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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减害里程碑式事件

薄荷醇禁令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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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品中的合成尼古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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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它打破现状，迎来新的

现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数次改变，但可以肯定

地说，我们从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生活中经历

过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过去两年中，新冠疫情改变

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我们与亲人见面和

拥抱的次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旅行，也改变了

全球商业的运营。面对一个新的未知因素，整个世

界都被迫退缩，暂停了原来习以为常的事情。就在

世界开始缓慢地从被迫的蛰伏中复苏，拾起我们旧

生活的碎片，融入我们所认识的新常态，即将看到

通往未来的道路时，俄乌之战爆发了，这或将撕裂我们的世界。

这场战争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也对包括我们的行业在内的商界

产生了影响。跨国烟草公司在战争爆发伊始努力确保其员工安全，并暂停在

乌克兰制造设施的运营，此外，也暂停了在俄罗斯的业务（P24“俄乌之战

引发跨国烟草公司暂停两国业务”），大多数公司最终选择完全离开俄罗斯

市场。此外，疫情已经导致供应链中断，导致各种商品和原材料短缺。这场

战争肯定会加剧这一点，并可能导致制造商面临更多的短缺和更高的成本。

然而，改变也可以让世界更美好。例如，欧洲议会最近认可烟草减害

为一项公共卫生战略，这是一种巨大的视角改变，与世卫组织领导的趋势背

道而驰（P28）。对于企业来说，变革可以带来具有巨大潜力的新产品和市

场。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设备等产品就是明显的例子，合法大麻的市场也在

不断增长。监管机构正加快改变对大麻的立场，希望将其从麻醉药品分类中

移除，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为治疗药物的潜力。在大麻及其衍生物方面，更

明确地界定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将有助于消费者、制造商、执法部门和

政府，也有助于打击黑市（P54“德国：欧洲新兴的大麻中心”）。

还有一个积极的变化。德国解除了贸易展会的所有的新冠限制，因

此，今年9月15-17日，我们在德国多特蒙德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展

不见不散（详见P66）！现在就请开始安排您的出席计划吧。荣耀回归，不

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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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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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塞宾·洛斯（Sabine	Loos）：德国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展览集团董事总经理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展的所有者和组织者

新冠疫情对国际贸易展造成了严重破
坏，但也带来了机遇。为此，《亚洲
烟草》采访了多特蒙德展览馆的塞
宾·洛斯（Sabine	Loos）。

后疫情时代烟草展
览呈现新面貌

《亚洲烟草》：新冠疫情造成的主要

不便是什么？

塞宾·洛斯：简单地说，由于Inter-

Tabac和InterSupply两次被迫重新安排日

程，烟草行业错过了买卖双方互动和交流以

及商业交易准备和实施的两个领先平台。制

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联系变得极为

困难。此外，有关新产品、国际趋势以及新

销售渠道等营销主题的信息源基本消失。

《亚洲烟草》：隧道尽头是否终于已

现曙光，像您这样的展商是否预计事情会很

快恢复到合理的正常状态？

塞宾·洛斯：疫情持续大约两年后，制

造商、供应商和贸易商都非常希望能亲自会

面。他们都想再次参加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他们视双展为对话、信息和产品订

购不可或缺的平台。我们必须意识到，目前

的展位预订量在所有产品领域都是非常惊人

的。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种强烈信号

鼓励我们抓紧工作。因此，我们也非常有信

心，有能力为双展举办“荣耀回归”。

《 亚 洲 烟 草 》 ： 在 两 次 推 迟 之

后，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目前仍计划

于今年9月13日至15日举行。再次被迫暂停

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因素会影响该决定？

塞宾·洛斯：这轮奥密克戎变种最初让

我们很担忧。但到目前为止，很明显奥密克

戎比以前的新冠变种更加温和。德国联邦政

府已宣布打算在3月底之前取消几乎所有新

冠病毒措施。再加上我们将在整个展厅贯彻

的卓越卫生理念，任何事情都不应妨碍如期

举办贸易展。当然，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有

关疫情的所有进展，但目前我们对未来的前

景非常乐观，并且完全相信这两大展览将在

今年9月顺利举行。

《亚洲烟草》：这两个展览的大部分

参展商传统上都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由

于极严的旅行限制，他们无法出席，这对至

少两次推迟活动的决定有何影响？

塞宾·洛斯是德国多特蒙德威斯特法伦

展览集团的董事总经理，该集团是全球烟

草行业两大贸易展InterTabac和InterSup-

ply的唯一所有者和组织者。她一直热爱展

览，1991年加入科隆展览公司，完善了自

己在项目管理、沟通和营销方面的专业技

能。2004年，洛斯被提升为科隆展览公司的

部门主管。2011年8月，她加入了多特蒙德

展览公司。在她的领导下，InterTabac和

InterSupply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

烟草行业盛事。但是，新冠疫情也带来了无

法预料的混乱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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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宾·洛斯：导致两次延期的

共同因素都是旅行限制，特别是在

亚洲实施的限制。亚洲，尤其是中

国，是烟草行业极其重要的制造基

地和销售市场。来自这些地区的参

展商和访客对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非常重要。

《亚洲烟草》：疫情不仅伴随

着不利因素，也带来了机会。就In-

terTabac和InterSupply而言，带来

了哪些机会？

塞宾·洛斯：一个面向未来的方

面是用数字化功能补充实体活动，

以便参展商和参观者参与活动。在

许多方面，数字化补充为我们、观

众和参展商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新工

作领域、见识和体验。同时，它们

提供了一个新形式的旅行机会。

《亚洲烟草》：在这些困难

时期，为了让制造商和买家保持联

系、了解动态，您设计了许多新的

数字化联系的方式。您能详细介绍

一下它们是如何帮助缓解这种情况

的吗？

塞宾·洛斯：我们进行了一些

密集的头脑风暴，讨论如何“重

塑”21世纪的展览。这个思考过程

的一个结果是打造了“Business 

Insights”（商业洞察）——这是

一个为所有烟草行业参与者创建的

数字平台。该平台允许制造商、批

发商和零售商全年24小时保持联

系，进一步发展业务关系。该平台

还定期发布重要的行业新闻以及全

面的高管采访；不仅有纸媒，还有

视频或播客格式。总的来说，该平

台赢得了目标受众的好评，我们非

常自豪地利用疫情期间的“休息时

间”，为烟草行业创建了一个新的

全年信息和交流平台。

《亚洲烟草》：远程会议在疫

情期间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完

全是出于必要。其他数字工具呢？

它们前景乐观吗？还是随着世界再

次开放旅行，它们会逐渐消失？

塞宾·洛斯：就我们而言，数字

内容将继续增强“真实”的展览体

验，提供创新性、有益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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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它们轻松、快速地与参展商建立

联系，同时也可以轻松地了解国际流行的行

业话题。参展商可以利用它们吸引参观者参

观其展位。诚然，它们并不能取代线下展览

中的实际面对面交谈，但设计良好、易访问

的数字内容作为一种合理的补充工具肯定有

其优点。

《亚洲烟草》：线下展会与“虚拟”

展会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优势？

塞宾·洛斯：烟草以及电子烟和雾化产

品都依赖于被欣赏的完整感官体验；它们需

要尝、闻和摸。此外，密切的商业关系通常

是在直接的线下联系中建立起来的。人们往

往希望与新的商业伙伴面对面地交流，而不

是通过数字会议应用程序。这些只是Inter-

Tabac和InterSupply等展会多年来成为国际

烟草行业主要会见场所的部分原因。数字会

议无法提供这种个人体验。

《亚洲烟草》：所以……没有什么能

够真正代替线下展会。然而，这场疫情是

否“制约”了参展商和买家担心参加线下活

动需要大量旅行时间和资金？

塞宾·洛斯：疫情已经证明，一些商务

会议可以在网上进行，以节省旅行成本，最

重要的是节省时间。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

是日常事务。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

展一直是整个行业的亮点。因此，在每一位

高管的计划日历中，线下展会日期将继续用

红色加粗标记。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是无可

替代的。

《亚洲烟草》：现在您的服务组合中

已经集成了多种数字网络和信息发展潜力，

您是否打算在中短期内增加更多？目前正在

进行的是什么？

塞宾·洛斯：我们的数字平台Business 

Insights正处于初期阶段，因此我们不仅仍

在建立和扩展其现有形式，而且还在继续努

力提供额外的内容。Business Insights上

不断增长的访客流量非常令人鼓舞，并证明

我们的各种内容形式正在引起极大兴趣。我

们已建立了一些内容收藏夹，打算进一步开

发。

《亚洲烟草》：从这次疫情中吸取了

哪些重要教训？

塞宾·洛斯：除了人的因素之外，还有

其他因素决定一个展览的成败与否。我和我

的团队为2020和2021年的InterTabac和In-

terSupply双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

非常自信地认为，肯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然

而，由于疫情，我们几乎首当其冲。我们被

迫适应不断变化的规则，这使得展览的规划

和举办变得相当困难，或者说不可能。另一

方面，我们认识到必须增加灵活性，熟练运

用数字技术。因此，我们不再只致力于这种

形式的双展，而是时刻牢记潜在的数字化方

案，以防事情再次“触底”。

《亚洲烟草》：总而言之，疫情如何

改变了传统的展览活动，尤其是你们的双

展？

塞宾·洛斯：进入数字世界不仅改变了

我们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展览”的概

念。创新的沟通渠道和数字会议已成为理所

当然的事。因此，我们双展的数字扩展受到

了非常积极的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的活动不再每年只在9月的一个长周末举行

一次，而是确实可以全天候参加，而且可以

跨越所有国家和任何国家的边界。

《亚洲烟草》：您认为这个“新面

貌”在未来几年将会如何发展?

塞宾·洛斯：贸易展将逐步数字化，因

此商业联系变得越来越容易建立和维护。然

而，对于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展，有

一件事是一如既往的明确：作为我们的“核

心展会”，将继续在多特蒙德举行，而我们

的数字努力是我们将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的重

要补充。

“数字内容
将继续增
强’真实’的

展览体
验，提供
创新性、
有益性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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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line performances and drastically reduce machine downtime. A relevant and constant 
commitment to shorten distances and be closer than ever to customers.

2786-2020-ADV-GD-Sasib-SERVIZI-DA-REMOTO-Tobacco-Asia-216x283.indd   1 23/12/20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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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like to 
let you in on 
an industry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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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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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200个主权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大麻的

完全合法化：加拿大和乌拉圭。美国目前有18个州加入了这一行列。还

有欧盟的马耳他，该国最近完全将大麻的休闲用途和私人种植合法化

了。然而，商业零售和黑市交易还属于非法。尽管“葡萄牙模式”经常

被引为大麻自由化的范例，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甚至有名无实。的

确，葡萄牙自2001年以来不再起诉持有少量大麻供私人消费的行为。但

仅此而已。其他一切都是非法的。

即使出售一克大麻很可能会被逮捕。即使在荷兰，大麻实际上也从未

合法过，这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只是当局“容忍”大麻的持有和消费，例

如，无处不在的“大麻咖啡馆”遍布荷兰各市。令人惊讶的是，自2016年以

简报：当今大麻的合法性

来，瑞士已允许获得许可的大麻植

物进行商业生产，其最大THC含量

（按干重计）为1.0%。因此，该国

在同一年生产了“Heimat”（“家

乡”的意思）牌大麻烟，被誉为世

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生产的“大麻卷

烟”。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

端，泰国仍在为2019年1月大张

旗鼓宣布的大麻自由化而斗争。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

大麻植物、提取物或其他THC干

重超过0.2%的产品仍然是非法

的。休闲用途的大麻也是如此，

包括在家里种植的大麻植物。高

效力医用大麻产品的生产仅限于

学术研究机构和政府。

希望使用低THC植物的私营

公司，例如作为食品成分或商业

产品的成分，必须通过一个极其

复杂的许可程序。CBD产品也面临

同样严格的许可要求。CBD电子烟

液或雾化烟油甚至根本不包含在

内，因为雾化烟本身在泰国就属

于犯罪行为。仅仅持有雾化设备

就可能导致长达五年的监禁。

相关深度报道，详见第54

页“德国：欧洲新兴的大麻中

心”。

文/托马斯·施密德

少数几个国家正采取多种形式实现大麻合法化或非犯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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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DC表示2020年吸烟率
降至历史新低

美 国 疾 病 控 制 和 预 防 中 心

（CDC）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吸烟

率在2020年降至历史新低。联邦贸

易委员会（FTC）之前发布的报告显

示，2020年美国的卷烟销量在20年内

首次增长。这两个结论截然相反。

CDC数据显示，2020年，19％

（4710万人）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烟

草产品，低于2019年的21％。卷烟是

最常用的烟草产品（12.5％；3080万

人，低于2019年的14％；电子烟（3.7

％；910万人）低于2019年的4.5％。

大约15.2％（3750万人）成年

人使用可燃烟草产品，3.3%（810万

人）的成年人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烟草制品。卷烟是最常用的烟草

产品（12.5％；3080万人）。

从2019年到2020年，整体烟草

产品使用率、可燃烟草产品使用率、

卷烟、电子烟，以及两种或更多种

烟草产品的使用率均下降。2020年其

他烟草产品的使用率及使用者人数

如下：电子烟（3.7％；910万人）、

雪茄（3.5％；860万人）、无烟烟草

（2.3％；570万人）、斗烟（1.1％； 

260万人）。在目前使用烟草产品的

人中，79.6％的人使用可燃烟草制

品，17.3％的人使用两种或更多种

烟草产品。

目前，烟草产品使用率男性

（24.5％）高于女性（13.9％），25-

44岁（22.9％）、45-64岁（20.4％）

或18-24岁（17.6％）的烟草产品使用

率高于65岁及以上（11.8％）的人群。

ITC预计卷烟业务将继续增长
ITC公司预计卷烟业务将取得增

长，同时通过推广环境、社会和管

理（ESG）标准来吸引投资者。 

卷烟占ITC公司收入的三分之

一，占其税前利润的80%。此外，该

公司还经营其他业务，包括快速消

费品、技术和酒店业务等。ITC公司

预计消费者将从其他替代品转回卷

烟，烟草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

ITC主席桑吉夫•普里（Sanjiv 

Puri）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表示，“我们将继续投资卷烟，加

强卷烟的市场地位”，同时该公司

还将积极增加“可靠的资本”和履

行ESG实践。去年12月，普里告诉投

资者，ITC计划“最大限度地挖掘卷

烟行业的发展潜力”，其非烟草业

务也将快速增长。截至去年12月的

季度内，该公司报告总收入为1586

亿印度卢比（20亿美元），税后利

润为416亿印度卢比。

美国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定
烟草业胜诉

最近，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裁

定烟草业胜诉，今后以吸烟相关疾

病起诉烟草公司将会更加困难。

这项以6-1胜诉的案件，涉及恩

格尔后代诉讼案的原告。他们声称烟

草公司欺骗性地隐瞒或者合谋隐瞒吸

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吸烟的致瘾性。

法院裁定，原告必须能够证

明吸烟者依赖于烟草公司的误导信

息，才能胜诉。

法官写道，多数人认为，“对

于依赖的目的，原告能够证明恩格

尔案件被告人的声明与原告认为吸

烟相关的健康影响、上瘾或者伤害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十分重要

的。原告所依赖的声明必须能够导

致原告对吸烟的健康影响或者上瘾

性形成错误的观念。”

法官还写道，证明依赖性是

欺诈案件的关键。“在欺诈普通法

中，依赖能够确定欺诈性陈述和原

告受伤害之间的必要联系。换句话

说，无论被告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欺诈，依赖是欺诈诉讼中证明因果

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这是一项针对约翰C.普赖斯

遗产案的裁决。他从12岁开始吸

烟，74岁时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病死

亡。杜瓦尔县陪审团在针对R.J.雷

诺公司的恩格尔后代案件中，判

定向普赖斯赔偿64 0万美元。但

是，2019年，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推

翻了这项判决，责令重新审判，而

且支持R.J.雷诺的立场，即陪审团

应该找到普赖斯的“损伤”依赖于

隐藏的或者遗漏信息的声明。最高

法院参与了部分案件的裁定，因为

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与恩格尔

后代案件中另外三个巡回上诉法院

的裁决有冲突。

丹麦拟禁止向下一代人出售烟
草产品

丹麦最近开始考虑禁止向2010

年后出生的人出售卷烟及其他尼古

丁产品。卫生部长Magnus Heunicke

表示，该计划旨在禁止下一代丹麦

人吸烟或使用尼古丁产品。

“如有必要，我们准备逐步提

高年龄限制，禁止向这一代人出售

此类产品，”他说。目前购买卷烟

或电子烟的法定年龄是18岁。卫生

部的数据显示，15至29岁的人群中

有31%的人吸烟。

丹麦癌症协会委托开展的一项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64%的受访者赞

成实施该计划，其中67%的人属于

18-34岁的年龄段。

此外，政府还计划降低年轻人

的酒精消费，将购买酒精含量低于

16.5%的酒精饮料的合法年龄从16岁

提高至18岁。

2021年超过250万美国学生使
用烟草产品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 A）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发布的《2021年全国青少

年烟草调查》（NYTS）显示，约有

255万名学生（6-12年级），即9.3

％的学生报告过去30天内使用过烟

草产品。其中，206万人（13.4％）

是高中生（9-12年级），470,000人

（4.0％）是初中生（6-8年级）。

NYTS调查了9类烟草制品在学生

中的使用情况。目前最常用的烟草

产品是电子烟，有206万名（7.6％）

初中生和高中生使用电子烟，其

CDC表示，2020年，美国吸烟率降至历史最
低点，尽管卷烟销量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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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卷烟（410,000人；1.5％）、

雪茄（380,000人；1.4％），无烟

烟草（240,000人；0.9％）、水烟

（220,000人；0.8％）及尼古丁袋

（200,000人；0.8％）。这是NYTS首

次收集尼古丁袋使用数据。

特定群体使用烟草产品的比例较

高。例如，当前使用烟草产品的学生

中，14.2%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异性恋

学生比例为7.9%），18.9％是跨性别

学生（非跨性别学生比例为8.2％）。

此外，使用烟草产品的学生

中，14.2％的学生报告称有严重的

心理困扰（没有心里困扰的学生比

例为5.5％）。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烟草产

品的学生中，近三分之二（65.3％） 

的学生认真考虑过停止使用烟草产

品。60.2％的人停止使用烟草产品1

天或1天以上，因为在过去12个月中

他们一直在尝试戒烟。

帝国烟草被指控在老挝销售廉
价卷烟

BBC报告称，帝国烟草被指控通

过与政府的税收协议，在老挝销售

廉价卷烟。不过，税收协议仅仅是

帝国烟草投资协议中的一项经济条

款。该投资协议拯救了老挝烟草公

司免于破产。此外，指控者并未提

及帝国烟草向老挝政府支付定期股

息收入一事。

投资协议于2001年签署，有效

期至2026年。按照投资协议的规定，

帝国烟草持有老挝烟草公司53%的股

份，老挝烟草公司需支付15-30％的

消费税。这项为期25年的协议同样适

用于老挝的其他五家烟草公司。

根据税收协议，帝国烟草可以

与老挝政府就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

的进口税收和关税进行多次协商，

目前已经协商多次。根据2001年的

原协议，帝国烟草在前五年内无需

支付企业所得税，并且还可以享受

其他优惠政策。

巴斯大学烟草控制研究小组的

研究人员，指责帝国烟草与国有老

挝烟草公司之间的税收协议为卷烟

开绿灯，每包卷烟价格低至0.25英

镑（0.33美元），同样的卷烟在英

国的售价为每包12.50英镑（16.33

美元）。但是，该观点是以高度特

权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烟草指

出，卷烟价格低，应该参考老挝的

消费水平，许多人每天的生活费用

仅有1英镑（1.31美元）。

据亚洲烟草控制联盟的Maniph-

anh Vongphosy博士表示，老挝13-15

％的年轻人吸烟。Vongphosy将此归

因于卷烟价格较低，消费者购买能

力较高，而且“烟草公司的产品用

彩色的盒子包装，摆放在糖果的旁

边，或者儿童够得到的地方”。帝

国烟草反驳称，该公司强烈反对将

烟草产品摆放在糖果旁边，也从来

不会提倡这样的销售手段。帝国烟

草坚决履行所有的国际税收义务。

英国计划将合法购烟年龄提高
至25岁

由卫生部长Sajid Javid委托、

对英国政府计划让英格兰在2030年

实现无烟的独立调查显示，考虑禁

止向25岁以下的人出售卷烟。

该项调查由儿童慈善机构Bar-

nardo的首席执行官Javed Khan牵头。

他表示，如果不对卷烟采取“不同的

措施”，政府的目标就不会实现，同

时他对2030年实现吸烟率降低至5%的

目标表示质疑。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的

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0年，吸烟率

从15.8％降到了14.5％。

“认为降低吸烟率的工作‘已

经完成’，这种想法会忽视许多戒

烟渠道的作用，”Khan对《泰晤士

报》表示，“我们正在认真考虑提

高购买卷烟的年龄限制。在新冠疫

情第一次封锁期间，英格兰18-30岁

的吸烟率增加了25％。”

据报道，Khan正在关注新西兰

的禁烟措施。新西兰拥有最严格的

吸烟法律，并且颁布了一项新的卷

烟销售禁令，阻止后代购买卷烟或

者其他烟草制品。

同时，该调查还考虑在年轻人

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抖音和In-

stagram）上发布宣传活动，阻止他

们吸烟。“新冠疫情的经验告诉我

们，大规模宣传确实十分有效。政府

挺身而出会大大提高疫苗接种率。所

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拯救人们的生命，

为什么不那么做呢？”Khan说。

这项调查对象包括孕妇、年轻

人以及贫困社区等主要人群。调查

结果将于4月份公布。

沃尔玛在部分商店停售烟草制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沃尔

玛将在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

佛罗里达州和新墨西哥的部分商店

下架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

沃尔玛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在

美国拥有4,700余家商店，下架烟草

产品后，腾出的地方将得到更有效

的利用。该发言人未透露下架的门

店数量，但是表示沃尔玛不会停止

所有的烟草销售。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

此决定之前，沃尔玛公司内部就该

问题已经进行过多年的讨论。辩论

的一方是由首席执行官迈克米伦

（Doug McMillon）领导的高层人

员。数年来，他一直提倡沃尔玛停

止销售烟草产品，因为该公司一直

在增加投资，以期成为医疗保健行

业的巨头。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连

锁药店之一，设有初级保健诊所，

设定福利日为购物者提供免费的健

康检查，拥有数百万剂新冠疫苗，

去年收购了远程医疗方案供应商

MeMD。辩论的另一方也是高管代

表，他们认为卷烟是消费者有需求

的合法产品，从道义上来讲，沃尔

玛的业务不应该限制消费者。

这并不是沃尔玛首次下架烟草

产品。2019年，沃尔玛宣布只向21

岁及以上人群出售烟草产品，鉴于

电子烟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停

止了电子烟销售。此外，在纽约州

和马萨诸塞州等不允许零售药店销

售烟草的地区，沃尔玛也不会销售

烟草产品。沃尔玛的仓储连锁山姆

会员店从2018年开始逐步取消卷烟

销售业务。山姆会员店在美国有600

家店铺，仅有不到40家的店铺出售

烟草产品。

塔吉特百货公司（T a r g e t 

Corp）和CVS Health公司分别在1996

年和2014年开始停售烟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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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发稿时，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

的特别军事行动还没有显示出短期内结束的

迹象。俄罗斯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厉的国际

经济制裁，乌克兰希望普京政府坐到谈判桌

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公司或多或少地暂

停了（甚至停止了）两国的业务和投资——

在乌克兰主要是为了当地员工的安全，在俄

罗斯则是为了遵守对普京政府实施的制裁。

主导全球烟草产品市场的五家跨国公司：日

烟国际、英美烟草、菲莫国际、ITG（帝国

品牌子公司）和KT&G也不例外。

英美烟草乌克兰公司成立于1993年，在

基辅设有总部，并在Pryluky镇经营一家制

造厂，员工超过1000人。Pryluky位于乌克

兰首都以东约150公里处，不幸的是，它也

是乌克兰最大的空军基地所在地，多次遭到

俄乌之战引发跨国烟草公司
暂停两国业务
虽然跨国烟草公司暂停了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业务，但他们非常谨慎，不愿
透露详情。

俄乌之战无近期停火的迹
象。

袭击。英美烟草在俄罗斯成立子公司的时间

更早，是1991年，总部位于圣彼得堡，目前

在莫斯科拥有2500名员工。在我们向英美烟

草公司伦敦总部询问后，一位发言人于3月4

日向我们提供了以下声明：

“我们对乌克兰的冲突深感关切。乌克

兰和整个地区员工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的首

要任务。我们已经暂停了在乌克兰的所有商

业和制造业务，并向我们的同事提供一切可

能的协助，包括搬迁和临时住宿。

在俄罗斯，我们的全资子公司已经运营

了30多年。无论我们在哪里运营，英美烟草始

终遵守相关法规和立法，我们遵守所有国际制

裁。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根据包括路透社和彭博社在内的国际通

讯社的报道，英美烟草公司已决定完全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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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并出售其当地资产。路透

社援引英美烟草公司首席执行官金

斯利·惠顿（Kingsley Wheaton）

的话说，在业务出售之前，该公司

将继续支付当地员工的工资。潜在

买家可能是英美烟草在俄罗斯合作

30年的分销合作伙伴，但惠顿拒绝

透露该合作伙伴的姓名。然而，是

否能够出售还有待观察，因为据

悉，俄罗斯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已经

批准了一项新的国家法律的基本框

架，该法律将允许国家作为国际经

济制裁的一部分退出该国的任何外

国公司的资产国有化。根据英美烟

草自己的数据，该公司在乌克兰和

俄罗斯的联合销售仅占该公司2021

年度全球总收入的3%。

唯一一家给予《亚洲烟草》

更详细采访的跨国烟草公司是韩国

的KT&G。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发言

人告诉我们，该公司没有在乌克兰

推出其卷烟品牌。然而，其专有加

热烟草设备品牌lil以及Fiit品牌

下的兼容烟弹已通过KT&G与菲莫国

际的独家经销协议在乌克兰销售。

不过，目前情况已变。这位发言人

指出：“我们已接到通知，菲莫国

际已于2月25日暂停在乌克兰的运

营。”菲莫国际还负责lil和Fiit在

俄罗斯的营销和分销。此后，菲莫

国际还暂停了计划中的投资，并计

划缩减在俄罗斯的制造业务。这将

不可避免地影响KT&G加热烟草产品

在俄罗斯的供应。

与在乌克兰的情况不同，KT&G

在俄罗斯经营一家卷烟制造厂，位

于莫斯科西南约150公里处的卡卢

加行政区（卡卢加州）。据KT&G发

言人透露，该工厂的年产能为48

亿支。在那里生产的主要品牌包括爱喜（Esse）和Blooming等。该发言人

说：“该工厂在地理上远离乌克兰，所以仍在运营，目前认为对业务的影响

有限。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密切关注发展形势，确保本地业务运营和员工安

全不受影响。”就在本期《亚洲烟草》付印之前，我们与KT&G再次确认，该

工厂确实仍在运营。

日烟国际最初同意考虑接受我们一个简短的采访请求，但很快通知我

们，“很遗憾，公司目前无法参与你们或任何其他杂志的采访。”此后，该

公司还准暂停在其网站上发布官方新闻稿。然而，其母公司日本烟草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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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导致卢布暴跌，进而导致多家企业，包括烟草企业，离开俄罗斯。

3月10日发布了一份公告，即“日烟国际暂停在俄罗斯的投资，并继续优先

考虑其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全”，还将暂停营销活动以及计划在俄罗斯推出的

最新加热烟草产品Ploom X。“目前在俄罗斯运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日

烟国际需要一些时间来评估所有在俄罗斯的大型国际投资者目前面临的形势

的长期影响。除非运营环境和地缘政治形势显著改善，否则日烟国际不能排

除暂停其在该国的制造业务的可能性。”公告说，但同时也保证“在可预见

的未来，所有员工都将留任。”

与此同时，在同一份新闻稿中，日本烟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

samichi Terabatake也对乌克兰局势发表了评论。“人类悲剧发生在我们面

前，我们震惊不已。我们在乌克兰雇佣了约1000名员工，目前已暂停运营，

优先考虑我们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全。日本烟草集团正在向受影响的民众提供

一切可能的支持，并已投入大量资源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支持当地和

周边国家的许多由员工主导的倡议。我真诚地希望很快恢复和平，”他说。

虽然ITG（帝国品牌子公司）没有回应我们的询问，但该公司于3月9日

暂停了在俄罗斯的业务，是首批做出反应的跨国公司之一。这些措施包括停

止ITG伏尔加格勒工厂的生产，停止在俄罗斯的所有销售和营销活动。ITG在

一份新闻稿中说：“由于国际制裁和随之而来的严重的业务中断，俄罗斯的

环境极具挑战性，我们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将支持我们的俄罗斯员

工，他们在暂停运营期间继续领取工资。”同样，“为了优先考虑乌克兰

600名员工的安全和福祉”，乌克兰的运营也被暂停。俄罗斯和乌克兰是ITG

相对较小的市场，仅占净收入的2%左右，2021的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占0.5%。

《亚洲烟草》多次试图联系菲莫国际总部寻求评论，但均以失败告

终。然而，该公司已宣布从2月25日起暂停在乌克兰的业务，包括关闭其在

东部城市哈尔科夫的工厂，该工厂已成为俄罗斯军方的首批目标之一。菲莫

国际首席执行官雅切克·奥尔扎克（Jaczek Olczak）在公司网站上发布的

一份新闻声明中表示，“我们最关心的是同事及其家人的安全，因此我们暂

停了在乌克兰的业务。我们建议员工留在家中或任何安全的地方，并遵守地

方当局的指示。”2021年，乌克兰占菲莫国际卷烟和加热烟草总销量的2%左

右，占总净收入的2%以下。3月8日，菲莫国际还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投资，并

启动了“缩减在俄罗斯联邦制造业务的计划”。

跨国烟草公司暂停在俄罗斯业务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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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中旬，欧洲议会正式认可烟草

减害（THR）为一项公共卫生战略，这是立

法机构首次认可这一战略，是全球管理机构

从一贯采取严格标准的里程碑式的转变。这

种认可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方向转变，遵循科

学，而非教条式方法，后者拒绝任何敢于偏

离主导的世界公共卫生政策，即“各种形状

和形式的烟草都是邪恶的，必须从地球表面

消失”。

THR提倡使用危害较小的可燃卷烟替代

品，如电子烟、加热不燃烧和鼻烟，以帮助

降低吸烟率。这是一种更务实的方法，让吸

烟者不仅可以在吸烟方面做出自己明智的决

定，还可以使用哪些工具以及什么工具对他

们最有效。它还给了吸烟者自己选择的权

利，这是此前被完全禁止剥夺的权利。

欧洲议会为烟草减
害创造历史

欧洲议会是首个认可烟草
减害为公共卫生战略的立
法机构。

欧洲议会以652票赞成、15票反对、27

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战胜癌症特别委

员会（BECA）的一份报告，该报告首次在欧

盟层面引入了THR视角。报告称，“电子烟

可以让一些吸烟者逐步戒烟。”欧洲独立电

子烟联盟（IEVA）的一份报告称，议会还阻

止了一个政治派别试图淡化该报告的《减害

宣言》的企图。

好处还不止于此。BECA报告还呼吁

欧盟委员会跟进与电子烟、加热烟草产品

（HTP）和新型烟草产品相关的健康风险的

科学评估，以及相较于消费其他烟草产品使

用这些产品的风险评估，并在欧洲层面建立

一份这些产品内外物质的清单。经过这么长

时间，这么多人呼吁监管机构遵循科学，他

们似乎终于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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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VA总裁达斯汀·达尔曼（Dustin Dahlmann），

称赞这一历史性事件是“欧洲议会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宣

言，应该大大有助于吸烟者相信改用电子烟可以带来的

健康益处。我们现在鼓励其他欧盟机构——特别是欧盟

委员会——采取行动，确保政策遵循科学，而不是墨守

成规。”

虽然BECA认为电子烟可以让一些吸烟者逐步戒烟，

但也认为电子烟不应该吸引未成年人和非吸烟者。有鉴

于此，BECA呼吁欧盟委员会在《烟草制品指令》的框架

下评估电子烟中哪些口味对未成年人和非吸烟者特别有

吸引力，并提议禁止这些口味。如果禁令只针对那些可

能吸引未成年人的口味，而不是针对所有口味，那将是

又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IEVA对3300多名电子烟用户进

行的调查发现，口味的多样性似乎是用户使用电子烟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40%的用户使用果味电子烟夜，25%的

用户更喜欢其他甜味，35%的用户选择烟草味。当被问及

如果除烟草味外的所有其他口味都被禁止，他们会如何

时，只有2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改用烟草味，31%的人

表示他们会在黑市上购买其他口味的烟油，9%的人甚至

会再次开始吸烟。很明显，禁止所有口味并不能为那些

想要减少吸烟甚至戒烟的烟民带来最大的利益。

全球大部分地区激烈辩论关于电子烟作为烟草减害

产品中的一种危害较小的替代品的有效性，各国政府对

此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禁止电子烟的主要是亚洲、中

东和南美洲。欧洲议会的最新立场有望产生涟漪反应，

促使更多国家认可并批准电子烟和新型烟草产品为烟草

减害产品。

在阿片类药物和其他物质方面，减害已成为一项

公共卫生战略。与其不切实际地坚持唯禁欲的立场，所

采用的减害的方法可以包括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针具交

换计划、安全注射场所、分发过量逆转纳洛酮，以及分

发更安全的药盒，有时包括裂纹管。事实上，彭博慈善

机构最近发起了一项价值50万美元的广告活动，宣传使

用减害战略来对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好处。该组织对控

烟、戒烟、电子烟、尼古丁，以及几乎任何与烟草毫不

相关的东西，都不那么宽容；影响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

组织烟草控制政策的也正是这个组织。这种鲜明的对比

十分明显。《纽约每日新闻》援引彭博慈善机构公共卫

生项目负责人凯利·亨宁博士（Dr. Kelly Henning）

的话说，“彭博慈善机构相信促进循证干预，以确保最

多的人拥有更长的生命、更美好的生活——减害正是如

此。”可惜的是，这似乎并不适用于该组织的所有“干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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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卷烟价格不会再次上涨
英国卷烟价格不会再次上涨，

因为政府在春季声明中未上调烟草

税。这意味着吸烟者不必为购买卷

烟支付更多费用。财政大臣Rishi 

Sunak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在声明中宣

布加息计划。

由于关税通常在秋季预算中发

生变化，因此预计不会加息。烟草

税是对在英国制造或进口卷烟的公

司征收的税。当税收提高时，成本

就会转嫁给消费者，他们不得不为

商店里的烟草产品支付更多费用。

2021年10月卷烟价格再次提

高，手卷烟也受到影响，涨幅比机

制卷烟更高。30克装的手卷烟成本

从15.60英镑（20.45美元）上涨至

17.30英镑（22.70美元），涨幅达

1.70英镑（2.23美元）。

所有烟草产品的关税税率均因

RPI通胀增加2%而上调，手卷烟RPI

增加了6%。RPI增加之前为4.9%，这

意味着卷烟飙升了6.9%，手卷烟飙

升了10.9%。

根据预算责任办公室的数据，

在2019/20纳税年度，财政部从烟草

税中筹集了97亿英镑的巨额资金。

2020年，20支装卷烟的平均成

本上涨了22便士。当时财政大臣宣

布将高于通胀的税率提高2%。

FTC报告显示电子烟销量激增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发布的

第一份电子烟产品报告显示，电子

烟的销量和广告量激增。

该报告基于2015-2018年的行业

数据显示，仅三年时间，电子烟总

销售额（包括一次性装置和使用可

更换烟弹的装置）从3.042亿美元增

长到20.6亿美元，增长了6倍多。在

此期间，水果和其他风味电子烟烟

弹的销量增长了七倍，一次性电子

烟产品中的尼古丁浓度也增加了。

多年来，FTC一直在收集有关传

统卷烟和无烟烟草销售和广告支出的

信息，这是它首次寻求与电子烟相关

的信息。FTC询问了2015年至2018年

的电子烟销售以及广告和促销活动。

发布的报告呈现了公司向委员会提供

的信息汇总和匿名摘要。

该报告还显示，在2015年至

2018年间销售的一次性电子烟中，

尼古丁的浓度大幅增加。2015年，

一次性产品平均每毫升电子烟液含

有25毫克尼古丁。这一浓度在2018

年增加了近60%，达到39.5毫克/毫

升。使用烟弹的电子烟含有更高的

尼古丁浓度。最受欢迎的产品浓度

在51至61毫克/毫升之间，而不含尼

古丁烟弹的销售量微不足道。

研究：电子烟不会鼓励年轻人
吸烟

发表在科学杂志《成瘾》上的

一项研究发现，吸电子烟不会鼓励

更多年轻人开始吸烟。这一发现是

基于过去11年间英国16至24岁青少

年使用卷烟和电子烟的情况。

许多研究发现，尝试使用电子

烟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吸烟。然而，

这些研究倾向于观察吸烟率（吸过

电子烟和未吸过电子烟的人）。而

这种观察性研究不能证明第一个因

素导致了第二个因素，它只能表明

这两件事相关。

该研究的作者、伦敦大学学院

教授Lion Shahab说：“可能存在解

释这种相关性的常见漏洞。例如，

这可能是因为吸烟者有尝试不同事

物的遗传倾向，或者有尝试不同事

物的环境压力。”

Shahab和他的团队使用时间序

列分析方法来评估对人口水平而不是

对个人水平的影响，以避免这种偏

见。原因是如果存在入门效应，那么

吸烟率应该随着电子烟使用的相关模

式而改变。但是，如果不存在入门效

应，则电子烟流行率的变化不应与年

轻人吸烟量的变化相关。

该团队通过观察年轻人中电子

烟使用率与普通卷烟使用率（包括从

未吸烟者）之间的关系，来衡量电子

烟的入门效应。他们发现，在16至24

岁的人群中，电子烟的流行与每个人

定期吸烟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关

联。虽然这个年龄组的电子烟使用率

在2013年跃升至5%左右，此后一直徘

徊在该水平。但定期吸烟率从2013年

的约30%下降到2018年的25%，这是此

项研究的最后一年。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Emma Beard

博士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可

以排除先前研究中报告较大的入门

效应影响，特别是在18至24岁的人

群中。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较小的

入门效应影响。而且我们没有研究

更年轻的年龄组。如果较高的估计

值是正确的，预计英格兰74,000名

16至17岁的电子烟使用者中，约有

7,000人会因为使用电子烟而上瘾。

同时，估计每年约有50,000名吸烟

者因使用电子烟而戒烟”。

Shahab教授补充说：“考虑到

不同国家卫生机构和政府给出的建

议，这些发现很重要。迄今为止的

研究可以支持这一论点，即电子烟

的危害比烟草小，并有助于吸烟者

戒烟。尽管电子烟有一定危害，但

这项研究表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电子烟与吸烟有显著的入门关联效

应。”

南非政府计划引入新的电子烟
法规

自由市场基金会对政府监管

电子烟和电子烟产品的计划表示担

忧，称这可能会将更多人推向传统

卷烟和非法市场。

该智库表示，这些产品将主要

通过《烟草产品和电子输送系统法

案》草案和征收新税进行监管。

“南非政府认电子烟产品有

害，需要监管。然而，电子烟产品

是危害性较低的烟草产品，旨在减

轻与可燃烟草产品相关的不利影

响，”该智库表示。

它警告称，严格的监管将导致

成本过高，从而抑制烟草替代品的

发展，导致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实际上，吸烟者可能会选择

更便宜的非法产品（占非正规卷烟



Comas portfolio for Snus market includes hammer mills, classifiers, mixers, infeed and dosing 
lines for powders and liquids, transfer systems to the warehouse or to the secondary machines. 
These and many other customised technologies are the most reliable and advanced both for 
traditional and tobacco-free primary processing.

The last generation of G.D and SASIB secondary machines re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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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machines ideal for every product requirement.

The world’s first automated snus test station is now available from Cerulean. The Orion 
measures pouch weight, length, width, end seam width, longitudinal seam overlap width and 
pouch tensile strength.

Discover the new Snus solutions: think beyond the schemes and expand your business horizons.

www.gidi.it | www.sasib.com | www.comasitaly.com | www.cerule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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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42%）。此外，由于不遵守生

产标准，非法产品危害更大。”

财政部提议对电子烟中使用的

非尼古丁和尼古丁解决方案征收特

定的消费税，并打算使用适用于其

他应税产品的现有政策指南。

与尼古丁含量较低的产品相

比，建议对尼古丁含量较高的产品

将征收更高关税。

泰国卫生部提议不要解除电子
烟禁令

最近，泰国卫生部提议不要解

除电子烟禁令。电子烟虽然使用广

泛，但在泰国进口和销售电子烟仍

然是非法行为。

卫生部常务秘书Kiattipoom 

Wongrachit在政府烟草委员会最近

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继续禁止使用

电子烟将“有助于保护非吸烟者免

受健康危害”。Wongrachit补充

说，有必要阻止年轻吸烟者，“禁

止销售电子烟是保护儿童免受伤害

的重要措施。”

该委员会向内阁提交了一项决

议，敦促对烟草使用进行更严格的

监管。

尽管使用电子烟非法，许多

吸烟者仍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

由于执法不严，在网上搜索时，会

出现许多出售各种电子烟设备的网

站。因此，网上和专卖店都在广泛

销售电子烟。

虽然有人估计电子烟吸烟者约

为200万，但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去

年援引政府统计的数据称，这一数

字不到80,000人。

墨西哥立法者希望加强电子烟
产品监管

墨西哥立法者希望填补会使青

少年更容易获得电子烟的法律漏洞。

莫雷纳党的立法者表示，按照

法律规定，将这种产品进口到墨西

哥是非法的，但出售或制造尼古丁

输送的替代产品并不违法。

“虽然烟草制品的消费量下降

了，尼古丁输送技术在当今社会中

却在迅速发展。我们必须更新法律

框架，将新上市的产品纳入监管范

围，”参议员Eduardo Perez As-

torga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个公开广

播论坛上说。

Perez和其他立法者对越来越多

的未成年人开始使用电子烟表示担

忧。这位参议员援引一项研究称，墨

西哥有1.2%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

但是，电子烟供应商表示，只

关注烟草行业的一个板块，或以健

康为由限制某些产品，同时允许其

他威胁健康的产品（例如酒精）肆

无忌惮地销售，是虚伪的表现。

“许多人通过电子烟来减少

吸烟。而卷烟比电子烟的危害性更

高，因为吸电子烟可以选择含有尼

古丁或者不含尼古丁的产品。”在

华雷斯经营电子烟商店的Angel Ro-

berto Hernandez称，由于电子烟的

出现，熟客已经减少甚至停止使用

卷烟。

韩国成为22世纪集团首个VLN
市场

22世纪集团宣布，价值16亿美

元的韩国烟草市场将成为第一个开

始销售VLN低尼古丁含量卷烟的国际

市场。

“在很多方面，韩国都是一个

理想的国际化市场。发达国家的吸烟

率很高，政府也致力于减少吸烟危

害。我们预计将在3月底前首次向我

们的韩国合作伙伴销售VLN卷烟，”

首席执行官James A. Mish说。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政府一

直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戒烟，

包括提高烟草价格、推广替代产品

以帮助遏制该国的吸烟活动。我们

很高兴能在韩国提供VLN产品，以帮

助打破尼古丁成瘾循环，并支持这

项重要的工作。”

该公司将继续在监管壁垒有限

的亚洲和欧洲其他市场推出产品。

同时利用VLN的MRTP授权，在监管壁

垒更高的其他市场寻求批准。除了

在超过8000亿美元的全球烟草市场

上首次推出VLN卷烟外，22世纪集团

正在积极推进在美国烟草市场（价

值800亿美元）上推出VLN。

瑞典火柴暂停雪茄业务剥离计划	
瑞典火柴暂停了雪茄业务的剥

离计划及预期分拆的准备工作，直

至另行通知。

去年9月，该公司宣布将剥离其

雪茄业务，原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

完成业务分拆工作。然而，由于监

管的不确定性，瑞典火柴公司暂停

了向股东分拆雪茄业务以及在美国

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计划。

瑞典火柴表示，由于供应链面

临各种挑战，美国雪茄业务的财务

业绩在最近几个季度低于预期。而

且雪茄业务面临监管的不确定性，

公司决定暂停分拆准备工作。

“最近，瑞典火柴从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获悉，瑞典火

柴的实质性等同（SE）申请被拒，

原因是SE相当于瑞典火柴2021年3%

的雪茄销量。随着FDA将继续处理剩

余的申请，不能排除其他类别雪茄

的SE申请将在第一时间被拒，”该

公司解释说。

瑞典火柴计划对FDA的非SE指定

提出上诉，要求进行监督审查，并

且“仍然相信公司将有机会向FDA提

供足够的数据，以证明有问题的雪

茄基本上等同于他们的预期产品，

只要发生的变化不会引发公共卫生

问题。”

瑞典火柴暂停其雪茄业务分拆。





36 tobaccoasia Issue 3, 2022 May / June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台湾于2002年废除了烟草专卖制度，并且在

该进程中需开放其烟草产品市场，这使外国公司首次能够进入该市场。前专

卖实体台湾省烟酒公卖局（TTL）改制为一家私营公司。有趣的是，就在同

一年，韩国也废除了自己的国家专卖，将其私有化为韩国烟草与人参公司

（KT&G）。KT&G突然就变成了自由身，几乎立即开始敲响众多海外市场的大

门。台湾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这家韩国公司并不是唯一一家将台湾视为诱人的新市场的公

司。日烟国际、菲莫国际、英美烟草、ITG……市场大门一打开，他们争相

去开店，开始与TTL争夺市场份额。根据欧睿的数据，日烟国际成为“争夺

台湾”的大赢家，截至2020年12月，其所占份额略低于50%，而TTL仍以约

20%的份额排名第二。根据CVS的销售数据，截至2022年2月，KT&G在“五巨

头”中所占比例略高于4%。目前，台湾市场几乎被几家大公司牢牢掌控，成

长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留给其他潜在参与者的机会少得可怜。

为了向台湾消费者提供爱喜（Esse）和宝亨（Bohem）等高端卷烟品

牌，KT&G从一开始就依赖于当地进口商和分销合作伙伴。由于韩国和台湾相

隔较近，海上航程仅需两天，以相当大的投资成本在台湾建立一个制造厂并

非良策。然而，为了在台湾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更有效地掌控其营销和品牌战

略，KT＆G决定于2021年3月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KT＆G台湾公司。

KT&G台湾公司克服
新冠障碍	奋力超前	
众所周知，台湾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尽管如此，KT&G仍然克
服障碍，在此设立了子公司。

KT&G台湾公司负责人娜美·金 台湾放宽疫情防控措施后，娜美·金（后排正中）和其他韩国骨干于2021年12月底抵达台湾。

图
源
：
KT&G

图
源
：
KT&G

图
源
：
KT&G

高端产品系列爱喜在台湾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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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烟草市场

来源：KT&G本地贸易合作伙伴全家，是台湾主要的连
锁便利店（CVS）特许经营。

公司	 2020财年	 2022年2月
日烟国际 49.16% 50.31%

TTL 19.21% 17.63%

英美烟草 11.54% 11.46%

ITG 8.25% 8.31%

菲莫国际 8.22% 8.14%

KT&G 3.59% 4.12%

其他 0.03% 0.03%

共计 100% 100%

KT&G的宝亨系列在台湾
大受欢迎。
图源：KT&G

Time是KT&G在台湾上市的几个高端卷烟品牌之一。
图源：KT&G

然而，后来发现时机不当，2021上半年

正值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和世界上许多其他

国家或地区一样，台湾全区封锁。因此，韩

国员工前往新成立的KT&G台湾公司任职的时

间被推迟。KT＆G台湾公司的现任负责人娜

美·金（Nami Kim）解释说：“最初的计划

要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骨干员工在2021年5

月进入台湾。”然而，由于台湾对外国人设

置了严格的入境规定，我们直到2021年12月

下旬才抵达台湾。然而，尽管拖延了时间，

金坚称事情并未停滞。她对《亚洲烟草》表

示：“事实上，我们远程处理了很多业务，

包括视频会议和其他数字业务流程。因此，

我们甚至在来到台湾之前就完成了一些重大

任务。”

KT＆G台湾公司除了招聘当地员工，还

建立了一个进口系统。直接从韩国母公司进

口产品，不仅可以减轻当地合作伙伴公司的

工作量和行政负担，还可以让其更专注于分

销。金透露，“预计到2022年第二季度，我

们将第一次直接从KT&G总部进口到KT&G台湾

公司。”虽然这无疑是及时进口足够数量的

产品的关键一步，但从“商业可行性和盈利

能力”的角度来看，投资当地工厂似乎仍不

在计划之列。然而，金还强调，KT&G“未来

不会永远排除其他商业模式。”

当然，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

本地子公司加强KT&G的营销和销售基础设

施。娜美·金称，“提高销售渠道管理的有

效性，进一步调整品牌组合以满足消费者需

求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种产品本地化

的一个完美例子是宝亨的推出，这是一种用

优质雪茄烟叶制成的卷烟产品。据报道，它

在对潮流敏感的消费者中颇受欢迎。本地化

战略在台湾似乎成功了。毕竟，2002年KT&G

首次进入台湾时，当年的总出货量仅为3300

万支左右。到2020年，出货量飙升至7.77亿

支。娜美·金总结道：“虽然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得不与无数其他优秀品牌竞争，但我们

已经清楚地展示了我们在高端市场的竞争

力。”

“我们甚至
在来到台
湾之前就
完成了一

些重大
任务。”

——KT&G
台湾公司
负责人娜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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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里夫（Robert Califf）局

长最近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食品与药物监

督管理局（FDA）预计将宣布一项全国性的

禁令，禁止在卷烟和调味雪茄中添加薄荷

醇，如果我们相信此推文，那么在撰写本文

时，我们应该在今年春天看到禁令的具体内

容。FDA提出的两项标准，一项是针对卷烟

的，另一项是针对雪茄的，目前由管理和预

算办公室（OMB）确定拟议的法规是否会对

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步通常被视为

规则处于最后阶段的标志。

禁令的最终规则将包含哪些内容仍有

待确定。无烟草儿童运动（CTFK）组织的主

席马特·迈尔斯（Matt Myers）表示，等待

OMB审查“意味着法规要胎死腹中。”OMB似

薄荷醇禁令陷入困
境	难达决议

薄荷醇禁令是对黑人的歧
视。

乎有停止或淡化监管的历史。在接受Stat的

采访时，迈尔斯补充说，“本届政府承诺推

进这一具体规则，而OMB将是对他们承诺的

关键考验。”我们了解到，FDA此前宣布将

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薄荷醇卷烟和调味雪

茄，但禁令不会扩大到个人持有或使用。

这项禁令是多年努力的结果。十多

年来，禁止薄荷醇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

题。2009年，FDA对调味卷烟产品的禁令生

效，当时薄荷醇是唯一被豁免的调味添加

剂。公共卫生和反烟草倡导者们并不满足于

此，他们要求也废除薄荷醇口味，甚至起诉

美国FDA禁止薄荷醇的进展缓慢。

在美国关于薄荷醇禁令的辩论中，薄

荷醇卷烟对健康的影响似乎被种族正义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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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预计今年春天发布拟议的薄荷醇禁令详情。

向所掩盖，该禁令的支持者描绘了一幅严峻

的画面，称烟草公司在销售薄荷醇卷烟时如

何“掠夺”黑人社区，导致这些社区的人们

患病甚至死亡，遭受痛苦。另一方面，禁令

的反对者表示，禁令不仅会为非法薄荷醇卷

烟创造市场，还会导致执法人员和黑人社区

之间发生更多争执。一些人还说，薄荷醇禁

令是歧视黑人社区，剥夺了大多数黑人吸烟

者喜欢的薄荷醇卷烟，留下了非西班牙裔白

人最喜欢的非薄荷醇卷烟，后者在市场上很

容易买到。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表

示，13.7%的美国成年人（3420万人）吸

烟。FDA估计，美国有近1860万烟民吸食薄

荷醇卷烟，在所有黑人烟民中，约85%吸食

薄荷醇卷烟，相比之下，吸食薄荷醇的白人

烟民占30%。

FDA去年宣布再次禁止薄荷醇卷烟，

时任代理局长珍妮特·伍德科克（Janet 

Woodcock）表示，禁止薄荷醇卷烟将“解决

有色人种社区、低收入人群和LGBTQ（女同

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

和酷儿的英文字母缩略词）群体的健康差

异，他们更可能使用这些烟草产品。”不知

何故，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群体一直被边缘

化，在围绕薄荷醇禁令的叙事中几乎没有被

提及，他们几乎就好像只是雷达上的一个小

点，很容易被忽视。但我们离题了。

我们来看看欧盟国家——从2020年5月

起，薄荷醇禁令就已经生效了，种族公正

还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降低吸烟率是关

键——无烟世界基金会在禁令前后开展的一

项调查发现，尽管薄荷醇卷烟禁令旨在劝阻

或鼓励人们戒烟，但它对欧盟吸烟率的影响

有限。调查数据显示，禁令后，薄荷醇卷烟

吸烟者的戒烟率低至8%；平均40%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减少了薄荷醇卷烟的消费，但

后来继续或增加了非薄荷醇卷烟的消费。

近20%的人换用其他薄荷醇烟草产品，如电

子烟（57%）、加热烟草（24%）和无烟烟草

（18%）；13%的人开始从其他渠道购买薄荷

醇卷烟；13%的人开始购买在普通卷烟中手

动添加薄荷醇的产品。薄荷醇禁令似乎并没

有真正达到禁令支持者所认为的效果。

在加拿大，薄荷醇卷烟是被禁止

的，Janet Chung Hall等人开展的一项题为

《评估薄荷醇卷烟禁令对加拿大戒烟和吸烟行为的影响：2016-2018

年ITC四项吸烟和雾化烟调查加拿大分支机构的纵向调查结果”的研

究发现，78.6%的薄荷醇吸烟者在禁令后改用非薄荷醇卷烟或继续吸

薄荷醇卷烟，因此，大多数薄荷烟吸烟者似乎没有戒烟。

美国薄荷醇禁令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禁令支持者经常提到的

原因之一是，禁止薄荷醇卷烟将降低青少年吸烟率。然而，CDC的数

据显示，不仅年轻人吸烟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20年为4.6%），

而且吸烟的年轻人数量也从2014年的54.5%降至2018年的46.1%。此

外，黑人青年的吸烟率（2.8%）几乎是非西班牙裔白人青年吸烟率

（5.3%）的一半。约4.6%的拉美裔青年吸烟。那么，如果本应更容

易吸薄荷醇卷烟的黑人青年的吸烟率低于其他群体，为什么薄荷醇

卷烟会成为目标呢？

CDC的数据还显示，2019年，黑人和白人成年人的吸烟率几乎

没有差异，分别为14.9%和15.5%。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黑人成

年人的吸烟率更低。同样，如果黑人吸烟者更有可能吸薄荷醇卷

烟，但吸烟率较低，为什么要针对薄荷醇卷烟？

Guy Bentley基金会和Jacob James Rich基金会2020年的一项

研究发现，薄荷醇卷烟消费高于其他卷烟的州的青年吸烟率较低，

所有类型的卷烟的人均销售水平较高的州的成年和青年吸烟率均较

高。换言之，薄荷醇卷烟的销售不会比普通卷烟更能增加青少年的

吸烟率，薄荷醇卷烟的供应也不会比普通卷烟对公众健康构成更大

的威胁。

即使OMB能够及时完成对拟议的薄荷醇禁令标准的审查，以便

FDA在今年春天能够发布，但这项禁令可能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全面

实施。还有一个极小的可能性，拟议的标准可能会被OMB驳回。但

是，不管OMB最终会对薄荷醇的禁令做何种决定，这都是政府滥用权

力剥夺消费者选择权的诸多例子中的其中一个，但这一次是利用种

族正义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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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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noprima	SyNic™可为PMTA提供独特优势
202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签署了支出法案。该法

案还包括一项规定：对含有合成尼古丁的产品与含有

烟草尼古丁衍生产品进行同样的监管。这意味着销售

含有合成尼古丁产品的公司需要提交上市前烟草申请

（PMTA），以便其产品继续在市场上出售。距离提交此

类申请的截止日期已不到60天。数家公司出于各种原因

希望使用Zanoprima Lifesciences SyNic™。

e-LiquiTech是世界领先的医药级电子烟油生产

商，也是Zanoprima SyNic在USP电子烟油、酒石酸氢盐

和聚丙烯酸树脂方面的全球独家经销商。该公司首席执

行官George Cassels-Smith解释说：“目前，e-Liqui 

Tech拥有大量的Zanoprima SyNic产品，在美国有库存并

可以发货，以方便相关公司在新法律规定的4月中旬截止

日期之前将新产品推向市场。”

现在使用SyNic™有诸多理由和好处。首先，SyNic

的(S)-尼古丁化学成分与天然烟草尼古丁衍生物相同，

但不含任何杂质。具体来说，SyNic纯度达到99.9%，并

且不含烟草特有的亚硝胺、重金属和烟草尼古丁衍生物

中存在的其他杂质。第三，SyNic不同批次间的工艺制

造可以复制。第四，每批SyNic™都是可溯源的。第五，

在不久的将来，Zanoprima将提交一份烟草产品重要文

件，SyNic的客户将能够在他们的申请中参考该文件。

综上所述，使用SyNic可以为相关公司在5月中旬提

交PMTA时提供一些独特优势。

此外，Zanoprima于3月中旬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西区

地方法院对Hangsen International提起专利诉讼，要求

执行Zanoprima制造(S)-尼古丁的专利工艺。这表明了该

公司对美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有关SyNic™的更多信息，请通过gcassels-smith@

eliquitech.com与George Cassels-Smith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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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伟策-摩迪国际公司与Neenah达
成合并协议

两家全球领先的特种材料制造商施伟

策-摩迪国际公司（SWM）和Neenah公司达成

最终协议，以全股对等方式合并，合并收入

约为30亿美元。合并后公司的业务规模、产

能以及增长机会都将进一步提升。

此次交易将两家在特种材料领域拥有高

度互补技术、地域和产品组合的公司合并在

一起。合并后的公司将利用强大的优势，在

滤嘴、医疗保健和健康、防护和粘合剂解决

方案、产业解决方案以及包装和特种纸等规

模较大、不断增长的类别中占据优势地位。

根据双方董事会一致通过的协议条款，每股Neenah普通股将换

算成1.358股SWM普通股。交易完成后，SWM股东将拥有合并公司约

58%的股份，Neenah股东将拥有约42%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均以

完全稀释股权的方式进行。

该交易预计将在完成后的24-36个月内实现至少6500万美元的

年度运营成本协同效应。主要降低组织优化、采购和其他供应链效

率，以及冗余上市公司等方面的成本。

合并后的公司总部仍将设在佐治亚州的阿尔法利塔，并由一

支能够反映两家公司实力和能力的成熟管理团队领导。交易结束

后，Neena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ulie Schertell将担任合并公司的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SWM首席执行官Jeff Kramer博士，将在合并完成

后担任公司的战略顾问。合并后的公司将选择一个新名称。

巴基斯坦2021年度卷烟产量迅猛增长
巴基斯坦统计局（PBS）的卷烟产量数据显示，2021年度，该

国卷烟产量同比增长16%，达到570亿支，比2020年的产量增加了80

亿支。这是近年来卷烟产量增长最迅猛的年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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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卷烟制造商的月产量平均为47.5亿支，2020

年的月产量为41.1亿支。今年1月，卷烟月产量为56亿

支，增长率为23%，接近月产量超过60亿支的最高纪录。

PBS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2018年4月的卷烟月产量

最高，达到63亿支。2019年6月的月产量最低，降到了10亿

支。2018年卷烟产量同比增长32%，2019年下降15%，2020

年再下降5%，2021年增长16%。

Hypetex为IQOS开发彩色碳纤维外壳
在菲莫国际与总部位于伦敦的Hypetex公司接洽并确

定复合材料解决方案后，这两家公司合作开发了用于IQOS

设备的彩色碳纤维复合材料外壳，以创建具有易于扩展

生产流程和制造供应链的视觉彩色碳纤维IQOS配件。

对于IQOS项目，曾考虑使用热固性和热塑性材料做

外壳。但早期试验表明，热塑性材料效果更好。最后选

择了带有聚碳酸酯（PC）有机片材的Hypetex彩色3K斜纹

编织碳纤维织物。Hypetex与Formaplex合作提供制造能

力和技术支持，最终确定了压缩成型、机器加工和包覆

成型工艺。

英美烟草孟加拉国公司为新工厂再次注资
英美烟草孟加拉国公司（BATB）将对其位于Savar的

新工厂再投资57.4亿巴基斯坦塔卡（6650万美元）。2021

年，该公司首次投资51.5亿孟加拉塔卡（5964万美元），

用于建设工厂的内部基础设施。

新投资将为工厂的机械安装以及扩展区域的土地开

发提供资金。

BATB对外事务负责人Sheikh Shabab Ahmed对《商

业标准报》表示，“从长远来看出口潜力，我们董事会

已经批准了新的投资，以扩大Savar工厂的建设能力。我

们相信，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我们将能够为公司提供

未来需求的各种装备”。

在BATB最新的年度报告中，BATB主席Gola m 

Mainuddin表示，Savar工厂将“探索全球卷烟市场出口

机会，并满足当地需求”，因为它包括应急目的。

BATB于2019年开始出口卷烟。在现有烟叶出口业

务基础上，中国和马尔代夫需求不断增长。该公司还将

美国、马来西亚和欧洲视为潜在市场。一位高级官员表

示，BATB提供的优质和有竞争力的价格，被认为是卷烟

出口的主要优势。

迪拜商人收购波黑Mostar烟厂
迪拜商人Jassim Abdullah Ibrahim Alhuwai击败其

他八位有兴趣的买家，以600万波黑马克（338万美元）

的价格收购了Mostar烟厂。在支付10,000波黑马克押金

后（买家条件），他必须在4月22日之前支付剩余的599

万波黑马克。

最终成交的金额是上次尝试交易的两倍。最后一位

买家是Mostar本地人Mirsad Rahimic。他想帮助自己的

城市，但由于收购过程中出现复杂情况而失败。Rahimic

也是这次感兴趣的买家之一。

Mostar烟厂是波黑四家最古老的公司之一，总体价

值2100万波黑马克。然而，由于一系列的诉讼和债务，

法院裁定该工厂最终以300波黑万马克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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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美国国会扩大了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对烟草产品的权限，将电子烟、

加热产品和口服尼古丁袋等产品中的合成尼古丁纳入其中。这将使其与烟草衍生尼古丁下

一代尼古丁释放产品（NGPs）保持一致。合成尼古丁在《2009年烟草控制法》中的措辞被

改为：“术语‘烟草产品’指由烟草制成或衍生的任何产品，或含有供人类食用的任何来

源的尼古丁。”

新规定于3月15日通过，立即生效。这意味着，任何合成尼古丁下一代产品制造商如果

想将其产品留在美国市场，必须首先证明其产品在4月14日之前已经上市，然后在法律变更

后的60天内，即5月14日之前，提交PMTA申请。如果在此时间范围内提交PMTA，产品有可能在

市场上再保留60天至7月13日。如果FDA较早地拒绝PMTA申请，保留在市的时间可能更短。7月

13日之后，任何未获得FDA授权或延期的合成尼古丁产品都将被强制执行并停止销售。

如果一种合成尼古丁产品是由一家制造商根据之前被FDA拒绝发布销售订单的烟草衍生

尼古丁产品进行改造的，那么它将从4月13日起被有效禁止。这些改良产品的制造商将不被

允许提交新的PMTA申请。这似乎是美国立法者填补明显漏洞的方式，该漏洞允许被FDA拒绝

授权的产品转而使用合成尼古丁绕过PMTA流程。

未来，合成尼古丁产品的制造商将遵守与烟草衍生尼古丁产品相关的所有规则和规

定。这可能包括《烟草控制法》的所有方面，如机构注册和产品清单、成分清单、标签合规

性和健康文件提交。由于提交PMTA需要深入的金融和监管专业知识，这很可能会进一步限制

美国的独立电子烟行业。

美国FDA将合成尼
古丁纳入监管权限

FDA将电子烟、加热烟草
和口服尼古丁袋等产品中
的合成尼古丁纳入监管权
限。	
图源：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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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5月14日，各企业需向FDA提交合成尼古丁产
品PMTA申请。

合成尼古丁产品制造商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提交PMTA申请的难易

程度将取决于他们已经掌握的有关其产品的数据量。一些较大的国

际制造商可能会觉得他们有机会提交可靠的申请，而且有时间增加

围绕HPHC测试和对比产品研究或环境影响评估的研究来加强数据。

然而，时间很短，公司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在剩下的时间内建立尽

可能最好的档案。

合成尼古丁产品的完整PMTA提交相关成本可能与烟草衍生尼古

丁产品的成本类似。然而，由于时间有限，合成尼古丁PMTA的初始成

本不会像去年提交的烟草衍生ENDS的全服PMTA那么大。这些提交的研

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其中一些研究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

合成尼古丁制造商需要建立尽可能可靠的档案，以便有机会通过FDA

的第一阶段审查，并在7月13日之后将其产品投放市场。这也为制造

商提供了在5月14日截止日期后为其申请添加补充证据的机会。

正如烟草衍生尼古丁ENDS的PMTA流程，FDA遵循一个明确的流

程，如果最初提交的文件被接受，那么在最初的截止日期或收到FDA

的缺陷函后，还有机会用额外的数据补充档案。因此，在提交初始

档案后，制造商将继续对其产品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初次审查，这

符合制造商的利益。在FDA进行更实质性的审查过程时，他们有机会

将产品留在市场上，并为其申请增加更多数据。

一段时间以来，该行业一直在争论美国政府将如何监管合成

尼古丁产品，因此这一变化对任何人来说都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然

而，这对合成尼古丁在NGP领域的未来提出

了许多疑问。制造成本并不划算，由于涉及

制造过程中的专利，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公

司生产合成尼古丁。据估计，合成尼古丁的

制造成本是烟草衍生尼古丁的13倍。有趣的

是，ENDS制造商现在是因为这一监管变化而

放弃在美国使用合成尼古丁，还是坚持使用

它，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

取决于FDA如何评估他们收到的PMTA申请，

以及合成尼古丁和烟草衍生尼古丁PMTA申请

的评估方式是否存在任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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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

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近年来，烟草行业一直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

展的战略支撑，积极促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卷烟智能制造的数

字化转型。行业各单位积极探索“互联网＋”创新应用，持续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与创新，推

进多层次、多领域创新。什么是两化融合？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的深度结

合，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的核心

就是信息化支撑，追求可持续发展模式。

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时代两化深度融合发展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

求、谋划新蓝图。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我国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全力开创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加快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融合发展战略部署的有力

举措，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烟草企业在实践过程中，以卷烟智能制造新模式、烟叶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激活了行业农工商全产业链数据优势和应用场景优势，释放出推动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安徽中烟：基于AI视觉技术开展智能检测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智能制造，是两化深度融合的切入点和主攻方

向。以智能技术赋能卷烟生产，正是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卷烟厂推动智能工厂建

设的重要技术落地路径。基于AI视觉技术，合肥卷烟厂率先开展了烟丝宽度智能检测装置和

烟包外观缺陷智能识别装置的研发工作。

第一代烟丝宽度智能检测装置利用高像素工业相机在线拍摄切后烟丝图片，通过深度学

习算法标定典型的烟丝外形结构，并利用像素测量技术和统一的计算方法来测量图片中烟丝样

中国烟草以智能制造赋
能高质量发展

文
/烟

草
在

线

技术创新正逐渐应用到中
国的卷烟制造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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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烟丝宽度值。目前，该装置已经更新至

3.0版本，实现了秒级的检测速度、微米级的

检测精度，大大提升了检测效率和准确度，

提升了烟丝宽度检测的样本量和检测覆盖

面，为切丝工序加工质量的趋势判定、及时

纠偏和设备故障诊断提供了数据支撑。为了

降低外观缺陷烟包流入市场的风险和人工抽

检的作业强度，合肥卷烟厂研发出基于深度

学习算法的新型烟包缺陷识别装置。该装置

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对烟包外观缺陷样本进行

大量的建模训练，积累形成不同缺陷的特征

识别算法，实现外观缺陷的在线识别比对，

并能够通过积累的样本和识别结果数据，持

续训练优化识别精度。目前，该装置针对14

种典型烟包外观缺陷样本的识别率已达95%。

湖南中烟：开发数字化调香技术平台
卷烟调香是支撑中式卷烟品牌发展的一

项核心技术。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历

经二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和创新研究，在国家

局“基于烟用香原料特性的数字化调香技术

平台研究”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创

造性提出“数字化调香”的理念，并集成开

发了数字化调香技术平台。

该平台集行业普遍认可的香原料实物

库、行业权威烟用香原料核心数据库和数字

化调香专家系统于一体，实现了精准辨香、

智能仿香、数字创香，实现了功能性香基模

块的配方智能解密、功能量化预测和仿配融

合应用。形象地说，数字化调香技术平台立

足模型算法与经验理论的交互引擎，就是一

个“数据＋算法＋算力”的“智能调香机器

人”，实现了卷烟产品单体香原料自主调

香，创新发展了卷烟风格特征，稳定提升了

卷烟产品质量，获得2019年度中国烟草总公

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如今，数字化调香技

术平台应用已覆盖全行业，成为目前行业应

用面最广、认可度最高的技术平台之一。

上海烟草：卷烟产品数字化设计
近年来，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同行业多家单位深度聚

焦卷烟产品设计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充分发挥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

要素的融合创新作用。一方面，首次完整、系统地建立了卷烟产品

设计的数据准入机制，形成了对感官质量评价、化学成分、香精香

料特征、物理检测、光谱等数据的评价方法和使用要求，构建了行

业主流近红外光谱检测仪器的双通道数据采集模式，打通了产品设

计与维护全流程数据链路。

另一方面，以卷烟产品数字化设计为导向，在叶组配方、香精

香料、烟用材料等关键设计领域研发了一系列数字化辅助设计模型和

算法。在此基础上，以“虚拟数字化烟支”为基准节点，构建了各模

块之间的交互算法和评价算法，形成了“设计逻辑可自由组合、设计

过程可联动交互”的卷烟产品数字化辅助设计技术，推动了卷烟产品

设计工作由“主观经验驱动”向“客观数据驱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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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烟草营销季取得开门红
津巴布韦的烟草销售旺季开局

强劲。营销季第一天，农民共售出

94,453公斤烤烟，收入243,503美元。

营销季首日均价为2.58美元/公

斤，2021年首日均价为1.88美元/公

斤。最高价为4.60美元/公斤，略高

于去年4.30美元/公斤的价格。首日

最低价为0.80美元/公斤，也高于去

年0.60美元/公斤的价格。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首

席执行官Meanwell Gudu表示，今年

价格上涨得益于烟叶产量的减少。 

“由于气候干旱，巴西烟叶产量可

能比平时减少了8000万公斤。这减少

了我们的竞争压力，”他说，“而且

印度将2021-2022年的弗吉尼亚烤烟

产量定为2.7亿公斤，低于上一年的

2.36亿公斤。”

“由于预计本季津巴布韦的

烤烟产量会减少，需求方将面临更

大的压力，这自然会推高价格。中

等到填料等级烤烟的价格都将上

涨。”

津巴布韦烟草协会（ZTA）表

示，2022年烤烟产量下降、库存水

平降低以及新冠疫情后需求复苏，

是推动2022年价格上涨的因素。ZTA

在声明中表示：“与2021年相比，

巴西的烤烟价格显著上涨，无论是

单一分级价格还是散叶交货价格。

巴西雷亚尔（BRL）在一年中升值了

10%，导致高品质作物的价格更加昂

贵。”

“对于津巴布韦而言，上述所

有动态，都表明本季烤烟价格更加

坚挺。虽然顶级烟叶价格上涨幅度

可能很小，尤其是中国收购等级的

烟叶，但对中等和低等级的需求将

十分强劲。”

土地、农业、渔业、水利和农村

发展部部长Anxious Masuka说：“所

有利益相关者都应采取行动，停止对

马拉维本产季烟叶预计获得较高收入。

马拉维烟农将在2022年销售
季获得较高收入

马拉维农业部长Lobin Lowe预

计，该国的烟农将在2022年销售季

获得高额收入。这是因为自然灾害

导致烟草产量降低，买家的需求将

被推高。

Lowe在Kanengo拍卖场举行的营

销季正式启动仪式上说，马拉维的

烟草产量为1.03亿公斤，低于去年

的1.23亿公斤。

“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优势，

因为需求量明显增加。从现在开

始，我们将密切关注市场。在烟草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买家不可能出

更低的价格。”

Lowe继续敦促2022年的九家采

购商——包括今年获得许可证的马拉

维全资公司Petrode Group——诚信

经营，不要欺骗马拉维农民。“我们

已经授权了一家马拉维采购商，希望

增加市场竞争力。当前的烟叶价格趋

势将持续整个销售季节。”

尽管农业部长认为前景乐观，

一些农民已经开始抱怨买家在本季

第一天出价太低。

马拉维总统拉扎勒斯·查克维

拉（Lazarus Chakwera）表示，政

府将确保农民不受剥削。他说，“

我们将继续与买家就提高烟草价格

进行接洽。但是农民需要确保提供

高质量的烟叶，以便买家提供更好

的价格。”

营销季首日，拍卖市场的最高

价为1.75美元/公斤，最低价为0.95

美元/公斤。合同市场的最高价为

2.30美元/公斤，最低价为0.95美

元/公斤。

印度烟草拍卖价格高达每公斤
1.78美元

销售季第一天，普拉卡萨姆

（Prakasam）Ongole-II、Tangutur-I

和Kanigiri中心，以及Nellore Kali-

kiri的烟草拍卖价格，最高达到185

卢比（1.78美元）/公斤。

最高价格出现在Ongole中心，

共售出27捆烟草。Tangutur中心也

收到了27捆烟草，其中26捆由出口

商以相似的价格出售，Kanigiri收

到37捆烟草，售出36捆。

烟草委员会（拍卖）官员Mad-

husudan Rao和Ongole-II拍卖主管K. 

Ramakrishna表示，鉴于烟草种植支

出增加，预计烟草出口商和代理商将

在拍卖的第二阶段提高价格。

弗吉尼亚烤烟拍卖将在2021-22

作物销售季分阶段进行。委员会批准

南方黑土（SBS）区域销售约4121万

公斤烟草，估计该区域的烟草产量约

为3178万公斤。委员会批准南方轻质

土壤（SLS）地区销售3781万公斤作

物，估计产量约为2970万公斤。

农民的剥夺，同时提高烟叶合同销售

和拍卖销售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与类似等级的拍卖销售价格

相比，合同销售价格更高。商人勾

结中间商，重新处理从农民手中廉

价收购的烟草，诸如此类的报道都

应该成为过去。”

“承包商应为农民提供规定的

最低支持计划。而农民必须通过将

作物交付给承包商来偿还，同时避

免反向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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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计划恢复鲁伍马地区
的烟草种植

在近年烟草产量下降的情况

下，坦桑尼亚烟草委员会（TTB）计

划恢复鲁伍马地区的烟草种植。

坦桑尼亚国家统计局（NBS）

数据显示，2016年的烟草产量为

60,692吨，2018年下降至50,522

吨，2019年飙升至70,824吨，2020

年下降47%，产量仅为37,536吨。

烟草产量下降对坦桑尼亚的收入产

生了不利影响：从2016年的7838亿

坦桑尼亚先令（3.3729亿美元）下

降到2020年的3394亿坦桑尼亚先令

（1.4605亿美元）。

在坦桑尼亚，烟草是仅次于腰

果的第二大创收作物。腰果的收入相

当于咖啡、茶和烟草收入的总和。

烟 草 产 量 下 降 源 于 作 物 价

格下跌，导致农民减少了烟草

种植。根据坦桑尼亚贸易发展局

（Tantrade）的数据，烟草价格从

2016/2017年的4,663坦桑尼亚先令

（2.01美元）/公斤降至2020/2021

年的3,543坦桑尼亚先令（1.52美

元）/公斤。

TTB除了计划恢复烟草种植外，

还计划在Songea重新开设一家名为

Sontop的加工厂。该工厂需要充足

的原材料供应才能全年运营。重新

开放加工厂还将为鲁伍马人民创造

700-2,500个工作岗位。

TTB总干事Stanley Mnozya表

示，TTB正在与Premium Active Tan-

zania公司（总部位于Songea）进行

协商。该公司预计将从2022/2023年

开始参与烟草加工，并将产量翻番

达到1,000吨以上。Mnozya补充说，

其他公司和个人可以加工剩余的

2,000吨烟草。

Mnozya表示，主要的问题是

缺乏实力雄厚的可靠买家，尤其

是在主要买家坦桑尼亚烟叶公司

（TLTC）退出之后。TLTC的决定影

响了Tabora、卡盖拉、基戈马、希

尼安加、伊林加区、姆贝亚区、辛

吉达、鲁夸、松圭、盖塔和鲁伍马

等烟草种植区。不过，现在买家的

数量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能够鼓励

农民恢复烟草种植。

2028年全球烟叶原料市场将
达到344.36亿美元

The Insight Partners的一份

新报告估计，全球烟叶原料市场将从

2021年的310.4519亿美元增长到2028

年的344.3628亿美元。2021-2028年

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1.5%。

根据该报告，市场参与者正专

注于业务运营，以跳过中间商。此

外，知名企业正在兼并、收购、合

作伙伴关系和合同农业等方面进行

战略性投资，以争取在几乎垄断的

市场中存活。

亚太、中东和非洲等发展中

国家，对烟草产品的需求一直在

增加。亚太地区需求的增长归因于

人口增长、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以及政府宽松的监管政策。这些新

兴地区的市场在预测期内将出现大

幅增长。亚太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烟

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以印度和

中国等国为首。全球有四家烟草巨

头位于亚太地区，包括日本烟草公

司、中国烟草总公司、ITC有限公司

和盐仓集团。

弗吉尼亚细分市场在2020年的

收入份额最高，预计在2021-2028年

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最高。

烟叶原料市场按应用类别分为吸用

烟草、湿鼻烟和干鼻烟等。吸用烟

草在2020年时主导市场，预计将在

预测期内保持主导地位。湿鼻烟和

干鼻烟细分市场预计在2021-2028年

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最高。

菲律宾试点成立新烟草种植企业
伊莎贝拉省的一个地方政府部

门正在Santa Maria和San Antonio村

开办烟草种植企业，作为促进该省

烟草种植的试点地区。

据市长Joel Alejandro介绍， 

Barangay Santa Maria市的烟草计划

种植总面积为18.5公顷，Barangay 

San Antonio的计划种植面积为5公顷。

Alejandro对《马尼拉时报》表

示，“我们将从这个小镇的第一家

烟草种植企业开始，帮助农民并从

国家政府征收的消费税中分得一杯

羹”。他还表示，他们已经为至少

130名烟草农场工人发放了工资。这

些工人在Barangay Santa Maria从

事烟草的准备和种植工作。工资从

700比索（13,58美元）到1,400比索

（27.17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他

们工作的天数。而使用水牛工作的

农厂工人工资为650比索（12.61美

元）。

此项新计划与环球烟叶公司合

作实施。环球烟叶已经使用其基金

份额，用于支付Santa Maria和San 

Antonio的农田租金。Alejandro

表示，当地政府还将在每个种植

季节期间提供每公顷30,000比索

（582.19美元）的租金，为23.5

公顷的烟草农场筹集600,000比索

（11643.74美元）的租金基金。

“从长远来看，这个项目肯定

会帮助我们的农民，为因农业现代

化和机械化而流离失所的农场工人

提供就业机会，”Alejandro说。

此外，由于不是全年都可以

种植烟草，因此还鼓励农民进行轮

作。这样他们还可以在剩下的几个

月里种植玉米和蔬菜产品，以增加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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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这个东南非国家第一次爆

发新冠疫情，当时万幸的是最重要的烟草种

植业已完成采收、烘烤和分级，并已准备好

拍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持续的疫情对该

行业没有任何影响。

为防止病毒扩散，农民被禁止参加拍

卖会，以减少拍卖场的拥挤。马拉维烟草委

员会首席执行官（CEO）Joseph Chidanti 

Malunga博士解释说：“根据预防措施，允

许参加烟草销售的人数受到限制，因此要

求选出区域农民代表参加拍卖场的烟草销

售。”此外，疫情催生了一个新的秘密投标

系统。此前，聚集在拍卖场上的所有持牌烟

草买家可以检查整齐排列的成捆的烟草，他

马拉维未来烟草前
景可期
尽管马拉维遭受了新冠疫情的一些影响，但该国的烟草种植部门还是相对安
然地度过了危机。

2022年3月，马拉维某烟
田。
图源：TAMA。

们出价、相互竞价。Chidanti Malunga博士

表示，在新的系统下，买家现在只需检查商

品，一次只需一个人出价，这一系统将延续

到后疫情时代。

但与拍卖相关的调整并不是新冠危机带

来的唯一后果。国内烟草供应链也出现了延

迟。委员会CEO说，“由于员工和运营时间

的削减，供应链的某些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完成，例如烟草分级。”预算超支也是

一个问题，这是由于控制病毒的预防措施，

需要在口罩、手套和防护服等个人防护设备

上进行计划外支出。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疫情导致

烟草出口减少。马拉维是一个内陆国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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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烟草协会CEO尼克松·利塔

图
源
：
TAMA

出口依赖于连接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等邻国商业港口的铁路和公路。烟草委

员会CEO对《亚洲烟草》表示：“随着边境口岸和港口的关闭，那些运营中的

物流供应商不得不大幅缩减其活动规模。”导致采购公司陷入巨额烟草库存

的困境，无论是合同内还是合同外的。Chidanti Malunga博士解释道：“因

此，这严重降低了他们的可用库存，进而降低了他们以竞争方式采购更多烟

草的意愿。”

当然，马拉维烟草协会（TAMA）指出，精心制定了很多缓解措施来帮

助种植者。TAMA是迄今为止该国最大的私营农民组织，目前管理着13562个

政府分配的销售许可证，代表全国约51000名种植者。例如，由于农民不被

允许亲自参加拍卖，该协会指定了代表，可以代替他们跟进程序。TAMA首席

执行官尼克松·利塔（Nixon Lita）说：“我们还确保为在家的种植者提

供服务，他们不必长途跋涉。除其他援助外，这包括提供农业投入，包括包

装。”此外，该协会还致力于改善从农场大门到销售拍卖场的生叶运动（打

好包的烟草），为种植者节省成本。该协会还开展了一场运动，让农民意识

到停止雇用童工。利塔说：“我们担心新冠导致一些农民可能会利用儿童来

弥补劳动力短缺。”

尽管如此，快速浏览一下烟草委员会提供的官方年度总产量，就会发

现2019年（约16.567万吨）和2020年（仅约11.4万吨）之间的产量大幅下

降。但尼克松·利塔坚称这与疫情本身无关。他解释说，这种现象主要是由

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影响。他说：“由于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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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类型占比(2021年)

来源：TAMA Farmers Trust

烟草类型	 占比
白肋烟  85.82

弗吉尼亚烤烟 11.24

北方深色烤烟（DFC） 1.77

南方深色烤烟（DFC） 1.15

发酵深色烤烟（DFC） 0.02

共计 100%

年总产量

来源：烟草委员会

年份	 共计（吨） 

2019        165,670.8 

2020        114,024.3 

2021        123,681.7 

马拉维烟草委员会主席Joseph	Chidanti-Malunga博
士。

图
源
：
烟
草
委
员
会
。

当地的白肋烟晾烟棚。

图
源
：
TAMA©2018。

省级烟叶储存仓库从周围农场收集烟叶，然后运到利隆
圭拍卖。

图
源
：
TAMA©2018。

FCTC的生产规定，当地的生产成本一直在上升，烟草的市场价格仍

然很低。”因此，这不仅导致商人减少了交易量，还迫使许多农民

为了收支平衡而使作物多样化。利塔说：“作为一个农民组织，我

们了解烟草面临的压力，尤其是来自FCTC的压力，因此我们一直建

议成员作物多样化。”

然而，他也承认，该组织“尚未确定可实现与烟草相同水平的

经济效益的替代作物。”2021年，马拉维的烟草产量已经恢复到近

124,000吨。但是，3月31日开始的本产季初步调查显示，总产量将

再次出现下滑，预计将达到10.3万吨左右。利塔指出：“这是因为

2021年12月刚刚移栽后出现了干旱，加上2022年一季度热带气旋贡

贝（Gunbe）和安娜（Ana）的影响。”

与其他一些生产国相比，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马拉维

烟草业的发展。然而，这场疫情也为未来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其中之一是认识到，当地种植者不再必须长途旅行，亲自参与他们

的烟草拍卖。尼克松·利塔称，拍卖商已经开始研究电子营销解决

方案，首个系统投入运行应该只是时间问题。银行和支付程序显然

也从疫情中得到了启示。他说，“已将所有的售后收入汇入马拉维

种植者的银行账户，在疫情期间，银行采取了姗姗来迟的行动，以

改善其通信和支付系统。”疫情凸显需要改进的另一个领域是国内

价值链的运营效率。

随着新冠病例逐渐减少，马拉维作为烟草生产大国，白肋烟占

全国烟草产量的85%，未来似乎无忧。Chidanti Malunga博士表示，

全球每年对马拉维烟草的需求量约为15万吨。由于本产季的产量预计

仅为10.3万吨左右，因此有足够的空间来提高产量，赶上疫情前的水

平。他总结道：“最近获得烟草委员会许可证的采购公司以及那些

表示有兴趣获得许可证的公司的数量表明，需求不断增加，并深刻

证实了外国市场正在增长。马拉维烟草的前景非常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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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德国组建了一个由社民

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联盟的新政府。在联

合协议中，三个政党批准了一项大麻完全

合法化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管制休闲大麻

产品猖獗的黑市交易。这是一个在欧洲从未

成功尝试过的大胆计划，尽管卢森堡在2018

年尝试过，但最终只同意允许私人家庭种植

大麻。德国大麻产业协会（BvCW）董事总经

理尤尔根·诺伊迈耶（Jürgen Neumeyer）

保证说：“我们肯定会在现任政府联盟下实

施。我们的许多成员都期待着休闲大麻产品

合法化后，将带来巨大的商机。”

虽然BvCW支持商业大麻种植者和大麻

产品制造商（是的，已经有大麻产品制造商

了！），德国大麻协会（DHV）支持终端消费

者。与BvCW董事总经理的观点类似，DHV董事

总经理格奥尔格·沃思（Georg Wurth）同样

德国：欧洲新兴的
大麻中心
在新政府领导下，德国可能很快会成为CBD和THC大麻产品完全合法化的欧
盟国家。

开花的大麻植物。
图源：托马斯·施密德。

希望大麻在现任政府下完全合法化。不过，

他也警告说，事情可能不会像希望的那样顺

利。他对《亚洲烟草》表示：“我认为，实

施这项计划会遭到保守的、中右翼的反对党

的反对，特别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

督教社会联盟（CSU），他们没有意识到，大

麻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远小于酒精。”

并非所有的大麻品系都具有成瘾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有

必要指出，几十年来，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

确实已经种植了选择性培育的火麻和印度大

麻等亚系，并将其加工成各种产品。精神活

性化合物四氢大麻酚（THC）浓度极低的植物

在法律上通常被称为“工业大麻”，可以在

开阔的田野里种植，主要用作亚麻织物、绳

索等天然纤维、营养补充剂或某些化妆品的



Tobacco Asia  55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Use 100% expanded fine-  
     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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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DHV董事总经理Georg	Wurth。 BvCW董事总经理Jürgen	Neumeyer。

成分。但是，用于生产药用大麻产品的高THC植物必须完全在室内种植，并

且需要非常严格的安保条件，类似于军事设施，有钢筋混凝土墙和钢门。虽

然种植“工业大麻”的农民只需注册其业务，接受频繁管控，但高THC大麻

的种植者和加工商必须经过仔细审查，获得许可证，并捆绑许多条件。BvCW

的尤尔根·诺伊迈耶解释说，对于这两个应用领域，“只允许种植欧盟农业

物种目录中指定的品系，当局经常采样以监测THC浓度。”

CBD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种“神秘的化合物”
撇开THC不谈，当然还有一种“其他”大麻化合物，即大麻二酚，简称

CBD，该物质在过去几年因其健康和治疗益处而成为头条新闻。所有大麻品

系的芽、叶、茎和梗中都含有不同浓度的CBD，这与它们各自的THC含量无

关。提取后，CBD可用于多种产品，包括电子烟油、化妆品、食品补充剂、

个人卫生用品和医药制剂。

然而，尽管THC作为一种化学物质在德国受到了全面监管，但对CBD来

说却并非如此，后者在监管方面几乎处于灰色地带。尽管根据相关德国和

欧盟法律，含有添加CBD的化妆品或食品确实需要上市前许可，但似乎不存

在监管含有CBD的产品或针对CBD物质本身的特定法律框架。奥尔格·沃思

说：“企业问及CBD的法律地位时，当局往往不知所措，无法提供具体的答

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的CBD油市场相当开放，很少引起监管机构

的注意。

大麻在德国的法律地位
奇怪的是，在德国，休闲大麻或印度大麻制剂等大麻产品的实际消费从

来都不是非法的。这是由于已制定了多种限制性条款，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无法

消费这种产品；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DHV的奥尔格·沃思解释说：“法律

几乎禁止最终消费大麻产品所需的一切，包括持有、种植、采购、进口或通过

任何方式获取大麻。”唯一的例外是由医生开的大麻制剂，并依据处方从药店

购买。然而，根据德国宪法法院1994年的一项裁决，持有（或消费）“少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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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大麻或印度大麻”的行为不应受到起诉。

地区政府可全权决定如何定义“少量”。开

CBD药物同样是合法的，尽管BvCW的尤尔根·

诺伊迈耶指出，医疗保险公司通常不承担费

用，导致经常从黑市购买这种药物。

应制定规则！
大麻及其产品的全面合法化将彻底扭

转这一切，与当前情况相比，带来真正的变

革。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任

何规则，是不会产生变革的。例如，德国人

不太可能在每个街角都会看到像热狗或冰激

凌一样出售大麻烟和CBD油的摊位出现——

即使有，也会受到规则的约束。

尤尔根·诺伊迈耶预测：“大麻分销

肯定会在一定的规定范围内进行，包括最低

购买年龄和广告限制。此外，零售商及其员

工需遵守特殊要求，例如，预先禁止在街头

销售大麻产品。”同时，奥尔格·沃思预

计，“通过有限数量的特许零售店”销售产

品，以保护未成年人，产品的THC和CBD浓度

的精确包装标签将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市场，

而“适度的产品税”将有助于逐步取缔黑

市。尤尔根·诺伊迈耶同意合理征税的观

点，但也表示，除了特许商店之外，还应允

许药店销售休闲大麻产品。

本文作者托马斯·施密德
在展会上仔细检查CBD油
和提取物。

预计计划将遭遇一些抵制
如果政府继续实施其计划，很可能会

遭到普通民众的抵制。毕竟，在过去几十年

里，德国人习惯于认为任何形式的大麻都是

一种成瘾性麻醉品，就像海洛因或可卡因一

样危险。虽然这种情况在年轻一代中已经相

当缓和，但在老年人中仍然非常普遍。

“当然，会有来自某些人口的阻力，但

客观和冷静的讨论有助于消除这些存疑，并

找到解决办法，”尤尔根·诺伊迈耶说。他

坚称，BvCW全力支持合法化。他的同事奥尔

格·沃思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所有的

论点都表明，这是正确的做法。长达数十年

的禁令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尽管受到压制性

迫害和惩罚威胁，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另

一方面，合法化将保护消费者不受非常可疑

的产品质量的影响。

还将减少洗钱，为政府增加税收，减

轻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负担，并最终将大麻从

一个禁忌话题提升到一个公开、成熟的讨论

话题。”沃思在YouTube上主持的大麻新闻

和事实频道DHV TV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

功，这表明德国可能确实已经准备好迎接

一些惊喜的变革。每一集都有6万多的播放

量，这让类似的频道羡慕不已。

“大麻合法
化有助于
保护消费
者免受良
莠不齐的
产品质量
的伤害。”

——BvCW
奥尔格·沃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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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碳达峰碳中和”是迄今烟

草行业的一大热词，对于50多万员工来说，

这个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

式。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顶层设计出台，实施

烟叶生产“优质、特色、生态、安全、高

效”可持续发展战略，新技术、新工艺、新

能源项目落地推广，绿色低碳技术广泛应

用……当前，中国烟草行业低碳转型迈出坚

实步伐。

“绿色”，领跑烟草行业
2021年4月9日，云南省彝良县奎香烟站

的会议室里济济一堂，STP项目试点推广员

正在向参会的50余名技术人员集中授课。如

何进行膜下小苗移栽技术、肥料农药使用、

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土保育、废弃物回收管

理……有的开现场会，有的发放手册，有的

挂示意图、加微信，满满的低碳转型课程内

容绿色能量十足。

这堂“绿色授课”为低碳转型注入更

多能量，得到广大烟农广泛认可、支持和

配合，其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在云南省昭

“瞄准”碳中和：中国烟草
绿色低碳发展一览

文
/烟

草
在

线

通烟区烟农们身体力行争做绿色发展的践行

者，做到100%参与培训、100%落实生产技

术标准、100%落实绿色防控措施、100%参

与废弃地膜和农药包装物回收100%控制非

烟物质、100%使用合作社统一采购的烟草推

荐农药、田间清洁无垃圾、主动佩戴防护用

品，100%杜绝使用童工，注重人文关怀。

“碳中和行动”正式启动，烟草行业

满载“绿色能量”行动起来！2022年1月24

日，烟草行业发布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到

2030年，行业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重

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大幅下降，万元工

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80%以

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力争

提前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行业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全面建立，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大幅提高，碳中和

目标顺利实现。

中国烟农积极采用各种可
持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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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领跑烟草行业。从绿色烟

叶生产链，到绿色烟草工业，再到绿色烟草

物流；从绿色烟草能源，到绿色烟草技术创

新，再到绿色烟草保障机制……烟草行业广

泛开展绿色低碳全员行动，增强全员节能意

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绿色理

念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

“绿色”，是烟草行业的标签，一张靓

丽的名片。依据农残检测报告，可追溯到超标

的每一户烟农。对农残检测超标烟农的烟叶责

其单独交售、单独打包，单独调运，分别加

盖“未超标”的蓝色生物质章和“超标”的红

色生物质章。加盖红色生物质章的烟包单独堆

码、单独调运，对烟农进行经济处罚，并以此

作为烟叶种植合同调整的依据。

云南昭通烟区另辟蹊径闯出新路，让

烟叶产业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从生物防

控到面源污染治理，已经全面构建起了生态

且高效的体系。2021年，明确全面实施农药

包装等废弃物回收，面积24.44万亩，各类

农药包装物回收率达90%以上，回收农药包

装物类别化、规范化、无害化集中处理率达

“绿色”汇聚新动能，中国烟农采烤环节损失率同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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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21年，对多菌灵、二甲戊灵、甲基

硫菌灵、代森锌、啶虫脒等农药残留指标

进行检测，面积24.44万亩，检测数量19552

个，确保烟叶种植区农残快检全覆盖。

“绿色”，为新技术、新工艺提供强大
支撑

云南省昭通市局（公司）经理刘永军在

永善县莲峰镇走访农户时发现，烟农邹思红

采收的烟叶成熟度差异大，烟叶采烤损失率

接近20%。他带领技术人员攻关，制定出“

三分三补”（即：分类采摘、分类编杆、分

类上炕；分类后剩余青烟统一编杆，成熟较

差统一上在烤房特定位置，烤后微青烟统一

用黑薄膜覆盖堆捂变黄）的新技术、新工

艺，在烟农邹思红处实施取得良好效果。昭

通烟区以点带面典型开路，实施强化培训、

全程监督、分类指导，把此项新技术、新

工艺扩展到全市24.44万亩烤烟中流程化作

业，全市烟叶采烤环节损失率同比下降0.54

个百分点，仅为5.90%。

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经营理念在烟

草行业正悄然升温，新技术、新工艺被广泛

应用提供强大支撑，以上提及实施“三分三

补”只是一个缩影。

2021年，烟草行业推广应用生态调控、

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

技术层出不穷。通过开展性诱剂、蓝板诱杀

烟草害虫；银黑色地膜驱虫、种植万寿菊、

向日葵吸引害虫；大田期农残快检、专业化

植保；保持田间卫生及时清除杂草、底脚

叶，病残叶、烟花烟杈，严禁丢弃在烟地里

避免造成病虫害传播及交叉感染。

在烟草种植区、大农业区放蚜茧蜂防治

蚜虫，施用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苗盘、

药瓶药袋、残膜集中回收，切实保护环境。

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施用、水肥一体

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新能源烘烤、烟田废

弃农膜及农药包装物回收利用等先进实用技

术的推广力度。

2021年，昭通烟区积极推广生物能源、

电能等新能源烤房。推广生物质烤房2699

座，积极探索电能烘烤，推广烤房44座，共

计减少煤炭使用约9700吨，为保护生态环境

起到了积极作用。

“绿色”，让数字烟草汇聚新动能
2021年8月的滇东北，正是一年中最漂

亮的季节。在昭阳区苏家院村烤房旁，烟

农李明润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有了

昭通市局（公司）开发的“互联网+烘烤管

理”平台，作为村里烘烤技师的他，当年的

烟叶烤得格外好。

这个平台系统包含了烤房定位、烘烤装

炉、烘烤指导、烘烤下炉、烘烤抽查、烘烤

记录、统计等9个功能模块，不仅可实现烟

叶烘烤全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并处理烟叶烘

烤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追溯烟叶烘烤损

失的原因，还能实现对烘烤主管、网格员和

烘烤技师的精准考核。

“‘互联网+烘烤管理’平台在提高烟

叶烘烤质量，降低烘烤损失率方面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烘烤的

下部烟叶损失率都比较低，比去年降低了不

少。”李明润介绍。

利用“数字烟草”是烟草行业提升烟叶

管理的一个手段，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通

过信息化、数字化的方式，汇聚绿色低碳发

展新动能，加强烟叶生产全过程管控，提升

烟叶品质，增加烟农收入。

2021年，烟草行业聚焦数字化赋能谋

划开发平台，以实现烟叶烘烤可视化、痕迹

化、动态化管理，同时将烟叶估产工作由田

间估产转化为烤房估产、由烤前估产转化为

烤后估产、由粗放估产转化为精准估产，全

行业烟叶烘烤损失率同比大幅度降低。

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场硬仗，也是一

次大考。烟草行业坚定不移推进降碳减排重

点任务落实落地，为助力国家如期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应有的力量。

去年推广了多种“绿色”措
施，帮助农民应对病虫
害。

“‘互联网+
烘烤管理’
平台在提
高烟叶烘
烤质量，
降低烘烤
损失率方
面起到了
至关重要
的作用。”
——烟农

李明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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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者戒烟可节省217,308英镑
健康生活中心联盟（HLCA）的托

尼·多尔蒂（Tony Doherty）敦促吸

烟者戒烟。他指出，吸烟50年的花费

可达217,308英镑（285,000美元）。

他说，“吸烟对吸烟者本人、

他们的家人和更广范围的社交圈都

有较大影响。吸烟会严重影响身体

健康，吸烟者及与其共同生活的人

患上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也

会更高。此外，吸烟还会影响吸烟

者的钱袋子，每年的吸烟花费可达

5,000英镑。戒烟很难，靠自己戒烟

甚至更难。事实证明，如果在戒烟

期间接受帮助和支持，成功戒烟的

可能性更大。”

多蒂表示，HLCA的工作人员将

会给吸烟者提供建议，“通过戒烟

节省资金”。HLCA预计，每天吸20

支烟的人，每年可以节省4,346英

镑。客观地说，吸烟50年的花费可

达217,308英镑。

PHA的烟草战略负责人科莱特·

罗杰斯（Colette Rogers）说：“我

们鼓励人们借助‘戒烟月’这个机

会，开启他们的戒烟计划，以改善他

们的健康状况。近日，出台了一项旨

在保护儿童免受车内二手烟雾影响的

新立法，或许你已经开始考虑戒烟

了。”

DARE表示打击非法卷烟贸易
仍需多方努力

马来西亚智库公司Datametrics

研究和信息公司（DARE）认为，随

着国际旅游和贸易边境于4月1日恢

复开放，非法贸易特别是非法卷烟

贸易可能会增加。

该 公 司 表 示 ， 由 于 通 胀 压

力、B40（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

或低收入群体较高的吸烟率，卷烟

需求依然强劲。

D A R E总经理潘卡·库马尔

（Pankaj Kumar）表示，经过多方

共同努力，七年内非法卷烟销量首

次下降。

尼尔森委托马来西亚烟草制造

商联合会（CMTM）开展的2021年非

法卷烟调查（ICS）显示，非法卷烟

贸易率同比下降了6.5%，从一年前

的63.8％下降到了57.3％。

“不幸的是，现在的情况正在

削弱我们的成果。我们预计非法卷烟

走私者将利用更多的途径进行走私，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旅游的全面恢

复，我们的执法人员尤为紧缺。”

此外，DARE还表示，政府通过

Budget 2021的一系列举措来遏制严

重的非法卷烟问题，已初见成效。

其中包括禁止转运，在所有免税岛

屿和免税区对卷烟和烟草制品征

税，审查并冻结进口许可证等。

马来西亚卫生部发布33个禁烟
通告

3月底，马来西亚卫生部向吉隆

坡违反禁烟规定的公共场所及经营场

所经营者，发布了33个通告，罚款合

计11,250林吉特（2,672美元）。

卫生部烟草控制部门负责人

Noraryana Hassan博士表示，卫

生部对首都吉隆坡13个场所的禁烟

实施情况进行了联合审查，并根

据《2004年烟草制品监管规定》

（PPKHT）发布了通告。

她表示，其中21个是针对在禁

烟区吸烟的通告，其余12个是针对

经营场所的所有者及经营者未按规

定展示禁烟标识牌的通告。

“此次行动的重点是消除吸水

烟的行为，目前水烟已被列为吸烟行

为……禁烟令不仅包括禁止传统卷烟

和电子烟，在餐馆等禁烟区内使用水

烟也是违法行为，”她告诉记者。

这项联合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

小时，联邦地区卫生部和吉隆坡市

政厅（DBKL）共计65名工作人员参

与了这次行动。

研究显示二手大麻烟雾的危害
性高于二手烟烟雾

近日，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公共卫生学院开展、并发布在《美

国医学会杂志》（电子版）上的研

究显示，吸食大麻释放的二手大麻

烟雾含有危险的细颗粒物质，其浓

度高于二手烟草烟雾。

该研究由S.凯瑟琳·哈蒙德

（S.Katharine Hammond）教授负

责，并与研究生Patton Khuu Nguy-

en一起撰写了报告。研究对象知晓

监测过程，但是整个研究过程中会

完全匿名。

气溶胶监测器会对吸食大麻之

前、期间以及之后的空气质量进行

测量，持续时间长达两个小时。下

载监视器的数据后，与在类似环境

中吸水烟的研究对象的数据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大麻烟雾中产生的

颗粒物是吸烟烟雾的四倍之多。

吸食大麻后15分钟开始测试，

烟雾浓度已经非常高了。

“我和Patton将吸食大麻产生

的颗粒物与2020年9月野火发生后的

橙色天空的空气质量进行对比，”

二手大麻烟雾比二手卷烟烟雾更糟糕。

与此同时，DBKL卫生和环境部

门公共卫生高级副主任诺尔·哈拉

扎姆·伊斯梅尔（Nor Halizam Is-

mail）博士表示，DBKL从未发放过

水烟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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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CT MONITORING
PROTECT YOUR INVESTMENT, YOUR PROFIT, YOUR REPUTATION!        

The MoBe® Combo Mk.2 tobacco monitoring trap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your 

tobacco product. Early assessment of any potential infestation 
of the two key insect pests of stored tobacco is vital.

EFFECTIV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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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说，“吸食大麻期间客厅里

的烟雾浓度为5至10倍。大学生往往

认为二手烟草烟雾危险，二手大麻

烟雾安全。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吸

食大麻会产生浓度非常高的细颗粒

物。”

泰国要求卷烟包装印制新的警
语标签

泰国疾病控制部（DDC）表示，

从4月11日起，全国所有的零售商和

批发商出售的卷烟包装，必须印有

新的警语标签。

DDC副局长Khachornsak Kaew-

charas博士表示，所售卷烟的包装

必须印有新的文字警语及新设计的

图片警语，图片必须展示吸烟危害

健康的详细信息。新标签必须符合

公共卫生部去年根据《烟草制品控

制法案》颁布的声明要求。

“销售带有旧图片警语包装的

违规者，将面临最高40,000泰铢的

罚款，”他说。

Kawecharas博士表示，当局发

现有几家零售店仍在销售不符合法律

规定的卷烟包装。他说，有些零售店

还在公开展示卷烟包装和卷烟广告。

Kawecharas补充道，在出版物的

广告中展示卷烟产品名称或商标，将

面临多达六个月的监禁，和/或罚款

多达50万泰铢（14,920美元），或者

面临每日罚款50,000泰铢（1,492美

元），直到停止违法行为为止。

与此同时，卫生官员表示，将

继续禁止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

喀麦隆开始禁止水烟
在肯尼亚、冈比亚、坦桑尼

亚、卢旺达和加纳相继禁止水烟

后，喀麦隆也开始禁止水烟。

喀麦隆卫生部表示，喀麦隆约

46％的年轻人吸水烟，这会对他们

的健康产生较大风险。

英国心脏基金会表示，吸一个小

时的水烟，相当于吸100多支卷烟。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的咨

询报告中明确了这一事实。报告显

示，“迄今为止的所有研究表明，

通常在使用水烟管吸烟期间，使用

者会吸入大剂量的有害物质（相当

于吸1-10支卷烟释放的剂量）。这

些有害物质与吸烟成瘾、吸烟者患

上心脏病和肺病，以及癌症有关，

如果这些有害物质被水烟使用者大

量吸入，可能会导致类似于卷烟引

起的疾病。”

在非洲，吸水烟非常普遍，非

洲各国政府可能要不断调整他们的

监管战略，对水烟进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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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莫福川公司连续第三年获得
菲律宾最佳雇主认证

菲莫国际子公司菲莫福川公司

连续第三年获得菲律宾最佳雇主认

证。菲莫国际在最佳用人实践方面

得到进一步认可，进一步巩固了该

公司致力于满足全球多元化员工需

求的最佳雇主地位。

“连续第三年获得菲律宾最佳

雇主，是对我们持续创造良好工作

环境的最大认可，”菲莫福川公司

负责人事和文化事务总监Andreea 

Chiriac表示。“菲莫国际致力于创

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工作环境；给员

工授权，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做到最

好，提倡多元化、提供福利，并利

用技术为我们的员工及股东带来快

速且广泛的积极变化。”

“获得这一殊荣我们颇感欣

慰。我们认为这是对菲莫福川公司努

力践行公司承诺的认可，即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帮助菲律宾人在事业上

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会激励我们继续

创新，为我们的员工创造积极的、富

有成效的工作环境，”菲莫福川公司

的通讯总监Dave Gomez说。

Chiriac指出，“这一奖项是我

们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符合我们打造无烟未来的愿景，能

够激发我们4,019名员工的能量和激

情，为那些继续吸烟的成年烟民以

及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政策制定者被敦促考虑提高烟
草税的后果

美国一家咨询机构称，政策制

定者应该考虑提高烟草税后，烟草

价格上涨会导致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的风险。

Alvarez & Marshall（A&M）在

2021年的《非法烟草诱因及控制》

报告中表示，税收政策及其对烟草

产品负担能力的影响，是导致全球

非法烟草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项为期15年的报告，对全

球71个市场进行了研究，包括菲律

宾。

“税收和烟草消费之间的关联

性达97％，”A＆M报告显示，“合

法烟草制品价格提高后，非法贸易

也会随之增长。当卷烟价格上涨速

度超过消费者收入增长的速度时，

消费者就会寻找便宜的产品，转而

使用非法产品。”

这表明提高烟草价格，降低可

承担能力，会刺激吸烟者转向便宜

的产品，给犯罪分子创造机会。换

句话说，烟草产品提价会增加非法

贸易。

“我们发现，如果卷烟价格相较

于消费者的收入增长10％的话，非法烟

草制品的比例平均增长近7％，”A＆M

表示。

菲律宾从2017年开始对烟草制

品采取统一的税收结构。

西班牙拟提高烟价，并禁止在
露台和汽车内吸烟

为了改善本国的卫生状况，西

班牙卫生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

前正在考虑提高烟草价格，并计划

禁止在露台上和汽车内吸烟。

据悉，卫生部长卡罗莱纳·达

里亚斯（Carolina Darias）即将完

成西班牙《烟草法律》的修订工作，

以减少西班牙的吸烟者人数。预计烟

草价格将会提高，目前西班牙20支装

的卷烟价格为5欧元（5.5美元），仅

为邻国法国卷烟价格的一半。

新规定将禁止在户外的公共娱

乐场所吸烟，包括露台和体育场馆，

而且还会禁止在私家车内吸烟。这一

举动受到反烟活动者的欢迎。

专家认为，西班牙人很可能

会欣然接受禁烟措施，因为自新冠

疫情爆发以来，西班牙已经在咖啡

馆、酒吧和餐馆开始禁烟。

TPB公司新任CMO履新
Turning Point Brands（TPB）

公司任命萨默尔·弗林（Summer 

Frein）为首席营销官，负责推动公

司在其品牌组合中的营销战略。

弗林曾担任美国Cronos集团的

总经理，负责设计和实施公司的销

售和营销战略。她还曾领导该集团

的美国品牌销售业务，包括为Lord 

Jones™和Happy Dance品牌建立和管

理品牌和零售合作关系。

在加入Cronos集团之前，弗林

曾在奥驰亚集团担任销售、数字和

品牌营销、战略和业务发展等方面

的高管。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

她领导了奥驰亚的大麻研究投资计

划，这是奥驰亚战略和业务发展的

一部分。

TPB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亚

弗·埃夫雷莫夫（Yavor Efremov）

说：“TPB继续转型为一家更加多

元化的消费品包装公司，萨默尔在

领导著名消费品品牌的规划、战略

开发和执行方面的丰富经验极为宝

贵。我期待着与萨默尔密切合作，

她将帮助我们团队提升差异化，打

造世界级品牌形象，提高消费者接

受度。”

萨默尔·弗林补充道：“在我

1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在各业务板

块与领先的成人消费品牌合作，目

睹了TPB成长为今天的领先公司。有

幸加入TPB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我

们一起制定长期营销战略，并帮助

充分挖掘公司标志性的Zig Zag®和

Stoker’s®品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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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各地取消了各种新冠限制。自4月

初以来，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组织者

可以自由举办贸易展览、音乐会和赛事，

并向公众开放。参观者限制已被取消，不

再要求佩戴口罩，不必遵守国家的“3G”

（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或恢复）以及更严

格的“2G”规定。多特蒙德展览运营商威

斯特法伦展览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塞宾·洛斯

（Sabine Loos）说，“我们很高兴能够为

人们提供再次参加一流大型贸易展的体验，

立即就可举办，特别是对于国际展会，如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展。没有什么

能够再阻止人们线下面对面交流，这是整个

行业所期待的。”

特别是对于参加9月15日至17日在多特

蒙德举行InterTabac和InterSupply（世界

上最大的烟草产品和吸烟配件贸易展）的国

德国解除了贸易展会
的所有新冠限制

多特蒙德展览馆
InterTabac和InterSup-
ply双展将再次向参观者
和参展商敞开大门。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迎来大好消息

际游客来说，解除新冠限制意味着前往多

特蒙德的旅程不再那么复杂，体验也更轻

松。现在，戴口罩、遵守“3G”和更严格

的“2G”规定已不是必须的。然而，威斯特

法伦展览集团将保持一些关键的基本卫生措

施，在整个活动区域继续安装消毒器，展厅

内仍在运行最先进的通风系统。塞宾·洛斯

继续说道，“我们呼吁参展商和参观者本着

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的精神，保持社交

距离。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计划任何

限制。”

由于德国政府大幅放宽了对德国的入

境规定，游客前往多特蒙德也不会那么复

杂：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被列为新冠病毒风

险区，检疫和登记义务几乎完全取消。来自

欧盟境内的旅行者只需出示已完成接种疫苗

的证据、核酸检测阴性结果（48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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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来，InterTabac已成为全球烟草制品和吸烟配件最大的贸易展会。

或新冠病毒感染恢复的证据（在过去90天内

发生了新冠病毒感染）。在疫苗方面，德国

接受所有在欧盟获得许可的疫苗：强生、莫

德纳、牛津/阿斯利康、辉瑞/拜恩泰科，以

及诺瓦克斯。如果一个人接种了至少两剂疫

苗并且最后一剂疫苗的接种时间已过去了至

少14天，则他或她被视为已完成疫苗接种。

贸易展参展商和参观者也可以从欧盟以外的

国家进入德国。对接种疫苗的旅行者没有限

制。未接种疫苗的旅客必须提供他们参加展

会的证据，以便将此次旅行视为严格必要的

商务旅行。对有签证要求的国家仍然需要商

务签证。

改善了支持性计划
此外，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组织

者再次加强了双展的回归支持计划。今年，

计划举办内容丰富的研讨会和讲座，涵盖

零售、生产、传统烟草产品和下一代产品

（NGP）。专业零售商将通过主题演讲和会

议来了解这些重要话题，并有参与互动和交

流想法的机会。参与者还将了解需要遵守的

当前法律基础。塞宾·洛斯评论道，“当

然，这只是由许多知名行业参与者和专家共

同设计的多元化项目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

个重要方面，因此提供了很多附加值。”

除了提供全面的信息外，还将有大量感官享受的机会，在In-

terTabac期间，随时可以感受、品鉴、抽吸产品。此外，雪茄品鉴

和搭配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专家们运用不同寻常的组合为行业观

众打造全新的口味体验。此外，还将举办培训课程，让专业零售商

的员工直接学习如何识别好产品。

InterTabac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产品和吸烟配件贸易展，四十

多年来，一直在多特蒙德展览馆举办，贸易商与零售、制造和服务

行业顶级决策者在此会面，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向观众介绍烟草行

业的所有最新产品和趋势。国际认可是InterTabac和InterSupply作

为商业和通信平台发挥核心作用的关键——事实上，超过40%的参观

者来自国外。2019年，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创造了新的参观记

录，访客数量达到13800人。随后两年双展因新冠疫情被取消了两

次，今年秋天将再次荣耀归来。

欲了解最新信息、展会亮点和新闻动态，可登录贸易展网

站（intertabac.de、intersupply.de）、在线平台Business 

Insights（Business Insights.intertabac.de）、领英（Linke-

dIn.com/company/intertabac），也可直接通过新闻邮件（intert-

abac.de/presse/presse-kontakt、intersupply.de/presse/press-

verteiler）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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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ilter production
Garniture tapes | Suction tapes 
Drum tyres | Tobacco apron 
Drive belts & Conveyor belts

Tapes: We know how!

• reduced cost
• shorter delivery times
• better performance
• 100% PEEK

NEW:
HPC 14
The next-generation 
suction tape

FREE SAMPLES 
available on request:
m HPC14@esba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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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水烟展览会迪拜站
2022年5月17-18日
阿联酋迪拜
www.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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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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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尼古丁论坛
2022年6月16-18日
波兰华沙
https://gfn.events 

世界电子烟展览会
2022年6越16-18日
阿联酋迪拜
https://worldvape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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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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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ESTA会议（线上）
2022年10月11-18日

中欧时间

www.coresta.org

主题：科研会议

VapersCom展会
2022年11月5-6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vaperscom.de

主题：雾化产品和电子烟展会

邮箱：gaj@octobermulti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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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2年11月5-6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3年2月22-24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https://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烟草制品、雾化产品
和替品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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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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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productivity
The most advanced printing and 
converting lines for high volume global 
tobacco production has a trusted name: 
BOBST LEMANIC®. Delivering unmatched 
printing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with the 
fastest in-line converting solutions. 
Brilliant packaging with highest efficiency.

FOLDING CARTON

ˍ Unmatched  
 productivity

www.bob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