、高

品质的卷烟是最大的挑战。必须同时保证机

械操作和材料质量。该问题立刻被Silver-

foiltubes International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Edgardo解决了，这就是著名的纸质过滤

嘴烟管品牌Rollo。我们进行了无休止的数

据分析、开发和实施，终于开发了最佳的机

制过滤嘴烟管。

然而，完美的卷烟替代品并不能吸引

传统的机制卷烟吸烟者。我们希望强调以客

户为导向的体验来鼓励他们购买。走进一家

烟店，选择自己喜欢的过滤嘴烟管和烟草口

味，然后看着它们变成卷烟，这更多的是一

种文化体验，而不仅仅是购买。

我们提供20多种不同的烟叶和品种，吸

烟者可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为客户量身定

制卷烟，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乐趣。定制

化口味带来欢乐，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营销

工具；我们定期抽样，寻找适合客户的不同

口味，既紧跟市场趋势，又传承传统。

我们聚焦为客户提供最优质定制卷烟，

在2018年开设了第200家专卖店，占据韩国

手卷烟/自卷烟整个市场份额的60%。我们的

客户建立了一个社区来分享口味。

Rollo公司的成功不仅仅来自满足客户

的喜好。为了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

司和特许经营人之间的关系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有八位区域经理，负责拜访他们所在区

域的每家专卖店，并为店主提供营销策略、

趋势、技术和配方方面的培训。他们必须为

意外发生的所有潜在问题做好准备。

80%的韩国烟民说，他们生活艰难，聊

以吸烟慰籍。我们无法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

好，但可以让他们的卷烟消费更实惠，并以

我们独特的客户体验服务，为他们的日常生

活增添乐趣。

不仅韩国人饱受昂贵的卷烟之困，现在

我们将业务扩张到东南亚，直到全世界的人

都能享受我们的产品。Rollo公司将不懈努

力，为客户和小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

如果你想关注我们的故事，请在Insta-

gram上关注我，Instagram@jeachoun.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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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ITC股价大幅上涨
由于2021年印度联邦预算中未

提及烟草制品税上涨的信息，印度

最大卷烟制造商ITC的股价最近飙升

了6.5％。预算公布后，其他卷烟制

造公司的股价也随之上涨。

VST Industries、Golden To-

bacco和戈弗雷·菲利普斯（Godfrey 

Phillips）等公司的股价分别上涨

2.06％、7.94％和0.83％。尽管烟草

产品税是否增加需要有明确的指示，

但2021年预算中可能没有增加。

在预算公布之前，人们普遍认

为新冠疫情导致税收缩减，政府很

可能会提高烟草和酒精等“罪恶产

品”的税率。不过，政府只对酒精

征收农业基础设施税，并未包括烟

草产品。

此 前 ， 投 资 者 纷 纷 出 售 股

票，ITC和其他卷烟制造公司的股价

十分疲软，现在它们可以松一口气

了。经纪公司雪绒花证券（Edel-

weiss Securities）表示，今年的

预算中对烟草制品和卷烟加税的可

能性很小，因为2020年预算中已经

大幅提高了税率。

日本烟草计划整合国际和国内
烟草业务

日本烟草集团宣布，公司目前

正在对国际烟草业务和日本国内的

烟草业务进行整合，将采用新的运

营模式加强烟草业务及优化其在日

本市场的运营。整合计划于2022年1

月开始。

日本烟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Masamichi Terabatake表示：“整

合计划将加速公司转型，助推集团迈

向新的台阶。整合国际和日本国内的

烟草业务，能够使我们充分利用公司

内部资源，进一步明确在全球范围内

的优先投资方向。我相信，重组将大

大提高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超

出消费者预期。我们相信，新模式对

于增强我们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低风险烟草产品（RRP）市

场，我们将能够在中长期内实现可持

续的利润增长。”

“日本的RRP市场是世界上最成

熟、最具竞争力的市场，因此通过

提高竞争力，向消费者提供最大化

的服务价值是当务之急。此外，近

年来销量持续下降，经营环境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做出一

些艰难但很有必要的决策。”

集团在东京总部的职能，包括

日本市场，将合并到日内瓦总部的

国际烟草业务中。

卷烟卡特尔威胁税收
Maverick Citizen发表了一篇由

津巴布韦匿名利益相关者撰写的《津

巴布韦卡特尔权利动态报告》，详细

阐述了卡特尔不仅逃避地方税，同时

也削弱了津巴布韦国家机构的情况，

并表示几乎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这些

问题。

据估计，在由卷烟、燃料和农

业卡特尔主导的腐败交易中，津巴

布韦的损失超过50亿美元。

该报告详细介绍了卷烟走私到

南非的情况。在南非，卷烟不必缴纳

40％的消费税，在本地市场上的售价

也比本地生产的烟草产品便宜。

报告显示，南非27％的卷烟都

是由卡特尔走私到该国的。

报告称：“卷烟走私卡特尔主

要包括：1）允许卡特尔不受惩罚的

政治赞助人；2）运送卷烟的运输公

司；以及3）南非的分销网络。”

津巴布韦原本应该解决卷烟贸

易领域卡特尔式行为的机构已经瘫

痪了。

该报告呼吁媒体和民众继续收

集有关卡特尔内部运作的证据和信

息，揭发其他行业中的卡特尔，录

制纪录片，并呼吁对参与卡特尔活

动和逃税的人进行起诉。

FDA处理完成480万款产品申请
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

日期截止后，美国FDA在前四个月中

处理了230多家公司提交的申请。

FDA烟草产品中心（CTP）主任

米奇•泽勒（Mitch Zeller）表示，

截至1月中旬，该机构处理完成了超

过480万款产品的申请。

烟草公司必须在2020年9月9

日之前对许多新认定的产品（包括

电子烟、雪茄和水烟产品）提交

PMTA。公司提交申请后，FDA开始处

理PMTA，适当接收申请并准备进行

审查。正如泽勒说的那样，这些步

骤包括现场接受或以电子方式接收

提交的内容，并确定提交内容中包

含的申请类型和数量。

FDA将继续处理PMTA申请，一旦

完成，将发布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

交的产品清单：PMTA、实质等同报

告（SE）和豁免证明实质等同请求

（EX REQ）。

泽勒表示，约有15家公司通过EX 

REQ方式提交了350种产品的申请，100

家公司通过SE方式提交了6,800种产品

的申请。

泰国消费税部门拟提高烟草消
费税

泰国国家新闻局（NNT）报道称，

泰国消费税部门提议调整烟草税，阻

止非法走私烟草产品进入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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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援引消费税部主任拉万·

桑格桑尼特（General Lawan Saeng-

sanit）的话称，此项提议已于3月

份提交给财政部。

此项调整建议实际上是要提

高烟草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如获

批准，预计将在2022财政年度纳

入法律。该部门表示，调整烟草税

很有必要，可以制止从国外走私非

法烟草产品，保护公众免受与烟草

有关的健康问题，保证泰国烟农的

收入，还可以保证每年约600亿泰

铢（20亿美元）的合法烟草税收收

入。

过去10年中，泰国不断提高烟

草消费税，此次调整将是最新的一

项提税措施。

但是，批评者反复警告说，持

续提高消费税的实际利益并不大，

只会刺激烟草产品走私。

目前，通过网络或在泰国城市

地区街边摊上兜售黑市卷烟的现象

相当普遍，而且零售价仅为合法产

品价格的1/3左右。

奥驰亚进军大麻业务
奥驰亚集团在弗吉尼亚州进行

了大麻销售注册，这将使其成为世

界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麻公司

之一。这是该公司首次在美国州或

联邦级别游说大麻业务。

美国大麻行业媒体Cannabis 

Wire称，奥驰亚之所以注册大麻销

售业务，是为了替奥驰亚客户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菲莫美

国、约翰·米德尔顿、美国无烟烟

草公司和Altria Summit，对弗吉尼

亚州大麻销售的合理及公平监管问

题进行游说。

2018年12月，奥驰亚集团向跨

国大麻公司Cronos Group投资18亿

美元，收购45％的股份后，奥驰亚

获得了大麻雾化器的专利权，并为

专有设备提交了新的专利申请。

去年，该公司聘请美国大麻法

律服务顶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布朗斯

坦凯悦·法伯·史瑞克（Branstein-

stein Hyatt Farber Shreck），研究

大麻二酚（CBD）和非烟草消费税的

相关政策。它还向Akin Gump Strauss 

Hauer＆Feld的游说者支付钱财，游

说立法者解决“与大麻二酚有关的问

题”，并提议将烟草使用的法定年龄

提高到21岁。

弗吉尼亚州议会两院通过了

成人大麻使用和销售合法化的法

案。如果获得州长拉尔夫·诺瑟姆

（Ralph Northam）的批准，弗吉尼

亚州的大麻销售将于2023年开始。

美国雪茄协会对FDA监管政策
发起挑战

为让美国FDA取消对优质雪茄的

监管，雪茄业三大行业协会针对FDA

的即决判决和永久禁令提出动议，

指责FDA反复违反《行政程序法》，

并指责该机构忽视区分优质雪茄和

其他烟草产品的主要证据。

美国雪茄协会、优质雪茄协

会和美国雪茄权利协会向美国哥

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阿米特·梅

塔（Amit P. Mehta）法官提交了

反对即决判决和永久禁令的动议。

该动议称，FDA随意忽略方案2的提

议——这项替代政策将使优质雪茄

免受FDA法规的限制。

根据法律文件，FDA还违反了

《行政程序法》。在针对优质雪茄

监管政策如何解决青少年吸烟、烟

草化学处理或者增加烟草使用方式

等“监管问题”方面，未能作出解

释。

文件认为，FDA的雪茄监管政策

存在一个大的瑕疵，无法证明优质

雪茄向儿童出售的情况，亦不能证

明青少年和年轻人大量使用优质雪

茄的情况。

雪茄贸易组织希望这项动议

能够为法官提供足够有说服力的证

据，推翻FDA的整个认定规则。

帝国品牌削减首席执行官薪酬
帝国品牌近日表示，由于股

东对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博姆哈德

（Stefan Bomhard）的薪酬方案有

异议，公司已决定削减与其绩效挂

钩的薪酬。

帝国品牌表示，博姆哈德于去

年7月开始担任首席执行官。薪酬委

员会已同意将其2021年长期激励计

划奖励的面值从其薪水的350％削减

至315％。在本月初的年度股东大会

上，帝国品牌表示，约有40％的股

东投票反对这项薪酬报告。

据《泰晤士报》报道，股东反

对的原因是博姆哈德的薪酬比其前

任首席执行官的薪酬“高太多”。

帝国品牌在2020年2月宣布博姆

哈德任命时表示，他将获得约130万

英镑（约合182万美元）的年薪以及

相当于其工资和其他常规福利的14

％的养老金。

这并非是股东第一次反对首

席执行官薪酬的事件。2017年，时

任首席执行官艾莉森·库珀的年薪

原本计划从550万英镑（约760万美

元）增加到近850万英镑（约合1180

美元），但遭到股东反对。

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涨薪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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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2020年5月，澳大利亚边防部队（ABF）领导的非

法烟草专案小组（ITTF）逮捕了两名外籍男子，他们涉

嫌参与悉尼查获的近1000万支走私卷烟。澳大利亚边防

部队的一份报告指出，这批来自越南的违禁品共47,500

箱，装在一个错误申报的集装箱内。该部队的数据表

明，这些非法货物的进口和消费税价值超过900万澳元

（约600万美元）。

2021年1月，非法烟草专案小组和新南威尔士州警方

组成的联合小组在执行搜查令时，查获了50.3公吨非法

烟草，估计消费税价值超过990万澳元（660万美元），

随后逮捕了一名男子。据悉，这名33岁嫌犯种植着约两

公顷几乎可以采收的烟草，另外还有一公顷未成熟的烟

苗。所有烟株均被销毁。

在澳大利亚，普通消费者几乎买不起合法产
品，政府政策考虑欠周，导致非法烟草空前
激增。

澳大利亚非法烟草
空前激增

2021年1月，澳大利亚联合政府工作小组发现了1公顷的不成熟烟苗，并予
以摧毁。

2021年1月，澳大利亚政府监管机构发现了两公
顷几乎可采收的非法烟草。

abf.gov.au供
图

非法烟草案件凸显日益严重的问题
上述案件是非法烟草专案小组（ITTF）

自2018年7月成立以来查获的两起最大的案

例。他们强调了该国日益恶化的非法烟草问

题。根据澳大利亚税务局（ATO）网站上公

布的一张信息图，ITTF自成立以来共缴获并

销毁了387公吨非法烟草，消费税价值超过

3.93亿澳元。

该信息图还指出，在2018-2019财年，

非法烟草产品的逃税额约为8.22亿澳元，

这些税收本应造福社会，却流入犯罪分子的

口袋。有趣的是，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指

出，毕马威报告估计的数字更高。

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在接受《亚洲烟

草》采访时称，2018年消费税损失可能高达

20.2亿澳元，2019年为34亿澳元。无论人们

选择相信哪个数字，很明显，澳大利亚当局

迄今为止的执法努力可能只是触及了巨大的

冰山一角。

政府开始承认非法烟草问题
不过，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指出，

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并承认这一问题。该公

司企业和政府事务负责人乔希·费特（Josh 

Fett）说：“我们认为政府现在有更大的政

治意愿做出必要的改变，以关闭澳大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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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烟草市场。”不过，他也提醒说，由于“目前的控烟政策不太适用”，

未来肯定会面临一些巨大挑战。

澳大利亚的非法市场主要包括国内种植或进口的烟叶（当地称

为“chop-chop”，是一种自卷烟），约占44.9%，另外还有52.8%的走私特

制卷烟。费特说：“剩下的2.3%包括其他产品，如糖蜜烟草（水烟）或类似

产品，以及假冒产品。”

“chop-chop”的特殊情况
当然，“chop-chop”问题的突出性有点令人费解，这使澳大利亚成为

一个相当独特的例子。在几乎所有存在非法烟草问题的其他地方，机制卷

烟似乎主导了非法市场。澳大利亚市场上出现大量“chop-chop”的原因之

一，可能是难以监管，土地广袤，相对容易隐藏非法烟草农场。

费特解释说：“在澳大利亚，种植烟草必须持有许可证，政府目前还

没有颁发任何此类许可证。因此，在澳大利亚种植的任何烟草都是非法的，

即使只供个人使用，也不可豁免。”

不过，这似乎威慑力还不够。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仍有证据表明，该

国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的非法种植非常普遍。费特指出：“在2019至2020财

年，澳大利亚税务局查获了价值1.71亿澳元非法种植的烟草，创下了该局的

纪录。”

高价刺激非法卷烟市场	
与此同时，违禁卷烟占非法烟草的一半多一点。费特说：“2019年，

澳大利亚非法市场在烟草消费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4.1%跃升至20.7%，这一增

长的大部分来自于违禁卷烟消费量的增加，创历史新高。”有组织犯罪的经

济诱因当然是走私违禁卷烟入境的原因之一。

品牌不同，价格有差异，目前一包标准包装的合法卷烟的价格高达45

澳元（30美元），这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吸烟者保持吸烟习惯最昂贵的国

家之一。费特解释说：“但是，从亚洲任何一个货源市场以2澳元的价格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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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没收了46500箱卷烟

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称，走私卷烟占澳大利亚
非法烟草市场的52.8%。

Credit: abf.gov.au

买的一包卷烟，在澳大利亚以15澳元到20澳元的价格很容易售出，

这相较于消费者合法支付的价格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折扣。即使是较

便宜的合法品牌零售价也接近30澳元。”

多个进口渠道
违禁品通过许多渠道到达澳大利亚：海运和空运、国际邮寄，

以及由个人入境旅客带入，至少新冠疫情前是这样。费特对《亚洲

烟草》表示：“关于空运和海运运输，我们知道有时犯罪组织会试

图利用所装运的物件掩盖真实的货物。”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澳大利亚边防部队（ABF）还曾收缴了毫无掩盖的整箱的集装

箱卷烟。费特解释说：“这只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数字游戏。一次

装运的利润可能如此之大，即使ABF发现3/5的集装箱，也仍然利润

丰厚。”

用国际邮寄服务，少量多次运输非法进口违禁卷烟的现象也很

普遍。不过，自2019年7月1日禁止进口烟草以来，通过该渠道进口

卷烟的风险就更大了。费特说：“现在向澳大利亚邮寄任何类型的

烟草制品都是非法的，ABF官员有权扣押并立即销毁他们在邮件中发

现的任何烟草制品。”

个人走私暂停
与此同时，不久前，个人旅客（无论是归国的澳大利亚人还是

外国游客）走私超出免税额的违禁品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由于

新冠疫情导致旅行受限，基本上关闭了这个通道。这并不意味着一

旦疫情结束，问题就不太可能再次出现。

不过，澳大利亚最近将免税额降至几乎为零。过去通常允许旅

客携带250支卷烟，现在允许免税入境的数量已减至25支。费特解释

说：“这意味着旅客可以携带一包未开封的25支卷烟，加上一包开

封的卷烟（一名旅行者身上可能有一包开封的卷烟）。”

他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一直有旅行者试图非法进口卷烟，有

的行李箱里有几包卷烟，有的有上百条卷烟。这个渠道的实际走私

规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费特指出，以这种方式进口的免税卷烟肯

定有一个活跃的销售市场。

“无受害者犯罪”
澳大利亚的违禁卷烟通常很容易通过外

包装的外观加以识别，因为违禁卷烟不符合

该国的平装法。令人惊讶的是，非法卷烟经

常在商店柜台上公开零售，而不是像人们想

象的那样秘密地“藏在桌子底下”。乔希·

费特说：“虽然很难想象，但事实确实如

此。”

费特解释说：“也许这被视为‘无受害

者犯罪’，或者，也许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

个大问题，但据估计，澳大利亚各地有600

多家零售店直接向公众出售非法卷烟，其中

大多数没有因其行为而受到任何惩罚。”

零售监管势在必行
费特表示，让执法部门在零售业采取

行动仍然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他说，联邦政

府“边境地区组织走私颇受关注，ABF在这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一旦违

禁品进入该国或烟草已被采收后，那么很遗

憾，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机构“负责监管街

头销售”。

根据毕马威发布的《2020年澳大利亚

非法烟草报告》，中国、韩国和印度尼西

亚的标签包装烟构成了最大的非国内流入，

分别占2019年非法进口的25%、24%和7%。费

特说：“这些市场的卷烟价格便宜，可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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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卷烟比银子还昂贵
对终端消费者来说，世界上几乎任

何地方的烟草产品，尤其是卷烟，都没有

澳大利亚昂贵。其根本原因是，自2013

年以来，澳大利亚烟草消费税每年增加

12.5%，这是一项用心良苦但最终基本无

效的政策。尽管2020年9月是八次立法年

度提价中的最后一次，但这项政策除了推

动卷烟价格暴涨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其

他效果。目前的税率（包括消费税和一般

销售税）为每支卷烟1.21澳元，不是每

包！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称，这大约占

低端市场卷烟价格的70%。不过，现阶段

政府尚未宣布打算在2021年或以后推出新

一轮临时性增长。吸烟者不需要抵押房子

了，这会让他们很高兴。至少目前如此。

2017-2019年估计总消费税损失

（来源：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

年份	 消费税损失（10亿澳元）
2017 1.91

2018 2.02

2019 3.40

“在澳大利亚种植的任何
烟草都是非法的，无例
外情况，即使是个人使

用也不可以。”

量出售。我前面说了，从这些市场进口卷烟并在这里街头销售的套

利机会是巨大的。”这也解释了几乎完全没有假烟。费特说：“有

这么多来自海外的廉价合法品牌，根本不需要组织犯罪集团生产假

货。”

消费税政策制造了完美风暴
澳大利亚的非法烟草问题主要是由于合法产品零售价格过高

而导致的。英美烟草澳大利亚公司认为，对烟草征收的高消费税税

率“是导致人们进入黑市的一个巨大因素”。

费特指出，如果让消费者选择购买一包合法登喜路，最多要支

付45澳元，而同一品牌的违禁品只需支付20澳元，“难怪消费者会

受到诱惑。可以说澳大利亚的烟草消费税政策为非法贸易制造了一

场完美的风暴。”

即使是新冠疫情也无法对其进行更持久的遏制。英美烟草澳大

利亚公司注意到封锁之初，一些城市的违禁品供应量有所减少，价

格在几个月内每包上涨了4澳元至5澳元。但是，当TMC违禁品难以购

买时，非法卖家很快适应了，并开始提供新的自卷烟chop-chop作为

替代品。

强制封锁迫使一些非法商贩的交易停止，但有些商贩只是改

了商店名称，或开始销售面包和牛奶等必需品，以避开限制，作为 

“基本商业”继续营业。

吸烟率下滑和消费税上涨无关
公平地说，澳大利亚多年来吸烟率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人们

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然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自2013年以来不

断调涨消费税（见方框）的进程，对降低吸烟率的进展几乎没有什

么意义。

乔什·费特引用了澳大利亚国家机构健康与福利研究所

（AIHW）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 

“该国每日吸烟率没有显著下降”。因此，政府的烟草消费税政策

似乎未能实现其目标。

合理的建议
然而，战斗还在继续。2020年12月，议会执法联合委员会就非

法烟草问题的调查提交了最后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些非常合理的建

议，以解决日趋严重的问题。建议如下：

• 将非法烟草执法的所有剩余责任从卫生部移交给内政部，但

条件是，将非法烟草视为法律和秩序问题，而非健康问题；

• 制定国家非法烟草战略，以改善联邦、州和地区执法机构之

间的协调机制，每个机构都承担明确的职责；

• 将犯罪立法所得的联邦资金用于资助打击非法烟草的州和地

区政府倡议；

• 使州和地区立法与联邦犯罪保持一致，加强处罚，并为销售

点执法引入侵权通知；

• 实行全国统一的烟草许可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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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拥有5300万人口，首都仰光，一

直位居东南亚中心地位，原因众多。首先，

缅甸于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然而，获得独

立后不久，在1962年至2011年间，缅甸逐渐

被其残酷的军政府所取代，成为一个过度压

迫的军事国家。从英国独立后，昂山素季和

她的民主党为争取国家主权与军政府进行了

艰苦的斗争，缅甸随之陷入了政治混乱。遗

憾的是，在一次全球性的公开活动中，昂山

素季被捕，随后被软禁了大约21年。在此期

迷人的缅甸联邦共
和国*

一名女性在缅甸仰光
售卖烟草制品，包括
该国最畅销的品牌红
宝石。

*本文写在缅
甸军政府今年
3月发动军事
政变和实施戒
严之前。

《亚洲烟草》的国际记者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花了大约10天的时间，走
访了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几个王国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几个国家，穿越人迹罕
至的小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以及烟草相关视角来探索不丹、缅甸和尼泊尔
这些小国的神秘和奥妙之处。我们首先考察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原名缅甸。

间，她获得了当时久负盛名的诺贝尔和平

奖。她被释放后，成功竞选成为缅甸下一任

领导人，但与执政军方共同掌权。由于自

由度有限，她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一直乏善

可陈，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她没有支持罗兴亚

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在1918年开始遭到军

政府的持续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在撰写

这篇文章时，海牙战争罪刑事法庭已经做出

裁决，保护缅甸70万罗兴亚穆斯林免遭进一

步的种族灭绝袭击。在这次审判中，昂山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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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是为军政府辩护的关键证人（可能是为了表示支持军

方，以显示团结），声称没有发生种族灭绝。她从人权

斗士到种族屠杀辩护者，这是多么可悲啊。

昂山素季——缅甸的铁娘子
在此背景下，让我们来评估一下该国烟草市场的状

况。缅甸的烟民总数估计有1000万，大部分是男性。卷

烟总消费量估计为每年120亿支（每月10万箱）。市场基

本上是弗吉尼亚混合型长支卷烟。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是弗吉尼亚烟草公司（Virginia Tobacco Company），

由缅甸经济控股公司（MEHL）控股，后者是两大军控企

业集团之一，其次是英美烟草，再次是日烟国际以及一

些当地私营企业。虽然英美烟草公司在政治和私人层面

上大力游说，但并没有成功取得市场领导地位。而持有

弗吉尼亚烟草公司多数控股权的军政府，凭借他们的红

宝石品牌获得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市场上的其他品牌

还有云斯顿、梅维斯、登喜路，还有许多本土品牌，以

及零星出现的万宝路。对菲莫国际来说，这个国家并不

接受真正的美国混合型卷烟。

可以说这里比卷烟消费量更大的细分领域是卷烟替

品，特别是嚼咽。主要产品有pan、槟榔和各种各样的品

类。卷烟产品价格适中，每包20支高档卷烟价格为2000缅

元（1.75美元），每包中档卷烟价格为1000缅元（0.65美

元），每包低价卷烟价格为500缅元（0.32美元）。

红宝石每包售价500缅元，是最受欢迎的价格等级

（MPPC），目前地位可充分控制市场动态。

分销比较零散，有一些或者很少的小型市场型网

点，可以看到各品牌，还有零星的小杂货店，以及大量的

街头小贩。从数量相当少的品牌可以一窥所有品牌。因为

法规规定，卷烟盒必须在正反面和两侧印制健康警告，这

些警告覆盖了所有表面的80%。此外，健康警告必须使用

占正反面50%的严厉象形图（事实证明这些在遏制缅甸烟

民吸烟的斗争中没有什么威慑力）。缅甸行政首都内比都

已将无烟区定为其控制卷烟和烟草努力的一部分。

内比都议会说，医院和办公楼、空调餐厅、茶馆、

饮料店和酒吧、百货商店、杂货店和私人市场禁止吸烟。

无烟区还包括市场上有屋顶和墙壁的饮食区、茶馆和饮料

店，换句话说，有遮盖的地方。儿童游乐场、公共大厅、

教室、公私立辅导设施、宾馆和公寓也属于无烟区。市议

会还颁布规定，学校100英尺以内不得销售卷烟，卷烟盒

内不得超过20支，18岁是购买卷烟的最低年龄。

虽然缅甸是相对较小的卷烟市场，但随着生计改

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替代烟草消费者转向机制卷

烟的便利性，缅甸市场仍有望增长。

一名女性在靠近茵莱湖的掸邦的一个露天市场上售卖烟草制品
和其他商品

后记——今天的缅甸
2021年2月1日，军方将领敏昂莱宣布再次接管

国家，抹黑了去年11月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获得的

85%以上的选民压倒性胜利。最初，平民反应迅速而

有效，该国大部分地区不断发生抗议和罢工。国际

社会的反应也很迅速，严厉警告说，制裁将使缅甸

重新陷入“孤立主义”。湄公河三角洲的这个国家

未来道路必然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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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位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中国之

间，20世纪70年代，该国成为通往印度烟草

市场的神秘门户。不丹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缘

的一个佛教王国，以其修道院、要塞和壮观

的景观而闻名，这里有亚热带平原，还有陡

峭的山脉和山谷。

在高喜马拉雅山脉，海拔7326米的卓

木拉日峰（Jomolhari）等山峰是人们徒步

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虎穴寺坐落在树木丛生

的帕罗山谷上方的悬崖上。不丹的人口不足

100万，但将国民幸福总值置于国内生产总

值之上，认为幸福比任何金钱都更重要。最

重要的是，经常吸烟并不能使任何人快乐，

甚至对那些生命垂危的吸烟者也是如此。因

此，根据《2010年不丹烟草控制法》，该国

法律禁止吸烟。该法于2010年6月通过，禁

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和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烟

草，如宗堡、纪念碑、公园、酒店、餐厅、

市场、电影院等。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也属于禁烟区。

该法不仅禁止使用烟草制品，而且还禁

止在该国种植、采摘和销售烟草制品。任何

人不得在该国生产或销售烟草制品。凡被发

现在公共场所使用或出售烟草者，将被判处

3至5年监禁。该法颁布后的一年内，全国有

60人因销售或持有烟草制品被捕。第一次重

大逮捕是Haa一位名叫索纳姆·策林（Sonam 

Tshering）的僧侣，他因持有480克嚼烟被

判监禁3年。此后，又逮捕了许多人。这种

做法引起了一系列争议和公愤。因此，2011

年1月，对该法案进行了某些修正。增加了

个人烟草的持有量。现在，人们可以持有更

多的烟草制品，受到的惩罚也减轻了。个人

现在一个月最多可以持有300支卷烟、400支

比迪烟、50支雪茄和250克其他烟草制品。

这些产品无法在当地购买，只能从从国

外特别是从印度购买。在撰写本文时，不丹

新任总统洛塔·策林（Lotay Tshering）（职

业是一名医生）发誓，要在不丹彻底禁止烟

草消费，甚至在私人家中也要如此。对于这

样一个小国来说，烟草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印有不丹王国国旗的
烟草制品。

《亚洲烟草》的国际记者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花了大约10天的时间，
走访了喜马拉雅山脉周边的几个王国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几个国家。这篇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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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丹吸烟就要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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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NOTCH QUALITY WITH 
THE EXPERIENCE TO MATCH

AMERICA STRONG |

OSCAR HOUSE  
PRESIDENT & CEO
“WITH OVER 44 YEARS EXPERIENCE 
WE THRIVE AT BUILDING A QUALITY 
PRODUCT THAT BEST FITS YOUR NEEDS.” 

USlea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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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或将禁止电子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建议，英国可能会禁止吸食雾化产

品。据《太阳报》报道，因担心用

户可能会添加其他有害物质来替代

相关成分，世卫组织已经制定了禁

止电子烟的计划。

烟草危害专家、反吸烟组织

ASH的前任主任克莱夫•贝茨（Clive 

Bates）表示，这一建议“不负责

任，匪夷所思”，归根结底是为

了“保护卷烟贸易”。

英国公共卫生署（PHE）委托撰

写并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吸烟仍

然是英国死亡和健康欠佳的最大单

一风险因素。这项来自伦敦国王学

院的研究发现，尼古丁输送装置在

帮助英国人戒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2020年，英国吸烟者试图

戒烟时使用的最受欢迎的辅助手段

是雾化产品。

该报告估计，2017年，超过5万

名吸烟者借助雾化产品戒烟，与抽

吸普通卷烟相比，对雾化产品相对

风险的错误认识可能会阻碍吸烟者

使用雾化产品戒烟。

PHE健康改善主任约翰·牛顿

（John Newton）教授说：“吸烟

者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彻底戒

烟，证据表明，雾化产品是目前最

有效的戒烟辅助手段之一，每年帮

助大约5万名吸烟者戒烟。若消除对

电子烟毫无根据的安全担忧，可能

数千人早已戒烟。”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电子
烟制造商提交更多数据

联邦贸易委员会（FT C）最

近表示，已要求五家电子烟制造

商——Juul、R.J.Reynolds Vapor 

Co.、Fontm、Logic Technology De-

velopment和NJOY——向该机构提供

2019年和2020年的销售和广告数据。

2019年10月，联邦贸易委员

会要求电子烟制造商提供2015年至

2018年的类似销售数据。该机构目

前正在检查年度销售数据、产品风

味、赠品、社交媒体、大学校园计

划以及影响力和附属计划。

电子烟制造商Juul此前一直

因其营销实践而备受关注，尤其是

针对年轻人的营销实践。2020年年

初，39个州因青少年声称对Juul的

产品上瘾而调查了该公司的营销和

销售策略。2019年，FDA批评该公司

非法将其雾化产品宣传为更安全的

卷烟替代品。

2019年底，Juul宣布将停止在

美国广播、印刷和数字频道的所有

产品广告。

Fontem母公司ITG Brands的发言

人凯利·库什曼（Kelly Cushman）

称：“我们一直与FTC合作，商讨我

们的应对措施，并期待在截止日期提

交。”

日本烟草公司旗下的Logic也做

出了回应。该公司发言人米歇尔·

马伦（Michele Maron）说：“Logic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公司，会严格遵

守法规，定期提供需要的信息，积

极配合政府机构的工作。”

全球手卷烟销售额截至2028
年将超过100亿美元

Grand View Research最新报

告预测，到2028年，全球手卷烟

（RYO）的市场销售额将超过100亿

美元，从2021年到2028年将以4.2%

的速度增长。该报告指出，女性和

学生的手卷烟消费量不断上升，推

动全球市场增长。在包括美国在内

的主要经济体的年轻人对该产品的

采用率正在上升。此外，由于手卷

烟的成本优势，新冠大流行造成的

经济压力促使许多吸烟者从机制卷

烟换用手卷烟。

从2021年到2028年，手卷烟滤

嘴棒和滤嘴棒纸市场将以每年4.7%的

最快速度增长。快速研发出新的滤嘴

棒，最大程度上去除焦油、尼古丁和

某些气体，以及引进可生物降解、环

境友好的滤嘴棒将加快增长。 

2020年，由于成本效益和口味

多元化，手卷烟在消费者中的受欢

迎程度正在上升，欧洲以超过55%的

收入份额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该

地区手卷烟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男性

吸烟者中。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欧洲成人吸烟率最高，为28%，青少

年吸烟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卷烟在

欧洲人中消费量最高。

芝加哥市长就调味雾化产品提
起诉讼

芝加哥市长Lori E. Lightfoot、

商业事务和消费者保护部（BACP）以

及法律部对Equte公司和Vapes.com就

市场营销和销售调味雾化产品提起诉

讼。这是首个执行城市最近对调味烟

草产品禁令的诉讼。

在市长Lightfoot的领导下，芝

加哥已经采取了重大行动来减少雾化

产品使用。2020年9月，市议会通过

了一项法令，禁止在芝加哥销售调味

雾化产品，直指产生除烟草以外的味

道或香气的液体尼古丁产品。

BACP进行了调查，确定被告违

反了该市的调味烟草禁令。该市已

经对雾化厂商和零售商提起了多次

诉讼，指控他们进行欺骗营销和向

年轻人非法销售。

芝加哥也是美国最早将电子

烟纳入《清洁室内空气条例》的城

市之一，也是第一个征收雾化税的

大城市，同时还是第一个将薄荷醇

纳入调味烟草销售禁令的司法管辖

区，涉及高中500英尺范围内的商

店。此后，许多其他司法管辖区效

仿芝加哥，制定了包括薄荷醇在内

的调味烟草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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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ff	Bar销售额下滑	但电子烟
类别仍在增长	

纽约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显

示，截至2月6日的两周内，一次性

电子烟产品Puff Bar的销售额以美

元计同比下降了73%。

高盛总经理邦尼·赫尔佐格

（Bonnie Herzog）称，销售额下

降，反映出美国FDA对未经授权的产

品营销和推广青少年诱人口味的监

管得到了改善。

虽然一次性电子烟市场只占烟

草类别的14%左右，但它不断扩大，

最近引起了FDA的关注。

从2020年7月开始，FDA开始

打击Puff Bar等电子烟公司，这些

公司销售果味一次性产品，FDA说

这些产品很吸引年轻人。该机构当

时还向其他10家没有获批上市前

授权并吸引年轻人的公司发出警告

信。尽管如此，高盛当时的一份报

告称，在截至2020年12月26日的两

周内，Puff Bar的销售额（以美元

计）增长了54.7%。Puff Bar母公司

是洛杉矶的Cool Clouds Distribu-

tion公司。 

不过，赫尔佐格说，整个一次

性电子烟类别仍在继续增长，并占

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报告显示，来自佛罗里达州

Bidi Vapor公司的Bidi Stick产品

2月初的销售额增长了三位数。截

至2月6日的两周内，销售额增长了

473.5%，与上年同期相比，过去

12周的销售额增长了900%以上。然

而，尼古丁总量却在减速，在截至2

月6日的两周内，同比下降了1.1%。

犹他州草案加大雾化限制
犹他州在日前立法会议上试图

取消一项法案中某些雾化限制条款，

由此引起的争论掀起会议高潮。

在过去的几年里，犹他州立法

机关已经赋予该州卫生部限制犹他

州尼古丁销售和数量的权力；现在

一位立法者想借助S.B.134收回这一

权力。 

从2020年起，犹他州卫生部制

定了在该州销售的雾化产品中尼古

丁含量为24毫克/毫升的标准。参议

员柯蒂斯·布兰布尔（Curtis Bram-

ble）是支持S.B.134的立法者，他

说该标准将禁止市场上70-80%的雾

化产品。S.B.134建议将雾化产品中

尼古丁的含量标准从24毫克/毫升提

高到65毫克/毫升，并剥夺卫生部门

制定此类限制的权力。 

参议员布兰布尔在委员会上

说：“我们已经尽力限制年轻人对

这些产品的使用；问题是，如果这

些产品在美国是合法产品，那么行

政法规该禁止这些产品，还是立法

机构该投赞成票限制市场呢？”

反对S.B.134的人说，对尼古丁

的限制越多越好，不管限制来自哪

里。该法案已在参议院委员会获批，

正等待参议院全体成员投票表决。

帝国烟草推出新品
帝国烟草公司为其Embassy 

Signature系列又推出了一款新品New 

Crush。New Crush是专为寻求“价格

有竞争力的优质尼古丁解决方案”的

crushball戒烟者设计的。

New Crush将于3月底推出，属

于Superkings品牌，每包20支装的

制造商建议最低零售价（MRRP）仅

为9.50英镑（约合13.27美元），每

包100支装的MRRP为47.50英镑（约

合66.37美元）。

为支持新品，帝国烟草将推出

一个“全国大使计划”，每月在英

国和北爱尔兰的30多个城市访问约

481个销售点。 

帝国烟草公司的英国市场经理

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Street）

说：“Embassy品牌在过去12个月里

持续增长，在独立贸易中的份额价

值不断攀升。我们有信心New Crush

的推出将有助于推动未来几个月内

的销售，进一步增加Embassy Sig-

nature的吸引力。今年早些时候推

出了Players和L&B Blue New Crush

两款新品，Embassy Signature New 

Crush紧随其后。两款New Crush产

品都大大超过了分销目标，凸显了

通过这个不断增长的次经济体行业

提供的巨大销售机会。”

英美烟草尼古丁袋或将被归类
为烟草制品

肯尼亚卫生部部长穆塔希·卡

圭（Mutahi Kagwe）日前表示，希

望将英美烟草肯尼亚公司的尼古丁

袋归类为烟草制品，遵从烟草控制

法。此举将对尼古丁袋施加烟草控

制法对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施加的

类似限制，其中包括促销和广告、

公共场所的使用和未成年人使用。

2020年，卡圭指责药剂事物委

员会在发放销售烟草袋的许可证时藐

视烟草控制法，随后要求监管机构向

卫生部提供一份全面报告，说明所采

用的标准以及产品注册和许可情况。

卫生部随后宣布它们非法。

尼古丁袋不含烟草成分，使

用时放在嘴唇下面就可以吸取尼古

丁。英美烟草肯尼亚公司的英国母

公司英美烟草此前表示，已与政府

展开谈判，寻求撤销对尼古丁袋的

禁令。然而，尼古丁袋的销售遭到

了游说团体的强烈抵制，他们希望

新产品像烟草产品一样受到重税和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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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电子烟行业的市场销售额

仍持续上升，达到424亿美元，同比增长

15.6%。虽然各国陆续出台对电子烟的监管

政策，但电子烟行业发展热情不减。就中国

来说，2013年中国电子烟市场规模为5.5亿

元，2020年市场规模增至83.8亿元，八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2.5%，预计2021年有

望超过100亿元。

2020年中国电子烟行业企业增速在
加快

电子烟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吸引着

众多企业入局，数据显示，中国电子烟企

业从2013年的45,457家快速增长至2020年

168,452家，截至2021年2月4日，中国存续

电子烟企业共计174,399家。中国电子烟企

业数量增长速度在加快，2020年增长速度高

至30.27%，并延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可以预

见，未来行业企业数量将会持续大增。

2019年，中国有2.867亿传统烟民，世

界排名第一，但电子烟渗透率仅有0.6%。这

2021年一季度中国
电子烟行业增速加快

意味着中国电子烟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十分

可观。全国各地控烟条例的陆续出台也有望

加速渗透率的提升，因而中国电子烟行业发

展空间广阔。

2021年一季度中国电子烟用户以男性

群体为主，占64.9%；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占比近7成。超过一半的用户认为电子烟能

缓解对尼古丁的依赖而抽烟，而且电子烟口

味多元也是吸引用户的优点。此外，电池续

航能力、换油便利性以及价格是用户期待电

子烟产品改进的主要方向。据悉，超过一半

的使用者认为电子烟具有戒烟效果，其中有

54.1%的用户表示会将电子烟产品推荐给其

他人。

消费者选择电子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健

康环保方面。数据显示，“缓解对尼古丁的

依赖”、“口味多元”以及“能减少烟的戒

断反应”是吸引消费者使用电子烟产品的主

要原因，三者占比分别为55%、46%及38%。

此外，电子烟品牌在对产品进行宣传时倾向

上述三大特点，使其成为产品卖点。

截至2021
年2月4

日，中国
存续电子
烟企业共

计174,399
家。

从2013年到2020年，
中国电子烟企业增长
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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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企业海外扩张
随着线上销售监管加强，部分电子烟

企业开始向海外扩张。2019年12月5日，

国内电子烟品牌Doo与美国Kali集团旗下

电子烟渠道商Indigo在美国成立合资公

司。新型烟草提供商喜雾在国内逆势扩张

的同时，海外市场亦迎来爆发性增长。由

于喜雾此前率先在英国市场大举攻占线下

线上渠道，截至2020年5月20日，其在英

国的线下零售店铺数量已超过300家。喜

雾在英国的300多家零售店铺中，有53家

店铺就属于英国知名电子烟零售商ECW。

当然，还有悦刻。该公司在加拿

大、西班牙、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这个来自中国的品牌也具备了一定市

场竞争力和品牌认同，并针对性推出了符

合当地用户使用习惯的产品。有报道称，

海外华人亲切地称悦刻为“国货之光”。

2019年11月，国家相关部门开始收

紧对电子烟的管控。电子烟网售禁令的出

台，让各大电商平台一夜之间下架了电子

烟产品。在网售渠道被切断之前，电子烟

品牌利用线上渠道出货，可以避免门店、

经销商分利，降低了产品成本。因而在禁

令影响下，电子烟企业无法再通过线上进

行营销，宣传效果也大减。

2020年7月20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举办《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二审稿线上研讨会，就二审稿中的控烟条

款与控烟界、法律界和未成年人保护领域

的各位专家交换了意见。多位专家认为，

二审稿在控烟部分有了明显进步，最大亮

点就是首次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

烟”写入法律。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已表决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案例分析：雾芯科技
2020年底，电子烟品牌RELX悦刻母

公司雾芯科技（RLX）的美股上市，带来

一波暴涨浪潮。雾芯科技上市首日，收盘

暴涨145.9%，直接飙升至458亿美元（约

合近3000亿人民币）。这是全球最大电子

雾化设备制造商思摩尔国际上市且市值超

4000亿港币后，电子烟行业再一次受到资

本市场的追捧。悦刻背后站着的有IDG、

源码资本、红杉资本等各投资大佬。

2020年前三季度财报显示，悦刻有

近5000家终端门店，2021年将达到20000



34 tobaccoasia Issue 2, 2021 May / June

www.nicotineusp.com
sales@nicotineusp.com

NICOTINE IN 
ITS PUREST FORM

家，10万个销售网点，覆盖了250个城市。虽然悦刻2020

年年报仍未公开，内部人士指出，其2020年已经开出了

9000多家专卖店。多个渠道的信息显示，入驻超过10万

个零售门店;并在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开设了8家专

卖店，客户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悦刻先后推出了RELX经典、RELX阿尔

法、RELX灵点、RELX无限、RELX幻影等五代电子烟产

品，每款产品有多达十几种甚至二十多种口味，不断增

强产品的安全性与用户体验。悦刻团队转向线下战场，

渗入网吧、烟酒店、潮品店、餐饮、酒吧、KTV等30多种

生活服务类场景。

案例分析：思摩尔国际
思摩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提供雾

化科技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子

雾化设备制造商。2020年7月，思摩尔国际在港交所上

市。2015年，公司在美国推出自有品牌Vaporesso，将

市场扩展至欧洲、日本，2016年推出第一代陶瓷加热技

术，并应用于旗下品牌FEELM。

公司所推出的FEELM陶瓷技术的产品优势带动公司

近几年快速成长，率先与头部品牌建立稳固的合作关

系，为包括中国电子烟巨头RELX、美国知名电子烟品牌

NJOY、英美烟草、日本烟草以及雷诺烟草的众多客户提

供电子烟设备和部件。FEELM推出后虽未出现重大技术变

革，但针对产品痛点的微迭代在不断进行，同时公司在

手握大量专利的背景下，研发投入快速提升，技术领先

地位将有效保持。

2020年海外需求受疫情冲击及政策影响有一定萎

缩，但公司海外客户市占率不断提升。2021年海外需求恢

复，公司客户市占率继续向上；国内客户市占率高，且

线下加速扩张，需求将快速增长，公司有望充分受益。

此外，英美烟草2020年新型烟草整体维持良好表

现，2021年1月，VUSE推出首款CBD产品，后续有望提供

新的增长动力。VUSE的核心供应商为思摩尔国际，且在

PMTA下更换供应商难度极大，VUSE的持续高增将驱动思

摩尔业绩的稳健增长。

不确定风险
不过，悦刻在上市首日暴涨后迎来持续回调，单日

最大降幅超过16%，最新股价报22.5美元，相较首日盘中

35美元的峰值下跌近36%，市值也蒸发194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1261亿元。这也暴露出投资者对这家电子烟企业

未来的担忧。虽然中国被视为电子烟产品最大的潜在市

场，但趋严的政策监管、尚未明确的归属，以及电子烟

在健康安全方面存在的争议，都是包括悦刻在内的电子

烟企业未来需要承受的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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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卷烟销售情况来看，中式卷

烟高端化趋势日益明显，且在高端卷烟阵营

中，热点价位正逐步向更高价位转移，即使

2020年的重大疫情也没有改变卷烟消费整体

的上升趋势。仅从数据上来看，2020年中国

烟草行业超高端卷烟销量突破36万箱，同比

增长近4万箱，增幅7.5%以上，成为引领烟

草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这再次

证明了市场对高端卷烟的需求动力之强劲和

超高端卷烟市场的活力初现。

所谓超高端产品，就是零售价为800-

1000元/条的产品，这部分卷烟无疑是现有

烟草产品结构的塔尖王冠。以前，中国烟草

行业对超高端卷烟进行限价，即在2010年《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重新印发开展“天价

烟”和卷烟过度包装专项治理工作意见的

通知》中，明确提出卷烟价格不得超过100

元/包，即卷烟单条市场零售价格不得超过

1000元，这个“限价令”等于封印了超高端

品牌的活力与潜力。

但在2020年底，面对强劲的市场需求，

这种限价被打破，中国烟草行业有四款超高端

卷烟产品相继上市，分别是四川中烟的“娇子

（宽窄国宝）”，湖北中烟的黄鹤楼（1916中

支）、河南中烟的黄金叶（天叶中支），以及

湖南中烟的白沙（和天下尊享84），市场零售

价均突破了1000元，集中在1200元左右，并且

已经得到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许可。

超高端卷烟市场将迎
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宽窄国宝是四川中烟创新技术成果的

集大成者，这款烟的外包装上是一只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是四川的代表性动物，

也是名扬海外的中国“国宝”，以国宝直接

命名一款卷烟产品，足以代表这款卷烟的尊

贵不凡，在品质方面，以四川凉山的“宽窄

花园”原生态烟叶为主料精选定制，采用顶

级叶组配方，并创新性采用槐花香甜激发烟

叶原香，香气饱满，烟气飘逸，口腔甘甜舒

爽，入喉温润醇和。

黄鹤楼（1916中支）继承了黄鹤楼高

端经典产品1916系列的产品配方，同时运用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动态逆流提取、膜分

离、分子蒸馏等技术处理神农香菊原料，保

证致香成分含量达到90%以上，赋予消费者

更加淡雅的消费体验。

黄金叶（天叶中支），是黄金叶品牌

天叶系列塔尖上的明珠，所需烟叶全程手工

采收、手工遴选；一株烟只能选择寥寥数片

叶，而且该款产品秉承手捻精神，百中取

一，所以弥足珍贵。

白沙（和天下尊享84）隶属白沙品牌

高端系列和天下，白沙品牌凭借和天下系列

打开了国内高端市场，成为国内畅销首榜的

高价香烟品牌之一，一直享有非常好的知名

度。白沙（和天下尊享84）的推出，与之前

的超高端产品一脉相承，是该系列的锦上添

花之作。

中国超高端卷烟快速
发展。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37 

除了这四款蓄势待发的新产品，在超

高端卷烟市场的千元价位以内还活跃着几款

经典产品长盛不衰，如“和大天一”（白沙

和天下、云烟大重九、黄金叶天叶、黄鹤楼

1916）四大家族一直表现亮眼，再加上利

群“休闲”家族、南京“九五”家族，六大

家族包揽了超高端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后

来者中华（金中支）突出重围傲视群雄，玉

溪（双中支翡翠）、天子（观天下）等都远

景可期。

有数据统计，在过去5年时间，超高端

市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了两位数以

上的稳定增长。2020年以来，虽然受到疫情

影响，超高端卷烟市场在2、3、4月连续陷

入低迷状态，不过在5月份恢复期间，超高

端卷烟表现出了一定的提升潜力，在5月份

后再度走高，并一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增

幅。虽然这些超高端卷烟绝对销量不大但税

利贡献却相当可观，并且对品牌结构提升作

用明显，是品牌形象建设里的重要一环。

在春节前，一家名为国泰君安的研究

机构发布了一份《2020年高端消费品专题报

告》，报告显示，当下烟草行业产品高端化

和品牌集中化趋势日益明显，高端卷烟或

将迎来一个飞速发展期。这预示着高端卷

烟市场将迎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而超高端市场与高端市场

的衔接又非常紧密，超高端市场对高端市场的带动与引领作用十分

重要。超高端卷烟产品除了给行业带来实实在在的销量和销售收入

之外，还更多地承载着中国卷烟产品实现价值突破、形象走高的希

望，将对中国烟草品牌的整体价值升级发挥举纲张目、提纲挈领的

关键作用。

目前，中国超高端卷烟市场的功能和场景都发生了很多新变

化，礼节性、炫耀型消费有持续的萎缩趋势，社交场合缺席，消费

者对产品的选择正从对高端、稀缺的追求升级到对品质、品牌、体

验等多方面的追求，这意味着，超高端卷烟产品必须要与消费心智

实现深度共鸣，才有可能持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同时，在价值感

和必要性两个方面也对超高端卷烟产品提出了新挑战，更好品质、

更优审美、更高价值是消费者对超高端卷烟产品的诉求，突破千元

限价的超高端卷烟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文化塑造方面都需要有创

新性的突破和发展。

看起来，似乎是这4款产品因为打破了千元限价的“天花板”而

受到业界的格外关注，但实际上，打破价格“天花板”只是中国烟草

行业提升整体价值感的第一步，中国烟草行业真正要做的是用新价格

来为中国卷烟产品构建新体系、新格局、新价值创造基础条件，因此

比打破价格天花板更重要的是如何支撑新价格、建立新价值。

突破千元价位的超高端卷烟产品要向消费者证明值不值这个价

格，要看新产品和以前千元价位的产品相比有没有进步，进步到底

够不够，产品到底值不值。也就是说，这几款突破限价的新产品承

担着中国烟草行业高价位新价值的探索任务，要完全获得消费者的

认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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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基纳工厂裁员300人
今年4月，菲莫国际菲律宾子

公司（PMFTC）马里基纳工厂将裁员

300人。

PMFTC的一份官方声明显示：“由

于产量急剧下降，马里基纳工厂产能

严重闲置，因此，公司做出了艰难的

决定，精简在过去几年受到市场环境

影响的制造业务。”

该公司将提供超出法律要求的

离职方案和一项关怀计划，以帮助

工人过渡到其他就业机会。

PMFTC将资源和投资从制造业转

移到业务流程外包（BPO）等其他企

业。

Bidi	 Vapor公司的制造业务或
从中国转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次性电子烟Bidi Stick的制

造商Bidi Vapor有限责任公司，可

能将其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美国

佛罗里达州。

Bidi Vapor及其产品独家经销商

Kaival Brands Innovation Group的

首席执行官Niraj Patel对《奥兰多商

业杂志》表示，该公司（总部位于佛

罗里达州墨尔本市）向美国FDA提交

的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已进

入最终实质性审查阶段，申请获得授

权后，Bidi Vapor可以继续在美国宣

传销售产品，而且Bidi Vapor可以把

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佛罗里达州。 

Bidi Vapor致力于防止未成年

消费者购买产品，例如使用儿童安

全包装，营销受众仅限于成年消费

者，限制和严格规范直销给消费者

的在线销售。

此外，该公司还开展回收计

划，回收使用过的Bidi Sticks，鼓

励顾客回收。顾客返回公司10根旧

烟弹，将免费获得一支烟弹。Bidi 

Vapor公司支付运费寄送烟弹。

 

美国FDA再次推迟新卷烟警示
最后期限

美国FDA再次推迟卷烟包装新图

形健康警示的最后期限。新的截止

日期是2022年1月。

该机构曾在2019年提出11项新

的有效图形健康警示建议，覆盖至

少50%的卷烟包装面积。这些警示本

应于2021年6月18日生效。在两起联

邦诉讼要求停止这一进程后，FDA随

后将生效日期推迟到2021年10月16

日。诉讼仍在进行中。

FDA已经宣布，强烈鼓励相关

方尽快提交卷烟健康警示的轮换计

划，但不迟于2021年3月16日，而不

是之前宣布的截止日期2020年12月

16日。FDA还计划在新的生效日期内

修订与卷烟健康警示法规相关的指

导文件。

巴基斯坦卷烟产量激增
巴基斯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

示，本财年上半年，该国卷烟产量

增长14.5%，总价值达250亿巴基斯

坦卢比。

旁遮普省规划和发展部还透

露，在该省新冠病毒大流行高峰

期，旁遮普省卷烟产量和销量分别

增长9.4%和19.2%。

这些数字的增加与政府声称

不鼓励在该国使用烟草制品形成对

比。

巴基斯坦确定追踪和跟踪系统
供应商

经过10年的努力，巴基斯坦联

邦税务局（FBR）终于确定了一个

IT跟踪和追踪系统，以确定烟草以

及糖、水泥、肥料和饮料的实际产

量。

采用IT追踪系统来避免逃税是

该国必须遵守的IMF计划的约束条件

之一。

FBR现准备与技术和财务最强的

投标人M/S AJCL财团签订了合同。

FBR已完成了对烟草、水泥、

糖和肥料等特定商品授予IT电子监

测跟踪和追踪系统五年许可证所需

的评估过程。最初收到11份投标，

其中8份技术合格。技术得分按规定

的评价标准进行评定。为确保透明

度，在开标前，所有符合技术要求

的投标人的技术分数均显示给所有

参与者。

随后于2021年2月1日在伊斯

兰堡FBR总部进行财务开标，8名技

术合格的申请人和投标人参加了投

标，并由许可证委员会公开开标。

该委员会由卡拉马图拉·汗·乔杜

里（Karamatullah Khan Chaudhry）

领导，有7名成员组成。

“......证据表明雾化产品是最有效的戒烟
手段，每年约帮助5万吸烟者戒烟。如果
不是对电子烟有毫无根据的安全担忧，
还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戒烟。”

——英国卫生部健康改善主任约翰·牛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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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布谷鸟钟名闻遐迩。奥森·威尔斯

（Orson Welles）在1949年的经典电影《第

三个人》中扮演的角色哈里·莱姆（Harry 

Lime）宣称，瑞士发明了布谷鸟钟，这实际

上是错误的。瑞士并没有发明布谷鸟钟。然

而，这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小国却拥有一

批活跃在安全领域的高度创新的公司，为广

大行业提供服务。其中之一是AlpVision公

司，它位于沃州风景如画的韦威镇。该公司

开发了两种简单易用但非常有效的产品认证

方案，可用于烟草和雾化产品包装上。

Cryptoglyph：不可见，不可复制
AlpVision的Cryptoglyph技术于2001

年推出，2007年首次用于卷烟包装。该公司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弗雷德·乔丹博士

（Dr.Fred Jordan）表示，尽管全球的品牌

拥有者都采用了Cryptoglyph技术，但该技

术的关键市场仍然是欧洲。他说：“欧洲的

市场反应比其他地方要好，具体原因不清

瑞士以其安全的金融机构而举世闻名。但沃州的AlpVision公司提出了两个
巧妙的解决方案，帮助烟草和雾化产品防伪，防篡改，更安全。

安全展望——AlpVision公司
提供安全有效的防伪认证方案

AlpVision’的BMS平台
通过Cryptoglyph或
Fingerpint应用程序，
可连接大量验证装置。

AlpVision公
司
供
图

楚。”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Cryptoglyph

应用简单，而且由于犯罪分子无法复制，品

牌安全性相当优越。至少现在犯罪分子无法

复制。

清漆层中嵌入微粒
从本质上讲，Cryptoglyph是一种技

术，在常规印刷过程中，在包装材料的清漆

中嵌入了一种不可见的伪随机微粒图案。图

案上的每个微点，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径只

有10-20微米的凹痕，覆盖整个包装表面，

或者任何涂过清漆的地方。乔丹博士解释

说：“这种肉眼完全看不见的防伪图案，可

以与任何传统印刷技术配合使用，如胶印、

柔印或凹版印刷。它不需要对印刷机本身作

任何改动，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油墨。”

随机图案至关重要
微粒图案的伪随机性质至关重要。乔

丹博士强调：“这不是一个品牌标识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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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glyph助力实现即时产品验证

几何图案，那对造假者而言，就太容易复制了。相反，微图案对于每个品牌

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对于每个生产批次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该图

案仅应用于清漆层，产生的凹痕“仅能渗透到其厚度的一小部分”，因此包

装材料本身并没有受到影响。乔丹博士解释说：“这是对清漆表面的一种

调制，而不是产生实际的孔。”这使得Cryptoglyph可以被部署在单个烟支

上，例如可以在更薄的滤嘴包装中嵌入微粒。

一个月内可启动运行
乔丹博士确信，Cryptoglyph可以与任何现有的印刷机械实现集成和配

置，无需技术修改或特殊部件。“一个月内即可启动并运行，通过完整的打

印机认证通常需要三个月左右，因为必须向滚筒制造商提供应用于滚筒表面

的随机图案信息。”如果企业选择每个生产批次使用不同的Cryptoglyph图

案，必须相应地更换滚筒套。但是，没关系，更换非常快速。

扫描即可完成验证
扫描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Cryptoglyph应用程序，可完成对烟包或者单

个烟支的身份验证。特定品牌或特定批次的Cryptoglyph模式安全地存储在

一个轻量级服务器中（BMS；参见侧栏），并与该应用程序连接。这不仅使

执法人员能够即刻检查任何卷烟包装的真实性，而且终端消费者当然也可以

使用该应用程序来确保他们购买的是合法产品。乔丹博士说：“检测本身

是离线执行的，只将扫描结果和用户位置上传到BMS平台（见侧栏）。这种

直接的认证方法，加上复制安全的微粒模式和易于集成的特性，使Crypto-

glyph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品牌保护选择。”BMS服务器收集的数据也为烟

草公司提供了有价值的品牌安全状况的分析见解。

“两大应用程序组合是编码”——AlpVi-
sion的Fingerprint利用所有模制、冲压
或轧制塑料物品表面的独特缺陷验证有
无篡改。

AlpVision公
司
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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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Vision的BMS平台
Cryptoglyph和Fingerprint应用程

序通常与AlpVision提供的品牌监控系统

（BMS）服务器相连，该平台当然也可

以运行其他兼容的身份验证应用程序。

乔丹博士说：“如果数据不受监控，即

使最好的身份验证方法也毫无用处。我

们的品牌监控系统BMS恰好解决了该问

题，它通过一个轻量级、集中化的实时

服务器收集、准备和呈现全球认证统计

数据。”除了提供与假冒和产品篡改相

关的有价值信息外，该平台还简化了认

证管理。乔丹博士解释说：“只需轻

轻一按，就可使被盗的认证设备变得毫

无用处。”任何软件驱动的认证设备都

可以连接到该平台，包括基于苹果和安

卓的智能手机、条形码和QR码读取系统

等。BMS可以在本地或远程托管，并利用

微软Windows的开放网络API进行智能手

机QC和SDK身份验证工具的第三方集成。

Cryptoglyph：显微编码凹痕只穿透清漆层，不会触及印刷层和基板层

AlpVision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弗雷德·乔丹
博士

AlpVision公
司
供
图

Fingerprint：用于雾化产品防伪
AlpVision开发的另一种“智能”安全

技术是Fingerprint（指纹技术），目前它

仅用于电子烟、电子烟液瓶和其他雾化产品

包装，但不是传统的卷烟包装。乔丹博士

说，最初用于模制、冲压、轧制或工具化

的任何类型的塑料瓶或瓶盖，“它也可能用

于玻璃瓶”。Fingerprint的最大好处之一

是，它可以防止未经授权或欺诈性的重新填

充塑料容器，特别是应用于密封帽时。

缺陷助力完美应用
Fingerprint利用了所有模制、注射、冲压或工具化塑料物体

固有的一个特殊特征：它们的微观表面缺陷与人类指纹一样独特。

生产工具本身具有这些不规则性，然后以“镜像”形式转移到塑料

表面。因此，使用同一工具生产的每个瓶子、玻璃小瓶或瓶盖都会

有完全相同的缺陷模式。这让人想起法医犯罪学的应用，把子弹绑

在发射子弹的特定枪管上。每一个枪管都会在所有离开枪口的子弹

上留下相同的印记和擦伤。

即时验证
Fingerprint使用的即时验证方法与Cryptoglyph非常相似。

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几秒内可扫描塑料容器（或盖子）的外表

面。获得的数据会自动上传到BMS服务器，并对照模式数据库进行检

查。由于每个模具或印记都有独特的表面缺陷，因此在应用于实际

制造之前，必须将其记录在BMS数据库中。但是，那不过是一种形式

而已。

乔丹博士断言：“Fingerprint是一项真正奇妙的技术，我们

的客户终于梦想成真，可确保没有人篡改他们的产品。”他补充

说，这项技术和Cryptoglyph一样，也可以被终端消费者用来验证他

们购买的产品的真伪。“此外，Fingerprint不仅可以应用于塑料，

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冲压、铸造或模制材料。例如，我们在金属零件

上进行了成功部署。”

全球应用
AlpVision的安防产品目前应用于50多个国家的印刷厂和包装

制造商，供应制药公司和消费品包装供应商等广大行业。该公司在

美国波特兰和中国上海均设有代表处。AlpVision的主要烟草行业客

户群仍以欧洲为中心，然而由于全球范围内卷烟造假和雾化产品篡

改事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乔丹博士希望Cryptoglyph和Finger-

print能够在国际上引起更多品牌所有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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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趋势来看，卷烟不会消失。”

——花旗分析师亚当•斯皮尔曼

非洲烟草种植面积增长3.4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

告，非洲烟草种植面积6年间增长了

3.40%，烟草使用者数量从2000年的

6400万人增至2018年的7300万人。

非洲烟草种植面积的增长是相

较于全球统计数据来看的，后者在

2012年至2018年期间下降了15.66%。

该报告将增长归因于该地区更有利的

监管环境以及对烟草需求增加。

在这6年期间，非洲烟草产量

增长了10.6%，东非占该地区烟叶

产量的90.43%。烟叶出口额增长了

10.51%，从18.8亿美元增至20.8亿

美元。

Pyxus报告2020年Q3财季业
绩取得积极增长

Pyxus International公司公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财季的业绩取得

积极增长。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

内，销售和其他营业收入从3.633

亿美元增加到3.796亿美元，增幅

为4.5%，增加了1630万美元。这一

增长是由于烟叶产量增加了5.4%，

并且由于加拿大大部分省份开放销

售以及推出了GO!大麻素生产线，因

此，大麻素收入也增加了。烟叶平

均销售价格下降了1.8%，部分抵消

了上述增长。

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发货时间，

非洲小型农场产量减少，新冠大流

行导致非洲发货延迟，种种因素影

响之下，烟叶产量增加了5.4%。

烟叶平均销售价格下降1.8%，是因

为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产品组合中

叶片浓度较低，但北美洲产品组合

中叶片浓度较高，加之欧洲汇率变

化，抵消了部分降幅。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

内，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成本从截至

2019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内的3.081

亿美元增加到3.17亿美元，增幅为

890万美元或2.9%。这一增长主要是

由于销售和其他营业收入的增加。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三个

月内，毛利润占销售额的百分比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内的

15.2%增至16.5%。这一增长归因于

南美洲转换成本降低和欧洲汇率的

变化。然而，非洲、亚洲和欧洲的

产品组合中叶片浓度较低，非洲转

换成本较高，抵消了部分增幅。

津巴布韦TIMB出手援助烟农
津巴布韦2万多名烟农没有从他

们的承包商那里获得足够的投入，

为此，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伸出了援手。

TIMB发现，在本季节签约种植

烟草的14.5万农民中，近14%的人被

签约的商人欺骗了。

新规定要求烟草承包商为小型

烟农提供每公顷1000美元的投入，

为大型烟农提供每公顷4000美元的

投入。然而，TIMB发现，有几家烟

草商过度申报了投入的价值和支持

的农户数量。监管机构现在已经介

入并“解除”了他们的合同，安排

2万名受影响的农民有权选择将他

们的作物卖给拍卖系统或其他贸易

商。

然而，由于津巴布韦96%的烟草

作物是通过合同而非拍卖出售的，

该国的拍卖场有限，加之新冠对旅

行设有限制，因此，仍然有人担

心，农民很可能将其作物出售到最

近的合同拍卖场，这可能使他们遭

受价格操纵和更多的剥削性合同。

津巴布韦烟农向TIMB提出要求
津巴布韦烟农联盟（ToFUZ）敦

促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不要

用自己的方法“伏击”烟农，并要

求确保今年晚些时候烟季再次开放

时，烟农不会再面临支付问题和其

他后勤问题。

该联盟执行总裁Beliew Tevera

说：“我们要求TIMB明确支付方

式，不要在最后一刻宣布‘伏击’

农民。应明确外汇储备门槛，并在

销售季开始前及时公布。”

ToF U Z希望利润留存率从去

年的50/50提高到70%外汇和30%的

RTGS，RTGS应基于当地市场利率，

而不是外币拍卖系统的较低利率。

Tevera说，去年大多数农民被

迫转向合同种植，因为烟草种植中

的所有投入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ToFUZ还要求TIMB与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合作，使农民能够随时获

得现金，而不是让农民等上几周才

能拿到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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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肯塔基州农场获得烟草结算资金
肯塔基州86个县的近600个农场项目将获得总额590万美元的烟草结算

资金。该州州长安迪·贝谢尔（Andy Beshear）、能源与环境内阁秘书丽贝

卡·古德曼（Rebecca Goodman）表示，资金将用于寻求保护水质和防止水

土流失的项目，包括为牲畜、植草水道和农作物提供替代水源。

乌干达政府替私营公司垫付烟
农欠款遭质疑

对于乌干达大陆烟草公司和

Nimatabac烟草有限公司在2017年至

2019年期间欠下的烟叶款项，乌干

达政府计划使用议会补充预算垫付

给烟农，议员则要求政府对这种情

况进行解释。

请求的补充预算为2910亿乌干

达先令（7949万美元），其中112亿

乌干达先令拨给了贸易部，向1000多

名受影响的烟农支付欠款。乌干达财

政部长马蒂亚·卡萨亚（Matia Ka-

saija）表示，政府有责任帮助受损

失的农民来加强经济，将把这笔款项

视为对上述公司的贷款。然而，议员

对政府承诺清还私营公司债务的框架

表示质疑，要求财政部提交一份谅解

备忘录，表明一旦问题解决，这些公

司将偿还政府资金。

预计津巴布韦2021年烟草产
量更高

津巴布韦今年降雨丰沛，生长

条件良好，预计烟草产量会更高，

品质更佳，更成熟。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主

席安德鲁·马替比瑞（Andrew Mati-

biri）博士说，Agritex和TIMB等相

关部门正在进行烟草评估，灌溉烟叶

的收割和烘烤基本已完成，大部分旱

地烟叶的收割和烘烤正在进行。

2021年销售季的开始日期尚

未公布，但所有拍卖场和买家均已

获得许可证，预计今年的产量将增

加。所有拍卖场仅在哈拉雷运营。

目前正制定销售季节要遵循的程

序，包括根据去年的情况制定的预

防新冠的程序。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water.
Because no one flavors tobacco like 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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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在烟草业的重要性持续增长
与农业及其他领域的许多业务一样，亚洲是全球烟草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里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吸烟者，同时也是最大的烟叶产区。更重要的

是，该地区烟草种类丰富，特定国家的烟草产品数不胜数。全球烟草产量和

消费量总体下滑，但亚洲大陆仍有新的增长机会，这意味着亚洲在更广泛的

行业动态中的重要性将继续增长。下面的烟草种植发展概览由国际烟草种植

者协会（ITGA）地图集：烟草种植情况提供，这是一个免费工具，提供最新

的全球烟草统计数据。

亚洲烟草市场概览
世界上没有其他烟草市场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追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烟草品种——弗吉尼亚烤烟（FCV）的最新数据（见图1），可了解该国在全

球烟叶市场中的地位。中国的FCV消

费量占全球产量的一半，到2020年

消费量将超过170万吨。然而，在过

去5年里，中国种植的FCV下降了17%

，不过自2018烟季以来，产量已达

到一定的稳定。目前预测表明，中

国2021年FCV产量几乎没有变化。目

前，中国最大的两个烟叶进口国是

巴西和津巴布韦，而美国在榜单前

三的位置受到了中美两国之间持续

不断的贸易争端的影响。

就烟叶总产量而言，亚洲其他

三大市场分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

亚洲是全球烟草
种植的重要地区

图1：2020年FCV烟叶产量估计（产
量分布）

来源：环球烟叶公司

图2：亚洲主要烟草类型的产量（千吨）

来源：ITGA地图集：烟草种植情况

图3：印度烟农生存力

来源：ITGA

中国	 印度	 印尼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北美和中美

南美

欧洲和独联体国家

非洲和中东

亚洲和大洋洲（中国除外）

中国

FCV-生产成本（美元/公顷）	 FCV-平均收入（美元/公顷）

白肋烟-生产成本（美元/公顷）	 白肋烟-平均收入（美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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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这三个国家往年都实现了增长（见图2）。与

中国一样，印度尼西亚的烟叶主要用于国内消费。东爪

哇和中爪哇地区是两大种烟区，每年出口创汇超过2亿美

元。孟加拉国的库尔纳地区约占烟叶产量的一半，而当

地特有的种类，如Matihari和Jati，占烟叶产量的1/3。

孟加拉国的烟草出口额为9000万美元。最后，巴基斯坦的

烟草产量与孟加拉国相似，略高于10万吨，但出口额仅为

1100万美元。黄花烟是仅次于FCV的第二大烟草类型，占

种植面积的1/3。

案例：印度
印度是世界上主要的烟草市场之一。该国是第二大

烟草种植国，烟草业为4600万人提供生计，其中600万是

农民，并为国家带来约60亿美元的税收。尽管如此，其

中只有9%的烟草消费形式是卷烟，剩下的91%主要是比迪

烟、嚼烟和水烟等无烟产品。

显而易见，当地烟草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

烟消费的趋势。2019年烟草季，FCV产量2.36亿公斤，

约占烟草总产量的27%，白肋烟和香料烟产量8200万公

斤，占烟草总产量的10%。比迪烟和嚼烟主要在当地消

费，FCV、白肋烟和香料烟主要用于出口。然而，市场利

润率并不稳定（见图3）。新冠大流行对2020年烟季产生

了重大影响，当地烟草委员会最初预计的2.35亿公斤FCV

降至2.03亿公斤。这主要是由全球需求中断造成的。乐

观预计，如果需求和产量都增加的话，2021年的产量约

为2.6亿公斤，将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2021年1月，一些组织敦促印度总理撤回一项将对

卷烟和烟草制品实行新规定的法案。其中包括禁止销

售散烟支，进一步限制广告，提高购买烟草制品的法

定年龄。业内认为，一些悬而未决的规定可能对农民

产生毁灭性影响，刺激非法贸易。此外，非法经营者

从国外获取烟草意味着数百万人可能失去生计并面临

贫困的风险。

不确定性增加，应加强合作
随着烟叶种植逐渐向低收入国家稳步转移，亚洲在

烟草行业的中心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然而，烟草盈利

能力的波动和全球疫情带来的总体不确定性，使工作环

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自1984年以来，ITGA一直代表农

民发声，捍卫种植者的利益，努力打造该行业更美好的

未来。2021年，ITGA将继续支持其成员，以克服新冠疫

情带来的新挑战，帮助种植者做出明智的生产决策，并

促进该行业的长期可持续性。让我们一起来种植更多烟

草！

欲了解ITG A地图集：烟草种植情况，可访问

https://atlas.tobaccolea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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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前，几家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展上展示了第一台加热不燃烧

设备，几乎没有泛起任何涟漪。然而，这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菲莫国际

多年来倾入大量资金研发复杂的IQOS，最终于2014年推出。不到两年后，英

美烟草和日烟国际分别推出了自己的设备glo和Ploom。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创

新，打造了大量品牌，生产的HNB设备越来越精致。这起初看起来只不过是

一个技术噱头，很可能会是昙花一现，然而却催生了全新的“下一代产品”

（NGP）类别。

再造烟叶成就完善的解决方案
早期的设备相当粗糙，只有一个小的加热仓，里面装有散烟叶（或草

本）。而IQOS推出的“Heets”现成烟弹易于更换，是菲莫国际的专利产

品。日烟国际和英美烟草的设备也采用了烟弹或“加热棒”概念。事实证

明，仅仅用烟丝填充烟弹，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理想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再造

烟叶，它的成分可确保更好的热分布，从而释放出低于燃烧点温度的烟气。

HNB设备已在许多市场上市，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终端消费者粉丝。因

此，人们会认为，领先的再造烟叶制造商和贸易商也会顺势而为，急于利用

不断上升的需求。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至少就亚洲一些较为知名的

再造烟叶供应商而言是这样。

Pura集团：从2013年开始制造再造烟叶
Pura Barutama第10造纸厂隶属于印度尼西亚Pura集团，后者是一家深

深植根于印刷、造纸和全息行业的企业集团。该集团还向烟草公司提供纸

张、箔材和其他周边产品。第10号造纸厂此前主要生产卷烟纸，2013年加入

了再造烟叶的行列，当时它开设了第一条稠浆型生产线。公司董事Purnama 

Setiawan回忆说：“当时再造烟叶生产商不多，因此这是我们早期获得市场

份额的绝佳机会。”如今，这家工厂90%的年产量是再造烟叶，剩下的10%是

彩色卷烟纸。

不过，工厂经理阿里斯·维卡克索诺（Aris Wicaksono）表示，该产品

专门用作卷烟、小雪茄和雪茄的茄衣和茄套。他说：“我们的全部产品均用

于传统烟草产品，没有一种供应给HNB领域。”这种特殊情况当然可能与该公

司目前只能生产稠浆型再造烟叶“纸”有关。然而，HNB烟弹通常需要流延型

再造烟叶。公司研究员Hari Suciadi解释说：“我们的产品更柔韧，更适合

HNB用途，并且由于在制造过程中可以添加更多的丙三醇，因此与HNB加热棒

更相容。”

投资一条流延型生产线，从HNB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目前对该公司来

说并非一个可行的选择。“我们需要对HNB以及如何进入市场做更多的研

加热不燃烧（HNB）技术在某些市场可能是一种新兴技术，但
对于亚洲一些领先的再造烟叶供应商来说，该行业目前的作用
微不足道。

HNB尚非亚洲再造烟
叶供应商的核心业务

Pura第10造纸厂：
2018-2021年再造烟叶产量

*只有稠浆型
（来源：Pura Barutama第10造纸厂）

年份	 吨*
2018 193

2019 475

2020 810

2021 (projection) 930

SAI：2019-2021年再造烟叶
产量

*该公司三家工厂制造的所有类型的再造
烟叶
（来源：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

年份	 吨*
2019 1,000

2020 1,500

2021（预计）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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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公司业务发展经理穆尔塔扎·坎奇瓦
拉

SAI公
司
供
图

SAI公司商业总监豪尔赫·肯吉

SAI公
司
供
图

究，”Purnama Setiawan坦承，“但据我们所知，目前主导产品领域的大型

HNB设备公司都有合同供应商，为它们生产特定的再造烟叶配方，其他工厂很

难进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HNB将永远是这家印尼公司的禁区。Purnama 

Setiawan说：“世界各地的HNB市场都在扩张，如果时机成熟，我们肯定会考

虑投资流延型机械是否值得。”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从2014
年开始交易再造烟叶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知名烟草商明星农业科技国际有限公司（SAI）于

2014年首次开始交易再造烟叶，为该地区的烟草垄断企业供货。该公司的业

务发展经理穆尔塔扎·坎奇瓦拉（Murtaza Kanchwala）对《亚洲烟草》表

示：“当时政府一直在努力降低可燃卷烟中的尼古丁含量。”SAI及时收购

了那些寻找成本削减机会以增加回报的中小企业客户，SAI的再造烟叶业务

就这样发展起来了，目前占公司全年贸易总额的1/4。该公司在巴西、欧洲

和印度尼西亚拥有自己的再造烟叶制造工厂。

然而迄今为止，HN B仍然是SA I决定不涉足的行业。坎奇瓦拉

说：“2020年上半年，HNB烟弹的总市场规模达330亿支，但仅在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和一些西欧国家蓬勃发展。”他解释说，与传统卷烟相

比，HNB烟弹代表的“市场”要小得多。此外，市场也明显由跨国公司及其

HNB产品主导。坎奇瓦拉说：“从经济角度来看，现在没有理由为进入HNB市

场进行大规模投资。因此，HNB不是我们的重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成

为我们的重点。”

SAI的商业总监豪尔赫·肯吉（Jorge Kenji）评论说，这只是一个简单

的指标问题。一个独立的卷烟或HNB制造商在一个市场的营业额要达到120亿

支HNB烟弹，才能支付一条烟弹生产线的投资成本。“资产价格标签是一个准

入壁垒，”肯吉断言。“从资本支出的角度来看，制造商必须依靠每月1.2万

至1.5万大箱的营业额，才敢尝试生产HNB产品。”他补充说，不仅HNB设备本

身需要成本密集型的研发，适用于HNB的再造烟叶也同样如此。

肯吉解释说，目前SAI认为，还需要改进消费者的“HNB体验”。但是，

该公司密切关注“再造烟叶纸盘交付之外”的趋势，如果有制造商前来洽

谈，该公司希望并已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服务于HNB市场。他指出：“我们

在各种再造烟叶技术方面提供广泛的专业知识，以支持新产品的开发。”

许多供应商“避开”HNB
与此同时，肯吉的同事穆尔塔扎·坎奇瓦拉暗示，专利问题使再造烟

叶供应商不敢进入市场。例如，菲莫国际的“Heets”采用了一种技术，将

再造烟叶切丝压入烟弹的加热仓。“菲莫国际已经对这一过程申请了专利，

这意味着其他制造商被禁止部署，但需要在其加热棒中找到使用再造烟叶的

其他方法，”他解释说。“如果要通过加热产生所需的烟气，则必须改变再

造烟叶的燃点。”尽管SAI实际上在其工厂生产适合HNB的再造烟叶，但仅限

于为可燃产品制造商供货。“按绝对价值计算，用于可燃产品的再造烟叶，

比我们目前可能希望出售给HNB行业的销量要高得多，”坎奇瓦拉推断。而

且，即使没有HNB行业，SAI前景依然光明。今年，该公司预计各类再造烟叶

的交易量约达5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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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芯科技任命首席财务官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电子烟

公司雾芯科技已聘请陆超为其首席

财务官。

此前任职花旗集团董事总经

理、亚洲医疗保健投资银行业务的

负责人陆超，预计最快将在3月加入

这家已在美国上市的电子烟公司。

这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称，陆超

将帮助雾芯科技拓展雾化技术在医

疗健康行业的应用和投资机会。

陆超在领英上的个人资料显

示，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于

2013年12月加入花旗集团。

据彭博社报道，以RELX悦刻品

牌设备而闻名的雾芯科技，于今年

年初在美国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

筹集资金约14亿美元。消息人士

称，陆超是这次交易的牵头人。花

旗集团和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组

织了此次发行。

自1月份上市以来，雾芯科技的

股价上涨75％以上，市值约为327亿

美元。

明尼苏达州成为卷烟走私温床
明尼苏达州提出的两项法案，

可能使该州成为非法走私卷烟的温

床。第一项法案——《众议院991号

法案》将卷烟消费税提高1美元，每

包卷烟价格从3.04美元升至4.04美

元。消费者还需承担“替代性”销

售税，因而每包卷烟总税额增加了

63.3美分。这将导致明尼苏达州的

卷烟逃税率和避税率大幅上升。

第二项法案——《众议院904号

法案》将禁止销售薄荷卷烟之类的

加香烟草产品。高额卷烟税和禁令

将刺激更多的走私者加入这场游戏

当中。

2018年，明尼苏达州卷烟走

私率为36％，这意味着在明尼苏达

州，每100支卷烟中有36支卷烟未征

税。据预测，如果该州再加收1美

元，税率将提高至近45％，这将使

明尼苏达州成为全美卷烟税收第三

高的州，仅次于纽约州和加利福尼

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新任首席财务
官基思·梅里克

亚州。卷烟消费税提高，会引发更

多的走私活动。有组织的犯罪分子

从违禁的加香产品中获利的可能性

也会更高。在所有卷烟销售中，约

有30％是薄荷醇产品。禁止吸烟并

不意味着人们会立即停止吸烟，他

们更有可能直接改变购买地点。

此次禁令在马萨诸塞州德卢

斯和加拿大进行了试验。早期证据

表明，吸烟者对禁令做出了相应的

反应：寻找继续购买这些产品的方

式。这使走私者感到高兴。

再次提高消费税或禁止一种流

行的产品，并不会对吸烟者戒烟起

到任何作用，但它将对卷烟走私率

产生很大影响。

帝国品牌任命新首席财务官
帝国品牌现任首席财务官在任

职七年后将要离职，该公司目前已

经任命新的财务负责人。

该公司表示，农产品集团ED＆F 

Man Holdings现任首席财务官卢卡

斯·帕拉维奇尼（Lukas Paravici-

ni）将于8月5日之前加入董事会。

帕拉维奇尼将接替奥利弗·坦

特（Oliver Tant）的职位，其年薪

为73万英镑（102万美元）。坦特已

担任该职务七年，待交接工作完成

后便会离开公司。

帝国品牌首席执行官斯蒂芬·

邦哈德（Stefan Bomhard）表示，

帕拉维奇尼的财务资历和运营经

验，“对帝国品牌而言是无价之

宝，因为我们将实施新战略。”

在加入ED＆F之前，帕拉维奇

尼在全球最大的乳制品出口公司恒

天然担任高级职位，包括首席财务

官。他曾在消费品巨头雀巢任职22

年，担任过各种高级财务和一般管

理职务。

卢卡斯说：“我很高兴在如此

激动人心的时刻加入帝国集团。我

支持新的战略方向，并期待与董事

会和新同事一起提高业绩，并提高

股东价值。”

基思·梅里克加入美国烟草合
作社

美国烟草合作社（USTC）新任

首席财务官基思·梅里克（Keith 

Merrick）将于2021年3月1日任职。

在加入USTC之前，梅里克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位于威尔逊和北

卡罗来纳州落基山）市场总裁兼高

级业务关系经理，负责收购和信贷承

销，并管理银行的本地商业组合。在

此之前，他曾在S.T. Wooten Corpo-

ration担任了11年的高级副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他还曾在Standard Com-

mercial担任副总裁、财务主管和投

资者关系总监一职，拥有超过12年的

烟草相关工作经验。

UST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奥斯

卡·豪斯（Oscar House）说：“我

很荣幸基思能加入我们的领导团队。

他在领导财务运营和运营变革方面的

丰富经验，不但有利于应对当前的经

济挑战，而且还能为USTC未来的发展

定位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有信

心，基思将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并且

是USTC团队的出色成员。”

作为首席财务官，梅里克将负

责有关USTC及其所有子公司的会计、

财务、财务计划、分析、税务、IT和

投资者关系的工作。梅里克拥有得克

萨斯州农工大学（A&M）农业经济学

学士学位，以及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综

合企业和金融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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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9月9日提交上市前烟草产品申

请（PMTA）截止日期以来，已经过去6个月

了，而已提交申请的产品留在美国市场的宽

限期为1年。然而，美国FDA似乎不太可能及

时完成对所有申请的审评，该机构今年1月

宣布的PMTA和SE（实质等同）最终规则也已

被撤销。目前尚不清楚最终规则何时公布，

或者FDA何时完成对其收到的PMTA的审评，

因此制造商现在所能做的似乎只有满怀希望

地等待。

简要概述
FDA为在美国合法销售和分销新型烟草

产品提供了三种途径：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

（PMTA）、实质等同报告（SE）和豁免证明

实质等同请求（EX-REQ）。在寻求FDA对任

何新型烟草产品的营销授权时，可以提交

PMTA，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新型烟草产品都

必须提交PMTA。例如，如果新型烟草产品能

够证明其具有与等价烟草产品相同的特性，

或者具有与等价烟草产品不同的特性，但不

PMTA依然等待中
会引起不同的公共卫生问题，可以提交SE报

告。（等价产品是指截至2007年2月15日在

美国进行商业销售的产品，或者是FDA先前

认定的符合《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要求

的实质等同产品）。或者，如果通过添加或

去除烟草添加剂或增加或减少现有烟草添加

剂的数量改造为新型烟草；或者提议的改造

是轻微的并且是合法销售的产品，那么EX 

REQ将是更合适的途径。

需要提交PMTA的新型烟草产品包括电子

烟、水烟产品和某些雪茄。根据美国哥伦比

亚特区地方法院的命令，FDA目前没有强制

执行高端雪茄PMTA的要求。

提交了大量申请
美国FDA烟草产品中心（CTP）主任米

奇·泽勒（Mitch Zeller）表示，截至2020

年9月9日，该组织收到了针对数百万种烟

草产品提交的数千份PMTA申请，以及100家

公司对6800种产品的SE申请和15家公司对

350种产品的EX-REQ申请。截至2021年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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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FDA处理了所提交的所有SE和EX-REQ申请，并处理了

230多家公司提交的480多万种产品的PMTA，更多PMTA仍

在处理中。

处理完提交后的下一步是验收审查过程，以确认产

品属于CTP的管辖范围，并且满足申请的基本要求。FDA

可以拒绝接受申请，如果申请中的产品目前正在市场上

销售，则必须撤市，并面临FDA的强制执行行动。

截至2021年1月中旬，FDA接受了5200种产品的SE

申请，拒绝了1600种产品；接受了250种产品的EX-REQ

申请，拒绝了100种产品；接受了84000种产品的PMTA申

请，拒绝了3100种产品。

针对PMTA，接受的申请仍需经过备案，针对SE和EX 

REQ，接受的申请需经过通知审评，然后进入实质性审

评阶段，评估所提交申请的科学数据，这是整个过程中

最漫长、最彻底的一步。截至1月中旬，FDA已经完成了

这一阶段，发布了50多份SE和125份EX-REQ烟草产品销

售命令。对于PMTA，FDA刚刚开始对数百种产品进行实

质性审评。

泽勒说，鉴于提交PMTA的数量和其他影响因素，如

提交的产品数量和提交格式的多样性，FDA很难在2021年

9月9日之前完成对所有提交PMTA的审评。他说：“我们

将继续分配资源，目标是尽快将当前市场上公认的产品

转变为所有可销售的产品都经过FDA仔细、科学的审评的

市场。我们将根据市场份额，将资源集中在对公众健康

影响最大的产品的科学审评上，同时承诺在2021年9月

9日之前，为所有公司提供审评机会，无论规模大小，

届时根据FDA的指导，他们可能面临被FDA强制执行的风

险。”

泽勒说，如果产品不符合相关法律中的销售标准，

将不会收到FDA的销售命令，必须撤市。如果产品确实

符合标准，将获得销售命令，在遵守命令中条件的前提

下，继续在市场上销售。

撤销最终规则
今年1月19日，FDA宣布，已经确定了新型烟草产

品上市前审评的两个关键规则，即PMTA最终规则和SE最

终规则，提供了关于两种途径中申请的内容、格式和审

查的最低要求的补充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

过，这两项最终规则在《联邦公报》上登报展示，但并

未公布。一天后，该机构收到白宫的行政命令，当天中

午之前撤回未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任何规则，因此

该等规则被撤回。在其网站上的公告中，FDA表示正“与

新政府合作，推进已撤销的、符合该机构公共卫生使命

的适当法规和政策。”目前还没有宣布预计何时会看到

这些新规定。

认定产品的最终名单已公布，但很多遗漏
2月16日，FDA公布了其被视为新型烟草产品申请

的公开名单，旨在按照适用法律更新最新提交的申请清

单，即2016年8月8日前在美国面市；目前在美国面市；以

及在2020年9月9日之前提交给FDA的销售授权申请。该名

单包括2000多种产品，其中1100多种雪茄，330余种烟斗

烟，660余种水管烟草产品。这些是通过SE和EX-REQ途径

提交的产品。然而，清单中缺少通过PMTA途径提交申请的

产品，例如电子烟和水烟产品。名单中也缺少已收到FDA

销售授权、不受认定产品上市前审核约束的认定烟草产

品。鉴于这是一份可在美国合法出售的被视为烟草产品

的清单，这些遗漏引起了公众、分销商和零售商等行业

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可能导致对合法产品的误解。

因此，由于所有这些延迟和遗漏，许多电子烟和水

烟产品及其制造商仍将经历漫长的等待，才能看到明确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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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非常感谢烟草行业的主要供应商对我
们的长期广告支持。我们在“欢迎来到《亚洲烟草》”
栏目中向读者快速介绍最近加入《亚洲烟草》的广告
合作伙伴。

我们本期将聚焦AlpVision和Rollo	Korea公司。

AlpVision
AlpVision是全球领先的产品认证和仿冒

保护的防伪数字技术供应商。2001年，该公司

发明了一种突破性的认证技术，如今已被福

布斯2000强公司广泛使用，此后一直稳步增

长。AlpVision的首要应用领域是提供二次包装

防伪解决方案，随后扩展到初级包装，自2015

年以来，该公司向各个领域提供基于人工智能

的产品，扩展了其业务活动。

AlpVision的防伪解决方案根据许可协议

在全球范围内商业化，成为完全可定制的交钥

匙计算机系统。AlpVision的技术在工业上得到

了大规模的验证，15年来每年保护300多亿个产

品，在全球设有200多台印刷机。

该公司的另一大优势是，能够在不增加

任何制造成本的情况下配置一个隐形功能。此

外，配置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硬件或消耗品，因

此可以在不同的生产站点快速执行。

Cryptoglyph和AlpVision Fingerprint是

该公司最新的尖端解决方案。Cryptoglyph是一

种包装解决方案，它由隐藏在印刷品清漆层的

数千个小孔组成，这些印刷品包括折叠纸盒、

标签、文件、传单、钞票、易拉罐、单支包

装、罩板包装和锡胶囊。采用Cryptoglyph的产

品的检测和认证是通过专用的智能手机应用程

序完成的。

AlpVision Fingerprint是理想的产品，

无论是模压或冲压，如电子烟零件，使用产品

的表面作为认证元素。该技术利用了产品上发

现的内在微观表面不规则性，并使用这些独特

的特性作为认证手段。产品不需要改动，所以

该功能是完全隐形的。而且，即使产品已经上

市，也可以采用AlpVision Fingerprint技术。

使用任何智能手机都可以检测和验证产品。

AlpVision总部位于瑞士，在美国和中国

均设有办事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alpvision.com。

Rollo Korea
韩国Rollo公司成立于2014年，起初是一家

高品质的原型加工制造商。如今该核心功能可

与更完善、更精确的生产设施配套。Rollo公司

是一家全方位的

机器制造商，拥

有当今最精确、

最高效、最先进

的烟草灌装机。

该公司与生产顶级烟草产品的全球合作伙伴一

道，已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烟草业务组织。

Rollo公司的目标是成为首选的一站式烟草

供应商，致力于确保品质、团队合作、有效沟

通和客户满意度。该公司从开发过程就开始提

供增值服务，其在新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力使其

持续具备领先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该公司主要在亚洲地区运营，总部位于韩

国大田市。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将一站式卷烟

店的特许经营模式扩展到了马来西亚、菲律宾

和印度尼西亚。

随着全球烟草消费模式的快速变化，该公

司在巴西和菲律宾等世界各地长期参与传统烟

草供应链，能够进口并向客户提供最优质的烟

叶和过滤嘴烟管。

该公司的最新型号Compact C-1机器是世界

上最小的工业级机器，可作为卷烟制造业的主

要型号或附属装置。该机器每分钟生产25支卷

烟，仅重19公斤，使用220v或110v的常规家用

电供电，价格不到1万美元。只需按一下按钮，

任何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甚至可以在不具备

丰富知识的情况下生产出一支卷烟。

该公司还致力于尽可能地实现可持续发

展，将生产错误率降低到1%以下，尽量不在生

产中留下任何不必要的浪费。我们用最先进的

测量仪器校准我们所有的产品，以减少这种误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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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5245-Tobacco Product, and Filter for Tobacco Product
This filter for a tobacco product has: a fine-powder-contain-ing article in which 
there is clumped a raw powder including a taste component and/or an aroma 
component, the fine-powder-containing article being formed into a powder by the 
application of force; a cavity in which the fine-powder-containing article is 
disposed; and a suction port filter part installed downstream of the cavity, the 
suction port filter part enabl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avity and an end of a 
suction port and having formed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thereof a fine powder 
supply path for supplying fine powder from the cavity to the end of the suction 
port. The fine powder supply path includes a central connection part positioned at 
the center of a cross-section of the suction port filter part, and a plurality of hole 
parts extending in mutually different directions from the central connection part 
toward the outer periphery of the cross-section. 

Browse recent: JAPAN TOBACCO INC., Tokyo (JP)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315245
Inventors: Takuya OTOKAWA, Tokyo (JP); Hiroyuki TORAI, Tokyo (JP); 
Kazumasa ARAE, Tokyo (JP); Manabu YASHIRO, Tokyo (JP)

2020/0268036-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A container for a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includes a liquid-permeable pouch and a capsule 
coupled to the liquid-permeable pouch and contain-
ing an additive. The capsule releases the additive in 
response to a trigger condition associated with use of 
the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The additive may 
comprise a flavorant configured to enhance the flavor 
of the smokeless tobacco product during use.  

Browse recent: R.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Winston-Salem, NC (US) 
USPTO Application #: #2020/0268036
Inventors: Vinson D. Wilson, Burlington, NC (US)

2021/0059315-Mechanical Vaporizer
Present invention teaches a mechanical vaporizer 
primarily consisting of a mouth piece, an outer tube, 
and inner tube wrapped by a spring. A heat sink 
provides the insolation between the outer tube and 
the heating chamber that con-tains a side window to 
show temperature by the length extension of a 
sensing coil and allows easy removal of used vaping 
material to be removed. 

Browse recent: Shenzhen TopGreen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CN)
USPTO Application #: #2021/0059315
Inventors: Guobin JIA, Shenzhen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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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
ENDS	2021（虚拟会议）
2021年4月20-21日

www.ends-conference.com

主题：电子烟/蒸汽烟/尼古丁大会

2021年5月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1年5月12-14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烟草

物资展会

IECIE——上海
2021年5月18-20日

中国上海

en.iecei.com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燃

烧展会

2021年6月
尼古丁全球论坛（GFN，虚
拟会议）
2021年6月17-18日

英国利物浦和线上

http://gfn.events

主题：尼古丁大会

2021年7月
国际雪茄烟斗展览会
（PCA）
2021年7月9-13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http://premiumcigars.org

主题：高端雪茄展览会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1年10月26-27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1年12月
烟酒伴我
2021年12月8-9日

阿联酋迪拜

www.bt-me.com

主题：展会

迪拜世界水烟展
2021年12月9-10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展会

2022年1月
亚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2年1月26-27日

印尼苏腊巴亚

https://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asia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2年5月
世界烟草博览会欧洲展
2022年5月18-20日

保加利亚索菲亚

https://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europe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1年8月
烟草科学研究大会
2021年8月29-9月1日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www.tsrcinfo.com

主题：烟草科学

2021年9月
IECIE——深圳
2021年9月3-5日

中国深圳

en.iecie.com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燃烧

展会

BREAKING NEWS
POSTPONED 
HERE ARE NEW DATES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1年9月16-18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邮箱：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博览会，包括雪茄、

卷烟、水烟等烟草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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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STA烟气科学线上会议
2021年10月18-22日

www.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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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
ISO 45001:2018 & SA 8000:2014 COMPANY)

EXCLUSIVE BUSINESS PARTNERS WITH DAICEL - FILTER TOW, KAYMICH - GLUING & FLAVOURING SYSTEMS, ARKOTE - KNIVES,
MAX SCHLATTERER - ESBAND TAPES, G.D. S.P.A., SCHWEITZER MAUDUIT (PDM/LTR), BOEGLI-GRAVURES S.A., BENKERT - TIPPING
PAPER, CERULEAN - TESTING & MEASUREMENT EQUIPMENTS, GODREJ - GLYCERINE/CASINGS AND OTHER LEADING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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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generation of SM snus machine is the best solution for snus pouches making and packing 
at fast continuous motion, with a compact layout and great capability.

High flexibility, extreme efficiency, easy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make the machine the ideal way 
for produc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Discover the new SM for thinking beyond the schemes and expanding business horizons.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www.gidi.it - sales@gid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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