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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d to doing all we can to protect our planet. We’re lessening our
environmental impact by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ater withdrawal
and waste from our own operations. We conserve natural forests through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our farmers and by supporting them to become
self-sufficient by growing their own wood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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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制定规则旨在提供架构、组织和基
本安全，实现更大的利益，限制潜在混乱，即如果
每个人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而不考虑他人的
权利或其行为的后果而出现的混乱。我们生活中遍
布规则，有餐桌礼仪和公认的社交礼仪等非正式规
则，也有法律法规形式的正式规则。
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守程度
取决于环境、必要性、规则的正式程度，甚至自我
的性格。有些人会严格遵守规则，有些人会信奉陆
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Nattira Medvedeva
的名言“规则大多都是用来被打破的……”，还有
副主编
一些人会“随意”遵守规则。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尤其是在涉及政府颁布的法
律法规时，否则将面临后果，但有时法律法规让我们对其背后的逻辑或缺乏
逻辑感到疑惑。此外，我们不禁质疑，这些法律法规是为了让大多数公众受
益，还是只让一小部分人受益，而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烟草行业肯定一次
又一次地深受此类法律法规之害。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行业资深人士伊克巴尔·兰巴特博士表示，
政府监管正在侵犯消费者和制造商的权利，助长走私烟和假烟，同时试图在
从烟草税利和控烟之间达成平衡（第26页），他称之为“完美风暴”。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实施更严格的反吸烟法，违规者受到严厉惩
罚，包括罚款，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以及被限制购买火车票，吸烟者
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可吸烟的地方。电子烟制造行业集中的深圳，也禁止在公
共场所使用电子烟。室内公共吸烟室正在被拆除（第64页）。
自澳大利亚于2012年开始实施卷烟平装法和图形警示后，越来越多的
国家开始实施这些法律，但问题是：平装真的能有效阻止人们购买卷烟吗？
还是仅仅是随意对烟草施加的一项法律，目的是限制烟草公司使用与任何其
他合法产品相同的营销方法（第50页）？
这并不是说烟草和电子烟产品不应该受到监管。它们绝对应该受监
管，至少可确保质量标准、行业最佳实践，消费者能够购买安全产品。例
如，中国最近发布的电子烟监管办法应该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为该行业的
发展提供清晰的思路和方向，这也是该行业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再比
如菲律宾的电子烟法案，表明政府试图在增加税收与监管电子烟以最大限度
地提高效益，为吸烟者提供更安全的替代品之间达成平衡，同时不对电子烟
进行过度监管或污名化（第22页）。
那么，未来该行业将面临什么？按照事情目前的发展方式，烟草行业
更可能继续受到过度监管，致其在繁琐、短视的立法的重压下陷入困境，导
致政府和政客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关税和税收，而这些关税和税收正是他们实
施许多其他项目所依赖的。这条通往地狱的道路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披着善意
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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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烟草》：各国政府和反烟草游说
团体经常宣扬非吸烟者通过被动吸烟感染烟
草相关疾病的风险。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QA
西蒙·克拉克：
被动吸烟谬论
文/托马斯·施密德

“被动吸
烟的风险
被夸大，
这更多的
关乎政
治，而非
公众健
康。”

“FOREST”（森林）一词可能会让人
联想到松树或橡树。然而，该词在这里代
表的是“享受吸烟权利自由组织”（forestonline.org）的英文首字母缩写。FOREST
成立于1979年，总部位于英国，在国际上非
常活跃，由烟草公司资助，代表吸烟者进行
游说。在此有必要指出，FOREST并非支持吸
烟，而是支持选择，捍卫个人选择吸烟的权
利。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FOREST现任管理者是英国人西蒙·克
拉克（Simon Clark）。克拉克于1999年加
入该组织，先后担任杂志编辑、政治研究员
和公关主管，一路走来，卓有成就。他也从
不吸烟！但是，克拉克一直对“保姆国家问
题”感兴趣，将吸烟问题的辩论视为更大的
自由主义辩论的一部分。克拉克在最近《亚
洲烟草》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烟草是一种
完全合法的产品，一些限制人们吸烟权利的
规定太离谱了。”在他所关注的问题中，有
一个在科学上往往非常站不住脚的说法，即
暴露于被动吸烟（又称二手烟）的人有巨大
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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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克拉克：谁都不喜欢烟雾弥漫、
通风不良的环境，无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
者。但是，是否应该在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仍存在巨大争议，因为测试表明，
现代技术可以去除90%以上的空传（烟草）
烟雾和颗粒物，例如在酒吧或酒馆。不管怎
样，大部分证据都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即大
量非吸烟者长期暴露在二手烟中将受到伤害
的严重风险。
被动吸烟的威胁被夸大的原因更多地
与政治有关，而不是与公共卫生有关。这可
以追溯到1975年，当时英国前首席医疗官
乔治·戈伯爵士（Sir George Godber）表
示，“让人们认为主动吸烟者会伤害周围的
人，尤其是他们的家人和婴幼儿，营造这种
氛围是至关重要的。”从那时起，每个人都
被灌输了这种看法。虽然我并不反对一些反
吸烟运动人士的良好意图，但在我看来，毫
无疑问，许多人正在进行道德绑架，以消除
世界上的吸烟现象。对他们来说，为了正当
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亚洲烟草》：但反吸烟运动人士经常
引用“科学研究”来证明被动吸烟的风险是
事实……
西蒙·克拉克：确实有少数研究表明环
境烟草烟雾（ETS）与肺癌和心脏病之间存
在关联。然而，大多数这些研究的结果在统
计学上并不明显，也经不起仔细审查。大多
数都有缺陷，因为很难量化甚至估计被动吸
烟对非吸烟者的影响。
一项真正科学的ETS研究随机将非吸烟者
群体分为暴露于ETS或不暴露于ETS的时间段，
该时间段足以导致与吸烟有关的潜在疾病。当
然，这样的研究是不合道德的，因为它可能会
对研究参与者造成伤害。这也不切实际，因为
它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关于二手烟影
响的研究仅限于对在一生中接触过他人烟草烟
雾的自称非吸烟者的人群进行回顾性调查。这
意味着不是实验性的调查，而是纯粹的观察性
的，试图回首过去，观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
非实际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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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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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您是说大多数被动吸烟
风险研究都是“虚假的”？
西蒙·克拉克：不能说被动吸烟的研究
是虚假的，但很明显，其中许多研究不属于
科学事实的范畴，而是属于主观和易出错的
记忆。因此，应该谨慎对待、近乎怀疑大多
数被动吸烟研究。

《亚洲烟草》：尽管如此，一些研究得
出结论，从环境中——家庭、工作场所，甚
至公共场所——消除烟草烟雾对人们的健康
有积极影响。例如，“海伦娜研究”声称，
美国蒙大拿州海伦娜市的公共禁烟令大大减
少了心脏病发作。这肯定会证明什么呢？
西蒙·克拉克：禁烟令极大地减少了心
脏病发作的次数，有时是在禁烟令实施后的
几个月内，这种说法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但
几乎没有证据或没有可信的证据予以支持。
这项广为宣传的“海伦娜研究”声称，在海
伦娜室内公共场所吸烟成为非法行为仅仅六
个月后，心脏病发作率就下降了难以置信的
40%。事实上，心脏病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
才会发作，即使是重度吸烟者。海伦娜禁烟
令产生如此直接和巨大影响的可能性似乎极
不可信。

《亚洲烟草》：这就是为什么从未经过
同行评审的海伦娜研究如今广受质疑1，有时
甚至被嘲笑为“海伦娜奇迹”的原因吗？
西蒙·克拉克：是的。2009年，克里斯
托弗·斯诺登（Christopher Snowdon）在
为在线杂志Spiked撰稿时说道：“人们必须
记住，大约10%到15%的冠心病病例归因于主
动吸烟。被动吸烟可能会导致40%以上，这
种说法非常可疑 2 。”尽管如此，尽管“海
伦娜奇迹”的样本量很小，结论也很站不住
脚，但时至今日仍然被引用为禁烟令积极影
响的“证据”。

《亚洲烟草》：是否有研究表明，通过被
动吸烟感染疾病的风险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西蒙·克拉克：是的，有。《英国医学
期刊》2003年5月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得出结

论，ETS与冠心病和肺癌之间的关联可能比人
们普遍认为的要弱得多。洛杉矶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詹姆斯·恩斯托姆（James Enstrom）
和纽约州新罗谢尔市的杰弗里·卡巴特
（Geoffrey Kabat）发现，暴露于ETS与冠心
病或肺癌的死亡无明显关联，无论何时，无
论ETS水平是多少，尽管不能排除小的影响3。
2006年，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发表了一
份关于风险管理的报告。他们研究的对象之
一是被动吸烟。委员会的结论是，“关于政
府政策对相对较小的健康问题表现出了不成
比例的反应，而没有充分考虑统计证据，被
动吸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2013年，据报道，另一项涉及76000多
名非吸烟女性的大型美国研究未能找到肺癌
与二手烟之间的确凿关联。据英国《每日邮
报》报道，“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的发现为一系列证据提供了补充，这些
证据表明，虽然吸烟与癌症密切相关，但被
动吸烟并非如此。”4

《亚洲烟草》：那么，为什么主流媒体
总是压制这类研究，而对所谓的被动吸烟危
险却大肆报道，尽管存在相反证据？
西蒙·克拉克：像今天的许多政客一
样，很少有记者愿意被指责为何不支持潜在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种观点认为，关于被动
吸烟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为什么还
要老话重提呢？另一个原因是，很少有记者有
时间或意愿去核实有关被动吸烟可忽略的影
响的说法。接受公共卫生“专家”和研究人员
的说法要容易得多，尽管他们的观点暴露了潜
在的反吸烟情绪。当然，一些记者和政客也清
楚，有关被动吸烟威胁的说法并不充分。他们
私下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如果这有助于根除吸
烟，那么忽视真相似乎可行。

Q&A

“尽管‘海伦
娜奇迹’的
样本量很
小，结论也
很站不住
脚，但时至
今日仍然被
引用为禁烟
令积极影响
的‘证据’。”

《亚洲烟草》：日常生活中处处都伴随
着健康风险。那么，为什么要对被动吸烟进
行这种近乎偏执的诽谤呢？
西蒙·克拉克：大多数人都很清楚，
我们在生活中必须承担一些风险。即使是通
勤上班也存在各种生命和身体风险。真正的
问题是，构成可接受的风险的底线在哪里，
以及吸烟的乐趣是否应该超过与之相关的
Tobacco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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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尔直面被动吸烟的争论。然而，他
和其他人所忽视的是，今天许多最著名的雾
化烟支持者也是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神话的
人，即每年有数千名非吸烟者死于二手烟。
这种欺骗的讽刺之处在于，关于二手烟的无
情恐吓几乎肯定会导致公共场所的雾化烟禁
令，因为在公众和许多政客看来，烟草烟雾
和电子烟蒸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亚洲烟草》：这次谈话令人大开眼
界。您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西蒙·克拉克：几十年来，许多人一
直受到反吸烟宣传的炮轰，他们错误地认为
被动吸烟有烟草烟雾，肯定有害。二手烟一
经呼出就在空气中被大量稀释，影响微乎其
微。然而，公共卫生活动人士现在呼吁在越
来越多的户外公共场所禁烟，这样被动吸烟
的健康风险即使不是零，也能降到最低。用
所谓的健康风险为户外禁烟辩护不仅与事实
不符，而且违反道德。
风险。科学界和公共政策界有一场辩论，一方支持“零风险”的方
法，另外一方认为“零风险”方法不切实际和不可取，尤其是在个
人自由和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健康承担更大责任方面。

《亚洲烟草》：您认为，公共卫生和反烟草活动人士用他们明
显有缺陷的ETS主张追求的“结局”是什么？毕竟，他们大力培养了
越来越多的好斗的非吸烟者。“立即掐灭你的烟，否则我将以损害
我的健康为由起诉你，”这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威胁。
西蒙·克拉克：政府和反吸烟运动人士希望创造一个无烟世
界，希望使用可燃烟草的人仅限于一小部分“贱民”。然后，禁止
所有形式的娱乐性尼古丁，“拯救”我们免于可能的上瘾，无论我
们是否希望被拯救。
成年人有权吸烟、只要他们不伤害其他任何人的论点，被不存
在安全水平的ETS的说法所压倒，他们令人人自危，只为实现这一目
标。吸烟者正在伤害非吸烟者的说法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手段，目的
是让宽容的非吸烟者反对吸烟者。
对雾化烟和低风险产品的威胁同样明显。雅各布·格里尔
（Jacob Grier）的文章曾发表在《理性》、《每日野兽》（一家美
国新闻网站）、《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许多其他出版
物上，他说，反吸烟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可疑的科学获取政治
利益。如今，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对吸烟者的道德恐慌源于长达数
十年的运动，该运动旨在取消尼古丁使用的合法性，以追求在公共
场所全面禁止吸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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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的文献引用
1
Heartstopping Discovery (Jacob Sullum, Reason, April 2003)
https://reason.com/2003/04/04/heartstopping-discovery-2/
2
The myth of the smoking ban health miracle (Christopher Snowdon,
Spiked , September 2009)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09/09/24/the-myth-of-the-smoking-ban-health-miracle/
3
Passive smoking may not damage your health after all, says research
(Celia Hall, Daily Telegraph, May 200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northamerica/
usa/1430287/Passive-smoking-may-not-damage-your-health-after-allsays-research.html
4
There is NO clear link between passive smoking and lunch cancer,
scientists claim (Daily Mail, December 2013)
https://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526495/No-clear-linkpassive-smoking-lung-cancer-scientists-claim.html
5
We used terrible science to justify smoking bans (Jacob Grier, Slate,
February 2017)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17/02/secondhand-smoke-isnt-as-badas-we-thought.html
延伸阅读
Warning: the health police can seriously addle your brain (Robert
Matthews, Daily Telegraph, May 200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1430438/Warning-thehealth-police-can-seriously-addle-your-brain.html
Passive smoking? It’s all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 (Robert Matthews,
Daily Telegraph, November 2004)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1477124/Passive-smoking-Its-all-lies-damn-lies-and-statistics.html
All done with passive smoke and mirrors (Christopher Booker, Sunday
Telegraph, July 2007)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1556118/Christopher-Bookersnot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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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加热烟草、口服尼古丁产品及蒸
汽产品等替代性产品取得增长。
菲莫国际报告称，2021年公司
净收入同比增长9.4%，调整后的净收
入同比增长7.6%。无烟烟草制品净收
入占调整后净收入总额的29.1%。卷
烟发货量同比下降0.6%，加热烟草制
品发货量上涨24.8%至950亿支。菲莫
国际加热烟草制品在IQOS市场（不包

罗伯特·卡利夫博士重掌FDA。

罗伯特·卡利夫将担任美国FDA
局长
美国参议院确认，罗伯特·卡
利夫（Robert Califf）博士以50-46
票的微弱优势，当选美国食品与药物
监督管理局（FDA）局长，其中5位民
主党议员投反对票，6位共和党议员
投赞成票。卡利夫与医药行业关系密
切曾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卡利夫自2015年2月开始担任
FDA副局长，负责医药产品和烟草行
业，2016年2月首次担任局长。在重
新加入FDA之前，卡利夫曾是Alphabet公司医药战略主管及高级顾问，
为该公司的子公司Verily Life Sciences和Google Health制定战略和
政策。另外，他毕业于杜克大学医
学院。
担任FDA临时局长的珍妮特·伍
德科克（Janet Woodcock），将担
任首席副局长。
FDA烟草产品中心主任（CTP）
米奇·泽勒（Mitch Zeller）将于
今年4月退休，FDA目前正在物色新
的人选。

菲莫国际及英美烟草公司利润
均取得增长
菲莫国际及英美烟草的最新财
报均显示公司利润取得增长，主要得
18 tobaccoasia

括美国）的份额增长1.2%至6.8%。
去年，美国内部贸易委员会
（ITC）禁止向美国进口IQOS，已进
口的IQOS产品也被禁止销售。不过，
彭博的最新报告显示，菲莫国际计划
在美国生产IQOS设备，并计划在2023
年上半年重新开始销售IQOS。
英美烟草调整后的全年总收入
同比增长6.9%，得益于定价策略以
及电子烟、加热烟草制品以及口含
尼古丁等“新类别”产品取得51%的
增长。英美烟草蒸汽类别产品的总
收入同比增长59%，glo增长46%，口
含尼古丁产品增长41%。可燃烟草制
品收入同比增长4%，价格和产品组
合增长4.3%，主要受到新兴市场取
得增长以及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等因
素的推动。

ITC卷烟销量取得增长
印度ITC公司报告称，截至2021
年12月底（2022财年第三季度），
其卷烟业务净收入同比增长13.6%，
增至64.4亿印度卢比（8.547亿美
元），卷烟销量同比增长12%，恢复
到疫情前的销量。
2022财年第三季度，卷烟收入
占ITC总收入的35%。报告称，公司
卷烟的息税前利润同比增长14%，
增至39.5亿印度卢比（5.2423亿美
元），达到季度利润最高水平。
ITC表示，卷烟业务取得增长，
得益于所有市场的强劲复苏，以及
供应链的移动性、灵活性及市场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另外一个助推因

素是推出了几款新产品和现有产品
推出了新规格。
在此之前，ITC自2020财年第
四季度（2021年1-3月）的卷烟销量
持续下滑。2020财年第四季度，卷
烟销量同比下降11%。2021财年第一
季度卷烟销量降幅最大，达到37%，
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卷烟销量分别下
降12%和7%。这种情况自2021财年第
四季度开始有所好转，卷烟销量在
2022财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
增长7%和31%。

85%的马来西亚人认为烟草销
售禁令会失败
马来西亚计划禁止向2005年以
后出生的人销售烟草制品，这项计
划可能会面临一场艰难的斗争，原
因是大多数马来西亚人认为这项禁
令会失败。
据《新海峡时报》报道称，
马来西亚零售和贸易品牌倡导分会
（RTBA Malaysia）的报告显示，85%
的受调查者认为，这项禁止销售卷
烟、烟草制品和蒸汽烟产品的禁令，
不仅会失败，而且会滋生黑市，很难
实施。
“销售禁令不是解决办法。例
如，目前市场上禁止销售含有尼古
丁的蒸汽烟草产品，不过人们仍然
对含有尼古丁的蒸汽烟产品有消费
需求。最糟糕的是，合法烟草制品
和非法烟草制品的价格差距较大，
会刺激黑市，马来西亚目前是世界
上非法卷烟最泛滥的国家，”RTBA
Malaysia主管Datuk Fazli Nordin
表示。
Fazli还表示，这项禁令最终
会让本地的合法企业倒闭。“政府
必须在实施新政策前通过全面合理
的调研，对新政策的影响进行全面
审核。否则，政策实施反复无常，
严重影响本地的企业，”他补充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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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zli表示，多项科学研究显

前，瑞士的多数酒吧、餐馆和其他

他在投票站关闭后举行的新闻发

示，蒸汽烟产品比可燃卷烟的危害

娱乐场所还允许吸烟，其他西欧国

布会中表示，瑞士投票者已经决定支

性小，他说，“政府应该考虑审阅

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

持这项禁令。他重申道，“联邦委员

这些报告，而不是实施全面的禁

利、西班牙和英国早已经开始在这

会将通过修订《烟草制品法案》实施

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真正降低本

些地方禁烟。

这项倡议。”——托马斯·施密德。

国的吸烟率，我们必须开放思想，
考虑这样的解决方案。”

然而，瑞士仍然是欧洲控烟政
策和烟草税政策最宽松的国家，烟
草制品尤其是卷烟的价格比欧洲其

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地区发布
戒烟APP

他国家低很多。
直到2016年，瑞士才通过修订

泰国内阁通过控烟计划
泰国今年将开始执行一项新的
五年行动计划限制烟草消费，并将
持续到2027年。

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地区发布

《烟草制品法案》禁止向青少年销

该计划共有6项战略，投入资金

了Quit Tobacco（“戒烟”）app，

售烟草制品，不过烟草广告在大部

4.98亿泰铢（1550万美元）。这6项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承诺戒烟”

分地方仍然不受限制。

战略分别是提高国家机构控制国内

（Commit to Quit）活动，旨在戒掉

日烟国际和菲莫国际的国际总

烟草消费的能力，减少新吸烟者人

所有类型的烟草产品，包括无烟烟

部均设在瑞士，英美烟草的多个卷烟

数并提高对烟草广告手段的认识，

草制品和其他新型烟草制品。

品牌在瑞士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创建社区网络帮助吸烟成瘾的人戒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网站上表

2月13日的公投是40余家卫生组

示，这是首款戒烟app，可帮助用户

织和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在

鉴别吸烟诱因，设定戒烟目标，控

不久前呼吁全面加强烟草立法，包

制吸烟欲望，持续戒烟。

括禁止烟草广告。

世界卫生组织《2000-2025年第

最近几个月，全国各地到处

四版全球烟草使用流行趋势全球报

贴满了海报和广告牌，敦促投票者

告》显示，东南亚地区的吸烟率下

投“赞成票”，在“儿童可以看见

降最快，不过烟草使用者人数仍然最

广告的地方”禁止烟草产品广告。

高，达到了4.32亿人，占该地区总人

此外，参与该活动的多个组织在乡

口的29%。全球的无烟烟草使用者为

镇和城市举办了无数次公共信息宣

3.55亿，东南亚地区有2.66亿。

传活动。
本次公投的结果将促使再次修

瑞士批准烟草广告禁令
瑞士56.6%的人在2月13日的全

订《烟草制品法案》，预计在2023
年生效。
当地的多家报纸援引该活动的

国公投中，投票赞成在该国实施烟
草广告禁令。
举行公投的本意是“在青少年

支持者、瑞士国家委员会委员Flavia

Wasserfallen的话称，“许多

能看到广告的所有场所禁止烟草广

组织开始行动，并倡导提出重点保

告”，此次的公投结果将会实施全

护青少年的解决方案”，并且表示

面禁令。严格禁止青少年出入的地

公投结果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方不受禁令限制。瑞士的法定吸烟
年龄是18岁。
瑞士成年人吸烟率约为27%，
高于欧洲的平均吸烟率。就在几年
20 tobaccoasia

与此同时，瑞士现任副总统
及公共卫生部长阿莱恩·贝尔赛

烟，修订法律要求全面披露烟草制
品信息，在公共场所和工作区域内
禁烟，提高烟草税率并且打击非法
烟草销售。

美国德克萨斯州推迟卷烟健康
警示生效日期
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
发布指令，推迟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
局（FDA）“要求卷烟包装和广告印
制健康警示”最终规则的生效日期。
新的生效日期为2023年4月9日。
根据法院的指令，与生效日期
相关的最终期限都会相应推迟。例
如，FDA强烈要求企业在2022年6月
10日之前提交卷烟警示的计划。
FDA在官网上表示，将在“收
到符合FDA时限”（即按时提交所需
信息的企业）的完整计划后的6个月
内审核完卷烟计划。如果收到的提
交数量超过预期，而且由于FDA未能
在最终规则生效日期前批准这些计
划，FDA将确保按推荐日期提交完整

（Alain Berset）也承认失败，他曾

计划并且符合FDA要求的公司，按时

在公投前多次公开反对这项倡议。

销售或推广其卷烟包装或者广告。

烟草业一直陷入过度监管
的“完美风暴”里。

过度监管陷“完美风暴”
长达五个世纪的伪善!

烟的举措，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5月21日，

文/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CEO Dr. Iqbal Lambat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船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

员从美洲新大陆首次带着烟叶和种子返回欧

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洲。船员罗德里戈·德·赫雷斯（Rodrigo de

（WHO FCTC），成为WHO根据《组织法》第19

Jerez）在登陆后被发现吸烟，立即被西班牙

条通过的第一个条约。该条约于2005年2月27

宗教法庭监禁，后者认为，从他嘴里冒出的

日生效，已有168个国家签署，在181个批准

烟证实他被魔鬼附身了！监管干预加速，对

该公约的国家里具有法律约束力。

烟草行业的负面情绪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最

尽管FCTC宣布之初，人们对其成功的

后10年里，使得罗德里戈·德·赫雷斯在监

呼声不绝于耳，但令人震惊的是，它未能实

狱里的短暂服刑看起来像是一种轻微罪。

现任何一项明确的目标，这看起来很像是

但是，所有反对烟草业的力量联合施

有关委员会决策非常低效的一个有力的例

压，导致我们进入一场“完美风暴”（一部

证！FCTC明年将满20岁。生日快乐（但不幸

电影，比喻更糟糕的境地），世界各国政府

失败）！

以烟草消费不安全为由实施荒谬的立法，此
后便可随心所欲。事实上，他们几乎一致认

					

减少消费者权益

为，无烟地球是他们的上帝对人类的责任。

统计数字表明：全球每年消费约5.4万

我们在本文中研究了监管环境中的关键暗

亿支卷烟，相当于2700亿包（20支/包），

涌，我们认为是它们破坏了目标项目的结

或全球每天销售7.4亿包！这使卷烟成为世

果。由于这篇文章涉及政府戒烟、禁烟和控

界上快消品的最高端。然而，这些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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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不断丧失，将来注定无处可吸

业的监管机构。2011年，FDA开始全面监管烟草行业，并不时表示将出台新

烟。在有遮盖的室内公共场所吸烟

的立法要求，更多的是惩罚要求，而非允许。其烟草产品科学咨询委员会

已经成为过去，政府最近开始重点

（TPSAC）因其关于薄荷醇卷烟未来和禁用调味卷烟的报告而备受批评。事

取缔室外空间。

实上，FDA在合规性问题上的新立场对美国所有卷烟制造商来说都是挑战和

比如，纽约最近规定中央公

负担，但对较小的制造商来说则是雪上加霜。

园为禁烟区，加利福尼亚州禁止

美国FDA决定禁止进口印尼丁香烟，这有悖于印尼政府正在通过世界

在室外海滩吸烟，这样的例子还有

贸易组织寻求补救措施的立场（该案件目前已持续七年多）。现在有传言

很多，这些支持他们旨在成功减少

说，FDA想让卷烟吸感“变差”，明显去除卷烟中的所有尼古丁含量。这肯

吸烟消费的举措所引用的科学证据
微乎其微。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一
个认为立法会剥夺吸烟者权利的组
织——FOREST。它是由一名退伍军
人在英国建立的，他主张个人有权
选择吸烟的时间和地点。最关键的
是“享受吸烟的权利”。许多吸烟
者选择吸烟是因为他们想吸烟。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吸烟者实际
上是精明营销活动的“受害者”，
而该产品的“成瘾性”使戒烟几乎
不可能。
反对被动吸烟的案例未审先
败。有关被动吸烟的索赔是反吸
烟团体蓄意欺骗的，目的是恐吓民
众，操纵意志薄弱的政客制定立
法，在几乎所有地方禁止吸烟。遗
憾的是，以邻为壑的势头意味着，
如果一个领先的发达国家（欧盟、
美国、亚洲）“背书”，发展中国
家将竭尽所能在本国迅速实施立
法，来展示其现代性。纽约中央公
园禁烟的决定很可能会在这方面引
起全球轰动，迫使全球其他国家紧
随潮流。“中央公园综合症”可能
很快就要告别户外吸烟了。

打击制造商权利
事实证明，这只是美国食品与
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FCTC）》和澳大利亚
反烟草倡议在高调作秀。1995年，
美国FDA宣布卷烟为“给药装置”，
并从那时起大力游说成为监管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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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卷烟依然困扰着全球，这表明现有监管已适得其反。

FCTC希望减少烟草种植
的数量。

走私卷烟
之所以存
在，是因
为在高税
收国家销
售非纳税
产品的经
济效益是
丰厚的。

走私烟和假烟
定会影响消费，但可能会推动目前监管较少

证据将表明，这一直是大多数政府误判

的其他烟草产品的发展，比如雪茄和烟斗烟

为“适得其反的灵丹妙药”的领域。走私卷

可能将回归！

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高税收国家销售非

我们再回到FCTC，其初衷是为应对烟草

纳税产品的经济效益是丰厚的。事实上，一

流行病全球化。烟草流行病的传播源于各种

个4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可装20支/包的50万

具有跨境影响的复杂因素，包括贸易自由化

包卷烟）在扣除所有成本和收益后可在欧洲

和外国直接投资。其他因素，如全球营销、

任何市场产生100万美元的利润。据传每月有

跨国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走私烟和

100个这样的集装箱进入土耳其。政府此举使

假烟的国际流动，也促成了烟草使用的爆炸

走私者狂欢不已，利润早已超出其想象。

性增长。因此，其议程是让FCTC签署国努力

德国是一个有着严格自律基因的国家，

减少核心烟草需求。具体而言，它寻求通过

其国内消费的大约30%来自走私烟供应，实

以下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际上，波兰跨境旅行者汽车后备箱内的走私

• 通过调价和税收措施，降低烟草需
求，以及

烟已经售罄。马来西亚是一个除了公海之外
没有国界的岛国，去年走私烟占该国国内

• 通过非价格措施来减少烟草需求，即：

消费总量的60%以上，除了实施大幅提价之

a. 防止暴露于烟草烟雾；

外，尚未有其他解决方案。

b. 管制烟草产品的含量；

就连突尼斯这样的垄断市场最近也披

c. 监管烟草产品披露；

露，占国内消费35%的地区存在走私烟问题。

d. 烟草产品的包装和标签；

在全球范围内，全球消费量15%以内的地区存

e. 教育、沟通、培训和公众意识；

在走私烟和假烟等非法卷烟。这应该可以解

f. 取消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释全球政府消费税估计损失2000亿美元。

g. 关于烟草依赖和戒烟的减少需求措施。

此外，奥斯卡“监管奖”必须颁发给

此外，FCTC希望加大烟草产品非法贸易

澳大利亚！该国单枪匹马宣布，截至2012年

的打击力度，规范烟草产品供应，支持烟农

中在澳大利亚销售的所有卷烟都必须采用平

从事经济上可行的作物替代活动，减少烟草

装（橄榄绿烟盒，印有大面积健康警示，只

种植量。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的烟农说他们根

有品牌名称，无图案）。虽然澳大利亚的市

本没有其他可行的作物！

场规模无关紧要，按消费量计算，可能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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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200位，但平装问题对该行业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品牌即生
意”。事实上，直截了当地说，卷烟本质上是一种商品，在滤嘴和配方中有某种形式
的差异，但差异化的关键在于品牌。例如，1924年，万宝路面市，被宣传为一种女性
卷烟，宣传口号是“像五月的天气一样温和”。
1954年，广告公司李奥贝纳（Leo

Burnett）重新打造了万宝路牛仔的形象，到

1972年，它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卷烟。万宝路品牌资产的价值将可与苹果、可口可乐
和麦当劳等其他有价值的品牌并驾齐驱。而且，澳大利亚的情况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
引发涟漪效应，导致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也采用了平装。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平装，认
为包装及其图案是该行业仅存的最后一种广告形式，需要终止。九年过去了，依然

伪造平装比伪
造品牌化产品
要容易得多。

没有事实证据支持这一理论。现在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大量伪造者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伪造平装比伪造品牌化产品要容易得多。但最可怕的尚未到来。政府立法者如
何区分合法生产和销售的平装产品与假冒和走私产品？这实际上会让伪造者对容易复
制的前景垂涎三尺。但这很可能会再次回到WHO FCTC的问题上，毕竟后者试图消除非
法卷烟贸易。这纯粹是自讨苦吃，结果彻底失败！

政府权利陷两难困境
政府真的陷入了第22条军规的两难困境。卷烟一直是个现成的替罪羊。每当需要
增加收入时，都会“为了公共健康”而增加卷烟税，但却从未提到卷烟的消费税和其
他税收对国民经济的巨大贡献。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欧元区即将一落千丈，
美国也深陷债务危机，我敢打赌，政府应对衰退的策略之一是增加卷烟税，最起码应
该对吸烟者和烟草行业表示一些悔恨和感激，毕竟该行业已经存在了30年了！
各国政府还必须遵守国际政策。虽然他们确实希望通过遵守FCTC等条约而被视
为全球良好公民，但当这些措施与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相违背时，他们不得不阳奉阴
违。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该国是FCTC的签署国，但直到2015年才在国际压力下批准该
公约。此后，印尼对健康警示做出了非常微小的改变，在21点之前几乎仍然可以播出
卷烟电视广告。印尼的卷烟和烟草种植业是其经济核心，如果它开始完全遵守FCTC的
裁决，那将面临巨大的失业率，贫困率也将缓慢增加。
有时，政府（和制造商）的权利在倡议形成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多年来，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ASEAN）等许多自由贸易地区协定
都主张卷烟不应从这些协定中受益。然而，在过去5-10年中，烟草产品受益于自由贸
易，允许制造商简化其制造足迹，贸易区内一个国家的工厂可为多个工厂供货。例
如，英美烟草公司的所有非洲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国家均可从其在肯尼亚的大

无论何时需要
增加收入，都“
以公共健康的
利益”为由调涨
卷烟税。

型设施进行采购。许多跨国公司制造商已将所有卷烟生产迁移到波兰，作为欧盟的唯
一来源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贸易协定的新计划正在进行最终讨论，该协
定将涉及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然而，美国已经表示，烟草和酒精产品不会成为自由贸易的受惠产品，理由是“当所
交易的产品对社会有益时，消除贸易壁垒可能是一个可取的目标。”显然，烟草未提
供任何好处！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虽然我不是加热不燃烧产品（HNB）的超级粉丝，但它们比
可燃烟草或电子烟产品更安全。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力求通过严厉立法，阻
止国家批准使用这些产品，比如去年立法反对iQOS的意见领袖美国。消费者-制造商政府对话的空间继续退回完美风暴中！
Tobacco Asia

25

PRODUCT NEWS

瑞典火柴将增加对尼古丁烟袋
的投资
瑞典火柴公司在取得季度利润
上涨后，宣布将在美国和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增加对Zyn无烟尼古丁烟袋
的投资。该公司第四季度的营业利
润增长了15%，达到2.05亿美元。

产品新闻
除了使用Beyond Tobacco材料
制成的可加热TAAT棒外，顺灏的美国
子公司还将提供一种专有的“白标”
加热不燃烧烟具。该装置将冠以TAAT
品牌名称在美国进行销售。该装置有
一个独特之处，可与公司竞争对手的
烟弹，以及TAAT原味、醇和与薄荷醇
风味的烟弹逆向兼容。

公司的声明称，“美国Zyn产品

“从我们部落来说，我们不再
使用“美洲原住民”的贬低性词汇
和描述作为产品名称，这会给人以
刻板的印象。无论是对我们个人，
还是对我们这个独特的部落来说，
都有些不尊重，也并未反映出我们
的成长。更改品牌名称和形象的公
告，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将有更多
的公司、学校和体育队听到我们的

推动了财务业绩强劲增长，斯堪的

声音，我们将继续为改善印第安地

纳维亚半岛以及美国传统无烟产品

区做出有影响力的变革”。

的强劲增长，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业

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主

绩。瑞典火柴计划在2022年增加投

席Fawn

资，抓住增长机会特别是抓住尼古

说明全球范围内人们意识到这些做

丁烟袋产品的增长机会”。

法会给土著人民带来伤害。我们看

瑞典火柴的无烟产品（包括Zyn
及鼻烟产品）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
美国的利润均取得增长，尽管Zyn在
美国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然而，由
于生产限制，卷烟销售和利润有所下

Red Man已推出135年，现已成为美国最佳
嚼咽品牌。

Red Man嚼烟更名为America’s
Best
瑞典火柴旗下的Red

Man嚼烟

降。该公司预计最早将在今年下半年

已在美国畅销100多年，是最畅销的

完成对雪茄业务的分拆，彻底退出可

嚼烟品牌之一。现已更名为Ameri-

燃烟草产品的制造业务。

ca’s

Best，并在产品包装上去掉

了美洲原住民的形象，以与公司价

上海顺灏与TAAT合作开发新
的加热不燃烧装置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公司提供
烟草附属材料服务，与国际烟草公司

值观保持一致。
新名称可能已经为消费者所
熟悉，因为数十年来，America’s
Best一直是Red Man的标语。

Sharp补充说：“这一决定

到了希望，将有更多的公司效仿瑞
典火柴大胆而勇敢的引导行为。”

新研究：电子烟对戒烟“无效”
一项新的调查结果发现，那些
使用电子烟戒烟的人成功戒烟的次
数较少，而戒烟者的复吸率也没有
降低。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赫伯特
韦特海姆公共卫生与人类长寿科学
学院的研究人员，使用了由国家药
物滥用研究所和FDA烟草产品中心开
展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烟草与健康

Ackerman表

人口评估(PATH)纵向研究数据。并

示：“成为美国最好、最重要组

与Westat签订合同，评估2017年至

发下一代电子烟和蒸汽烟产品。其美

成部分，意味着将成为领导者。瑞

2019年间美国3,578名试图戒烟的吸

国子公司将与TAAT Global Alterna-

典火柴在过去几个月中努力做出改

烟者，和1,323名近期戒烟者（其中

tives合作开发白标“加热不燃烧”

变，并达成提高认识和更具包容性

一些人改用电子烟）使用电子烟辅

烟具以及烟弹，其中包含TAAT专有的

的愿望。消费者和多个代理合作伙

助戒烟的有效性。

无烟草和无尼古丁Beyond Tobacco材

伴被选中参与品牌重塑研究，获得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料，适用于三种口味（原味、醇和与

的这些见解和建议，用于开发Amer-

表明吸烟者与2017年电子烟销售激增

薄荷醇）的产品。

ica’s Best嚼烟包装。这对我们来

有关。这与高尼古丁含量JUUL电子

说至关重要而且很有价值。”

烟的推出相关，”共同作者John

合作紧密，旗下多家公司目前正在开

这将是美国同类产品中的第一
款新产品。TAAT™将成为顺灏子公司
合作生产白标加热不燃烧产品的第
一个国外第三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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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副总裁Joe

P.

“瑞典火柴公司不再使用‘Red

Pierce博士说。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

Man’作为产品名称，我对此表示欢

哥分校赫伯特韦特海姆公共卫生与人

迎。”切诺基族（Cherokee Nation）

类长寿科学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首席负责人Chuck Hoskin Jr.说。

摩尔斯癌症中心的特聘教授。

PRODUCT NEWS

产品新闻

“这项调查首次发现，电子烟

体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急性影

作为戒烟辅助工具，不如FDA批准的

响。2022年2月，该临床研究在中

南非政府拟对电子烟产品征收
新税

药物辅助工具受欢迎。电子烟不仅

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注

南非政府提议从2023年1月1日

不那么受欢迎，而且也并不能有效

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注册

起，对电子烟产品征收每毫升2.90

戒烟，”他说。

网络的主要注册中心。

南非兰特（0.19美元）的新税。

2021年3月上旬，悦刻对尼古丁

奥驰亚投资Juul未违反联邦反
垄断法

的代谢和动力学进行了临床研究。

财政部长Enoch

Godongwana

在2022年预算演讲中宣布了这一消

在这两项临床研究中，悦刻均

息。他还表示，烟草消费税将增加

一名行政法法官裁定，奥驰亚

采用了全球雾化技术领导者思摩尔

4.5-6.5%，这意味着一包卷烟要多

集团在2018年收购Juul Labs 35%的

旗下雾化技术旗舰品牌FEELM的电子

花1.03南非兰特，25克斗烟烟草要

股份时，并未违反联邦反垄断法。

烟设备。自2018年起，FEELM作为雾

多花0.37南非兰特，一支23克的雪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与悦刻建立了

茄要贵6.77南非兰特。

两年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
会（FTC）起诉奥驰亚以取消这笔

针对Godongwana的公告，公平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交易。当时，FTC声称该交易不利

2021年9月，悦刻、思摩尔牵头

贸易独立烟草协会（FITA）要求政

于竞争。“奥驰亚和Juul通过消除

起草了由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

府不要增加税率，称该行业仍因新

竞争和分享Juul的利润，从竞争对

委员会（ECCC）牵头的《电子雾化

冠疫情封锁禁令困难重重。FITA主

手变成了合作者，”FTC竞争局的

装置通用技术规范》和《烟油安全

席Sinenhlanhla Mnguni说：“我们

Ian Conner说。FTC还声称，奥驰亚

技术规范》两项行业标准。

希望财政部不要像我们所看到的那

与Juul达成了一项附带协议，同意

2020年10月，思摩尔与同济大

样增加消费税。在从2020年禁售卷

关闭自己的电子烟业务，以便购买

学联合开展的电子烟减害研究项目获

烟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后，该行业还

Juul的股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未来几

在苦苦挣扎。”

奥驰亚执行副总裁兼法律总顾
问Murray

Garnick表示：“我们对

年，思摩尔和同济大学将继续就电子
烟对健康的影响进行一系列研究。

新西兰电子烟新规生效

这一决定感到满意，并始终认为我

作为行业的质量标杆，FEELM符

自2022年2月11日起，新西兰

们对Juul的少数股权投资不会损害

合公司内部的SMOORE 3.0安全标准。

《无烟环境和受管制产品法》中

竞争，也不会违反反垄断法。”

基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风险

首席行政法法官D. Michael Chappell

评估指南，SMOORE

3.0涵盖了所有

驳回此案只是初步决定，FTC仍可提

烟草预上市申请（PMTA）测试，包

出上诉。

括材料安全和蒸汽安全。它还涵盖
了美国FDA列出的所有HPHC（有害和

中国电子烟行业领导者研究电
子烟的健康影响

潜在有害成分）。此外，FEELM还开

中国电子烟行业领导者悦刻

括PMTA非临床检测和PMTA健康风险

（RELX）和思摩尔（SMOORE）已着

发了一套完善的安全评估体系，包
评估。

手开展多个项目，以履行其对雾化

同时，FEELM于2022年1月18日

机制的跨学科基础研究的承诺，探

在伦敦推出了全球最薄的陶瓷线圈

索电子烟对健康的长期影响。

烟弹解决方案——FEELM Air。与上

中国领先的电子烟品牌悦刻，
启动了中国首个电子烟安全性临床
研究——传统卷烟和电子烟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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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产品相比，FEELM Air的整体减
害性能提升了80%。

的一项关键要求成为强制性要求。
现在，所有零售商、专业电子烟零
售商、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只销售
已通报的电子烟产品和无烟烟草产
品。自2021年8月11日起，制造商和
进口商可以通过卫生部的健康咨询
和监管平台（HARP）通知其应通报
的产品。
所有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在2月
11日之前通知电子烟监管局，以告
知在该日期之后在新西兰销售的产
品。所有产品必须符合相关的产品
安全要求，才能获得通报。并且通
报必须每12个月更新一次，否则将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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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 I V E N

D E L I V E R Y

S O L U T I O N S

博远公司的NUSO品牌体
现了其ESG意识。
图源：博远（香港）有限公
司。

中国供应商高度关注欧
盟的HNB处置规则
针对废弃HNB烟弹的处置规则，欧盟监管日益严苛，中国加热烟草产品出口
商严阵以待。

文/托马斯·施密德

加热烟草（又称加热不燃烧或HNB）设备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使用过的烟弹和烟具的废
物数量不可避免地也在急剧增加。由于废弃烟弹通常含有尼古丁和其他化学物质，被视为一
种潜在的环境危害，因此应该安全、负责任地予以处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和英
国，尤其是疯狂监管的欧盟——已将处置规则纳入其现有烟草产品立法。
欧盟指令2019/904/EC，通常被称为“一次性塑料指令（SUPD）”，于2021年7月生
效，为一般用途的一次性塑料的制造、销售、分销和使用制定了通用规则。SUPD还包括含有
塑料成分的烟草产品滤嘴棒。博远（香港）有限公司指出，尽管指令中没有明确提及HNB产
品，但它们仍然“可能属于该范围”。该公司营销总监Chelsea

Zhu表示，博远拥有自己的

多设备兼容HNB烟弹品牌NUSO，但同时也是众多欧洲品牌的知名OEM制造商。虽然其HNB烟弹
目前在柬埔寨的一家工厂生产，但该公司已投入巨资在印度尼西亚巴淡岛建造第二家工厂，
预计将于2022年下半年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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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博远（香港）有限公司。

博远等中国公司相当依赖对欧洲的出
口，因此越来越严格的欧盟法规并未让他
们如释重负。然而，他们也做足了应对准
备。Chelsea

Zhu坚定地表示：“我们非常

注意，100%遵守我们出口地区的任何法律法
规，例如，NUSO根据所有当地法规对其口味
和包装进行了调整。”由于欧盟的“SUPD”
也对烟草产品滤嘴棒中的塑料元件进行了限
制，Zhu补充说，她的公司已经在为其NUSO品
牌研发“第三代HNB烟弹”，该产品将“使用
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取代不可降解的塑料”。
该公司预计将在2022年第三季度推出这项新
技术，并可能向其OEM客户提供这项新技术，
以便他们“达到环境保护和安全标准”。
但是，尽管塑料元件可能不会再出现在
这种最新一代的烟弹中，但仍有终端消费者不

前也没有采取执法行动。”但欧盟国家集团如

NUSO“紫红”

今似乎把一切都监管到最细枝末节，比如指令
2008/98/EC（生产者责任延伸（EPR））。

以为然。“大多数终端客户仍然认为用过的

这种荒谬的法律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剥

HNB烟弹和任何其他生活垃圾一样，不了解它

夺了终端消费者处理合规废物，然后将其直

们到底多有害，以及它们对回收有多大价值。

接委托给制造商、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

此外，当终端消费者无视法规时，欧盟当局目

商。该指令涉及几乎所有和任何产品组件，

Boeg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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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博远（香港）有限公司。

免责声明：虽
然《亚洲烟草》已
就报道本文主题的
法律方面进行了所
有尽职调查，但作
者和出版商均不对
其中可能存在的遗
漏和/或不准确之处
承担责任。

甚至其包装，要求制造商（及其供应链合作

架TPD1相比，TPD2对整个烟草行业附加了

伙伴）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负责，包括

大量限制。TPD3可能会更严厉，这让许多

正确的处置、回收和收回。虽然这也会影响

供应商——包括HNB行业的供应商——颇感

实际的HNB和电子烟设备（雾化器）及其组

紧张。但是博远已未雨绸缪，Chelsea

件，但目前并未明确纳入HNB烟弹和烟具。

说。“我们一直关注欧盟烟草产品指令的进

然而，根据该指令，个别欧盟成员国可以选

展，特别是在包装和用过的HNB烟弹的安全

择为此类物品的废物处理制定自己的当地

处理方面。不管TPD3如何修订，发布后，我

EPR义务。

们都将完全遵守。”

Zhu

即使生效，EPR指令也不会直接波及博

为抢占先机，该公司目前正在与其分

远等HNB烟弹制造商，以免他们被要求将使

销合作伙伴协调，发起一场“安全处置废弃

用过的HNB烟弹及其包装材料重新进口回中

HNB烟弹的运动”。“例如，我们寻求与合

国。相反，收回、回收和处置的责任将由它

作伙伴建立一个相关的销售点管理系统，联

们在欧盟的商业伙伴承担。这些额外责任的

合当地的环境保护组织，帮助我们推广安全

相关成本可能会一如既往地转嫁到终端消费

处置的好处，例如在零售店提供专用的处置

者身上，导致零售价格上涨。这反过来可能

箱，”Chelsea

会导致实际制造商的销售额下降。

草》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Zhu解释道。尽管《亚洲烟

然而，烟草企业也已经在为欧盟烟草

但这可能是唯一的长期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

产品指令（TPD3）的第三次修订做准备，

针对博远，如果中国的其他主要供应商想要保

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出台。与最初的法律框

住其在欧盟的市场，也应该如此。

欧盟相关指令
指令名称

说明

与HNB烟弹相关的注意事项

2019/904/EC指令

• 2021年7月生效

含有滤嘴棒的HNB烟弹可能属于含有塑料的一次

• 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的销售和使用，包

性滤嘴棒的范围。

减少某些塑料制品对环境的影响

括含有塑料的烟草产品的滤嘴棒
• 要求欧盟成员国监管制造商、零售商、

(又称：“一次性塑料指令（SUPD）”)

进口商和销售商，都必须遵守该指令以及
2008/98/EC指令规定的责任延伸。

2008/98/EC指令
欧洲议会以及关于浪费和撤销某些指令的理事会
(又称：“生产者责任延伸”，或“EPR”)
*EEE——电子与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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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废物类型中，涉及烟草产品废物

HNB组件可能属于EEE*、电池和/或包装的监管范围，

处理的新法制方法

因此可能受到欧盟各成员国施加的义务的约束。

• 使制造商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负

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纳入烟弹和烟具，但个别

责，包括废物收集和回收

欧盟成员国可以选择对此类物品的废物处理制
定当地EPR义务。
来源：博远（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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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工厂的高端手工雪茄
卷制艺术。
图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中美雪茄悄然崛起
高端手工雪茄通常产自加勒比海地带，但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
正在迅速改变这种观念。

文/托马斯·施密德

图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如果你问亚洲消费者最爱哪里的高端手工雪茄，他们很可能会立即想
到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欧洲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尤其是美国。美国是世
界上最重要和最大的高端雪茄市场，近年来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尽管古巴雪
茄和多米尼加雪茄在满意度上保持着较高的排名，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进
口的所有雪茄中，有2/3来自尼加拉瓜。但话说回来，近年来，就连中国、
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等一些亚洲国家也对中美洲雪茄兴趣渐浓。一切都在朝正
确的方向发展。

尼加拉瓜雪茄在美成后起之秀

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的经典原创雪茄由
人工轻柔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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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雪茄的成功不仅凭借高明的营销，还得益于该国雪茄制造商
如今能够实现的惊人产量。该国最著名的工厂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Joya
de Nicaragua S.A.）执行总裁胡安·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Juan Ignacio
Martínez）表示，“我们估计，尼加拉瓜的年总产量不低于古巴的三
倍。此外，我们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们不必走在古巴或多米尼加共
和国雪茄的光环下。尼加拉瓜雪茄经常荣登全球贸易媒体的最高评级，荣获
了许多国际大奖。”

图源：Luc Monnet公司

图源：塞尔瓦之花公司。

塞尔瓦之花旗舰产品包含几种激动人心的型号。

尼加拉瓜雪茄先驱激励他人
塞尔瓦雪茄创始人兼总裁玛雅·塞尔瓦。
图源：Luc Monnet公司

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被视为开创性先驱，它最先使尼加拉瓜
雪茄吸引到了全球雪茄爱好者的注意。不过，它并不是该国唯一的
商业化制造商。胡安·马丁内斯（Juan Martínez）说，该国目前拥
有50多家工厂，主要集中在埃斯特利，还有一少部分在孔德加，大
部分种植园分布在埃斯特利、孔德加、哈拉帕和奥梅特佩岛等烟草
种植区。玛雅·塞尔瓦雪茄公司（Maya Selva Cigars）是最近致力
于将尼加拉瓜雪茄的优点推向全球的公司之一，该公司总部位于法
国巴黎，更接近其欧洲主要市场。其Cumpay品牌1999年才推出，子
品牌Cumpay Maduro推出的更晚，是在2017年。

洪都拉斯崭露头角
然而，玛雅·塞尔瓦雪茄公司的真正根源在洪都拉斯，该公
司创始人、现任总裁玛雅·塞尔瓦生于斯，长于斯。塞尔瓦洪都拉
斯公司的生产始于1995年，当年创立了旗舰品牌塞尔瓦之花。2016
年，该公司产品组合中新增了维拉（Villa Zamorano）品牌，该品
牌还推出了奢华珍藏版雪茄，这两款雪茄都是长茄芯雪茄。如今，
玛雅·塞尔瓦雪茄公司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产品组合中提供
了各种不同型号的雪茄（见产品表）——都属于著名的塞尔瓦之
花、Cumpay和维拉品牌。

独特的土壤条件
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烟叶之所以如此出名，源于两国独特的
土壤条件。尼加拉瓜聚集了20多座火山，其中约9座活火山。“因
此，土壤中充满了养分和矿物质，这使得大株、强壮、丰富的烟草植
物得以生长，”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的胡安·马丁内斯解释道。叶
子特别浓密，口感浓郁，充满烘烤的香味。另一方面，洪都拉斯的地
貌特点是高原和陡峭的山脉，漫山遍野的松林和土壤肥沃的山谷。玛
雅·塞尔瓦说：“这有助于营造一种奇特的气候，使烟叶口感辛辣，
香气四溢。”显而易见，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都位于亚热带地带，阳
光充足，降雨充沛，促使烟叶茁壮成长。

从左至右：维拉、塞尔瓦之花（罗布图）和Cumpay
（罗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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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图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Juan Ignacio Martínez在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的某
个醇化室里。

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的Cuatro Cinco属于Obras Maestras生产线，是于2013年为
纪念工厂45周年而推出的。

人至关重要

胡安·马丁内斯说：“在从
生长到加工、发酵、筛
选、醇化和卷制的所有
生产阶段中，人的作用
至关重要。”

塞尔瓦之花产品概述*
产地
洪都拉斯

品牌
塞尔瓦之花经典
塞尔瓦之花20号
塞尔瓦之花马杜罗
维拉

当然，仅仅是优质烟叶并不能造就卓越的雪茄。能工巧手巧妙
处理烟叶并将其最终变成一件艺术品同样重要。胡安·马丁内斯指
出：“你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烟叶，但如果你处理、卷制不当，
那一切都是徒劳。在从生长到加工、发酵、筛选、醇化和卷制的所
有生产阶段中，人的作用至关重要。”玛雅·塞尔瓦完全赞同。她
说：“我们地区的制造的质量和一致性一贯非常杰出，这些技术最
初是由欧洲人在18世纪确立的，”但也暗示了一个事实，即中美洲
的烟草种植和吸烟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的印第安时期。

产品丰富 可满足各类雪茄爱好者的需求
玛雅·塞尔瓦雪茄公司是一家相对年轻的公司，保持着有限但
非常强大的投资组合，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有十几个品牌，各种
型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这些产品本身都是杰作。然而，
目前最畅销的传统雪茄仍然是1968年亚历杭德罗·马丁内斯博士创
作的独创雪茄尼加拉瓜经典宝石。他儿子胡安说，这是该公司“在
欧洲和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品牌”。其他最畅销的产品包括（无特
定顺序）Antaño、Antaño CT、Obras Maestras Cuatro Cinco、JOYA
Silver和Obras Maestras No.1（2019年才推出）。“到目前为止，

型号
宾丽-罗布图-小皇冠-皇冠-FINO-丘吉尔-双皇冠-El
Galán-Extremo-小雪茄-Siesta-鱼雷-15号-Egoísta-托罗
Egoísta-罗布图-小皇冠-Tempo
罗布图-15号-托罗-Grand-Pressé-Tempo
Expreso-Intenso-皇冠-罗布图-巨炮-15号-丘吉
尔-Soberano

维拉（珍藏版）
尼加拉瓜

Cumpay
Cumpay Maduro

Short-罗布图-Volcán-皇冠-丘吉尔-15号
Volcán -罗布图

*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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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995 - 2016

口感/香气特点
木香、香草和香料的香味

2015
2014 - 2016
2016 + 2019
(Soberano)
2016 + 2020
(Soberano)
1999 - 2010
2017 + 2021
(Volcán)

榛子和香料的幽香
焦糖、巧克力和榛子的香味
雪松、咖啡和烘烤的香味
橡木、泥土和坚果的香味
木香、香草和香料的香味
轻微的焦糖甜味，巧克力香味

来源：法国巴黎塞尔瓦之花公司

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产品概况
型号
品牌
Clásico Original 罗布图-托罗-丘吉尔- Viajante – Piccolino等
Antaño
Gran Consul - Machito - 丘吉尔- 顶级罗
布图 - 双头鱼雷 - Lancero
罗布图-托罗-胖皇冠
Antaño CT
L’ambassadeur
Número Uno
Cuatro Cinco
Joya Silver

双罗布图-鱼雷-托罗-小皇冠
长矛-托罗-皇冠-罗布图

发布时间 口感/香气特点
口感温和，伴有奶油味和胡椒味
1968
口感浓烈、醇厚，伴有泥土味和甜味
2001
2016
2019
2013
2017

*上表只列出了精选品牌；该公司的投资组合实际上要广泛得多。

中等浓郁，伴有奶油味
口感温和，中等浓郁，丰富均衡，伴有奶油味和
胡椒味
口感浓郁、柔滑、辛辣，伴有咖啡和巧克力的味道
口感中等浓郁，伴有泥土、可可、烘焙咖啡、黑
巧克力和深色水果味
来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图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图源：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

历史影像：1969年左右，在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工厂的卷制室卷制原创雪茄。

我们最新发布的是Dos Cientos，这是一款限量版雪茄，值此纪念中
美洲（前殖民大国西班牙）独立200周年，”马丁内斯详细解释道，
“我们在2021年只生产了3000箱，不会加量。我们目前专注于现有
的品牌，一些限量版，一些尺寸准备拓宽，但近期没有新的品牌计
划。”

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公司的董事长兼CEO Alejandro
Martínez Cuenca在工厂卷制室。

认可是最好的回报
与此同时，玛雅·塞尔瓦雪茄公司在引入新品牌方面也采取了
类似的策略。“我们致力于为全世界带去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两个
国家现有的品牌的味道，我们制造商也从创造杰出雪茄和保留手工
传统中获得了乐趣，”玛雅·塞尔瓦雪茄国际商业经理菲利波·科斯
蒂（Filippo Costi）对《亚洲烟草》表示：“目前，我们没必要创
建新品牌。”他说，主要的挑战是吸引雪茄爱好者“发现新产品”，
“一个人习惯了一种特定的口味，总是很难改变。但一旦你引起他们
的关注，获得认可……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回报，最值得骄傲的事
情。”

在亚洲与古巴和多米尼加展开竞争
尽管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尤其是在亚洲及其一些次区域（如
中东）的销售，但过去认为加勒比海就是高端雪茄的代名词的观念
可能已经站不住脚了。胡安·马丁内斯透露：“40多年来，我们有
幸与古巴和多米尼加雪茄展开竞争，与来自各个产地的品牌合作非
常融洽。我们珍视多元化，希望为雪茄烟民提供不同的烟草选择，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菲利波·科斯蒂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他
说：“在以前由古巴雪茄主导的市场，塞尔瓦之花是第一个带来洪
都拉斯体验的品牌。如今，可接受价位的手工雪茄维拉已成为世界
各地经验丰富的雪茄爱好者的日常乐趣。”

最具尼加拉瓜特色的雪茄
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拥有数百年的雪茄
制造历史，但邻国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
巴拿马也有一定的雪茄制造历史，尽管其产
品主要在当地消费。1968年，两名古巴移民
胡安·弗朗西斯科·贝梅乔（Juan Francisco Bermejo）和西蒙·卡马乔（Simón Camacho）成立了尼加拉瓜雪茄公司，尼加拉瓜自
此时移势易。它开创了商业领域的先河，也
开始以“尼加拉瓜宝石雪茄”品牌商业出口
高端雪茄。然而，由于索摩查独裁统治和随
后的桑地诺革命带来的经济动荡，该公司很
快陷入了困境。1994年，亚历杭德罗·马丁
内斯·昆卡博士（Dr. Alejandro Martínez
Cuenca）收购了该公司。他将其更名为尼加
拉瓜宝石雪茄公司，并创建了同名旗舰品
牌，他曾亲切地称其为“最具尼加拉瓜特色
的雪茄”。马丁内斯博士目前仍担任公司董
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的儿子胡安·伊格纳
西奥·马丁内斯（Juan Ignacio Martínez）
担任执行总裁，也承担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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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电子烟监管各异，有
的完全禁止，有的谨慎管
控。

亚洲电子烟监管
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正式禁止吸电子烟，一些国家完全禁止使用和销售电

Staff Report

子烟，也有一些国家允许使用但禁止销售电子烟。禁止电子烟销售通常也延伸到禁止其制
造、进口和宣传。然而，尽管政府制定了法律法规，但实际上这些亚洲国家的许多消费者都
公开抽吸和购买电子烟，尤其是从网上供应商那里购买。
这些禁令并没有阻止消费者使用这些所谓有害产品的所谓危险，反而滋生了众多潜在
的风险，包括电子烟黑市蓬勃发展，到达终端消费者手中的电子烟产品可能存在问题，可
能导致有害的健康问题——这正是政府一开始想要避免的，但最终却在无意中造成了这一
问题。

合理监管
如果秉持公平开放、客观的态度，基于科学研究和成功案例的证据，将电子烟当作可
燃卷烟的更安全替代品，以帮助戒烟，比如英国，那么与其禁止电子烟，“处理”电子烟的
一个更有利的方式是对其进行监管，以确保产品符合标准，从而确保使用安全，为吸烟者提
供更安全的替代品，并为国库创收。在监管电子烟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而不过度监管，
也不会刺激黑市蓬勃发展，当然，防止未成年人购买这些产品，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这
是政府所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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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菲律宾为例。拟议电子烟法案《雾化
尼古丁产品监管法案》正在等待罗德里戈·
杜特尔特总统的批准和签署，它将对雾化尼
古丁和非尼古丁产品以及新型烟草产品进行
监管。该法案将把电子烟的法定年龄限制从
21岁降低到18岁，并将对电子烟产品的监管
权从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移交给
贸易和工业部（DTI）。然而，DTI在制定产
品安全性、一致性和质量的技术标准时需要
咨询FDA。该法案还规定，卫生部门应确定
实施吸烟和吸电子烟限制意识运动的指导方
针。此外，该法案还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这
些产品，禁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禁止在

售、进出口和税收规定与传统烟草产品相

学校、操场、学院和大学内使用电子烟。

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产品消费国和

根据新的监管办法，STMA下属分支机构

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国。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

将负责其管辖范围内电子烟产品的监管，并

（STMA）于去年12月发布了电子烟管理办法

对电子烟公司和产品实施注册制度。各公司

草案，以管理电子烟产业，一周前，国务院

必须在STMA核准登记电子烟产品，才能在中

宣布电子烟及相关产品的许可、生产、销

国销售或营销。如果他们想生产电子烟产

中国最近宣布新的电子烟管
理办法，加强从制造到出口
的管控。

Tobacco Asia

39

违反新办法或其他烟草法规的公司将面
临包括STMA调查和处罚在内的行动，包括从
批准产品目录中删除产品、暂停或吊销许可
证，以及暂停或关闭运营。他们还将被列入
STMA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和国家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严重违法的公司还将被被列入国家
的“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
新办法将使该国的电子烟产业走出此前
的灰色地带，为该行业的未来提供保证，打
破此前对该行业将被淘汰的担忧，并建立提
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标准。

希望落空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发布电子烟销
售禁令引起了该国电子烟行业的担忧。
卫生部长卡里·贾马卢丁（Khairy Ja虽然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官
方禁止电子烟，但实际上
该行业在保持增长。

品，也需要获得STMA的生产许可证，如果想

maluddin）最近提议了一项新法，模仿新西

扩大产能，还需要获得STMA的批准。此外，

兰近期通过的法律，禁止2005年以后出生的

用于生产电子烟产品的材料，包括尼古丁，

人吸烟和持有包括电子烟在内的烟草产品。

需要从注册公司采购。而且，电子烟产品必
须使用注册商标。

监管电子烟
以最大限度
地发挥其效
益而不过度
监管，也不
会刺激黑市
蓬勃发展，
当然，防止
未成年人
购买这些产
品，在这两
者之间达成
平衡。

马来西亚电子烟商会（MVCC）的数据显
示，电子烟行业占该国烟草市场42%的份

新监管也要求零售商和批发商从STMA处

额，甚至超过了卷烟（21%）和非法卷烟

取得许可证，或获得STMA批准，以更改其现

（37%）。尽管电子烟如此受欢迎，但在政

有许可证中的业务范围。持牌零售商需要从

府去年宣布开始对所有电子烟设备征收10%

持牌批发商处采购电子烟产品，而持牌批发

的消费税、对每毫升尼古丁电子烟液征收

商不得向无牌零售商销售电子烟产品。此

1.2令吉（0.29美元）之前，该行业没有任

外，电子烟零售商不得位于任何学校附近，

何监管规定，尽管电子烟行业一再呼吁政府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并且必须

监管该行业。

展示禁止未成年人在其商店购买电子烟产品
的标志。

消费税的宣布实际上受到了业内人士的
普遍欢迎，他们表示这是一项积极的举措，

STMA还将引入一个交易平台，要求制造

将有助于确保当地电子烟行业的发展。但现

商、批发商、零售商和其他相关公司进行所

在，政府没有引入更多的法规，制定明确的

有电子烟产品在该平台上进行交易。进口的

标准和方向，让当地的电子烟行业蓬勃发

电子烟产品只能通过该平台销售给国内制造

展，并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为消费者提供更

商或批发商，而电子烟出口商也只能通过该

安全的选择。因此，针对卫生部长上述提

平台销售其产品给国内制造商或批发商。禁

议，该行业对政府失望不已，担心即将出台

止通过该平台之外的渠道销售电子烟产品。

的新禁令可能会毁掉它。

对于外商投资的制造商、零售商、批发

总而言之，亚洲各地的电子烟市场发展

商或其他相关企业，在启动电子烟相关项目

极不平衡。虽然每个政府都对从一个新兴

之前，必须取得STMA的批准。进口电子烟产

的、潜在的高利润新产业中征税的前景垂涎

品的公司必须向STMA提交对公司和进口产品

三尺，但当地反烟草游说团体和影响力颇大

的审查，以供批准。生产仅用于出口的电子

的活动人士经常指责政府官员不关心公众的

烟产品的公司也必须注册其产品，并从STMA

健康，因此大多数政府也很容易受到他们的

获得许可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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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B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rolling papers, These filter tips are designed without plastic, they are
filters, tubes, and other smoking accessories for the RYO- biodegradable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NF EN 14995
MYO market. The brand has already developed eco- and disintegrate in water (in particular seas and oceans).
designed products, that strives to respect nature and the The pollution of discarded butts is a real concern for
environment.
consumers and regulators. OCB is addressing this issue by
When OCB launched its eco filters and
offering environmentally products which
its unbleached and biodegradable paper
should of course be disposed of in the
Paper filters are not
filters in 2010, the company was well the only one solution to trash.
ahead of the market and these filters
These eco-friendly RYO filter tips are
have been a great success. Th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high quality. They have a white
reaction of the market demonstrates the but this is a step forward appearance, offer an excellent filtration,
consumer interest for environmentally
all without any plastic
friendly alternatives.
components. These new paper filters are
Today, as an alternative to acetate filters, OCB launches an made from FSC™ fibers and other materials
innovative new 100% paper filter. The brand’s ecological of controlled origin.
sensitivity is at the origin of the creation of this filter, which To present a completely consistent product,
represents a new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these 100% paper filters are packaged in
reducing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
a paper bag, printed with vegetable inks
OCB is proud to offer a rolling filter made of 100% paper.
which is recyclable.

GREEN FEATURES
Plastic free, the filters disintegrate
in water and are biodegradable.

Packaged in a recyclable paper bag
printed with vegetable-based inks.

Eco-friendly product.

An alternative to products
subject to 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single-use plastics.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气味和味道，之后又发明了E-Pure
Jungle

150年来，MANE坚持在感官领域创新。

MANE：150年的创新底蕴

在MANE，盈利增长必然是可持

Essence。这项改变游戏规

续增长。该公司的长期愿景意味着

则的创新，采用环保的提取工艺，

它始终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创造，

使传统的花香提取工艺趋于现代

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资源。2003

化，释放鲜花的真实味道。

年，MANE成为香精香料行业第一家

作为绝对的环保替代品，它

签署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公司。这项

为调香师开辟了一个充满创意的新

自愿倡议为公司更负责任地发展业

世界。MANE还开发了专有的封装工

务提供了经营框架。2011年，该公

艺，客户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定制

司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工具来评估其

产品。该公司发明的口香糖风味胶

产品成分对环境的影响，从而树立

囊在美国引发了一场革命。

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

MANE不断对创新进行注

Green

Motion使用环保化学原

在MANE，创新就热爱大自然，

资。2020年，该公司在南非开设了一

理，以0到100的等级对每种成分进行

融入真情。150年来，该公司不断开

个创新中心，并即将在印度和中国开

评分，为化学家开发更环保的配方

创新的颠覆性技术，为客户提供更

设新的生产基地。将于2023年开放的

提供了基础。为表彰其社会责任行

好的服务。

法国拉萨雷新研发中心将成为中心创

动，MANE在2020年获得了Eco

Essence

新枢纽，设有试点生产线、测试平台

白金排名，在评估的60,000多家公司

是一种独特的技术，能够捕捉微弱

和提取实验室。另外还将开放面向初

中排名前1%。一个半世纪以来，MANE

创企业和合作的MANE3平台。

的持续增长和创新离不开公司员工一

MANE发明的Jungle

NICOTINE IN
ITS PUREST FORM
www.nicotineusp.com
sales@nicotineus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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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既往的热情和专业知识。意识到人

精香料行业还拥有150多年的经验及

务亏损达到了750万马尔卡（430万

才的关键作用，MANE一直致力为员工

领导地位。

美元）。该决定将在3月初的Badeco

提供多样化和满意度高的工作环境，

MANE为其独特的能力而自豪，

Adria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之后，

同时保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为实现

不仅了解人们的喜好，还了解打动他

工厂的200名员工将被解雇，并获得

这一目标，该公司率先采用多种技术

们的是什么。无论这种情感是转瞬即

遣散费。

来提升员工幸福感，其中包括生物过

逝的想法还是永恒的真理，MANE都将

Badeco Adria是FDS的合法继承

滤器、环保化学、空气除臭工艺，以

艺术家和创新者的理念转化为独特的

人。FDS原来是一家烟草公司，成立

及在呼吸高标准化学暴露模型方面的

精美香料。公司充满热情的专家团队

于1880年，公司重组后，于2018年

创新。

不断寻找新方法，从最稀有和最优质

更名为Badeco Adria。萨拉热窝证券

MANE的Smart-Flow是一种提取

的成分中捕捉大自然的精髓。为了更

交易所（SASE）数据显示，Badeco

工具，旨在保护操作员在称量配方

好地服务客户，MANE将在感官世界中

Adria的大股东是奥地利CID

时的安全。创新设计意味着99%的

不断创新。

atic

VOC将在源头被捕获。由于没有防风
罩，操作员可以采用更舒适的位置

Investments公司（CID)，持

有89.2%的股份。

Badeco Adria将关闭FDS工厂

确保准确的结果。
作 为 一 家 独 立 的 家 族 企

Adri-

据SeeNews报道，Fabrika
hana

Du-

Sarajevo（FDS）烟草厂的大

业，MANE以大胆的选择和敢于创新

股东——波斯尼亚的Badeco Adria将

闻名，不仅具有企业家精神，在香

关闭该工厂，原因是过去三年的财

Faktor援引波斯尼亚农业、食
品和烟草业雇员工会（PPDIVUT）主
席Muhamed

Avdagic的话说，FDS将

于3月31日停止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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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比迪烟行业寻求降低GST
税率
印度比迪烟行业正在想法设
法降低比迪烟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税
（GST）税率。据称，目前的税率已
经对该国的比迪烟生产造成影响。
在小组讨论中，成员们表示，
印度比迪烟出口到海湾国家（巴
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
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新加坡、西印度群岛、荷
兰、法国和美国。目前28%的GST税
率导致比迪烟生产从有组织的部门
转移到无组织的部门，这反过来又
影响了工人。其中大多数工人是女
性，她们会因此失去带薪休假、奖
金、保险和公积金缴款等福利。
经济和文化组织Swadeshi Jagran
Manch的会议召集人Ashwani Mahajan
博士说：“比迪烟的GST税率过高，对
行业和劳动者都是有害的。印度的比
迪烟生产为近900万到1000万人提供了
就业机会。大多数工人是生活在毛派
主导地区的妇女。那里没有其他工作
机会”。Mahajan补充说，降低比迪烟
的税率至关重要，否则该行业将面临
从中国进口廉价卷烟的风险。

埃及东方烟草公司乔迁新厂址
据埃及《每日新闻》报道，东
方烟草公司准备在两年内将其工厂
的所有产能转移到吉萨省十月六日
城的工业园区。该公司董事总经理
哈尼·阿曼（Hany Aman）表示，公
司成立工业园区的主要目的是整合
其所有产能。转让过程需获得环境
部和工业发展局的批准。
阿曼指出，Moharram Bey工厂
的许可证即将到期，而工厂面临进
一步扩张，因此在进行经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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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后，公司认为转移产能是最佳
选择，而非增加投资成本。
阿曼还表示，原材料成本高，
加上全球供应链中断导致运费价格上
涨了四倍，是该公司提高烟草产品
消费者销售价格的原因。10号箱现在
的价格是11.5埃及镑。Cleopatra长
支烟是18.50埃及镑，Cleopatra软盒
次长支烟是19埃及镑，波士顿/贝尔
蒙（Boston/Belmont）是19.50埃及
镑，Cleopatra Box（白色和彩色）
的价格也涨到了20埃及镑，Cleopatra
超长支烟和Mondial是21埃及
镑，Cleopatra黑盒、Mondial Switch
和Tossian超长支烟是24埃及镑。
阿曼还表示，寻找集装箱运输
货物的过程变得异常困难，这反过
来影响了高昂的生产成本，但该公
司寻求在维持利润率和终端消费者
利益之间达成平衡。

巴基斯坦FBR将实施追踪和跟
踪系统
巴基斯坦联邦收入委员会
（FBR）在与卷烟制造商签署三方
协议并在78家糖厂成功推广该系统
后，准备为烟草制造商安装其新的
跟踪和追踪系统。
某商业记录报告表示，新系统
有助于防止收入泄露、烟草产品生
产和销售的漏报，并确保对烟草产
品的生产和销售适当缴纳联储和销
售税。该系统对产品的电子监控被
视为最大限度地提高通知行业收入
潜力的一个分水岭。
该系统使用独特的识别标志或
税票，带有隐蔽、半隐蔽、公开、
鉴定和数字功能，能够在整个供应
链中实现商品的电子追踪。该系统
目前正在巴基斯坦烟草、水泥、食

糖和化肥行业分多阶段推广，以期
增加税收，减少假冒产品，防止非
法商品走私。

思摩尔和悦刻荣登PCT国际专
利申请百强榜
思摩尔和悦刻名列2021中国
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前100
名。思摩尔在电子雾化领域排名第
一，拥有84件专利合作条约（PCT）
国际申请。悦刻也以74件申请进入
百强榜。该排名由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知识产权媒体IPRdaily和全球专
利数据库incoPat基于2021年PCT国
际专利申请数量共同发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思摩尔
累计专利申请超过3408件，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超过1570件，授权专利
申请超过1674件。
思摩尔专注于雾化技术的开
发，拥有超过600件与雾化芯有关的
国际专利申请。凭借全球领先的雾
化技术专利，思摩尔于2022年1月推
出了全球至薄陶瓷线圈烟弹解决方
案——FEELM Air。FEELM Air搭载新
一代超薄仿生薄膜陶瓷芯，在使用
体验方面带来七大突破，包括极致
设计、可靠性、口感和愉悦的互动
体验。截至目前，思摩尔已招募超
过1500名来自不同科学背景的研发
专家，在全球建立了10个基础研究
中心进行跨学科研究，还有5个新研
究中心正在筹建之中。
此外，思摩尔于2021年10月就
38家美国和加拿大企业和个人的侵
犯版权行为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提出起诉。这些企业和个人被指控
违反了《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
他们的某些产品、烟液匣和组件包
含与思摩尔产品具有相同的特性。

Mother Murphy’s公司
的国际销售与商业开发副
总裁Eduardo Berea。
图源：Mother Murphy’s
Laboratories, Inc.

调味可燃烟草前景
堪忧
两家著名的香料供应商和一家水烟协会向《亚洲烟草》讲述了调味禁令对其
业务的潜在影响。

文/托马斯·施密德

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有效禁止了该国除薄荷醇
味以外的所有调味卷烟。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全面禁止薄荷醇调味卷烟，并且可能很快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已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2022年）举行公投，让居
民决定该州是否应禁止销售所有调味烟草产品，包括调味电子烟油。欧盟已经对调味雪茄实
施了禁令，并且该禁令很可能在某个时候扩展到其他可燃烟草产品。不过，有很多关于调味
烟草产品的立法已经生效，或者已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对于香料供应商而言，前
景似乎非常黯淡。不是吗？

未陷入预期的困境
《亚洲烟草》最近采访了两家主要的香料公司，一家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Mother
Murphy’s实验室，另一家是瑞士沃夫里的MANESA。它们认为并没有陷入当初所预料的困
境，连一半都没有。这两家公司如此冷静的一个原因是，烟草行业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关注
点。他们还为其他产品生产香料，从食品、化妆品到个人卫生用品。以Mother Murphy’s为
例，该机构的国际销售和业务发展副总裁Eduardo Berea称，到2021年，只有约6%的销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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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ESCA

持续监控势在必行

ESCA’s Kamel Jabbour.

于烟草产品。尽管MANE的烟草业务部门全球
经理Fabrice Taulane拒绝透露具体数字，
但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这家公司用于烟草产
品的香料比例与北卡罗来纳州的竞争对手没
有太大区别。

国际市场持续增长
能让香料公司高管们安心的另一个原
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
业务遍及全球。这些公司活跃在世界各个角
落。这一事实正在削弱禁令可能给市场带来
的影响。根据Eduardo
Berea的说法，公司
传统烟草产品的销售额在过去五年中甚至出
现了缓慢持续的增长。“这主要是我们在国
际市场取得增长的结果，而且我们在美国的
销售也相当稳定，”他说。此外，Berea补充
道，部分香料“用于非指定性烟草产品。”
因此，除了产品使用和人口增长之外，
可预见的变化都不可能影响我们的销量。”在
这些产品中，很大一部分于2007年2月15日之
前推出。它们是“先驱式产品”。因此，它
们的销售仍可不受限制。然而，随着美国法
规的推进，Mother Murphy’s预计“2007年至
2016年间上市的产品销量会下降。因为一些公
司无法承担上市前的成本。”与此同时，MANE
的Fabrice Taulane也认同Berea的观点。他指
出，“我们的销售额没有显著下降。首先是因
为我们还提供不受任何禁令影响的香料；其次
是因为我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这无疑有助
于淡化区域禁令的影响。”

然而，也有需要谨慎的地方。Berea
表示，他的公司正在谨慎监控美国本土市
场。“尽管香料禁令尚未影响我们的本地业
务，但它们在短期内确实构成了威胁。尤其
是对我们特色烟草产品的销售构成威胁，”
他承认。“这一切都将取决于调味烟草禁令
的实施方式，以及指定与非指定产品的应用
是否会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认可或区别对
待。”Fabrice Taulane对此有一些不同的
看法。
“全球受影响最大的香料类别是薄荷醇
和薄荷衍生物，而原味烟草受影响最小。”
他解释说。“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市场
对盒装香料的需求增加，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地方。”尽管如此，他预计“在
《欧盟烟草产品指令》第三版（TPD3）的框
架内，会对调味烟草有进一步的限制”。该
指令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生效。欧盟已经
全面禁止调味爆珠烟。因此，越来越多对烟
草怀有敌意的欧洲立法者将出台更多限制措
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Taulane依然泰然自若。“作为
烟草行业的供应商，我们习惯于适应这种变
化，并接受新的市场规则。这就是我们的研
发部门不断努力提供替代方案和创新解决方
案的原因。”Mother Murphy’s的Eduardo
Berea似乎也很乐观。“作为一家家族式香
料公司，我们在香料市场已有76年的历史，
为烟草行业提供服务也已经超过了40年，”
他说，“我们对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持续增长
充满信心，并通过开发新的调味烟草替代品
来履行我们对烟草行业的承诺。”

MANE公
司的Taulane说，“
作为烟草行
业的供应
商，我们习
惯于适应这
种变化，并
接受新的市
场规则。“

烟草禁令可能影响调味水烟
尽管调味烟草的情况可能不像最初假
设的像卷烟和其他可燃烟草产品那样可怕，
但至少有一个烟草产品领域，可能很快就会
发现自己受到调味烟草禁令范围扩大的严重
威胁：那就是水烟。这是因为水烟是非常明
显的调味烟草代名词。吸食蜜糖味道的水烟
就像享受没有巧克力的巧克力布朗尼。至少
这是欧洲水烟社区联盟（ESCA，总部位于布
鲁塞尔）执行官Kamel Jabbour的担忧。该
联盟是一个代表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
倡导组织，不仅代表欧洲，而且代表世界各
地，甚至远至中国和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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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蜜中注入了各种各样的风味，水烟文化蓬勃发展起来。  

MANE公司烟草业务部门的全球经理Fabrice Taulane。

ESCA：水烟调味禁令将是“灾难性的”

吸烟者也没有吸水烟。“调味对水烟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禁止调味将不可避免
地破坏整个文化和创业部门，”Kamel Jabbour说。
图源：Gérard Uféras.

如果市场上的全面禁令包含蜜糖调味水烟，“这将是毁灭性
的。因为整个产品类别都是调味产品，”Jabbour对《亚洲烟草》
表示。尽管世界上某些地方确实存在原味水烟，但与更受欢迎的蜜
糖味品种相比，其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与由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
司主导的卷烟行业不同，水烟行业是由数以千计的企业家建立起来
的。他们在小企业投入巨资，并融入当地社区，”Jabbour阐述道。

欧洲数万人的生计可能受到威胁
ESCA估计，仅在欧洲就有多达60,000人直接或间接依赖水烟获
得就业机会或收入。欧盟即将发布的TPD3内容包含限制调味烟草产
品，可能对该行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水烟已经受到当前TPD的
严格监管。但目前，水烟仍然排除在调味烟草产品之外，从而受到
豁免。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小众的烟草产品，在整个欧洲烟草市场的
比例不到1%，并且还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偶然特征，”Jabbour
解释道。“然而，展望未来，在TPD议程中，水烟、加热烟草产品和
电子烟面临的监管风险仍然很高，”他说。

反对禁令的确切证据
但ESCA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可以反对调味水烟的全面禁令。根
据Jabbour的说法，欧盟在2020年CHAFEA报告中指出，三项独立的
研究结论是，人们开始使用水烟是出于社会原因，而不是因为它的
“诱人”风味。其次，水烟已被证明不是引起人们开始吸烟的“入
门产品”。例如，最新的Eurobarometer调查显示，94%的卷烟使用
者并未吸水烟。2021年在西班牙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十分之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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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E公司仍然用铜具从植物、花朵、香草和香料中提
取香精。

Your all-in-one
winning solution

With the great performance already proven with tobacco and its special version like kretek, the
SASIB maker SMK has been upgraded to guarantee a revolutionary level of versatility on the final
output which can be produced: it can now process hemp, HNB, cigars, cigarillos with multiple
and different feeding systems.
When the product has been chosen, the SMK keeps flexible: thanks to the digitally driven size
change system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format can be easily switched, and the mechanical parts
can be replaced in a very short time through the digital procedure guided by a dedicated device.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已采用卷烟平装的国家/地区
国家

通过年份

澳大利亚
法国
英国
挪威
爱尔兰
新西兰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泰国
加拿大
乌拉圭
斯洛文尼亚
比利时
以色列
新加坡
荷兰
丹麦
根西岛
匈牙利
泽西岛
缅甸

2012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9
2019
2019
2019
2019
2020
2020
2020
2020
2020
2021
2021
2022*
2022*
2022*

2022年将实施卷烟平装。

加拿大的卷烟盒。

卷烟平装和图形警示：
真的有效吗？
Staff Report

自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实施烟草制品
平装政策的国家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
区已经采用或者计划采用同样的控烟措施，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FCTC）建议各国考虑实施平装
政策的结果。
加拿大癌症协会（CCS）表示，目前全球
已有21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或计划实施平装
政策，(见表1)。另外3个国家是从实施平装政
策的国家进口包装，包括摩纳哥（从法国进口
包装）、库克群岛（从新西兰进口包装）和纽
埃岛（从澳大利亚进口包装）。至少还有14个
国家正在考虑实施平装政策，包括亚美尼亚、
智利、哥斯达黎加、芬兰、格鲁吉亚、伊朗、
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尼泊尔、韩
国、南非、西班牙和斯里兰卡。
平装政策通常要求卷烟包装采用丑陋的
背景色，不得印制标识、品牌形象或宣传文
字，只允许印制文字和图形健康警示。品牌
名称只能在包装的指定位置用标准字号和字
体显示。加拿大癌症协会发布的《卷烟包装
健康警示：国际实施情况报告》，根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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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占卷烟包装的面积比例对206个国家进
行了排名，134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要求印制
图形警示。2001年，加拿大成为全球首个要
求印制图形警示的国家。
加拿大癌症协会称，共有122个国家和
地区要求警示平均占包装正反面至少50%的
面积，有71个国家和地区要求图形警示平均
占包装正反面至少65%的面积，有10个国家
和地区要求图形警示至少占85%的面积。(见
表2)。
有趣的是，美国并未被列入警示排行名
单。近两年来，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一直在努力敲定卷烟包装的最终规
则，却数次被法院指令推迟。
2020年3月，美国FDA发布了《卷烟包装
和广告警示要求》的最终规则，要求由文字
警示说明和彩色图形构成的11个新的卷烟健
康警示，覆盖卷烟包装正反面上部50%的面
积，不过，美国的卷烟警示面积仍然低于许
多其他国家要求的警示面积。
2022年2月10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东
区地方法院裁定，推迟警示规则的生效日

表2：根据卷烟包前后面平均警示面积排名靠
前的国家/地区
国家

总警示面积%

正面%

背面%

东帝汶
土耳其
马尔代夫
尼泊尔
瓦努阿图
贝宁
新西兰
香港
印度
泰国

92.5%
92.5
90.0
90.0
90.0
90.0
87.5
85.0
85.0
85.0

85.0%
85.0
90.0
90.0
90.0
90.0
75.0
85.0
85.0
85.0

100.0%
100.0
90.0
90.0
90.0
90.0
100.0
85.0
85.0
85.0

期。至此，卷烟警示生效日期至少已经被推迟了五次，
最新的生效日期为2023年4月9日。此前确定的生效日期
分别为2021年6月18日、2021年10月16日、2022年1月14
日、2022年4月14日、2022年7月13日。烟草公司曾提起
诉讼，要求取消FDA的规则，并要求取消美国国会对FDA
的要求，即在2020年4月和5月执行卷烟警示的规定。此
案中被首次推迟的生效日期是2022年1月14日，后来生效
日期又被推迟了两次。
目前的规则是FDA根据《2009年家庭吸烟预防与烟
草控制法案》实施图形健康警示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次
尝试被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以违反《第一宪法》为由
给推翻了。
显然，支持者认为图形警示是降低吸烟率的一个有
效手段。但这真的有效吗？
2004年，阿尔伯塔大学的詹妮弗J.阿尔戈（Jennifer J. Argo）与约克大学的凯利·梅因（Kelley J.
Main）对警示标签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研究结果
写入了《警示标签作用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e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Warning Labels）的论文中，
并发表在《公共政策与营销学杂志》上。阿尔戈和梅因
发现，警示标签在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方面是有效的，并
且当警示标签带有颜色或标志等其他特征时，消费者注
意到标签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加。但是，他们发现即使
消费者能够理解并记住标签上的警告信息，这个比例也
比较低。更有趣的是，他们发现警示标签在影响消费者
对危害性和风险的看法方面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当他们
意识到产品的危害性时，他们往往会从经常购买的卷
烟，转向使用很少购买的卷烟替代品。与此同时，研究
人员还发现，警示标签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当消费者
认为遵守警示提示没有那么难时，或者他们对产品比较
熟悉时，消费者往往更倾向于遵守这个规定。
2021年8月，《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公开版）
刊登的《3个月后卷烟包装警示标签对美国吸烟者认知和
吸烟行为影响》论文中，戴维D.斯特朗博士（David D.
Strong）、约翰P.皮尔斯博士（John P. Pierce）和Kim
Pulvers等研究人员发现，图形警示标签降低了人们对印

美国FDA提议在卷烟包装上印制图形警告。
图源：美国FDA。

有品牌名称的卷烟包装的积极看法，但是人们对健康的
关注度并未明显增加。此外，他们发现图形警示可以提
高人们的戒烟意识，但是不会影响戒烟率或吸烟率。换
句话说，卷烟包装上的图形警示不会改变吸烟行为。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1岁至65岁的吸烟
者，他们每天吸烟，而且尚未准备戒烟。参与者被随机
分配“购买”卷烟，卷烟包装有三种设计，分别是带有
图形警示（澳大利亚授权的三种图形）的包装、平装、
带有品牌名称的美国标准包装，购买后这些包装会递送
到参与者的家中。为期三个月的临床试验期后，与收到
美国品牌标识的包装相比，收到图形警示包装的参与者
对最近所吸的卷烟的积极性有所降低。三组参与者对健
康问题的关注度以及戒烟认知度都有所上升。与收到美
国品牌标识包装的吸烟者相比，收到图形警示包装的参
与者每周的控烟时间段略多一些，但是并不明显。三个
月后，三组参与者的吸烟行为没有任何不同。收到平装
包装的参与者与收到美国品牌标识包装的参与者，在所
有对比中的表现几乎相同。
如果认为图形警示在提示警示信息和提高人们对吸
烟潜在健康风险的意识方面，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的话，
这种说法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如果宣称图形警示在降
低吸烟率甚至是鼓励戒烟方面是一个有效的手段的话，
这似乎就有点牵强了。
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摆脱
现在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大力推
广实施带有图形警示的平装政策，并且在平装政策效果
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然宣称平装在阻止人们吸烟方面
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迫合法烟草制品制造商使用自己
的产品包装，说服消费者不要购买他们的产品。我们需
要平衡这样的关系，既要提示有关健康风险的信息让消
费者做出明智的选择，同时也不能妨碍合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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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采用创新物流，确保卷烟配送工作。

中国烟草以科技创新
做好卷烟配送工作

文/烟草在线

元春假期是中国传统的卷烟销售旺季，而对于烟草企业来说，如何保
障元春旺季的卷烟配送工作，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烟草企业加
大了科技创新的力度，面对今年的元春旺季，各大烟草企业以科技创新为驱
动力，采用种种有效举措做好卷烟配送工作。

重庆：卷烟物流数字化转型
重庆市烟草公司物流分公司每年承担着从各中烟公司接收和仓管约145
万大箱卷烟的任务。以往的卷烟工商交接业务，围绕物流履约和签收入库环
节，各角色有不同的痛点。对于商业企业来说，不知道货物及车辆何时抵
达，常常发生集中抵达导致爆仓和长时间排队。工业企业不知道商业企业的
可用库存和作业忙闲度，发货的针对性不强。工业车辆抵达园区后还是人工
管理停靠及排队，司机特别是不熟悉流程司机的满意度不高。信息的不对称
问题严重制约了工商交接的作业效率，设备和人员的空转成为常态，影响了
整体供应链的通畅。
重庆市烟草公司提出了“数智渝烟”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蓝图，物流分
公司也率先从卷烟物流的源头工商交接业务入手，开展“数智工商交接”转
型实践，探索卷烟物流数字化转型的道路，实现高确定性的烟草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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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在重庆、包头和北京的物流中心提高了效率。

通过“数智工商交接”实践，将日常运行管理对标

双层皮带输送卷烟，高速合流打码，分类分流进入包装

常态化，激励各环节提升效率。具体来说，司机预约时

机，可实现标、细、异、特异型等混合全品规分拣及包

间与实际完成时间偏差从6.5小时下降到1小时以内；计划

装。以元旦期间分拣为例，包头市局（公司）物流中心

编制时间由每天耗费30分钟制定当日作业计划，变成一键

分拣人员日均分拣时长7.2小时，综合效率为12916条/小

发布；标准单车作业时间由90分钟下降到70分钟以内。

时，整体工作效率同比提升260%，实现了提质增效。

在效果方面，信息传递方式由人工通知变为钉钉

整个1月，偌大的包头烟草物流中心园区里，没有

自动通知；计划制定从人工制定、有效性差转变为可以

夜间加班的喧嚣，没有人员齐聚的鼎沸。在面对业务量

制定精准的闭环作业计划；入库作业能力从每日18000

增长2610箱、销售规格增加12个、配送户次增长5245

件增加到24000件；司机卸货最大等待时间从原来的117

户、物流员工减少7人、配送车辆减少1台的情况下，包

小时，转为控制在24小时以内；提升了送货车辆的周转

头烟草顺利完成了两节期间物流工作任务，首次实现了

率，从原来卸货完成后才能预约下一趟业务，转变到当

不增派人员、不夜间加班、不连轴运转、不降低质量。

前业务出发后就可连续预约。
在效益方面，入库作业设备月均耗电量下降了21%；

北京：研发半自动分拣线

工商交接资源配置从原有的忙闲不匀转变为当前的均衡作

在北京烟草物流中心，每到“元春”时节，一线职

业；入库作业人员数量从满配18人减少到实施后的12人；

工最担心的是小规格卷烟分拣，这个时候的小规格卷烟

工业司机满意度从改造前的79分提升到当前的99.8分。

分拣量较平日大幅提升、远超设备单日分拣能力，第一
天活还没干完、第二天订单就又来了的情况时有发生。

包头：异型卷烟分拣科学化

今年，北京烟草物流中心技术人员给一线职工吃了

异型卷烟分拣效率一直是内蒙古包头市局（公司）

一颗“定心丸”，物流中心汇集业务与技术部门骨干力

的短板，近年来，为满足异型卷烟销量增长的分拣需

量，协同第三方充分研究半自动分拣线适应性调试的可

求，包头市局（公司）物流中心以异型卷烟分拣效率短

行性，提出了“使用半自动分拣线单独分拣部分品规中

板为突破口，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开展全品规分拣战

短支卷烟”的工作方案。

略性调整，全力推动异型卷烟分拣实现“两高一强”（
柔性化程度高、效率高、适应性强）。

为把这个方案变成现实，攻关人员迎难而上、找准
关卡、实干破局，烟仓规格不匹配，就调整打烟机构等

物流中心全面梳理了全市异型卷烟分拣量、订单结

装置，将标准烟烟仓变为小规格烟仓；叠烟机配件不匹

构及不同规格异型卷烟条盒尺寸，扎实开展市场调研，

配，就对叠烟机各装置配件进行拆装、打磨、切割、钻孔

同时充分学习行业内其他单位应对异型卷烟分拣的先进

等改进；皮带机开关高度不匹配，就切割打孔重装对射开

经验，经过反复琢磨、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了设备设计

关……历经2个多月，元旦前夕，技术团队成功将分拣标

方案。2021年11月中旬，新一代全品规异型卷烟分拣设

准烟的半自动分拣线调整为可分拣中、短支烟的分拣线。

备下线，在物流中心安装、调试并试运行成功；12月，

半自动分拣线承担了“元春”期间小规格卷烟约

设备正式运行。
新一代全品规异型卷烟分拣线配备3组卧式通
道、70组立式通道、25个电子标签柜货位，对应两组

20%的分拣量，极大缓解了小规格卷烟分拣压力，成功实
现每日订单不积压，为后续配送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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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新闻

Pyxus International退出加拿
大大麻业务

诺，并从破产中脱身，为会员种植

Pyxus International宣布完成

法院正式批准和解和USTC重组计划

FIGR Norfolk的资产出售，这是该公

的过程中提供。“USTC发展平稳，

司退出大麻素业务（现金流为负）战

已为可持续、成功的未来做好了准

略决策的最后关键步骤。

备，”House继续说道。

者提供服务。协议的细节将在获得

此次出售于2022年1月28日完成

“在整个破产过程中，我们履

后，该公司的所有子公司均不再生

行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包

产或销售加拿大大麻。此外，该公

括我们的客户、种植者成员、供应

尽管天气恶劣，但估计津巴布韦的烟叶产量
较为乐观。

司不再参与与工业大麻或大麻二酚

商和员工。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

津巴布韦烟草产量乐观

（CBD）相关的活动。

这样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自从去年宣布专注于烟草和

强大。”

电子烟油以来，我们在精简运营和降
低综合行政费用成本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Pyxus

International总裁

津巴布韦对烟草产量作出乐观
估计。在2022年营销季节开始前，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已授权了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加强与
突尼斯的烟草合作

33个买家和31家承包商。
TIMB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有

Sikkel说。“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打

122,769名种植者注册，低于去年的

未来，我们将继续专注于与烟草相关

算通过提供农业援助，在突尼斯种

145,625名。TIMB将注册种植者数量

的业务。同时利用公司在农学、可追

植弗吉尼亚、白肋烟和香料烟等国

下降归因于其加强了对农民注册和种

溯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优势，为我们

际烟草品种，进一步加强与突尼斯

植者编号更新的审查和验证程序，以

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烟草业的合作。该项目一旦成功，

确保只有真正的农民进行登记。

兼首席执行官Pieter

突尼斯将减少从其他国家进口烟

USTC计划退出破产保护

草，从而有助于进口替代品和节省

美国烟草合作公司(USTC)宣

外汇。其他工业项目也在评估中，

布，计划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退出

并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实施农业和工

《第11章》的破产保护。该公司最

业项目，这将为年轻的突尼斯毕业

初于2021年7月申请破产保护，以履
行对成员种植者的合同义务，当时
该公司正面临着集体诉讼带来的不
确定性。
Class达成了和解经济

条款，”USTC首席执行官Oscar

J.

House说，“今年夏天，我们将一边
等待法院的最终批准，一边开始准备
退出破产程序，继续提供我们在全球
享有盛誉的卓越服务和优质产品”。
USTC最初向联邦法院申请破
产保护，以履行对550多名会员种
植者、200多名员工、供应商和客
户的义务。和解和重组计划将使
USTC能够履行在全球范围内的承
54 tobaccoasia

从2014年开始，SAI与突尼斯烟
草垄断企业（RNTA和MTK）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由于与突尼斯垄断企

“2月2日，经过17年的诉讼，
我们与Lewis

生创造重要的就业机会。

业的关系日益密切，SAI于2017年在
突尼斯设立了业务办事处。值得一
提的是，SAI是唯一一家在突尼斯设
有办事处的国际烟叶公司，办事处
人员能够对这两个重要垄断企业的
需求作出及时响应。
SAI是世界第六大烟叶供应商，
也是世界第二大再造烟叶供应商。

据津巴布韦烟草协会主席
George

Seremwe称，大多数灌溉烟

草的种植者已经完成收割，其中一些
已经开始对烟草进行分级。大多数旱
地烟草种植者正在进行第一次收割。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首席执行官
Rodney

Ambrose表示，尽管天气恶

劣，持续降雨影响了作物产量，但
仍对作物产量做出了乐观估计。
种植者预计，本季以硬通货方
式出售作物的收益将保持在75%，高
于上一季的60%。
烟草营销季节将于今年3月30日
开始。拍卖销售将于3月30日开始，
合同销售将于3月31日开始。
信息、宣传和广播服务部长
Monica

Mutsvangwa表示，由于烟草

种植季节开始较晚，拟定这些日期十

有关该公司公告的更多信息，

分有必要。本种植季种植了110,102

请通过aylin@staragritech.com联系

公顷烟草，其中18,510公顷是灌溉烟

集团营销传播经理Aylin Bahceva。

草，91,592公顷是旱地烟草。

烟叶新闻

马拉维烟草委员会扭亏为盈

LEAF NEWS

而且该省100%的烟草都达到了出口品质。然而，该省仍

马拉维烟草委员会(TC)2021年的利润为3.25亿克瓦

未收到有关烟草作物种植状态的消息。联邦政府的烟草

查（404,480美元），得益于去年成功实施了改革，扭转

税收入达到16亿巴基斯坦卢比（9125万美元），开普省

了委员会的财务业绩。

的收入仅有2.2亿巴基斯坦卢比（125万美元）。

在2019/2020财年，该委员会收入36亿克瓦查（4480
万美元），但仍亏损8100万克瓦查（100,809美元）。

Babak表示，开普省议会的省际协调机构(IPC)将审
查农民的烟草税率，以及与烟草种植相关的所有费用，

马拉维烟草委员会实施的改革涵盖五个领域：加强

以便在以政府税率出售作物时，保护农民免受损失。他

监管框架、加强烟草生产和营销的完整性、提高利益相

还补充说，开普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尽一切努力

关者对委员会任务和作用的理解、提高财务可持续性以

保护该省不受中央政府的剥削。

及提高机构能力。该委员会还计划明年增加马拉维的烟
草年产量。

气候变化导致Ongole烟草产量下降
由于气候条件不好，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多地大

巴基斯坦烟草出口额同比增长54%
2021/2022财年的前7个月内，巴基斯坦的烟草出口
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4.02%。
2022年7月至11月期间，烟草出口额从上年的
21,174美元增至32,613美元。
国民党议会领袖Sadar Hussain Babak表示，该国
78%的烟草产自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简称开普省），

雨，导致烟草种植推迟了近一个月。印度Ongole地区
2021/2022年度的烟草产量预计将低于去年。
农民只能种植46,647公顷，比11个烟草委员会拍卖
平台允许的49,889.15公顷少约3,242公顷，比去年的种
植面积少750公顷。
烟草委员会批准本财年销售7881万公斤烟草，但预
计只有6860万公斤。去年生产了7169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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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从事烟草种植
和加工的劳动力中约有
60%是女性。

ITGA新任CEO谈论
2022年的主要任务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目前由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梅赛德斯·巴斯克
斯（Mercedes Vazquez）执掌，该协会希望今年关注三大紧迫的问题。

文/托马斯·施密德

1984年，六大烟草出口大国成立了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旨在维护烟农的利
益，目前该协会将20多个国家的烟草种植者协会联合在一起，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同类
组织中最大的组织。2021年末，前任CEO安东尼奥·阿布伦霍萨（Antonio Abrunhosa）光荣
退休，当时已选出了继任者。四十年来，ITGA历史上首次由女性领导。梅赛德斯·巴斯克斯
出生于西班牙，自2010年加入ITGA以来，她孜孜不倦地工作，走遍世界各地，与当地种植者
团体和基层烟农保持密切联系，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形象。在此期间，她积累了大量与
烟草相关的知识，了解了与烟草行业有关的诸多问题，甚至是引起重大关切的问题。
最近，梅赛德斯·巴斯克斯在接受《亚洲烟草》采访时表示，她打算解决三个主要问
题，分别是童工、女性赋权，以及全球变暖，她认为在2022年及以后应聚焦这三大问题。虽
然ITGA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巴斯克斯表示，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烟
草生产正面临来自世界各地政界人士和说客越来越大的压力。“烟草仍然是一种完全合法的
产品，为数百万人提供生计和收入，但仍被太多方妖魔化，”她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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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孩子将来有机会，而机会意
味着接受教育。”继任CEO后，巴斯
克斯还打算重点强调女性赋权；她说
这是她最深沉的呼吁。她说，“这一
直是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我希望在未
来几年更有力地推动它。我从世界各
地的ITGA成员组织获得的支持是非常
有益的。”巴斯克斯指出，发展中国
家从事烟草种植和加工的劳动力中约
有60%是女性。正如巴斯克斯所说，
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关注财务方
面，确保“让业务盈利”。然而，由
于缺乏更好的表达渠道，女性在很多
ITGA新任CEO Mercedes Vazquez.

方面明显“逊色”于男性。
巴斯克斯希望看到的是，女性

20年前，ITGA及其主要合作

领导人在其社区和整个烟草行业中

伙伴IUF和BAT成立了“消除童工

获得更高的地位；男女平等，女性

基金会”（eclt.org），以解决当

不应该“太低调”。巴斯克斯引用

时烟草生产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此

了肯尼亚一位女性的例子，她“多

后，该基金会以及ITGA自己的项目

年来一直在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

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巴斯克斯承

并因其在高度复杂的市场中的专业

认，尽管童工在许多地区已基本成

知识而深受尊敬，甚至赢得了许多

为过去，但尚未在各地彻底根除。

奖项。”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人需

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整个农业领域

要“更多的公众认可她们所发挥的

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烟草。然而，

重要作用。我认为这个行业就是缺

烟草种植业仍然存在这种情况，这
只会助长反烟草团体正在进行的攻
击。“因此，反对童工的计划和
倡议仍然是ITGA和ECLT的首要任
务，”巴斯克斯坚定地说。
必须继续解决的两个关键因素
是贫困和文化观念。巴斯克斯解释
说：“一方面，贫穷滋生童工现象，
但另一方面，许多文化中很常见的
一种现象是，父母要求孩子下田干
活。”在西方的意识中，孩子在经济
拮据时期帮助家庭谋生，这并不被视
为“虐待儿童”，而是被视为一种

少透明度，”她解释道，并澄清
说，“这就是我使用‘女性赋权’
这个词的意思。”
除童工和女性赋权之外，ITGA的
新CEO打算聚焦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全
球变暖；或者更准确地说，烟草种植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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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如何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巴斯克斯说：“这是我们今年要承担
的关键任务之一。”ITGA已经开始制
定一项行动计划，旨在减少烟草种植
对气候的影响。虽然与其他商品作物
相比，烟草仍然是一种相对次要的农

自然的行为。巴斯克斯以哥伦比亚自

产品，但巴斯克斯认为，烟草行业仍

给自足的农业社区为例，在那里，“

应以身作则。然而，她拒绝透露该

农民家庭很难在一夜之间适应国际烟

计划将涉及的细节。“等我们准备好

草商公司实施的反童工政策”。但这

更具体的蓝图提交给我们的成员组织

些举措最终奏效了。“农民在孩子上

时，我们肯定会向你们提供的。”我

学之前不会再让他们在地里干活了。

们已迫不及待。

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urn-key. We
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refine
the DIET process and our DIET
plants have above 95% uptime
with a dry yield better than 98.5%
through the plant.

www.aircodi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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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acco Technology公司任
命新总裁
Tobacco

Technology公司任命

证据的项目，为英美烟草的新产品
类别提供进一步的科学证据。
英美烟草科学研究中心主管戴

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任命新
的董事会主席
奈杰尔·诺思里奇（Nigel

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为

维·奥赖利（David

O’Reilly）博

Northridge）决定在下届年度股东大

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E-LiquiTech

士表示，“Senthil是一位经验丰

会之前退休，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

和Emerald Green Technology的总裁

富、令人敬佩的医生，他对推动本国

团董事会计划推选亨里克·布兰德

兼首席科学官。他将接替理查德·

及全球卫生政策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作

（Henrik Brandt）担任董事会主席。

豪威尔（Richard

用，对我们的领导团队是一个很好的

诺思里奇向董事会表示，他不

补充。近年来，英美烟草在推动烟草

会在2022年3月31日的年度股东大会

戴维于2021加入Tobacco Tech-

减害及创建‘更美好明天’方面取得

上再次参选。他于2016年加入董事

nology公司担任规管事务总监，为

了显著成就。Senthil的经验将在此

会，自2017年以来一直担任董事会

其带来了30多年的科学、法规和管

基础上加速推进我们的工作进程。”

主席。

Howell），后者

在公司任职43年后于本月初退休。

在今年3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理经验，包括20多年的烟草行业经
验。他拥有密西西比大学的化学博

瑞典公司训练乌鸦捡烟头

董事会将推选亨里克·布兰德担任新

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物理分析化

瑞典一家名为Covid

的董事会主席。2017年，布兰德加入

Cleaning

学。此外，他还在北卡罗来那大学

的初创公司，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南

教堂山分校的Maurice

泰利耶市（Södertälje）街道上，利

Bursey博士

的质谱组中攻读了博士后。

用乌鸦清理烟头污染。

戴维在瑞典火柴北美公司担任

这家公司特制了一款机器，

分析总监，获得了大量烟草经验，

乌鸦可以将它们收集的烟头投放到

在Turning Point Brands公司担任

机器里面，投放一个烟头可以获得

科学和法规事务高级总监。戴维还

一点食物。Covid

在杜邦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销

斯蒂安·古瑟尔-汉森（Christian

售、营销和六西格玛经验（六西格

Günther-Hanssen）表示，“这些

玛是一种改善企业质量流程管理的

都是野生鸟类，是否参加全凭自

技术）。

愿。”

Cleaning创始人

南泰利耶市目前正在试点该项

英美烟草任命新的首席医务官
英美烟草已任命Senthil Vel博

该董事会，担任董事会副主席。
“奈杰尔在担任董事会期间，
领导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进行了
重要改革，公司业绩取得显著增
长。在他任职期间，公司从一个新
上市的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并且为
公司未来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战
略。奈杰尔对推动公司发展的贡献
值得称赞。我还要感谢董事会成员
对我的信任，推荐我担任下届董事
会主席，”布兰德表示。
布兰德在领导国际业务、公开
上市和私募股权业务方面，具有丰

目，然后再决定是否在全市推广，其

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非行政管理经

中鸟类健康是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验。他拥有烟草行业（包括House of

研究表明，喀里多尼亚乌鸦与

Prince公司和斯堪的纳维亚烟草公

Vel将在英美烟草的众多研发方

七岁的人类一样具有很好的逻辑能

司）的管理经验。2008-2017期间，

案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将有助于公

力。“训练它们很容易，而且它们

担任Royal Unibrew公司首席执行官。

司履行减少其业务对健康影响的承

很可能会互相学习。与此同时，乌

诺，并向消费者提供一系列替代性

鸦误食垃圾的可能性非常低，”古

的低风险烟草产品和尼古丁产品。

瑟尔-汉森说。

士为公司的首席医务官。

烟草公司相关研究人员或被禁
止发表论文

Vel将在英美烟草位于南安普

古瑟尔-汉森表示，这种方法可

一些国际呼吸组织计划禁止与

敦的研发中心工作，负责整体的医

以使该市的烟头清理成本至少减少

烟草公司有关联的研究人员，在他

务管理工作，确保医务研究过程和

75％。保持瑞典整洁基金会的统计

们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最佳实践符合英美烟草各项工作要

数据显示，每年瑞典街头的烟头超

求。他将帮助开展能够提供强有力

过10亿根，占所有垃圾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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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由菲莫国际收购制药公
司Vectura引起。美国胸腔协会

卷尾新闻

肺结核和肺病联合会及其他三个卫

日本烟草集团致力于实现温室
气体净零排放

生机构，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将

日本烟草集团承诺，将加速

菲莫国际的收购行为描述为“非常

（ATS）、欧洲呼吸协会和国际防治

CLOSING NEWS

我们认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特别
是解决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是我们
业务运营的基础所在。”

减少其整个价值链中的温室气体排

“今天，我们设立了新的目

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他们表

放，并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

标，将使整个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排

示，“我们反对将肺部保健技术用

排放。

放在2050年实现净零。作为中级里

到令人上瘾和有害的烟草和尼古丁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越来越严

程碑，我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

产品上。”该声明还表示，隶属于

重，日本烟草集团愈加认识到其在转

实现碳中和。不辜负股东的信任，

烟草业的公司员工不得在其社会期

向脱碳社会过程中的重要责任。因

继续努力减少环境影响，确保长期

刊上发表论文，也不得参加他们的

而，该集团更新了“环境计划2030”

的可持续环境。”

会议，并建议患者不要使用这些公

中的“能量和排放”目标，旨在2030

司新开发的产品。

年其所有运营部门实现碳中和目

菲莫国际的战略和科学传播副
总裁莫拉·吉尔克里斯特（Moira

标，2030年使其可再生用电比例增加
到50%，2050年增加到100％。

哈伯纳斯公司推出新版网站
哈伯纳斯公司（Habanos）推出
了一个新版网站，设计思路采纳了

Gilchrist）表示，“我们非常欢迎

日本烟草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

分销商和雪茄迷的众多建议。改版

并鼓励对我们的业务转型进行合理的

官Masamichi Terabatake表示，“可

后的新网站，页面设计更加直观、

批评和讨论，但如果因此而排斥科学

持续发展举措是推动业务实现长期增

更具吸引力，用户可以轻松了解到

家，并试图阻止病人使用有合理处方

长的基础。这些举措与我们的‘4S模

品牌、活动或新闻亮点等最新消

的药物，我们就应该冷静下来好好考

式’管理原则完全相通，而且是不可

息。新版网站更具活力，方便全球

虑一下其中的真实用意了。”

或缺的。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公司，

各地的专家和雪茄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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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从主页可以直接查看哈伯

说，“我们的地球正处于一个关键

也会出现类似的影响，这证明跨代

纳斯品牌，了解与他们最相关的信

临界点，卷烟滤嘴与其他废弃垃圾

影响可波及四代人。“男孩在青春

息。由于对移动设备的导航功能进

不同，会摧毁我们的环境，电子烟

期之前接触某些物质可能会对他的

行了优化，从任何设备访问网站都

产品滤嘴中发现的有毒化学物质，

后代产生影响，”Golding说，“儿

很容易。此外，新版网站不仅更新

会渗入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而且

童超重的一个原因既与他们目前的

了产品组合，为了方便搜索，还简

有害烟雾也会损害个人的健康。”

饮食和运动情况有关，也与其祖辈

化了产品类别划分功能。

该提案中未提及禁令的生效日期。

的生活方式或多年来的习惯有一定
关系。”

真伪查询（Authenticity
工具，哈伯纳斯也对该功能进行了

研究显示女性肥胖或与祖辈吸
烟有关

优化，方便雪茄迷查询，并及时回

减肥的女性可能要责怪他们的

新加坡将于7月1日在90多个公

应让雪茄迷安心。”Where to buy/

曾祖父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共场所禁止吸烟，包括公共公园、

smoke”是最有用的功能之一，雪茄

男性在13岁之前抽烟，其曾孙女更

花园、休闲海滩和国家水务署的水

迷可以通过该功能搜索全球各地的哈

容易肥胖，但对男性后代没有类似

上项目。然而，新规将从10月1日

伯纳斯雪茄经销商。公司还邀请用户

影响。

开始生效，以帮助吸烟者有时间适

Check）是雪茄迷使用最多的一个

访问新网站，在Habanos

World栏目

由Jean

Golding教授领导的布

新加坡将在90多个公共场所禁烟

应。同时，在这些区域吸烟的人将

中分享有关哈伯纳斯雪茄的知识。哈

里斯托大学研究团队，对Avon亲子纵

伯纳斯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或者规范，

向研究（也称为“90年代儿童”研

根据新加坡1992年《吸烟法

它还蕴含着传统和文化韵味，是一个

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项观察性

（某些地方禁止吸烟）》，如果吸烟

受原产地保护的独特产品。

研究以1991年和1992年出生的14,000

者在被禁止的场所吸烟，并且在法庭

名孕妇为研究对象，并持续关注她们

上被定罪，那么将被处以200新币的

的父母和孩子的健康状况。

罚款，或最高1000新币的罚款。

美国加州拟禁止烟草产品使用
一次性滤嘴

收到警告。

Golding及其研究人员在2014

目前，超过4.9万个场所禁止吸

加利福尼亚州提出一项新提

年分析了90年代儿童研究的数据发

烟，包括室内和室外区域，如娱乐场

案，计划禁止蒸汽烟或烟草产品使

现，如果父亲在11岁之前开始吸

所、购物中心、学校和公共汽车站、

用一次性滤嘴。如果该提案获得通

烟，他们的儿子在青春期的体质指

住宅楼的公共区域、私人和组屋的社

过，Assembly Bill 1690将禁止销

数可能更高，平均腰围和全身脂肪

区公园、水库和自然保护区。

售含有一次性滤嘴的烟草或大麻产

质量也会更高。

根据新规定，罗弄哈鲁士湿地

品，销售、给与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Golding和她同事开展的这项研

公园、油池区域武吉班让公园的运

含有一次性滤嘴的烟草或大麻产品

究，被认为是首个研究环境暴露跨

河渔捞甲板以及麦里芝蓄水池公园

的违规者，将面临500美元的罚款。

代影响四代人的人体样本之一。

将是无烟区域。新加坡国家公园局

提案发起人是来自圣费尔南多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表示：“我

下辖的所有51个城市、沿海和区域

谷的女议员Luz Rivas，她强调称，

们发现，相较于童年后期（13-16

公园，包括莱佛士坊公园、科尼岛

该提案的目的并非要在加利福尼亚

岁），如果祖父在青春期前（13岁

公园和林地海滨公园，也将不再允

州禁止销售烟草或大麻，而是要减

以下）开始吸烟，有证据表明其孙

许吸烟。7月1日之后开发的任何城

少一次性产品产生的垃圾问题。加

女在17岁及2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脂

市和海岸公园，以及公园连接道系

利福尼亚州公共机构每年清理烟头

肪量会更高，但对孙子辈没有影

统，也将是无烟场所。

的费用高达4100万美元。

响。当外曾祖父在青春期前开始吸

除公园外，无烟场所还包括十

“半个多世纪以来，烟草产品

烟，他们的曾孙女在17岁和24岁的

个休闲海滩，包括樟宜海滩、东海岸

滤嘴造成了公共卫生和环境危机，

身体脂肪含量更高，不过对曾孙子

和西海岸、森巴旺海滩、巴西立海

近年来随着烟草业开始销售电子烟

辈没有影响。”他们还发现，即使

滩、科尼岛、榜鹅和圣淘沙岛的西乐

产品，这种危机日益加剧，”Rivas

中间代人在13岁以前不经常吸烟，

索海滩、巴拉望海滩和丹戎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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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烟草替品需求增
长，电子烟店几乎翻番。

北亚烟草市场稳步增长

文/尤金·嘉顿

北亚是指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和西伯利亚

北亚地区拥有约5300万人口，大多数分

地区，包括乌拉尔山以东的三个地区，即乌

析师和生产商认为，其烟草市场具有巨大的

拉尔、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尽管近

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其中中高端烟草市场最

两年北亚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市场上充斥着

有增长前景，这是由于与俄罗斯其他国家和

假冒和非法产品，然而该地区对烟草产品的

亚洲邻国相比，北亚居民的平均工资较高。

需求正在稳步增长。

因此，该地区过去一直既符合合法烟草

从历史上看，与俄罗斯其他地区和亚洲

生产商的利益，也符合假冒和非法产品供应

邻国，特别是中亚地区的邻国相比，北亚地

商的利益。据俄罗斯内政部长弗拉基米尔·

区的烟草产品的消费量是最高的。

科洛科尔采夫的一位发言人说，市场上大量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Rosstat）的最新

的假冒烟草产品一直是该国北亚地区烟草行

数据显示，俄罗斯远东最东部地区楚科特卡

业的主要问题之一，近年来更加紧迫，对当

的吸烟人口目前估计为48%，是整个北亚和

地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导致合法生产商

中亚地区吸烟人口最高的地区之一。

遭受严重损失。

相比之下，俄罗斯南部地区的吸烟者人
数在3-7%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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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打击非法贩运工业产品国
家研究中心（NSC）编制的最新数据，非法

产品在整个俄罗斯烟草市场的份额估计约为
12%。而在北亚地区，这一数字要高得多，
估计约为30%。
菲莫国际东区公司驻俄罗斯总监丹尼
斯·加格洛耶夫（Denis Gagloyev）最近在
接受生意人报（Kommersant）采访时表示，
在阿尔泰克拉伊等一些西伯利亚地区，非法
烟草产品的比例高达30%。
位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边境的俄罗斯
城市鲁布佐夫斯克，目前仍然是北亚和中亚
地区假冒烟草产品的主要中转中心之一。根
据尼尔森和俄罗斯内政部的早期数据，该市
非法烟草产品的比例为60%，根据一些非官
为了限制进一步增长，当地政府最近出

方数据，该比例可能更高。
由于北亚地区烟草产品的需求和消费在

台了烟草产品的最低价格，即每包108卢布

俄罗斯和后苏联时代的亚洲国家中仍然是较

（1.46美元）。此外，政府于2019年批准了

高的，过去几年市场的主要趋势之一是大包

一项长达15年的反吸烟计划，即截至2035年

装卷烟的销售大幅增长。

将俄罗斯成年吸烟人数从目前的35-40%减少

根据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最大城
市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当局的数据，尽

到21%。政府还将计划引入一种75%的面积覆
盖图形健康警示的包装。

管俄罗斯采取了措施防止这种趋势进一步扩

政府还计划向区域烟草制造商提供支

大，但当地居民对大包装卷烟的需求仍在增

持，从而减少对全球烟草生产商的依赖。目

长。

前，北亚地区的烟草生产商数量仍然微不足
与此同时，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近年

道，位于叶卡捷琳堡的阿尔维斯工厂是乌拉

来，北亚地区对各种烟草替代品的需求有显

尔联邦区最大的烟草生产商，但也是最后一

著增长。

家停产的工厂。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在

行业分析师表示，阿尔维斯工厂的停业

过去几年中，北亚地区电子烟商店的数量几

是北亚烟厂破产的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主要

乎翻了一番，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是由于对其产品——无滤嘴棒团式卷烟和烟

这也促进了当地市场一次性电子尼古丁
传输装置（ENDS）的销售增长。大多数此类

北亚烟草市场，尤其是中
高端市场，显出进一步增
长的巨大潜力。

嘴烟——的需求下降。另一个原因是在采购
生产更高质量产品的新设备方面缺乏投资。

产品是非法进口到该地区的，消费税只针对

此外，北亚地区也有可能种植烟草。到

设备，电子烟液无需支付。据俄罗斯防伪协

目前为止，几乎100%的当地烟草需求都是通

会分析师称，北亚市场估计有9310万台电子

过进口来满足的。然而，叶卡捷琳堡和其他

烟设备，其中超过8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品

北亚地区可能很快启动烟草生产。
俄罗斯和东北工商会农工联合体发展

牌HQD。
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和俄罗斯联邦政府

委员会主任彼得·切克马列夫（Petr Chek-

最近对北亚地区吸烟和烟草产品需求的持续

marev）提出的倡议纳入了上述计划的实

增长表示深切关注。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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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越来越难以找到可
抽烟的地方。

文/烟草在线

控烟政策越来越紧
中国烟民越来越“囧”
“囧”这个字的原意本是“光明，明
亮，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字在不
知不觉间成为“21世纪最风行的单个汉字”
之一，成为网络聊天、论坛、博客中使用最
频繁的字，并且被赋予了“郁闷、悲伤、无
奈、尴尬、困窘”之意。
从光明到尴尬，“囧”的历程象极了现
在的中国烟民。

无处吸烟之囧
曾几何时，吸烟是人们一种正常的生活
方式，人们在劳累、闲暇、亲朋聚会之余，抽
烟解乏、聊天是一种比较惬意的生活方式。
但随着近两年“健康中国行动”之控
烟行动的开展和新冠疫情的流行，人们对健
康的看重与关注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吸烟
对健康的影响也被广泛关注，为了督促人们
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国家发出的控烟
政策越来越严格，许多城市和地区例如张
家口、武汉、杭州、深圳、青岛、北京等都
开始积极配合，陆续制定并实行了严格的控
烟法规，比如严禁在公共场合或者封闭的区
域内吸烟等，并且对这项政策增加了严查的
力度，一旦有人违反，必定会受到严厉的处
罚，并且政府还鼓励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举报
那些违反政策吸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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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作为推出控烟政策的城市之一，不
仅要求在公共场所地区控烟，而且它还将控
烟的范围扩宽到了室外地区。就像学校、医
疗等未成年人和孕妇较多的服务点当中，是
不允许吸烟的；还有一些露天演唱会或者比
赛的地区、甚至一些文物保护地区，更是不
允许吸烟。不仅如此，武汉还规定，在公共
场所看到有人吸烟时，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吸
烟者把烟灭了。而当吸烟的人不听劝告时，
还可以对其进行投诉。具体来看，但凡在规
定区域吸烟的，只要被抓到一次就会被罚款
50元。如果出现对于相关人员的劝告不进行
改正的人，还会罚款200元-500元。不仅如
此，如果出现经营管理的人还在售卖烟草的
话，那么将会处以1万元的罚款。另一个控烟
比较严格的城市是深圳，除了公共场所严禁
吸烟，深圳还最先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公共场
所吸电子烟。这个城市的罚款条款还在武汉
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就是阻碍执法的
人员，会被处以500元的罚款。
机场、高铁站等场所都不允许设置室内
吸烟室，高铁列车上也严禁吸烟，高铁上吸
烟除了罚款还有限制乘车期的规定。比如，
在2022年春节期间，深圳就连续查处2名在
列车上吸烟的旅客，目前，该2人均被处以

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纳入失信人员名
单，180天内限制购票乘车。其它城市对于
吸烟的管控也都大同小异，都比较严格。
不仅如此，由于很多城市都明确规定不
允许设置室内公共吸烟室，原来一些场所设
置的的公共吸烟室也被全部拆除。2021年一
个因商场设置公共吸烟室而被罚款140万元的
案件受到举国关注，河北保定一家商场因在
室内设吸烟室，被判赔偿140万元环境修复
费用、服务功能损失费等。这个案件很有可
能作为类似诉讼的参考依据。大部分媒体和
社会专家都认为，在这一案例的启示之下，
在加上本来就非常严格的控烟氛围，公共吸
吸室尤其是全国各地的公共吸烟室，将面临
全面消失的局面。车站、商场、餐厅，包括
小居楼道等公共区域都是严禁吸烟的地方，
之前人们习惯一起抽烟聊天的地方都被禁
止了，中国3亿多烟民正面临一个共同的烦
恼——无处吸烟。

不好买烟之囧
不容易买到自己喜欢的低价烟是另一个
烦恼。涨价是控烟的重要手段。最近两年，

因为烟草税增加的原因，市场上很少能够见到低于10块钱的香烟
了，这对于收入较低的烟民来说是很苦恼的事。数据显示，2015年
中国卷烟批发税率增加了5%，每支香烟增加5厘的税，从那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调整，因此香烟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像云烟的软大重九、大中华等香烟，每条的格都上调了20%甚
至以上。而这些品牌的香烟本身价格就偏高一些，价格上调之后
更加“贵重”。数据显示，云烟的软大重九在之前的价格为720.8
元，调价之后涨到了980元。而大中华在之前的价格为848元，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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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达到了1000元。价格比较便宜的香烟，也都有所
涨价，比如倍受大家喜爱的“大前门”两三年前还是3
元/包，如今已经涨到了7-8元，而且一烟难求。
更让人发“囧”的是，即使烟民不得不接受了这种
涨价，但依然不容易买到自己喜欢的低端烟。
无论哪个品牌，10元左右每包的香烟都不好买。中
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对香烟的货源供应有所调控，为
了配合控烟政策的实施，这种好抽又不贵的香烟在市场
投放上是有一定比例的。零售店主进货之后这种烟很快
就会售磬，或者早就被老顾客提前预定了，所以不是想
买就有，只要碰到有合适价位的低档烟，不管是不是自
己喜欢的品牌，一定要“该出手时就出手”，否则就只
能买更高价位的香烟。有专家分析说，这意味着往后低
价烟或将逐步退出市场，如果较低收入的烟民还不打算
戒烟的话，在烟草这方面的消费就要相应增加了。

被迫戒烟之囧
没有最囧只有更囧。比无处吸烟和不好买烟更囧的，
是烟民无时无刻都要面对的来自亲朋好友的劝诫与说教。
健康中国行动之控烟行动已经实施2年多了，健康中国
行动推进办会同各部门，以无烟环境建设、控烟立法、戒烟
服务体系建设、控烟宣传等为重点，全力推进各项控烟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据调查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由2018年的26.6%下降到2020年的25.8%；2020年非吸烟者的

二手烟暴露率为56.6%，与2018年比下降了11.5个百分点。
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公众了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
营造不在他人面前吸烟、勇于拒绝二手烟的良好社会氛围，
健康中国行动控烟行动工作组又在2022年春节前后以“送烟
=送危害”为主题，开展控烟宣传活动，号召大家弘扬无烟
文化，摒弃送烟敬烟等陈规陋习，以不吸烟、不敬烟等健康
行为守护家人健康，共度无烟健康佳节。
随着这种控烟氛围的营造，从城市到农村，从老人
到幼儿园的孩子，都积极动员自己身边抽烟的人抓紧戒
烟。即使在农村家中有事置办酒席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
新现象，就是原本习惯在每张酒桌上放置两包烟，一包
高档烟，一包中档烟，现在为了免吸二手烟，两包烟不
放了，换成了按照餐桌上的人数每人分发一个十元钱的
小红包。对此，有人表示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但
也有人认为这会削弱酒席的热闹氛围，使坐在一桌上的
陌生人减少了发烟、让烟、抽烟聊天的过程，就减少了
相互亲近和沟通的机会，彼此之间会有点尴尬和拘束。
但无论如何，一些传统的抽烟观点和习惯都在这种
控烟大势中发生不可逆转地变化，在这种潜移默化、日
复一日的影响中，抽烟，这种原本被认为是正常的、光
明的生活习惯，已然变成一种陋习日渐被人们排斥。
但控烟政策越来越严格是大势所趋，烟民的“囧”
境只会更加明显和突出，一些烟民最终也将在这种大势
所趋之下，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远离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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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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亚洲烟草》非常感谢领先供应商乃至烟草行业的长期广
告支持。借此机会向读者介绍我们最新的广告合作伙伴。
加入本期“欢迎来到亚洲烟草”栏目的是卢森堡的Heinen
KÖHL公司以及来自中国的华宝国际公司。

Heinen KÖHL
KÖHL Maschinenbau是烟草行业创新加工和物流设
备的全球供应商。该公司的Heinen
KÖHL品牌集成了烟
草加工经验与物流和自动化二级部门的专业知识。该公
司与客户合作，开发定制解决方案，包括布局、机器设
计、生产和组装。该公司为初级部门提供开箱、分捆和
切尖、回潮、非烟草相关物质去除、加香和包装设备，
以及烟梗压扁、膨胀和干燥、冷却和喂料解决方案。该
公司为二级部门提供在线加香、标签喷枪、打孔装置和
烟草回收解决方案。
物流项目包括填仓和装箱、料仓搬运、混合和储存、
线端码垛和全自动工作的高顶仓库。KÖHL Maschinenbau还
提供一系列工序自动化和数据管理解决方案，以及KÖHL
制造执行系统，以便在业务和生产层面与创新的KÖHL仓
库管理软件之间实现高效互操作性。
对于全球跟踪和追踪系统，KÖHL Maschinenbau根据
客户的具体要求开发了多台机器。标签应用系统（LAS）
和激光编码扩展（LCE）是为“包到捆”聚合而设计的。
鉴于LAS/LCE目前用于对卷烟、小雪茄和雪茄的包和捆进

行编码，KÖHL还开发了用于自卷烟或烟斗烟草袋的其他
机器。
KÖHL Maschinenbau凭借FAS，提供一个专业的香料
应用系统，可用于所有卷烟或滤嘴棒制造商。FAS由模块
化组件组成，可根据客户要求单独组装，甚至可以在之
后升级到最大配置。凭借30多年的线上加香经验，KÖHL
Maschinenbau保持改进，并根据最新的市场需求提供最
新的解决方案。
凭借创新技术、广泛的产品组合和高水平的工程技
术，KÖHL Maschinenbau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KÖHL Maschinenbau客户可获得高度专业化、高效且个性化的整体解
决方案。
KÖHL Maschinenbau为您带来高端技术，满足您的各
种高要求。

华宝国际
华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2006年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00336.HK），核心业务包括香精、香原
料、烟草原料及材料（再造烟叶、胶囊等）、调味品以
及雾化电子烟的研发、生产、销售。华宝国际以客户需
求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坚持“同心多元化”发
展战略，现已发展成为一家现代化、国际化的跨国企业
集团。
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GD GL）成立于1999
年，是华宝国际的子公司，以天然植物原料、农副产品
综合利用为核心竞争力，以再造烟叶（RTL）的研发和生
产为主要业务。广东金叶是国家烟草专卖局（STMA）批

同时，华宝国际正在东南亚建立专门生产HTP（加
热烟草产品）烟草的工厂，以满足再造烟叶的市场需
求。上海华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华宝国际的子公司，
专注于烟草行业新型卷烟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为全球烟
草企业提供新型卷烟材料产品，如胶囊、综合载香技术
服务，以及卷烟品牌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
华宝国际积极在国内外设立科研机构。2021年成立
了深圳华宝协同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重点研究开

准的造纸法再造烟叶（RTL）研发基地。广东金叶率先在

发下一代新型烟草产品（NGP），以具有现代低危害理念

中国开展造纸法再造烟叶的工艺及装备的研究，承担了

的消费品产业为研究方向，加快技术成果展示，快速转

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成功建成了造纸法再造烟叶第

型开发面向消费者和面向企业的产品，包括加热烟草产

一条小试线、第一条中试线和第一条规模化生产线。该

品和雾化电子烟，以及全面的供应链和解决方案。华宝

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发干法造纸法再造烟叶技术的

国际也关注国际市场的未来发展，努力成为NGP的整体解

公司，已荣获行业科技成果鉴定。

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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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展会

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
博览会
2022年4月28-30日
中国深圳
https://en.iecie.com
主题：电子烟/雾化烟博览会

2022年5月17-18日
阿联酋迪拜
www.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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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雪茄协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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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24-25日（欧洲时区）
www.ends-conference.com/
ends-europe
主题：线上会议

2022年6月8-12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premiumcigars.org/pca-2022
主题：雪茄

IECIE上海国际电子烟产业
博览会
2022年9月6-8日
中国上海
https://en.iecie.com
主题：雾化烟和电子烟博览会

Advertiser’s Index*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7)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27)

Alliance One
aointl.com
(Page 59)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66)

Asia Marketing Services
asiamarketingservices.com
(Page 44)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10-11)

广告索引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31)
CNT Contraf Nicotex
sales@nicotineusp.com
www.nicotineusp.com
(Page 42)

2022年9月7-8日
印度尼西亚泗水市
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2022年6月16-18日
波兰华沙
https://gfn.events

世界电子烟展览会

世界水烟展览会迪拜站

ENDS欧洲站

世界烟草展览会

全球尼古丁论坛

Huabao
goldenleaf@hbglobal.com
www.hbglobal.com
(Page 16-17)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33)
JT International S.A.
www.jti.com
(Page 7)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C-4)

KT&G/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3
kardien@kardien.co.kr
tobaccolove@ktng.com
www.kardien.co.kr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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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e
www.mane.com
(Page 29)

Heinen Kohl
www.heinen-koehl.eu
(Page 43)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www.moon-smoking.com
(Page 15)

2022年9月

全球最大的烟草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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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2年12月7-8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Mother Murphy’s
Tel +1-336-273-1737
MotherMurphys.com
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Page C-3)

Socotab Fran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67)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23)

Star Agritech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4-5)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Fax (0622) 755 0410
Sole Agent:
Unico Trading Pte. Ltd.
Phone (+65) 633-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45)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55)
Quartz Business Media
www.wtevents.com
(Page 61)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41)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49)

Tengda Machinery
Tel +86 573 87266822
yjs_td@126.com
www.tdjx.cn
(Page 39)
Tobacco Authority of Thailand
(TAOT)
Tel +66 2229 1621-22 export_
ttm@thaitobacco.or.th
www.thaitobacco.or.th
(Page 21)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sales@tobaccotech.com
www.tobaccotech.com
www.eliquditech.com
(Page 3)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9)
Zhejiang Techmay
Tel 0086 5707567520
techmay@techmaypaper,com
www.techmaypaper.com
(Page 65)

《亚洲烟草》出版商尽力提供最精确的广告商索引信息，但是我们对所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页码、拼写、遗漏）的有效性不
做任何保证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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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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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obacco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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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free. No passwords. No paywall. Just click and read.

PASS IT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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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