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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A. Njoto Njoo, president of family-owned PT 
Mangli Djaya Raya (MDR) in Indonesia’s well-known 
tobacco growing hub of Jember in eastern Java says, 

“Sustainability has always been a focal point of our 
operations since starting our business more than 

decade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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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韧性非凡，乐于变革
利用最新技术推动增长和创新是任何行业的

关键所在，烟草行业在这方面一次又一次显示出巨

大的能力。

以开发下一代产品为例，首先是电子烟。

电子烟或尼古丁输送装置的专利记录可以追溯到

20世纪30年代，有的来自个人发明，有的来自烟

草公司，一些烟草公司甚至试图将电子烟推向市

场，但事情并没有按既定的方式发展，这项技术

消失了。2003年，药剂师韩力在中国创造了第一

支商业上成功的电子烟。三年后，电子烟进入了欧洲和美国。此后，电子

烟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尽管公共卫生组织现在牢牢地监管着电子烟

（Juul似乎是目前最大的打击目标）。

加热烟草制品（HTP）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HTP技术最早是由烟草公司

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尽管使用该技术的产品在商业上并不十分成功（雷

诺烟草公司1988年推出的Premier被评论说“尝起来像纸板一样”）。快进

到2014年，随着英美烟草的Revo设备和菲莫国际的IQOS的推出，HTP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到了2018-2019年，所有大型烟草公司的投资组合中都

有HTP。HTP的成功使得该领域成为菲莫国际“无烟未来”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他公司也给予了它更多的关注。HTP在日本最为成功和受欢迎（详见第26

页的报道），菲莫国际预计在10年内完全放弃可燃卷烟（详见第26页的“菲

莫国际：10年内逐步淘汰可燃卷烟”），全力发展HTP。

显然，利用新技术不仅仅局限于开发新产品。例如，中国烟草机械公

司开发了新的“智能”机械，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使

操作和维护、质量控制以及流程管理更加顺畅和高效（详见第44页）。中国

在育苗、物流和仓储等领域，也一直采用“黑科技”，这种技术进步改变了

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世界（详见第60页）。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尽管面临着时代不确定性和无数的世界末日预

测，但烟草行业表现出非凡的韧性，更重要的是，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与时俱

进。它在潮流中前行，在法律挑战面前坚忍不拔，最重要的是，在现代最严

重的新冠流行病所带来的所有障碍中幸存下来。这种韧性使我们能够以一种

积极乐观的姿态来审视我们行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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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环球烟叶公司是何时开始在

印度尼西亚建立业务的？此后是如何取得成

功的？

理查德·伍德（RW）：该公司自20世纪50年

代起就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业务，形式多种多

样。但1976年，环球烟叶全资子公司TR在任

抹县成立后，业务开始正式化。后来，我们

还在任抹县成立了另一家子公司Pandu Sata。

《亚洲烟草》：直到2021年4月1日，两家公

司才合并成一个实体。对吗？

理查德·杰弗里·伍德（Richard Geoffrey 

Wood）出生于津巴布韦的哈拉雷，1992年开始

涉足烟草业，最初在巴西，后来在西班牙，

在美国也短暂呆过一段时间。1996年，理查

德移居菲律宾，加入环球烟叶菲律宾公司，

担任过多个职位，最后被任命为负责内部运

营的高级副总裁。随着环球烟叶在印度尼

西亚业务的进一步发展，他于2017年再次搬

迁，现在在环球烟叶位于东爪哇省任抹县的

全资子公司Tempu Rejo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

环球烟叶公司在印
尼取得突破性进展
《亚洲烟草》本期采访了环球烟叶
公司位于印度尼西亚任抹县子公司
Tempu	 Rejo（TR）的董事总经理理
查德·伍德（Richard	Wood）。

环球烟叶印尼公司理查
德·伍德

理查德·伍德：是的，确实是这样。Pandu 

Sata基本上并入了TR。所以，我们现在一个

公司和一个管理体系下有两大产品组合。

《亚洲烟草》：合并背后是出于何种战略考

量？此举对环球烟叶及其客户有何好处？

理查德·伍德：在目前的环境下，为了创造效

率和协同效应，更好地利用两个实体的综合资

产和技能，合并是必由之路。环球烟叶及其全

球客户的好处是易于沟通和业务往来，降低整

体管理的复杂性，并在必须利用每一种效率途

径的情况下确保业务的可持续性。

《亚洲烟草》：TR最近启动了有关Besu-

ki品种的IPS项目，该品种混合了Besuki 

NO、Besuki TBN、Sumatra种子，以及SC 

Kasturi和LSG茄衣（康涅狄格州种子）。您

能谈一谈这些项目吗？

理查德·伍德：事实上，TR公司所有这些

形式的IPS项目在任抹县都经营得很好。多

年来，Besuki品种一直是世界雪茄业的支

柱。TBN是遮阴种植的Besuki的一个分支，

是合乎逻辑的新发展。它带来了一个不同的

质量水平，这增加了整体质量和可用性组

合。康涅狄格州和苏门答腊岛的种子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其他品种的选择，价格比竞争对

手更低。这些品种有助于环球烟叶调整我们

的年度增长，以适应市场变化，也为我们的

许多客户提供了一个“一站式商店”。

《亚洲烟草》：IPS项目给环球烟叶的客户

以及贵公司的签约农民带来了何种优势？

理查德·伍德：我们整个客户群越来越注重

购买合乎伦理、可持续种植、对环境影响最

小的烟草。环球烟叶在全球范围内支持这一

原则，我们在其他地方拥有丰富的经验，具

备投资这些项目的技能能力，因此，此举是

合理的。

我们提供透明的农业实践，更清洁的

产品，并且环球公司坚持持续改进知识的政

策，因此，我们的客户群可从中受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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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环球烟叶的融资、培训、透明度，并希望

建立一个长期的，互利的关系。成交量和市场安

全性使客户和农民平等受益。环球烟叶始终致力

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双赢的结果。

《亚洲烟草》：除了康涅狄格州的LSG茄衣外，

您最近还启动了一个康涅狄格州的阔叶项目，

这在印度尼西亚是首次尝试。这就引出了一个

问题：印尼地处亚热带，经常极度潮湿的气候

真的适合这些品种吗？

理查德·伍德：我们的阔叶项目发展得很好，

尽管目前数量有限。是的，天气条件具有挑战

性，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克服

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试验除阔叶外的许多其他

茄衣和茄芯品种，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研发部

门，致力于寻找多种扩张途径。

《亚洲烟草》：你们的苏门答腊（Sumatra）

烟叶似乎与传统的苏门答腊茄衣稍微有所差

异……

理查德·伍德：苏门答腊茄衣实际上起源于苏

门答腊岛，过去几年出现了相当大的下降。但

是，由于该品种向来被视为“茄衣之母”，因

此，我们应该努力使该品种复活。我们与荷兰

大学合作，现在在任抹种植了1953年的苏门答

腊品种。这种方法使风格略有差异，我们的产

品颜色变暗，绿色成分较少，但我们希望将来

能培育出一个独特的特点。

《亚洲烟草》：2021年期间，环球烟叶印尼公

司预计将从其农民处采购约3000公吨的雪茄茄

衣和茄芯生叶，以及约4000公吨的晾晒和烘烤

生叶。这些产量是如何使用的？

理查德·伍德：为了满足需求，我们总是尽可

能地增长。茄衣，就其性质而言，产量较低，

就其分类和用途而言，高度专业化。雪茄市场

目前相对活跃，有扩张潜力，我们计划尽力助

其增长。晾晒烟（SAC）和深色烤烟（DFC）用

于卷烟、手卷烟和自卷烟烟草以及雪茄。我们

继续通过推广IPS项目来扩大业务量，让我们一

起见证雪茄市场的发展。

《亚洲烟草》：尽管印尼国内卷烟和雪茄制造业市

场巨大，但据悉，超过90%的烟草库存是出口的。

为什么如此重视出口，哪些是你们的全球主要市

场？

理查德·伍德：印尼市场上绝大多数是丁香烟，尤

其是Rajangan品种的烟叶。我们子公司总部位于任

抹，要关注该地区的Kasturi和深色晾烟（DAC），

但也关注爪哇中部的深色烤烟（DFC）。深色晾烟

在当地的使用非常有限，这是由于印尼目前的雪茄

市场很小，但它未来肯定有潜力。我们的全球主要

市场通常在美洲和欧洲，亚洲也有一些令人兴奋的

新增长。我们的传统出口客户，同样在美洲和欧

洲，他们主要是采购晾晒烟和深色晾烟。就晾晒烟

的国内市场而言，TR公司专注于希望获得合规市场

的客户。我们非常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建立

稳定的市场，我们正在积极寻求在这方面更多地参

与当地市场的未来。

 

《亚洲烟草》：环球烟叶印尼公司中短期的投资和

业务扩展计划是什么？

理查德·伍德：虽然茄衣行业仍然很传统，但我们

觉得有必要跟上潮流。近年来，我们在升级养护设

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预计在未来几年还会增

加。我们一直开展新的种植技术研究，更新设施。

我们还认为，需要把重点放在对人力民的投资上。

这包括非常重视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继任规划。

我们希望在客户的支持下，为他们提供增值服务和

有竞争力的产品，谨慎地逐步扩大我们的生产和销

售规模。

《亚洲烟草》：根据您的一些宣传材料，环球烟叶

公司在印尼的目标是“以合乎伦理的方式生产、经

营和销售烟草，并达到环球公司所期望的所有合规

标准。”您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理查德·伍德：对环球烟叶至关重要的是，无论我

们在哪里运营，不仅是在印尼，都要确保不会损害

当地农民和工人的生活，而是在任何地方尽可能

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非常认真对待的一项

义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有义务减轻对环境的影

响，同时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们的任务包括遵守印尼的劳动法，参加社区活

动，无一例外地遵守所有反腐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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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Smoking kills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Smoking clogs your arteries

Smoking harms unborn babies

美国德克萨斯州再次推迟卷烟图形警语生效日期
美国德克萨斯州东部地区法院裁定，将美国食品与

药物监督管理局（FDA）针对卷烟包装和广告的图形健康

警语的生效日期再推迟90天，至2022年7月13日。该法院

此前下令将实施日期推迟至2022年4月14日。

此外，最新的法院命令还规定，“遵守与该规定生

效日期相关期限的任何其他义务”也将再推迟90天，据

此，FDA预计也将发布指导公告，将制造商、批发商和零

售商提交健康警语轮换计划的期限同步推迟90天。FDA的

规定要求制作各自卷烟广告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

提交一份计划，明确卷烟广告上11个图形健康警语的轮

换时间表。最初的截止日期是2021年6月14日，根据最新

的法院命令，预计将延长至2021年9月13日。

爱尔兰薄荷醇替品调查延期遭指责
英美烟草公司（BAT）指责爱尔兰国家烟草监管机

构卫生服务执行局（HSE）“不作为”。该机构2020年曾

表示，将对涉嫌违反薄荷醇香精禁令、利用法律漏洞推

销薄荷醇替代品新产品的烟草公司展开调查。一年过去

了，HSE尚未发布任何调查结果。

英美烟草公司说，对于可能违反禁令的烟草公

司，HSE“没有理由进一步拖延”行动，并担心该机构的

不作为会导致更多新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新型薄荷醇替代品包括日烟国际公司的丝卡（精选薄

荷），该产品仍然含有微量薄荷醇，但没有薄荷醇的味道

和气味；还有菲莫国际的新口味万宝路（青苹果），以及

帝国烟草的黑约翰（清爽薄荷）。

菲莫国际美国总部将迁至康涅狄格州
菲莫国际宣布将公司总部将从美国纽约迁至康涅狄格

州。这一决定得到内德·拉蒙特（Ned Lamont）州长办

公室的支持，将为该州带来大约200个就业岗位，从而推动

该州的经济发展。新总部预计将于2022年夏季投入使用。

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雅切克·奥尔扎克（Jacek 

Olczak）表示：“康涅狄格州可提供专业的技术、关于

未来的前瞻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我们认为这

里是美国新总部的理想之地，我们将努力更快实现‘无

烟未来’的愿景。非常感谢康涅狄格州为我们公司、我

们员工及其家人所提供的一切支持，我们非常期待以一

种有意义的方式融入社区。”

奥尔扎克表示：“菲莫国际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

康涅狄格州新总部将有助于加快我们的变革步伐。除了用

更好的替代品取代卷烟之外，我们还计划利用我们在生命

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在呼吸系统药物输送和植物

学等领域开发解决方案。我们希望通过产品创新、可持续

发展的领导力、人本就业实践和社区参与，成为该州的骄

傲。”新办公室将容纳美洲团队和公司其他职能部门的成

员。菲莫国际的运营中心仍将设在瑞士洛桑，继续支持全

球业务。该公司目前在全球拥有71000多名员工。

康涅狄格州州长内德·拉蒙特说：“热烈欢迎菲

莫国际来康涅狄格州安家，这再次表明我们州能够为企

业提供一个不断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多年来我们一直

在强调：康涅狄格州是一个适宜生活的好地方，也是一

个开展业务的有竞争力的地方，他们终于认识到了这一

点。他们的文化以及紧密参与所在社区的愿望也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期待他们对我们州做出积极贡献。”

最新反烟警告：提议印制在英国单支卷烟上的警告

英国立法者提议在单支卷烟上印制警语标签
英国报纸和网站上一则铺天盖地的新闻称：一

位英国立法者计划在议会宣布，要求在每支卷烟上印

制“吸烟致死”的红色字样，否则将会被处以罚款和/

或监禁。

立法委员乔治·杨（George Young）于6月14日

提出了所谓的“普通议员”法案，旨在使新的、更严

格的烟草警语标签成为现有卷烟法律的一部分。杨对

反烟草提案并不陌生；他曾在撒切尔时期担任卫生部

长时提出过卷烟警语提案。

吸烟者权利运动组织FOREST的西蒙·克拉克（Si-

mon Clark）认为该提案“十分可笑”，许多新闻报

道也持同样的观点。苏格兰斯特林大学2019年研究调

查了，相较于出现在包装上的警告，吸烟者对单支卷

烟上印制的“吸烟致死”警告的认知。斯特林的社会

营销研究所发现，吸烟者认为这种创新的方法有可能

阻止年轻人、开始吸烟的人和非吸烟者吸烟。他们得

出结论说，“每支卷烟上都有一个警告，可以加强健

康信息的传递，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卷烟，然后点燃抽

吸，最后放在烟灰缸里，每取一次都会看到警告，会

使避免看到警告的逃避行为更加困难。

吸烟与健康协会（ASH）的黛博拉·阿诺特也同意

这一观点，她说：“导致吸烟者死亡的是卷烟，而不是

烟盒，所以很明显，卷烟才是最需要印制健康警语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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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雪茄制造商请求放宽对古巴烟草的禁运限制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雪茄制造商之一J.C.纽曼公司

希望在其雪茄中使用古巴烟草，并向美国政府申请此权

利。鉴于对邻国古巴长达60年的禁运政策，美国禁止从

古巴进口雪茄、烟草和大多数其他产品。

J.C.纽曼公司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该公

司总法律顾问德鲁·纽曼（Drew Newman）6月中旬要求

国会将烟草列入可合法进口的古巴商品清单。纽曼引用

了奥巴马时期开始放宽对古巴进口的限制。在特朗普时

期，这一政策受到尊重，仍然允许从古巴进口咖啡和木

炭。雀巢旗下的品牌浓遇咖啡于2016年开始在美国销售

古巴咖啡。解除对古巴产品的禁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显然，没有任何程序可以申请禁运国家的产品豁

免，因此还不清楚J.C.纽曼向国会提交的请愿书会产生

什么结果。此外，美国允许那些声称自己在古巴的土地

被国有化的公民起诉现在从这些土地上获利的公司。因

此，任何与古巴做生意的人都必须确定古巴合伙人的公

司不属于这一类。

在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坦帕有150多家工厂，生

产5亿多支手工卷制的价廉的细长雪茄烟，主要使用古

巴烟叶。J.C.纽曼的另一位发言人埃里克·纽曼（Eric 

Newman）说，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宣布对古巴实行经济

禁运，这是“众所周知的坦帕雪茄业终结的开始”。

泰国非法进口卷烟持续增长
泰国消费税部6月中旬向负责起草2022年预算法

案的议会委员会提交了调查结果，目前泰国所售卷烟

中，30%是非法卷烟，主要是走私违禁品。

与此同时，由于公共部门正在开展反吸烟运动，烟

草税不断增加，合法产品的销售持续下降。烟草消费税

是政府预算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向国家财政缴

税约为22亿泰铢（7050万美元），占该部当年消费税总

收入的11%。

消费税部门还表示，卷烟销售下降影响当地烟农生

计，过去十年烟草税持续增加导致许多消费者购买非法

产品。在泰国城市和城镇中，非法卷烟在非正式卖家手

中随处可见，这些人经常在当地警察的眼皮底下售卖。

据悉，该部建议预算委员会审查现行的卷烟税结构，以

打击走私。奇怪的是，历来主打低价的Krong Thip和

Falling Rain等几个本土卷烟品牌，现在的零售价格高

于许多进口国际品牌。

乌克兰最高法院的裁定有利于帝国品牌
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AMCU）

对帝国烟草乌克兰公司和帝国烟草生产乌克兰公司处以4.6

亿乌克兰格里夫纳（1690万美元）的罚款毫无根据。

法院裁决认为，帝国烟草公司与乌克兰市场上烟

草产品分销活动无关，也是市场上仅存的唯一一家分

销商。AMCU于2019年10月因反竞争一致行动共向卷烟制

造商和经销商征收了65亿乌克兰格里夫纳（UAH）：向

Tedis乌克兰公司征收了34亿UAH，向菲莫国际销售和分

销公司征收了3.7亿UAH，向菲莫国际乌克兰公司征收了

8.1亿UAH，向PJSC JT国际乌克兰公司征收了4.3亿UAH，

向PJSC JT国际公司乌克兰分公司征收了4.9亿UAH，向帝

国烟草生产乌克兰公司征收了1.7亿UAH，向帝国烟草乌

克兰公司征收了2.9亿UAH，向英美烟草市场销售乌克兰

公司征收了8000万UAH，向PJSC A/T B.A.T.–Pryluky烟

草公司征收了4.5亿UAH。

帝国烟草乌克兰公司首席执行官拉斯蒂斯拉夫·切

尔纳克（Rastislav Cernak）说：“我们公司始终行事

完全透明，合乎规矩，倡导公平诚实的竞争，不仅遵守

乌克兰立法中所有反垄断法，而且遵守欧盟立法中规定

的保护经济竞争的原则。”

新裁决或将加大起诉烟草公司的难度
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正考虑是否推翻2006年的一项

裁决，以后起诉烟草公司可能更加困难。

本案为“恩格尔后人”案，是约翰·C·普里斯

（John C. Price）诉雷诺烟草公司的遗产上诉案。2019

年，第一地区上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决定推翻杜瓦尔县

（Duval）陪审团赔偿640万美元的初审裁决，并下令重

新审判。上诉法院的判决集中在一项关于共谋隐瞒吸烟

危害信息的指控上，辩称原告未指出一项误导普里斯的

关于吸烟危害的具体声明。

在提交给最高法院的案情摘要中，遗产管理局表

示，其他三个地区上诉法院没有要求恩格尔后人原告提

供这种声明。雷诺烟草公司的律师在他们的案情摘要中

辩称，上诉法院正确地认定，陪审员需要找到对声明的

更具体的证据。

雷诺烟草公司请求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维持上诉法

院的裁决，并与菲莫国际一起提交了法庭之友诉书，还

请求最高法院撤销2006年的一项裁决，该裁决确立了关

于吸烟危害和卷烟制造商错误工作的调查结果。

古巴的雪茄烟种植：美国雪茄制造商希望进口古巴烟叶，用于卷制美
国国内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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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美国儿童重返校园，家

长、教育工作者、公共卫生专家和立法者都

倍感担忧。这是由于美国各地出现了一系

列“电子烟或雾化产品使用相关肺损伤”

事件（以下简称EVALI），没有人了解发生

了什么，甚至连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都一头雾水。

2019年11月，CDC最终确定了一个“罪

魁祸首”：维生素E醋酸酯，是在非法制造

的THC（四氢大麻酚）烟弹中发现的一种混合

物。也就是说，罪魁祸首并不是尼古丁雾化

产品。两个月前，警方在威斯康星州逮捕了

两兄弟，当地治安官认为二人涉嫌非法制造

可雾化吸食的含有THC的“帝国”烟弹。）

然而，损害业已造成。“雾化”一直受

到官员、媒体和公众的指责——无论是尼古

丁还是THC，都被归为雾化吸食。

这一点在马萨诸塞州尤为明显，共和

党州长查理·贝克（Charlie Baker）实施

新证据揭示EVALI错误信
息致吸烟率增加

错误警报？2019年出现
EVALI电子烟恐慌后，许
多人复吸传统卷烟。

电子烟使

用率下降

了，但卷

烟吸烟率

却上升

了。

了可以说是美国最大规模的电子烟打击行

动。2019年9月至12月，他发布了长达数月

的全面禁令，禁止使用尼古丁和大麻雾化产

品。小型尼古丁雾化烟店停止营业，有些

甚至永久关停。之后，贝克撤消了这项全面

禁令，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加香电子烟和

薄荷醇卷烟，并对所有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的批发价征收75%的消费税。

几年后，贝克和马萨诸塞州卫生与公众

服务办公室（截至发稿前，Filter的请求未

得到回应）似乎都没有承认，至少他们犯了

一个错误。即使他们的最终政治目标是加香

禁令或征收过高的税收，他们也不能再把责

任归咎于EVALI。他们无法声称干预措施保

护了公众健康；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马萨诸塞州关于

EVALI和电子烟的错误陈述而实施的立法规

定，实际上导致了波士顿卷烟消费增加。波

士顿大学社区卫生科学教授、该研究的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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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迈克尔·西格尔（Michael Siegel）博士对Filter表

示：“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结果，EVALI显然与电子烟销

售大幅减少有关。但更令人不安的是，EVALI恐慌还与马

萨诸塞州和美国的卷烟消费量快速增加有关。”

在《减害杂志》（Harm Reduction Journal）5月5

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波士顿大学的阿曼达·卡奇马尔

（Amanda Katchmar）、艾德里安·谷纳温（Adrian Gu-

nawan）和西格尔共同撰写了一份对年度消费者数据的间

断时间序列分析。他们从尼尔森（Nielsen）那里挑选了

这些信息。尼尔森是一家全球性的市场研究公司，在许

多大型连锁零售商、杂货店和主要加油站的购物点用扫

描仪收集数据。

作者查看了某个月的数据，并将其与前一年的同一

个月进行了比较，调查的月份从2018年中期到2020年9

月。他们重点关注了几个介入点，包括美国各地的EVALI

案件激增和马萨诸塞州的临时全面电子烟禁令，随后的

加香禁令和75%的消费税。

西格尔说：“他们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关闭了

该州的整个电子烟业务长达数月。”在许多方面，这与

新冠疫情正好相反，新冠疫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迫使企业关门。而EVALI是人为决定关闭企业，损害了公

众健康。美国政府尚未发表声明，但公共卫生专家普遍

认为，雾化产品的危害比卷烟小得多。许多人希望美国

FDA通过烟草预上市申请程序，审查雾化产品是否“适合

保护公众健康”，这将在今年下半年左右公众舆论。

西格尔对Filter表示：“我们假设有很多关于

EVALI的误导性信息，这被归咎于电子烟，尽管事实证明

它们与此无关。因此，我认为很多人实际上认为电子烟

比卷烟更危险。”

有些人干脆开车穿过州际线，到新罕布什尔州、罗

德岛州、甚至康涅狄格州购买雾化产品。但数据显示另

一种趋势非常明显：随着成人电子烟使用量下降，卷烟

使用量明显上升。

西格尔说：“这是首个真正用实际实验证明这一趋

势的研究。”烟草行业分析师也曾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Filter审查的几份报告中，高盛的研究显示，在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卷烟销量增加，电子烟市场继续萎

缩。公众对雾化产品作为一种危害较小的替品的认知，

既被EVALI所削弱，也被雾化产品与新冠之间的关系的误

导性信息传递而削弱。

烟草行业专家、渥太华大学卫生法、政策和伦理中

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大卫·斯维诺（David Sweanor）对

Filter表示：“卷烟和雾化产品是可替代的商品，打击

其中一种，另外一种销量就会增加。攻击低风险替品需

要慎之又慎。”美国财政部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今

年1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去年的卷烟销售

甚至比2015年更为强劲，当时汽油价格大幅下跌，消费

者可以自由支配支出，而许多人在尝试了第一代雾化装

置后又复吸卷烟。”

然而，提及EVALI，就会让人联想到一系列病例的

出现，在最高峰时，CDC和FDA将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贴

上“流行病”标签。忧心忡忡的家长成立了反电子烟的

非营利组织，同一年夏天，EVALI案件开始出现后，JUUL

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其公司的营销

策略进行辩护。

对西格尔来说，EVALI是引起公众无知的导火线。

他说，现在公共卫生机构“只需要说实话”。

Filter杂志的经营者影响基金会（Influence 

Foundation），收到了Juul Labs公司的大量赠款。本文

最初由Filter（Filtermag.org）发表，这本在线杂志从

减害的视角报道药物使用、药物政策和人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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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R
eport

商人、政治家、慈善家、亿万富翁，

这是大多数人听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这个名字时，会想到的称谓。

十多年来，这位历任纽约市三任市长和曾经

的总统候选人，先是利用市长身份，后来通

过彭博慈善基金会，一直在领导反烟草运

动。但是，这些努力是在做纯粹的慈善事

业，还是富人操纵政府，并将其意识形态强

加于世界？

彭博倡议
当然，彭博慈善基金会从不隐瞒它与世

界各国政府合作的事实。该基金会与170个

国家的810多个城市有合作关系。彭博将其

全球金融技术、数据和媒体公司彭博社的大

部分利润，以及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彭博慈善

反烟草运动是在做慈
善，还是意图操纵？

慈善殖民主义？有人指控
称反烟基金被用于推广特
殊社会议程和/或影响全
球的政府机构。

基金会，其中包括他的基金会、企业和个人

慈善事业。彭博慈善基金会聚焦环境、公共

卫生、艺术、政府创新和教育等五个领域，

通过建立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宣传和游说”

等途径实现其目标。彭博减少烟草使用倡议

是该基金会开展的众多公共卫生倡议之一。

该倡议始于2007年，旨在实施一套名

为MPOWER的反烟草政策，包括监测烟草的使

用；通过无烟法律保护公众；提供戒烟帮

助；通过包装警告标签，使公众意识到烟草

的危害；执行广告禁令；提高烟草税。基金

会表示，该计划目前涵盖110多个中低收入

国家(LMIC)，包括中国和印度。并且有100

多个国家制定了至少一项MPOWER政策。现

在，该倡议还将其目标扩展到包括电子烟、

加热不燃烧烟草和非药用尼古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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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合神离
不过，“合作”一词可能取决于如何下

定义。为Inside Sources和竞争企业研究所

撰稿的米歇尔·明顿（Michelle Minton）

称，彭博社的反烟草努力是“干预”和“慈

善殖民主义”。彭博慈善基金会旨在通过其

在各个层面（民间社会、媒体和政府）的影

响力，“将其意志强加于发展中世界”。回

顾中低收入国家无烟儿童运动(CTFK)2017年

战略，明顿发现，CTFK作为彭博慈善基金会

的主要合作伙伴和反烟草基金接受者，通过

建立由各级有影响力的人物、政府机构和专

制政权组成的网络，达成表面上的共识——

即独立人士想要同样的反烟草政策。但实际

上这是CTFK精心策划和协调的努力。反过

来，CTFK正在推动彭博的决策成为世界卫生

组织——彭博另一个合作伙伴和基金接受

者——等国际权威机构的决定，操纵中低收

入国家遵守其反烟草政策。

其他彭博合作伙伴和基金接受者，包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CDC

基金会、Vital Strategies、停止烟草组织

和产品(STOP)、反烟草贸易诉讼基金、巴斯

大学（英国）烟草控制研究小组、全球烟草

良好控制治理中心(GGTC)、东南亚烟草控制

联盟(SEATCA)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FCTC)。

适得其反的政策
彭博及其合作伙伴不顾每个国家的文

化、经济、社会、贸易和地理差异，要求各

国政府实施相同的彭博反烟草政策，很可能

会适得其反。例如提高一个国家某种烟草产

品的吸烟率、刺激非法贸易，或导致人们铤

而走险。

不满足于制定主要针对卷烟等传统烟

草产品的政策，彭博及其合作伙伴现在瞄准

了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产品。许多人认为，

彭博及其合作伙伴这样做会淘汰更安全的烟

草替代品。马克·冈瑟（Marc Gunther）在

为慈善纪事撰稿时称，彭博资助了一场由彭

“很明显，
捐款被用

于影响
FDA，这
相当于行

贿。”

博和CTFK领导的反电子烟运动。公共卫生专

家称该运动“有误导性，没有可靠的科学基

础，结果可能弊大于利。”

其中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肯尼斯·沃纳

（Kenneth Warner）是真相倡议（致力于结

束烟草使用）组织的创始董事会成员，尼古

丁和烟草研究协会的前任主席、外科医生25

周年关于“吸烟与健康”报告的高级科学编

辑、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沃纳表

示，反电子烟运动是一个错误，迈克尔·彭

博“偏离了科学基础”。其他受人尊敬的烟

草控制人士显然也有这种看法。

冈瑟还表示，彭博和合作伙伴夸大电

子烟的危害，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吸烟的理

由，这绝对不是他们想要的。

最终要推翻操控
菲律宾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是彭博

资助的机构如何试图操纵中低收入国家政府

的最新例子之一。这也是政府进行反击、迫

使受彭博影响的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杰出典

范。菲律宾立法者表示，国际抗结核和肺病

联盟(The Union)由彭博慈善基金会资助，菲

律宾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接受该联盟

提供的150,430美元资金用于支持烟草控制政

策，两者可能违反了贪污腐败、道德行为、

烟草和游说等相关法律。

众议院良好政府和公共责任委员会最近

召开听证会，旨在调查FDA收到的资金是否

影响了特定和预先定义的电子烟和加热烟草

产品。

众议院代表莎朗·加林（Sharon Garin）

说：“很明显，捐赠行为是为了影响FDA，

而且这无异于贿赂。我们不能成为甚至不是

菲律宾机构的傀儡。这不仅违反了我们的法

律，而且违反了我们的宪法。”众议院副议

长Rodante Marcoleta表示，FDA从禁烟倡导者

那里获得私人资金是否“不当或不合规”。

菲律宾可能已经开始了一场新运动——

反击21世纪的慈善殖民主义，争取对自己事

务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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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是将国民幸福总值（GNH）替代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发展范式的国家，该国再次拒绝盲目遵循大多数国

家可能被视为规范的做法，而是选择对其公民最有利的更开

明的道路。

不丹有着悠久的禁烟历史，可一路追溯到远古时代，8世

纪，该国一位印度密宗大师将佛教引入不丹，他征服了一个

强大的恶魔，当时的不丹认为烟草植物起源于这个恶魔的月

经，因此，认为吸烟是一种罪恶。快进到现代，2004年，不

丹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各种形式烟草销售禁令以及

在所有公共场所禁烟的国家。随后，2010年出台了《烟草控

制法》，该法禁止烟草产品的种植、制造和贸易，但仍然允

许吸烟者进口一定数量的烟草产品，但需缴纳重税。该法出

台后，走私卷烟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变得更加猖獗。

不丹撤销全面
禁烟令
不丹不仅正式废除了举世闻名的烟草销售禁令，新烟草
法还取消了此前100%的销售税。

现在，随着《2021年烟草控制（修正）

法案》和《2021年不丹税收法案》的批准，

不丹正合法化以前禁止的产品，允许它们在

该国销售、购买、分销和运输。除此之外，

也将取消对烟草和烟草制品征收的100%的销

售税。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禁烟令，肯定

不胜枚举，这些禁烟令的理由一般都与公共

卫生有关。剥夺人们吸烟的权利，增加吸烟

的难度和成本，用恐吓手段威慑，已成为世

界各国的惯用手法。但是，这些禁令唯一的

成功之处在于，刺激了来源和质量可疑的产

品等非法烟草贸易的巨大增长，而这反过来

又可能对吸烟者造成比市场上合法烟草产品

更大的伤害。

2020年，不丹与印度边境日趋增长的

非法烟草贸易导致不丹的新冠病例激增，进

而引发不丹政府暂时取消了全国范围内的禁

烟令。今年6月，政府将这一举措永久化。

但是，这一决定不仅仅是因为打击走私者和

控制新冠疫情，政府还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

实：不让吸烟者吸烟可能会导致家庭紧张和

全方位的不快乐。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不丹政府积极鼓

励本国民众多吸烟。实际上，政府正在制定

一项计划，帮助吸烟者减少烟草消费。烟草

的生产和制造仍将被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

出售烟草也将继续受到禁止。然而，政府的

工作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烟草对吸烟者

的幸福至关重要，反过来，对他们的家庭也

是如此，政府向人们提供有关烟草和吸烟的

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选择，让

他们有机会自己选择是否吸烟，如果吸烟的

话，抽什么烟，抽多少烟——同时仍然保护

年轻人不受早年吸烟的影响。

全面禁令很少像其发起人认为的那样奏

效……烟草业也一直坚持一些做法。不丹的

烟草销售禁令导致印度黑市烟草产品蓬勃发

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丹是第一个在

全国范围内禁止烟草销售的国家，也许现在

它也将作为在公共卫生措施和允许公民自主

决定其生活和幸福的国家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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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DA将继续监管电子烟行业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密西西比州一家电子烟店发

起的诉讼。Big Times Vapes辩称，美国FDA被赋予监管

电子烟业务的权利违宪。法院拒绝审理此案表明，目前

FDA对该行业仍有监督管理权。

上诉的焦点是2009年美国《烟草控制法案》，美国

国会授权FDA监管烟草产品，导致部分产品销售受阻广告

和促销受限。2016年，FDA声称有权监管电子烟行业并开

始监管电子烟、蒸汽烟、雪茄和水烟。根据联邦法律，

这些产品被归类为“烟草产品”。Big Vape认为国会授

予FDA如此广泛的权力违反了美国宪法。

该公司表示，这意味着FDA对电子烟行业拥有唯一

的“自由裁量权”，例如阻止新产品销售。Big Vapes

想要援引所谓的非授权原则，这是一项宪法规定，即国

会必须在移交立法职责之前向机构提供明确的指导。然

而，据彭博社报道，最高法院自1935年以来一直没有以

违宪代表团的身份宣布法律无效。人们认为，也许法院

的五位保守派法官可能更愿意审理此案，但他们均表示

拒绝。

电子烟行业认为，蒸汽烟和电子烟能够大大降低卷烟

造成的危害。FDA回应称，法律允许该机构对可能导致尼古

丁成瘾的产品进行监管。

加拿大卫生部限制加香电子烟产品
加拿大卫生部决定限制电子烟产品添加烟草和薄荷

醇香味，以阻止年轻人吸烟。电子烟产品的尼古丁含量

也将限制在20毫克/毫升。

电子烟产品制造商须在7月8日前遵守这些限制规

定，零售商从7月23日起将禁止销售超过这些限制的产

品。帝国烟草加拿大公司公开批评这一举措，称“加拿

大卫生部已明确表示在减少烟草使用方面不会引入减害

的概念。”

帝国烟草加拿大公司企业和监管事务副总裁埃里

克·加格农(Eric Gagnon)说：“加拿大卫生部计划推

行的这项措施，将降低电子烟产品这种危害性较小的卷

烟替代品对成年吸烟者的吸引力，这令人难以置信。”

“几十年来，烟草业一直被要求生产减害替代品。

我们现在能够提供消费者喜欢的减害替代品，加拿大卫

生部却不遗余力地防止成年吸烟者改用这种替代品，”

他补充道。

加格农还表示，“减少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产品不是

要降低产品对成年人的吸引力，而是要执行现有法规。

目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产品和销售带有糖果或甜

点等对青少年有吸引力的电子烟产品都属违法行为。任

何违反法律的人都应该受到严惩。”

美国优质雪茄立法卷土重来
计划将手工优质雪茄排除在美国FDA监管之外的立

法，再次被提交到众议院。

这项《传统雪茄制造和小企业工作保护法案》

（HR3982）旨在取消FDA对优质雪茄的管理权，保护相

关工作机会和企业。该法案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共同投

票，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于2011年首次提出，2015

年、2017年、2019年多次提出，今年2月终于提交到美

国参议院。如果该法案在两年内未通过，就会失效，必

须重新提出。

在该法案中，大型传统优质雪茄指茄衣、茄芯、茄

套均使用100%的烟叶手工卷制，不含滤嘴、风味添加剂、

非烟草的雪茄嘴。每1000根雪茄的重量必须超过6磅。

美国机制雪茄的茄衣在进入搓捻-压盖机之前，如

果用纯烟叶手工卷制，可以不受FDA的政策监管。

6月，FDA撤回了优质雪茄规则制定提案预通知(AN-

PRM)。预通知于2018年3月发布，以期获取优质雪茄相

关的监管信息，以及FDA针对优质雪茄所采取的监管行

动等信息。不过，FDA已委托开展类似研究，预计将于

2022年春季完成。

电子烟将继续属于FDA的监管管辖权。

图
源
：
维
基
共
享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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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敦促FDA
暂停ENDS执法行动

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SBA)敦促

美国FDA对按时提交上市前烟草申请

(PMTA)的ENDS（电子尼古丁输送系

统）制造商的执法行动暂停一年。

这将使FDA有时间审查收到的所有申

请，而不是优先考虑大品牌的申请。

此前，FDA表示将根据制造商的

规模及其市场份额审查PMTA，这种

做法会偏向于那些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大公司。

SBA还鼓励FDA推翻这项政策，

并审查那些市场份额最小的公司的

PMTA，让更多小企业的产品留在商

店货架上，保护它们不被赶出ENDS

行业。

由于诉讼和新冠疫情等诸多

因素，PMTA截止日期自首次公布以

来屡次更改。但是，允许按时提交

PTMA的产品在市场继续销售、不受

FDA“自申请提交一年内”执法管制

的要求保持不变。

菲莫国际：计划“10年内”在日
本逐步淘汰可燃卷烟

5月初，菲莫国际公司新任命

的首席执行官雅切克·奥尔扎克

（Jacek Olczak），在接受日本新

闻社日经指数采访时表示，公司的

目标是“10年内在日本逐步淘汰传

统卷烟”。日本将成为菲莫国际实

现其长远目标——即用HTP等低风险

替品代替可燃卷烟，并最终完全放

弃使用可燃卷烟——的首个国家。

在日经指数的采访中，菲莫国际首

次宣布了其在特定市场实现这一目

标的具体时间。奥尔扎克：“我们

希望日本成为第一个逐步淘汰可燃

卷烟的市场。我们的目标是，2025

年，我们全球净收入的一半以上将

来自无烟产品。”在被任命为首席

执行官之前，他在过去25年中在菲

莫国际担任过多个高层职位。

雾芯科技面临多起诉讼
中国电子烟公司雾芯科技目前

至少面临四起集体诉讼。该公司被

指控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

的材料中对财务状况的描述言过其

实，而且向投资者歪曲了潜在的监

管风险。

6月9日，个人投资者亚历克

斯·加内特(Alex Garnett)首先

提起诉讼，几家律师事务所紧随其

后。当时，悦刻股价自6月初以来下

跌18%。这几起诉讼，要求对在美国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财务报

表的准确性加强审查。

加内特代表其他投资者发起

的诉讼称，投资者以人为抬高的价

格购买悦刻股票，部分原因是该公

司在其注册声明中遗漏和歪曲了信

息。代表投资者提交诉讼申请的La-

baton Sucharow律师事务所和Schall

律师事务所正在对悦刻是否未向投

资者披露相关信息进行调查。其他

一些律师事务所正在寻找想要加入

集体诉讼的投资者。

“遗漏和歪曲的信息”主要集

中在中国的烟草法规。不过，悦刻

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

件中，列出的投资者潜在风险信息

长达50页，其中包括中国电子烟新

规定可能对公司业务产生的“重大

不利影响”。悦刻2021年一季度报

收24亿元（3.661亿美元），比上

一季度增长48%；净亏损2.67亿元

（4080万美元），而上一季度的利

润为1210万元。

今年1月，悦刻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首次公开募股，其联合创始人摇

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两个月后，

中国电子烟法规的消息传出后，悦

刻股价暴跌。截至6月底，只有其中

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仍是亿万富翁。

德国将提高烟草税和电子烟油税
6月11日，德国议会通过一项烟

草税提税法案，明年起标准包装的

卷烟价格平均每包上涨10欧分。

2023年卷烟价格将再上涨10欧

分，2025年和2026年将分别上涨15

欧分。

目前，电子烟油只征收19%的

增值税，2022年电子烟油也将被纳

入烟草税法。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规

定仅适用于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油，

还是也适用于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

油。从明年开始，加热烟草产品也

将像卷烟一样征税。

雷诺烟草卷烟价格上涨
雷诺烟草计划从7月5日起提高

大部分主要卷烟品牌的定价。

雷诺烟草2020年四次提高卷烟价

格，累计每包卷烟价格上涨47美分。

今年1月和4月分别提价13美分和14美

分。自2020年1月以来，雷诺烟草主

要卷烟品牌定价累计提高88美分。

高盛分析师邦妮·赫尔佐格

(Bonnie Herzog)表示，预计菲莫美

国和ITG Brands也将跟风提价。她

表示“卷烟制造商获利方式有很多

种，并非只有提高卷烟定价这一种

方式”，并指出奥驰亚通过降价、

促销津贴和价格保护等方式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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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仍有人将其称为“加热不烧热”

（HNB）产品，但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的烟草企业更喜欢使用“加热烟草产品”

（HTP）或“低风险产品”（RRP）一词。无

论哪个名字，都指的是吸入烟雾的相同方

法：通过电加热的方式，将烟草加热到燃点

以下，然后吸入几乎无味的蒸汽。

全球最大的HTP市场
2014年，菲莫国际（PMI）在名古屋市

正式推出具有开创性的IQOS设备，这使HTP

在日本掀起了一场风暴，无数怀揣好奇心的

消费者在零售店门前排队购买。菲莫国际

随后在2016年扩大了IQOS在远东国家的销

售，但该公司“独一无二”的地位并未维持

很久。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烟草（JT）和英

美烟草（BAT）很快也相继推出了各自的加

热烟草设备，并且发展速度惊人。日本烟

日本加热烟草市场热
度未减
由于日本消费者陆续换用加热烟草产品，导致传统卷烟市场份额萎缩。为
此，《亚洲烟草》就最新进展采访了日本烟草公司。

日本烟草的Ploom系列在
日本国内及其海外市场都
非常成功。
图源：日本烟草公司

草传媒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Dinesh Babu 

Thotakura表示，“截至2020年，日本已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HTP市场。”

不再是“噱头”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9年11月开展

的“全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日本成年吸烟

人口为16.7%，其中包括传统烟草产品消费

者以及HTP等下一代产品消费者。其中大约

78%是男性，22%是女性。该调查还表明，超

过1/4的吸烟者使用过HTP，其中男性使用率

为27.2%，女性为25.2%。几年前，一些行业

观察家认为，HTP仅仅是“噱头”，从长远

来看，HTP不太可能战胜传统烟草产品。鉴

于此，上述数字很可观。

当然，结果证明观察家的看法是错误

的。就销量和销售额而言，HTP肯定在日本

占据了一席之地。日本烟草研究所（TI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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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om	S	(黑)	内置七星
烟弹。

Ploom	S	(白)	内置七星
烟弹。

日本草传媒与投资者关系
部总经理Dinesh	Babu	
Thotakura

图
源
：
日
本
烟
草
公
司

提供的数据表明，2020年，日本所有品牌的

可燃卷烟销量约为990亿支，价值约为2.475

万亿日元（225.8亿美元）。同年，约有413

亿个HTP烟弹进入零售柜台，创造了1.064万

亿日元（97.1亿美元）的收入。这对于一

个“噱头”来说相当不错了。

无数因素助推HTP成功
各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因素或许

可以解释HTP的飞速成功。日本烟草公司的

Dinesh Babu Thotakura说：“例如，公民

健康意识的提高肯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

年增加的烟草税也发挥了作用。但接下来我

们还必须考虑收紧室内吸烟规定，以及扩大

室外禁烟范围。加热烟草制品既不会燃烧，

也不会散发出卷烟的气味，因此受到消费者

的欢迎，尤其是那些非常有环保意识的消

费者。”HTP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只产生水蒸

汽，而没有燃烧有机材料产生的烟雾颗粒。

菲莫国际率先推出IQOS，2018年，日

本烟草也紧随其后，推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款

HTP，即Ploom TECH，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与此同时，英美烟草的glo设备也在日本首次

亮相。Thotakura承认IQOS仍然占有绝对的市

场份额，但这三家公司共同主导着今天的市

场。他对《亚洲烟草》表示：“我们在布局

速度上落后于竞争对手，这是必须认真接受

的事实。”

追赶市场领导者
为了迎头赶上，日本烟草公司寄希

望于对该公司的传统烟草业务行之有效的

一项战略：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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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可燃卷烟税收结构

一盒烟的零售价是540日元。
（图源：日本烟草公司）

国家烟草消费税
126.04日元（23.3%）

地方烟草消费税
142.44日元（26.4%）

国家烟草特种消费税
16.4日元（3.0%）

消费税49.09日元
（9.1%）

每盒烟共计征收
333.97日元（61.8%）

择。Thotakura解释说：“例如，在2020年，我

们推出了Ploom S 2.0，这是一种升级的加热烟草

产品。我们的消费者研究表明，大约70%的HTP消

费者选择薄荷醇口味，因此我们为Ploom S 2.0配

备了一种新的加热模式，‘TASTE ACCEL’，与

上一代产品Ploom S相比，它有效地延长了峰值

加热温度的持续时间。实现了薄荷醇的新鲜度、

丰富的蒸汽以及醇和的烟草味道之间的平衡，使

其成为喜欢薄荷醇口味的消费者的理想设备。”

“多样化”产品选择
不过，日本烟草并未局限于只引入新的

Ploom设备版本来丰富消费者选择。甚至在销

售传统的“加热烟弹”之前，该公司就开始

为Ploom设备推出“七星牌可填充烟弹”。对

于后一种产品，在低温下电加热烟液，产生

的蒸汽通过烟弹，足以使烟弹里的烟草散发

出风味和尼古丁，供用户吸入。“随着加热烟

草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和多样化，我们认为

能够不断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选择是非常重要

的，”Thotakura说。

优先投资和研发
为了应对消费者千变万化的需求，日本

烟草公司将优先考虑其在研发和营销方面的投

资，并改进现有产品的功能和特点。Thotakura

坚持说，所有这些领域都稳步向前，公司甚至

已经为其产品线开发了Ploom系列的一个新成

员。Thotakura透漏说：“我们正按计划于2021

年下半年在日本和其他国际市场推出下一代产

品Ploom X。”Thotakura援引该公司公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

报告称，这种精心策划的方法确保了日本烟草在HTP领域的总体

市场份额，截至2020年，该份额估计为26%。

雾化烟市场定位奇怪
当然，不能混淆HTP与雾化设备；尤其是在日本，雾化设备

在日本的地位非常奇怪。根据该国的《药事法》，所有含有尼古

丁的电子烟液都被归类为“药物”，使用这种富含尼古丁烟油的

吸入设备（即雾化器）被归类为“医疗器械”。由于该法律分

类，柜台上销售的任何雾化产品必须完全不含尼古丁，无论是开

放式，还是封闭式雾化系统、单个电子烟弹还是可填充式烟弹。

这将整个雾化细分领域有效地排除在“烟草产品”之外。

税收计算系统复杂
此外，HTP及其烟草雾化器被严格认为是需要缴纳相关税的

烟草制品。虽然标准包装的传统卷烟零售价包含了61.8%的各种

烟草税和其他税收，但HTP的税收并没有那么清晰。

2018年10月，日本税法增加了“加热烟草制品”的新税

种。新税种制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税收计算方法，考虑到HTP雾

化器的“应税烟草重量”，并将其转换为“卷烟单位”，然后

根据“卷烟单位”的实际零售价，最终确定对HTP征收的比例税

额（不含消费税）。不要纠结于令人困惑的细节，按照Dinesh 

Babu Thotakura的说法，即对一包6粒装七星烟弹的零售价征收

的从价税相当于对10.339支卷烟征收的税。

吸烟限制同样适用于HTP用户
尽管雾化和加热烟草制品都不会产生令人讨厌的烟雾，而

且蒸汽几乎没有气味，但和传统烟草制品的消费者一样，使用这

两种产品的消费者都被限制在指定的吸烟区。幸运的是，日本美

食经营者应该是世界上最宽容、最热情的人之一。大多数餐厅和

咖啡馆设立了单独的吸烟区，实行物理隔离，空气流通和通风

良好，少数餐厅和咖啡馆使用高科技的“空气幕”。Thotakura

指出，部分餐厅和咖啡馆现在甚至只为HTP用户保留了吸烟区

域，所以他们不必与传统的吸烟者混在一起。所有政府大楼、学

校、医院和类似场所都禁止任何形式的吸烟，包括使用雾化烟和

HTP，不过，这些场所设置了适当的室外吸烟区。“以吸烟为主

要目的”的酒吧、俱乐部和其他场所不必设置吸烟区。

稳坐日本市场
菲莫国际根据其全球战略，计划“10年内在日本逐步淘汰传

统卷烟”（见侧栏）。与菲莫国际不同的是，日本烟草未设定这

样一个目标，这与其决心提供尽可能多的消费者选择有关。鉴于

日本烟草聚焦HTP领域的投资和研发，该公司有可能在HTP领域与

菲莫国际相抗衡。至于可燃卷烟，日本烟草也不必担心。根据它

自己的数据研究，日本烟草目前以59.8%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菲

莫国际（20.9%）和英美烟草（16.2%）紧随其后。日本烟草的七

星品牌以27.6%的市场份额在日本国内位居知名度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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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land	Craft卷烟是“
世界上唯一一款生态卷烟
品牌”。
图源：Smokey Treats

手工啤酒、手工苏打水、手工奶酪、手工烈酒、手工熏肉、手工巧克力、手工面包……

手工产品数不胜数。毫无疑问，手工（或“工艺”）产品时下正流行。与工业品相比，手工

产品带来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积极拥护。如今自诩为“手工”的

消费品有很多，如果没有“手工卷烟”会令人感到惊讶吧。庆幸的是，手工卷烟真的存在。

那么与“商业卷烟”相比，什么样的卷烟才算是“手工卷烟”呢？

什么是“手工卷烟”？
南非Smokey Treats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当·范·温加登（Adam van Wyngaarden）

对此有一个特别的定义：“手工卷烟”通常由产量相对较低的小公司而非“大型烟草公司”

制造，小公司会倾注更多的精力，生产出品质优异的产品。然而，更重要的是手工产品必须

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并不是指那些绚丽的包装，而是指用于制造烟支的原材料……如果你的

产品缺乏创意，也只不过是“小公司的卷烟品牌”而已——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工卷

烟”。

美国Hestia烟草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David Sley表示，消费者如何给自己定位也

很重要。作为标志性品牌“Hestia”的创造者，他表示，“Hestia的消费者平均每周只吸半

包烟，相对于每天吸一包烟的普通吸烟者来说，这个频率要低的多。”因此，购买Hestia

手工卷烟制造商：在激
烈竞争中闯出一片天地
虽然来自“大型烟草公司”的竞争十分激烈，手工卷烟制造商仍然闯出了各自
的利基市场。为此，《亚洲烟草》采访了其中三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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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烟民，而是把

自己看成是“品质优越、味道自然

而且不会让人上瘾的烟草制品”的

鉴赏家。换言之，对许多消费者来

说，手工卷烟更像是一种身份的象

征，也是一种时尚宣言。

对“手工产品爱好者的心态”了
如指掌

瑞士Koch & Gsell公司联合创

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杰·科赫（Rog-

er Koch）对手工产品爱好者的心态

颇为了解（有关“Flora Growth将收

购Koch&Gsell”的新闻，请查阅第32

页）。他说，“手工产品消费者选择

产品时通常非常有主见。”烟草行业

的手工卷烟爱好者也是如此。“他们

对于自己想要使用的烟草产品，会经

过深思熟虑，然后精心挑选。这就是

他们选择不同于批量产卷烟品牌的原

因。”

做决定的过程并非总是基于消

费考虑这一个方面，他们经常还会考

虑自我认同的部分。“如果我抽X牌

卷烟而不是普通的Y品牌，我周围的

人会用更积极的眼光看待我吗？”科

赫表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能引起

大部分手工卷烟消费者的共鸣。

手工卷烟制造商积极发展品牌

固然有其“个人关系”存在。他们

最初考虑的是自己使用，或者在小

南非Smokey	Treats公司创始人兼CEO亚当·
范·温加登

Heimat品牌的打造者罗杰·科赫 Heimat烟草和大麻混合配方
图源：Koch & Gsell公司

范围的朋友圈中分享，即使品牌最后“走向商业化”，这种个人关系也会持

续存在。

“相比之下，批量产‘大品牌’卷烟的主要目标是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

大化的利润，”科赫说道，“而我们的品牌是高度个人化的生产过程。一旦

Heimat品牌开始以相对较低的产量、扩大规模批量生产，我们投入的热情也

会感染我们的消费者。”

Hestia：不经意间的大胆设想	
“与产品的个人关系”及“适度商业化的家庭企业”这两种模式恰好

跟Sley与范·温加登的情况相吻合。Sley在上法学院时第一次接触到手工卷

烟。“我那会儿经常吸的一个独立品牌叫做Marshall McGearty’s，味道非常

浓郁，”他回忆道，“他们在芝加哥维克公园附近有一个小店面，我经常光

顾那里。遗憾的是，这个品牌和店面最后都不存在了。”但是，Sley却从此

迷上了手工卷烟。

毕业几年后，Sley在乔治亚州瓦尔多斯塔遇到几个农民，他们之前种过

有机烟草，不过当时已经开始种植大豆。“几杯酒下肚之后，我提出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让他们为我种植一些有机烟草，如果他们答应，我承诺会创立

一个手工卷烟品牌，”他回忆道，“他们接受了这个挑战，一年后，我手头

有了很多有机烟草，但不知道如何处理。”当然，Sley后来兑现了他的大胆

设想，创立了今天的Hestia烟草公司。

Woodland：源于可燃卷烟缺乏创新的灵感
亚当·范·温加登热衷于手工卷烟同样也是始于大学期间，不过他创立

品牌的初衷则完全不同。他说，“2015年的一天，我和Smokey Treats的联合

创始人达维德·斯科特（Davide  Scott）在校园内吸烟时，不经意间发现地

上全是烟头。”经过一系列调查，他们两人发现传统卷烟的烟头是由不可生

物降解的一乙酸酯丝束制成的。他们还发现，醋酸纤维滤嘴棒实际上是地球

上一次性塑料垃圾、水生微塑性污染的最大源头。

“我们很惊讶，60多年来可燃卷烟一直没有创新，因此我们决定做些改

变，”范·温加登对《亚洲烟草》表示。不久之后，这两位好朋友创造出了

范·温加登所说的那种“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卷烟”。他们两个自己在家里卷制

图
源
：
Smokey Treats公

司

图
源
：
Koch & Gsell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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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tia手工卷烟 Hestia	Tobacco公司的David	Sley手中是他
打造的产品

图
源
：
Hestia Tobacco公

司

图
源
：
Hestia Tobacco公

司

和包装后，2015年开始在当地的音乐节上售卖。这款产品非常畅销。“这让我

们意识到对环境比较在意的吸烟者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很大。”亚当·范·温加

登迎来了众所周知的灵光乍现的时刻。

斯科特和范·温加登自掏腰包，经过三年的大量研发工作，于2018年12

月正式推出“全球首个环保型卷烟品牌”Woodland手工卷烟。“与传统卷烟

不同，Woodland采用无塑的纸质滤嘴，可100%生物降解。普通烟草中含有600

多种化学物，而我们的产品不含任何人工添加剂。”范·温加登表示，卷烟

纸也不含任何漂白成分。

该品牌的外包装同样也非常环保。未经漂白、未经分层，印刷油墨只

使用源于食品级有机大豆油的油墨。Woodland基本上使用的是本地种植的烟

草。此外，Smokey Treats还将其净利润的1%捐赠给南非的植树造林项目。 

“据悉，全球4%的森林砍伐由烟草业发展所致，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点补

偿。”范·温加登指出。

Heimat：瑞士拥有“最小生态足迹”的卷烟品牌
与此同时，罗杰·科赫在瑞士呼吁发展手工卷烟已有数年之久。他不

仅见证了瑞士烟草种植业从盛极一时走向不断衰落的过程，还见证了瑞士量

产卷烟品牌席卷全国的景象。“我认为瑞士烟草实际上也不错，值得拥有更

好的声誉，可以用在‘本土’的卷烟产品中。”

科赫表示，使用瑞士烟草能够帮助烟草业起死回生，这个初衷也是推

动Heimat发展的原始动力。他选用的品牌名称也是如此——Heimat的字面意

思是“家乡”。科赫称，Heimat的出现更多是源于偶然，而非规划设计的结

果。它将成为瑞士目前拥有“最小生态足迹”的卷烟品牌，这算是一个“积

极的、重要的附加效应。”

目前，只有Heimat的整个产品组合使用德国McAirlaid 公司生产的100%

可降解的纤维素滤棒，这表明科赫又将那种“偶然的”促进生态友好的初衷

往前推进了一步。科赫表示，“使用这种滤棒进一步兑现了我们致力于制造

手工卷烟的承诺，证明我们不会对醋酸纤维丝束废物和垃圾问题视而不见，

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也能为改善这种情况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一定程度的香气波动是“真正的”手工卷烟与生俱来的特点，与手工卷

烟使用纯粹的无添加剂的烟草有关，这是手工卷烟的普遍特点。例如，Sley

解释说他的客户可能会“注意到每年烟草味道的细微变化。”他表示，“我

们不会为了维持100%的香气一致性去

添加工业制造的调味剂，而是保留天

然气息。这是‘Hestia adventure’

的特色，不是生产缺陷。”

Sley还指出，给他供应烟叶的

农民种的都是有机烟草，而且这些

烟草未经“USDA认证”。“毫无疑

问，我们可以获得这个认证，但这

将是一笔额外的支出，我们不想转

移到消费者身上。我们的忠实消费

者相信我们会提供最好的产品，我

们从未让他们失望。”

混合配方含有弗吉尼亚烟草、
白肋烟甚至大麻

Hestia和Woodland目前都只有一个

混合配方。Hestia是典型的美国混合型

卷烟，使用美国南部种植的白肋烟烤

烟和弗吉尼亚烟草。Smokey Treats的

Woodland使用的是“调配后的弗吉尼亚

混合烟草”，范·温加登表示，“这

种烟草能更好地满足南非吸烟者的喜

好。”而科赫的Heimat配方更多元化一

些，有味道浓郁的“深色”烟叶和口

味清淡的“浅色”烟叶。瑞士自2016年

年初放开大麻立法以来，Heimat甚至提

供“烟草和大麻”的混合味道，尽管

瑞士法律规定，四氢大麻酚（THC）的

含量不得超过1%。

当然，扩大产品推广范围，完

全不同于在大学校园或音乐节上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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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自己在家手工制作的卷烟。Sley

表示，Hestia主要供应美国的网上市

场，“销售范围也将扩至全球。”然

而，品牌分销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他说，“我们一直在寻找分销合作伙

伴。”不过该品牌自推出以来已实现

了有机增长，甚至在香港和北非地区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S l e y 说 ： “ 单 从 销 量 来

说，Hestia与各主流国际品牌都无

法相提并论。扩大规模从来不是我

们的重点，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

们很高兴为消费者提供令他们兴奋

的产品，同时也很高兴能在此过程

中帮助独立烟农走出困境。”

欧盟禁令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科赫表示，Heimat 

“在瑞士所有的大型连锁超市如Co-

op、Denner、Volg和Valora都有供

应。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真正的独

立品牌，我们的客户也这么认为。”

如果瑞士也是欧盟成员国，也实施烟

草制品追踪系统，那么邻国德国的需

求将会非常大。“我们可以向德国出

口产品，但是必须缴纳57.6%的进口

税，我们没有任何的竞争力，”科赫

说道。

目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

是Heimat的“烟草&大麻”归类问

题。含有烟草和大麻混合物的产品

禁止在欧盟销售，不管四氢大麻酚

的实际含量是多少。奇怪的是，在

欧盟部分国家，只要四氢大麻酚

含量在法定范围内，纯大麻卷烟

不受此规定约束。瑞士放开大麻

后，Koch&Gsell公司实际上也在制

造和推广100%的纯大麻卷烟，而且

创造了全球首个商用大麻卷烟品

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销

售范围仅限于卢森堡和比利时，”

科赫表示。

Woodland最终愿景：从南非
走向全球

Smokey Treats虽然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但是目前仅限于南非市

场。“Woodland手工卷烟是南非高端

市场增长最快的卷烟品牌，”范·

温加登表示。对于未来他有更远大的

设想。“我们将会改变世界。21世纪

的消费者将会对环境越来越关注，

迎合想法新颖、思想成熟的现代烟

民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实现这个

设想，Smokey Treats迫切需要吸引 

“那些认为在自己国家Woodland手工

卷烟有市场的潜在分销商。”那么，

范·温加登的最终愿景是什么呢？他

得意地笑着说“全球扩张。”不过，

现在……还是要专心做好手工卷烟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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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吉尔伯特飓风袭击牙买加，彻底摧毁了该岛蓬勃发展的烟草种植业。金斯

顿工厂被风暴夷为平地，其标志性的“皇家牙买加”雪茄品牌被迫将生产转移到多米尼加共

和国。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岛上的另一个著名品牌——麦克纽杜的身上。继吉尔伯特之

后，麦克纽杜坚持了十多年，最终于2000年迁往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其他几十家较小的

制造商相继关闭，牙买加最终几乎从雪茄爱好者的世界地图上消失。

牙买加
巴林顿屋：重振消失的雪茄业

1996年，出生于牙买加、在美国长大的巴林顿·亚当斯（Barrington Adams）怀揣复

兴当地烟草业的梦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改变了牙买加的情况。他创建了巴林顿雪茄（牙买

加）有限公司，并创建了巴林顿屋（Barrington House），这是目前唯一一个真正在当地生

产的高端雪茄品牌。他对《亚洲烟草》表示：“我希望实现毕生的梦想，还希望回报祖国人

民，创造急需的就业机会。” 

飓风肆虐几十年后，牙买加现在又种植了少量烟草。亚当斯透露，岛上种植的主要烟

草品种是牛舌烟和Sp5，都是牙买加本土品种。他补充说，与其他地区的国家生产的烟草相

比，牙买加本土烟草“醇香气较淡、口感温和、层次丰富”，但叶片纹理较粗糙。岛上的火

山土壤富含养分，产生较温和的烟雾。

巴林顿屋的圣克鲁兹普罗（Santa Cruz Puro）系列是专门用牙买加烟草制成的，除此

之外，该公司的所有其他雪茄都只使用当地烟草作为茄芯。茄套通常来自墨西哥，茄衣来自

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阔叶烟草）或喀麦隆。巴林顿·亚当斯的儿子乔治·C·亚当

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加勒比地区国际知名的高端雪茄产地。然而，《亚
洲烟草》发现，高端雪茄产地并非只有这两大地区。

开曼雪茄公司的格兰杰·
豪格在灯塔农场视察烟
田。
图源：CCC公司

**	除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
国之外的知名雪茄产地

加勒比地区的知名雪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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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George C. Adams）担任公司首

席创意官，他表示，这也适用于该

公司目前畅销产品线“有保证的牙

买加始创系列”。他说：“我们认

为，这款雪茄香气柔和，整体口感

温和，当然其价格肯定有助于提升

人气。”

巴林顿屋的著名产品还包括

Harvill，该雪茄系列是纯天然、无

香料的品种，风味层次丰富，赋予了

朗姆酒、法国白兰地、香草、百香果

朗姆酒和咖啡的香味。哈维尔系列产

品广受消费者欢迎，因为所有的香料

都是纯天然的，但不会过于浓烈。当

然，还有Montalvo，这是巴林顿屋品

牌旗下的顶级豪华雪茄。它的特点是

具有喷薄的雪松香气，陈年雪茄醇度

更饱满，易燃烧。

严重依赖出口
巴林顿·亚当斯欣然承认，他的

雪茄业务严重依赖出口，每年约90%的

产量运往国外。据他透露：“在新冠

疫情之前，我们的主要市场是美国，

约占我们出口量的40%。”不过，国际

机场和游轮港口的免税店是更重要的

销售渠道，占出口额的60%之多。乔

治·C·亚当斯证实道：“由于我们目

前不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雪茄，因此，

免税销售未来还将继续是巴林顿屋的

重要销售渠道。”

巴林顿屋雪茄品牌的创造者巴林顿·亚当斯

巴林顿屋的产品组合丰富多样（图源：Pride	of	Jamaica,	Fundadores,	Montalvo,	Guaran-
teed	Jamaica,	Jamaica	Heritage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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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顿屋也一直关注亚洲，不过该公司在亚洲地区的市场表现未达预

期。乔治·C·亚当斯说：“中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之所

以特别受关注，是因为他们最近对高端奢侈品，包括高端雪茄，产生了需

求。” 

但是，该公司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提高了在亚洲的影响力。2019

年，巴林顿屋出席深圳首届国际雪茄博览会（ICE）。巴林顿·亚当斯热情

地说：“绝大多数反馈是积极肯定的。遗憾的是，新冠疫情来袭……现在，

我们在亚洲必须从头开始。尽管这可能令人沮丧，但这并没有真正困扰巴林

顿·亚当斯。自1996年以来，我们一直从事高端雪茄业务，并期待着将牙买

加丰富的烟草历史扩展到亚洲乃至全世界。”

开曼群岛
加勒比地区最新的崛起之星

小小的开曼群岛占地面积264平方公里，位于古巴和中美洲大陆以及英

国海外自治领土之间，是西加勒比地区唯一的陆地。该群岛66000名居民中

有一半以上居住在首都乔治镇——位于主岛大开曼岛。

由于岩石覆盖了大量岛屿的地表，只剩余一小部分耕地，因此，在这

里务农一直是一件苦差事。尽管该群岛的气候与古巴非常相似，非常适合烟

草，但总是优先考虑种植粮食作物。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后来，美国企业家和慈善家格兰杰·豪格（Granger Haugh）抵达大开

曼岛。他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灯塔农场（Beacon Farms），旨在帮

助吸毒者康复并推广新的农产品。豪格很快也将注意力转向了烟草，设想开

发“开曼特有的品种，赋予独特的品质，适合我们的地理位置、土壤类型和

气候环境”。

豪格坚信，他最终将种出世界上第一批100%开曼种植和卷制的高端出

口雪茄。豪格说：“我们生产的雪茄将自成一个体系，属于‘精品、超级高

端豪华雪茄’。产量将非常有限，仅使用手工选择的最佳100%开曼茄芯、茄

套和茄衣，并采用升级的包装和展示，以反映其定制质量和有限的供应。”

尽管豪格热情不减，但他很清楚，这项计划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2025年1月前完成第一批雪茄，目标可能是每批1万

至2万支，那我们将会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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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雪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Angelika	
Marshall

皇家巴巴多斯的手卷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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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强化实验
目前已经在灯塔农场全面开展

了一些进口烟草品种的试验。古巴

克里奥罗98的第一批作物于2019年

种植，2020年加工，打算用作茄套

或茄芯。尽管这些植物长出了非常

宽阔的叶子，长到了6英尺高，但遗

憾的是，作物在发酵阶段失败了。

豪格说，虽然没有苦味等令人讨厌

的特征，但它的风味不够丰富。

然后，2020年底种植了一批康

涅狄格阔叶品种，并在2021年2月收

获，作物非常健康，叶子很大。豪

格解释说：“发酵过程应该在7月份

完成，之后我们将评估结果。”目前

已种植了第二批阔叶作物。“100%开

曼雪茄烟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变得完

美，”豪格重申“必须种植和评估其

他几种茄芯，烟叶必须陈化一年或更

长时间，才能用于高端雪茄。”

豪格及其团队必须解决的其

他挑战包括减少甚至消除大开曼岛

土壤和水中的高氯化物含量，优化

烟叶加工程序，以及最终选择能够

提供最佳吸烟品质和风味的种子类

型。他说：“我们计划控制从种子

到雪茄的整个过程。我们所有的烟

草都是在果树和蔬菜作物的小环境

中进行有机种植，使用灯塔农场提

供的堆肥作为土壤改良剂。”

2021年初，灯塔农场甚至购置

了一台岩石破碎机，解决地表岩石问

题，增加耕地。豪格解释说：“该机

器将岩石粉碎成细颗粒，与堆肥混合

后，为我们的烟草苗床提供营养丰

富的土壤和良好的排水系统。”清

理岩石的地区也将采用“美国化”的

商业化农业，植物成排生长。豪格指

出：“我们设想的是一小片烟草苗

床，精心种植，以获得最佳质量，而

不是数量。我们要有策略地种植，而

不是随意种植。”

成立开曼雪茄公司
目前显然仍未种植出一种真正的“100%开曼雪茄烟叶”，雪茄鉴赏家不

必等待。豪格在几年前就有建立开曼雪茄公司的先见之明。他回忆说：“我

们最初的想法是在灯塔农场生产雪茄，但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农场不能持

有烟草许可证。因此，成立了私营的开曼雪茄公司（CCC, Ltd.）。”

在乔治镇附近建立生产设施后，开曼雪茄公司从古巴雇佣了雪茄卷制

师。在豪格的研究产生丰硕成果之前，他们将研究来自巴西、墨西哥、古巴

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烟草。该公司于2018年11月推出首款“雪茄产品主权2

号”（Sovereign#2）。从那时起，该产品组合已发展到6种不同的雪茄，其

中大部分都有罗布斯托型和绅士型两种形式（详见表格）。

开曼雪茄公司目前专注于两大市场。国内销售对象包括本地人和到访

游客。在出口方面选中了美国，这是因为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市场准入的

便捷性”。但是，该公司也开始关注亚洲地区，如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

及新加坡。

豪格说：“我们相信，高端和超高端、小批量和高品质的雪茄将在亚

洲引起高度关注，因为亚洲高端雪茄增长强劲。”《亚洲烟草》获得的可靠

信息确实表明，豪格的公司已经与香港的潜在经销商进行谈判。

虽然开曼雪茄公司的产量目前徘徊在每年3万支左右，但豪格坚持认

为，将产量翻一番甚至翻两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还预测，开曼群岛很快

将被充分认可为世界上最新的高端雪茄产地。“如果研发成功，我们将很快

向世界展示大开曼岛是一个可行的烟草种植区，并推出全新的、激动人心的

高端和超高端雪茄组合。”

将所有利润捐给慈善机构
但真正将开曼雪茄公司与其他所有高端雪茄制造商区别开来的是，它

的使命和宗旨是将100%的净利润捐赠给慈善机构。格兰杰·豪格指出：“这

是我们最初的使命；制作世界级的手卷雪茄，回馈世界各地的慈善组织。我

们知道有许多雪茄公司从事慈善活动，但我们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雪

茄公司将其全部净利润捐赠给慈善机构。”虽然开曼群岛当地的慈善组织是

最初的捐赠对象，随着该公司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将扩展至全球各地的其

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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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雪茄公司的Caravel（前）和主权2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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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雪茄公司——产品组合概述

*截至2021年5月 （来源：CCC公司）

品牌
主权1号

主权2号

主权3号

帝王

外交家

帆船

品规/(环规)

罗布斯托型（50）
绅士型（44）

小绅士型(44)

配方和风味
一款中等强度雪茄，混合了本地烟株中部和上部的烟叶，以及底部烟
叶。康涅狄格州阔叶作茄套，巴伊亚苏门答腊烟叶作茄衣，口感顺滑，
味道辛辣。
浓度较低，口感均衡、细腻。使用了本地烟叶的中部和底部，吸食体验
舒适。
最大胆的当属主权系列，主权3号采用了本地烟叶作茄芯，采用强烈的
阿拉皮拉卡烟叶作茄衣，口感层次复杂。
一款中等强度的雪茄，采用本地长烟叶，深色阿拉皮拉卡烟叶作茄衣，
口感极佳，辛香，劲道适中。

该款雪茄劲道和口感均衡，采用了强烈的长烟叶，口感丰富、深色的圣
安地列斯烟叶作茄套，巴西阿拉皮拉卡烟叶作茄衣。外形较大，口感顺
滑，是真正的雪茄爱好者的最爱。

这款雪茄尺寸较小，克里奥罗长茄芯和康涅狄格州的阔叶茄套和茄衣赋
予其顺滑和层次丰富的吸烟体验。

巴巴多斯
皇家巴巴多斯：
为高端旅游者定制高端雪茄

梦幻海滩、钢鼓乐队、朗姆酒……还有蕾哈娜（出

生于巴巴多斯岛，在美国发展的巴巴多斯籍女歌手、演

员、模特），这是东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稀松平常的一

天。但是，高端旅游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在20世

纪80年代末开始真正腾飞。不过，烟草并没有成为经济核

心，从来都没有。与牙买加以前大量种植烟草不同，巴巴

多斯的传统经济作物一直是甘蔗。

然而，一旦富有的外国游客蜂拥而来，他们不仅喜

欢品尝这个岛上著名的巴巴多斯朗姆酒，而且还想偶尔

品尝高端雪茄。

安吉丽卡·马歇尔（Angelika Marshall）出生于

德国，1990年随丈夫（目前已故）定居在巴巴多斯岛

上。她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马歇尔的丈夫并非烟草业

的新人，他几年前在德国经营过一家烟草厂。1993年出

现了一个机会，当时有人建议这对夫妇在岛上首府布里

奇敦附近购买一家破旧的、原来由加拿大人持有的工

厂。马歇尔回忆说：“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设想开发

一种手工制作的雪茄，比古巴同类产品更温和，但仍然

非常美味。”因此，创立了加勒比海雪茄公司，它是岛

内唯一的顶级雪茄品牌“皇家巴巴多斯”的制造商。

完美匹配巴巴多斯的形象
由于没有当地烟叶，马歇尔夫妇最初使用从古巴进

口的烟叶。安吉丽卡·马歇尔目前担任该公司董事总经

理。她说：“然而，我们最终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这

促使我们换用尼加拉瓜种植的烟叶作为茄芯，将厄瓜多

尔的烟叶作为茄套和茄衣。‘皇家巴巴多斯’的产品组

合目前包括4种雪茄规格，分别是罗布斯托型、丘吉尔

型、绅士型和小绅士型。

马歇尔说，他们的产品“完全符合并反映了巴巴多

斯作为高端、独家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尽管最初建立

这个品牌历经重重困难。“来自古巴雪茄的竞争是一个

严峻的挑战，但几年后，我们终于为‘皇家巴巴多斯’

赢得了稳定的客户群。”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皇家巴巴多斯”四种规

格的雪茄年产量在5万到6万支之间，因此，将自己定位

为“新兴公司”。岛上游客的直接销售占全年营业额的

60%，而另外30%来自邮购销售。马歇尔说，该公司还适

度经营出口业务，10%的产量主要被运往“其他加勒比国

家，包括美属维尔京群岛”。

然而，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皇家巴巴多斯”。随

着游客数量急剧下降，马歇尔估计总销售额下降了60%至

70%。低迷的形势也迫使她缩减了生产规模。此外，疫情

也给邮购带来了许多困难。“由于没有商业航班，客户无

法通过普通邮件收到订单。剩下的唯一选择是通过UPS包

裹服务运送，这是非常昂贵的。”马歇尔希望亚洲能为她

萎靡不振的业务注入新的活力。她说，“我真的很想和亚

洲的经销商或进口商谈谈。”否则，生活很可能又回归梦

幻海滩、钢鼓乐队、朗姆酒……，还有蕾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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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修订卷烟制造许可证条款
据路透社报道，埃及当局修改

了今年3月发出的邀请函，要求烟草

公司竞标卷烟制造许可证。此前四

家公司——纳赫拉烟草公司、帝国

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曼苏尔

国际分销公司——抱怨说，中标者

将获得的优势对其竞争对手而言不

公平。此后不久，竞标会被推迟。

该许可证可以结束东方公司长

达数十年的垄断。目前该公司拥有

70%的市场份额。

邀请函中的新条款规定，中标

者应同意每年生产10亿支卷烟，而

不是每年150亿支。并规定在招标结

束后的十年内，当局不再提供其它

许可证。修改后的投标截止日期为

2021年8月1日。

英美烟草被质疑与白俄罗斯国
有工厂联系

英美烟草因与白俄罗斯国有格

罗德诺烟草厂(GTF)内曼烟草厂联系

密切，被质疑与白俄罗斯政府有关

系。

该工厂为白俄罗斯市场生产数

百万包英美烟草产品，包括乐富门

和波迈。

最近英国警方查获了带有白俄

罗斯标志和健康警告的非法包装。

在英国每年销售的55亿支假冒卷烟

中，约有10%来自白俄罗斯，专家称

其中大部分是在该工厂生产的。

活动人士和议员质疑，英美烟

草等英国公司是否应与白俄罗斯保

持联系。

亲民主组织Nadzeya-UK的一位

发言人表示：“一家大型英国公司

与一家白俄罗斯工厂持续保持密切

联系，而且该工厂100% 归卢卡申科

政权所有，这令人感到愤慨。”

英美烟草表示：“我们很满意

英美烟草白俄罗斯公司遵守集团打

击非法贸易的所有政策和程序，以

确保GTF Neman以英美烟草商标制

造的产品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顺利销

售。”

Flora	 Growth将收购Koch	 &	
Gsell

全球领先的大麻户外种植商和

大麻品牌制造商Flora Growth公司

宣布已签署意向书，将收购总部位

于瑞士的Koch&Gsell及其全资大麻

品牌Heimat的全部股权。

Koch&Gsell生产和销售THC含

量低于1%的大麻产品，包括纯大

麻、混合大麻和烟草卷烟，以及散

装花卉和茶，其产品在瑞士2500多

家门店有售。Heimat已成为瑞士

工业制造大麻卷烟的领先品牌之

一。Koch&Gsell在卢森堡和比利时

分销Heimat纯大麻卷烟和各种瑞士

种植的大麻花，在整个欧洲快速扩

张，并已进入亚洲国家市场。

根据意向书的条款以及最终

收购协议和批准条款，在交易完成

后，Flora还将投资200万瑞士法郎

（220万美元），将Heimat品牌迅

速拓展到新市场，并加强Heimat在

瑞士市场的地位。此外，通过利用

Koch&Gsell现有的分销网络，Flora

计划将其品牌组合，包括M i n d 

Naturals、Mambe和Almost Virgin，

引入瑞士和欧洲市场。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Flora预计

将收购Koch&Gsell的所有大麻、混合

大麻和烟草卷烟制造技术。卷烟制造

专利技术每天可生产卷烟40,000余包

（每包20支）。该技术在全球80多个

司法管辖区获得专利。Flora预计将

这项技术带入新市场，利用Flora的

高质量、低成本投入，生产大麻或大

麻混合卷烟产品。

交易完成后，Koch&Gsell将

继续由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Roger 

Koch领导。他一直负责瑞士、欧洲

和亚洲等新国际市场的Heimat品牌

推广。

中国海外烟草工厂走私卷烟到
乌克兰和拉丁美洲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

（OCCRP）称，走私到乌克兰和拉丁

美洲的中国卷烟来自设在罗马尼亚

和巴拿马的中国烟草工厂。

OCCRP和《基辅邮报》的联合调

查发现，在过去7年中，中国烟草总

公司（CNTC）在欧洲唯一的一家卷

烟制造厂——罗马尼亚工厂走私了

至少5亿支卷烟。从该工厂进口卷烟

的14家乌克兰公司中，有3家因涉嫌

大规模走私卷烟正在接受调查。

CNTC在罗马尼亚的子公司——

中国烟草国际欧洲公司表示，公司

遵守罗马尼亚和欧盟的所有相关法

律，并“不断改进我们的风险控制

措施”，包括在2019年实施追踪系

统，以减少走私犯罪行为。

据OCCRP、哥伦比亚Cuestión 

Pública和巴拿马Revista Concolón 

称，由于CNTC制造的卷烟不断出现

在巴拿马黑市，CNTC 在巴拿马的工

厂被当局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由巴拿马公司组成的销售网络，这

些公司运送大量中国卷烟到拉丁美

洲国家的非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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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重塑

传统生产链条，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制造呼之欲出。中国烟草行业，卷烟工业企业

探索卷烟智能制造的步伐正在加快。智能传感、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等新技术，越来越多地

应用在设备运维、质量控制、工艺管理等工作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契合卷烟工业企业的

需求，中国国产烟机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智能烟机开发和智能服务拓展中，iTOS烟机智能

管理系统、设备健康状态监测系统等一系列新产品相继问世，为卷烟智能制造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

iTOS助推智慧工厂建设
智能制造，设备是重要的物质基础。新形势下，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

企业——常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德烟机）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提出要深

度融合感知、计算、控制、通信等技术，打造一款能够搭载在卷接机组上的智能化管理系

统，以提升烟机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带动服务和制造的智能化升级。2016年，iTOS系统研发

项目正式启动。

“数字孪生技术和可视化技术是系统研发成功的关键。”常德烟机研究所副所长余清

介绍说。研发团队集成设备研发设计阶段中的静态数据和设备运行中产生的动态数据，首先

搭建一个与实体烟机一一对应的数字孪生体，然后运用大数据分析，在iTOS系统中建立完善

包括“一机一档、智能维保、专家服务、智能感知、智能诊断、智能分析”等在内的六大核

心功能模块，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

中国烟机		探路“智造”
文

/烟
草

在
线

中国烟机企业越来越多地
实施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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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
ISO 45001:2018 & SA 8000:2014 COMPANY)

EXCLUSIVE BUSINESS PARTNERS WITH DAICEL - FILTER TOW, KAYMICH - GLUING & FLAVOURING SYSTEMS, ARKOTE - KNIVES,
MAX SCHLATTERER - ESBAND TAPES, G.D. S.P.A., SCHWEITZER MAUDUIT (PDM/LTR), BOEGLI-GRAVURES S.A., BENKERT - TIPPING
PAPER, CERULEAN - TESTING & MEASUREMENT EQUIPMENTS, GODREJ - GLYCERINE/CASINGS AND OTHER LEADING COMPANIES. 

其中，数字孪生体结构模型的创建、“一机一档”功能模块的应用，对卷烟工业

企业基于信息空间建设与实体工厂生产要素相互映射、适时交互、高效协同的数字工

厂起着重要的设备模型和信息流支撑作用；“专家服务”功能模块、智能运维业务有

助于用户建立产业链配套、供应链协同的网络化生产体系，不断提升其快速响应市场

能力；而利用设备运行大数据建立的大量智能算法模型，对提升质量、提高产量、降

低消耗具有重要价值。

如此一来，搭载了iTOS系统的烟机设备，具有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

精准执行、学习提升等功能，为卷烟工厂实现“近零故障停机、近零质量缺陷、近零

资源浪费”的无忧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重点保养哪个部位、如何保养、什么时候完成，系统结合设备状态都给出了具

体参考标准。”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电气设备管理员李钰靓每天一

上班就打开搭载在ZJ118型卷接机组上的iTOS系统，通过“智能维保”模块，认真执

行系统最新生成的每日点检、润滑、保养等计划。他说，智能维保不仅避免了过度保

养造成的浪费，也大大降低了保养不及时造成的部件损伤，深受车间一线欢迎。

“‘一机一档’实现了烟机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青岛卷烟厂高级工程师孙熠指出，iTOS系统的这个模块包含了设备概况、设备结

构、随机文档、培训资料和备件清单等内容，为卷烟厂提供了精准、高效、优质的数

据服务，对于提升管理和维修效率及规范性有很大帮助。

“iTOS抓取大量有关设备维保、健康状态数据，开发的功能模块在促进设备异

常识别及预警、在线远程监测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

学院荣誉院长、智能制造领域专家倪军在实地观摩iTOS产品应用现场后给出了这样

的评价。

如今，常德烟机公司已研发出可搭载iTOS的新一代智能烟机ZJ119型卷接机组，

并已完成行业鉴定；ZJ118机组的智能化升级也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他们正加快

“近零故障停
机、近零质量

缺陷、近零
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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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Corporation is the leading global leaf tobacco supplier. Our modern production methods allow us the 
flexibility to quickly adapt to new ideas, customer requirements and industry trends. Universal has a diversified range 
of capabilities for value-add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we can offer our customers, including:

• The formulation of tobacco blends, including shisha and ongoing blend maintenance. 

• High-quality liquid nicotine that exceeds U.S. Pharmacopeia standards, and is extracted and purified in our 
cGMP facility.

• Laboratory facilities that are ISO 17025 accredited, and offer reliable analytical testing services for your tobacco, 
smoke, shisha, e-liquid and vapor product needs.

• Expertise in naturally reconstituted tobacco.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high-quality filler, binder, wrapper,  
one-leaf, and tipping paper which can be tailored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WE ARE TOBACCO 
ALL YOUR TOBACCO NEEDS IN ONE COMPANY

visit our website:

www.universalcorp.com

Universal is consistently looking for ways to serve our customers’ current and future 
needs in the global market. Contact us to discuss how Universal can help you move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推进设备运维服务中心建设，开展呼叫中心、远程诊断、在线培训、备件商城等具体

业务，为用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

“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客户问题，不断创新，通过微服务App的形式，打造一个

微应用生态圈。”常德烟机副总经理鲁方霞表示，他们将以此次系统发布为契机，不

断深化与用户的密切合作，找出iTOS助力行业智慧工厂建设的切入口和突破点，为中

国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装备保障。

设备全状态监测系统实时诊断设备状态
在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卷烟厂卷包车间，众多烟机设备中，ZB416A

细支硬盒硬条包装机组格外引人注目：它搭载了全新的设备全状态监测系统。这是

中国烟草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企业——上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烟机）针对用户设备运维痛点，综合运用智能传感、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

研制出的智能监测系统。当机组运行时，其振动、温度、转速等信息被该系统实时

采集，成为设备健康状态诊断的依据，从而有效帮助操作者了解设备运行状态，降

低设备故障率。

全状态监测系统是上海烟机瞄准烟机设备运维的痛点研究开发的。当前，卷烟工

业企业设备维修方式主要有计划性维保和故障停机维修两种，均存在维保成本、备件

库存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针对此种情况，2018年以来，上海烟机经过调查研究，将设备全状态监测和故

障诊断技术引入卷包设备检修，制定了面向全系列包装设备的全状态监测系统解决方

案，帮助卷烟工业企业更科学、经济地安排维修工作，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设备

可靠性。

全状态监测系统主要包括振动状态监测、油路状态监测、电机状态监测和气路状

态监测，能够更全面及时地发现设备的潜在问题并进行预警，自动给出解决方案，指

导工作人员开展预防性维修，从而避免因故障造成设备停机或损坏，影响正常生产。

2020年3月，首套全状态监测样机完成整体方案设计，选取了18个振动点、13个

气路点、18个电机点和1个油路点进行监测。相关技术人员通过近三周调试，打通了

所有采集点实时数据传输，于2020年6月完成样机试制。目前，该系统已在南京卷烟

厂投入应用。

同时，上海烟机还完成了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卷烟厂ZB418机组、内

蒙古昆明卷烟有限责任公司ZB45机组全状态监测整体方案设计。

目前，全状态监测系统已实现对各主力卷包机型全覆盖，将有效帮助用户实时了

解设备运行状态，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促进节能降耗，更加适应高

质量发展要求。

以满足卷烟工业企业需求为核心，2020年以来，上海烟机公司持续推进技术创

新，加快数字化转型进度，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智能烟机开发和智能服务拓展中，推

动产品转型升级，实现了双铝包机组提速和侧开式、全开式包装产品技术平台升级，

完成了双铝包机群智能服务项目硬件安装和中速平台新型烟草制品包装机组研发试

制，ZB416和ZB416A机组、侧开2.0版样机等一批产品顺利交付用户。

结语
iTOS烟机智能管理系统和全状态监测系统与卷接包机组一起构成了中国烟草的

智能烟机。此外，围绕设备预测性运维，北京达特集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还开发了三

维可视化综合管理系统、大屏监控管理系统和设备维护APP，用户遇到故障可快速调

取解决方案，或连线达特公司进行解决。随着一项项智能应用的普及，中国烟草机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加紧完善烟机智能化顶层设计：着手编制《烟机智能化发展规划》

《烟机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对烟机智能服务统一平台项目开展可行性分

析；编写智能烟机技术报告，向用户回答智能烟机“是什么”的问题；加快推进“智

能烟机技术规范1.0”等项目，解决智能烟机“怎么干”的问题；建立烟机智能化研

究团队，全方位推动传统烟机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接下来，我们
要聚焦客户问

题，不断创
新，通过微服

务App的形
式，打造一个

微应用生态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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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茄衣烟叶或重振北卡罗来
纳州农场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烟草推

广专家兼助理教授Matthew Vann表

示，对农民来说，雪茄茄衣烟叶可

能是一种可行的新作物。因为无瑕

疵的茄衣价格每磅高达6美元，约为

白肋烟价格的三倍。

Vann表示，烟草产品销量总体

出现下降，但全球对雪茄茄衣烟叶的

需求有所增加。烟草公司除了把目光

投向种植雪茄茄衣烟叶的传统地区如

康涅狄格州河谷地区和宾夕法尼亚州

兰开斯特周边的县之外，也开始寄希

望于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亚

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历来种植白肋烟

和烤烟）的农民。

在过去两年中，北卡罗来纳

州推广部和该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

部研究站一直在试验种植雪茄茄衣

烟叶，其中大部分试种植在西北卡

罗来纳州进行。通过吸取第一年的

种植经验，该研究站在2020年成

功种植了规模更大、具有商业价值

的作物。

山区研究站的研究运营经理

Chad Moody表示，那些愿意投入时

间和精力学习种植新作物的农场，

可能会取得最大的成功。

Vann表示，2019年北卡罗来纳

州大约有十几家雪茄茄衣烟叶种植

户，此后每年都呈增长态势。烟草

公司也开始提供免费种子、种植建

议和临时价格保证等支持。

津巴布韦烟草销售额达4.15亿
美元

进入烟草销售季两个月后，津

巴布韦农民已售出1.5亿公斤烟草，

销售额约4.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增加40%。

本销售季将于8月份结束，预计

将售出2亿公斤烟草。

截至2021年6月中旬，拍卖场共

售出136,218捆烟草，合同拍卖场共

售出1,880,326捆烟草。

坦桑尼亚烟草价格较前一季高
出10倍

塔博拉地区的烟草价格比前一

季高出10倍，每公斤达4,000坦桑尼

亚先令（1.73美元），将促使小规

模烟农增加产量。

买家可靠、农场投入以及产品

质量推高了销售价格。Uyui区域执行

董事Hemed Magaro表示，当地部分

投资者冒险进入该行业，烟草买家增

多导致竞争激烈，价格上涨，因为每

个人都争先恐后地争夺最好的产品。

“该地区至少有五家大型烟草

买家带头增设了烟草等级。这意味

着不仅个人可以销售烟草，而且销

售价格合理，”Magaro说。

坦桑尼亚烟草委员会代理总干

事Stanley Mnozya表示，可靠的烟草

买家能够保证质量，而且也在购买数

量上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今年的种子

供应量增加到6850万公斤，2019年为

5400万公斤。

Mnozya继续说：“我们持续对

烟农进行审核，以便我们可以有一个

准确的数字，并提供恰当的方法来为

他们服务。我们还提供了推广人员，

每位推广人员可至少为150名烟农提

供服务。最终，烟草质量从67%提升

到93%。”

作物质量的提高，也是推广人

员在整个农季拜访农民进行咨询和

相关服务的结果。

联一巴西公司与拜耳合作帮助
农民实现作物多样化

联一国际巴西公司与拜耳作物

科学公司合作，帮助巴西烟农实现作

物多样化，为小农户提供种子品种和

技术，以提高玉米的产量和收入。

联一国际公司全球农学总监He-

lio Moura表示：“看到促进作物多

样化，例如我们在巴西的玉米项目，

能够改善农民生计，推动社区内的经

济增长和发展，令人感到兴奋。”

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作物相比，

烟草种植成本高，但更有利可图。

因此“仍然有许多充分的理由将烟

草作为农场作物组合的一部分。”

2019年的数据显示，巴西是世

界上仅次于印度和中国的第三大烟草

种植国。联一国际公司在巴西的合同

农民中，约有75%将玉米与烟草一起

种植。平均每公顷产量不到5,500公

斤。拜耳的农业技术有可能将其增加

到每公顷10,000公斤以上。

联一国际-拜耳试点项目始于

2020年农事季节，有2,300名农民参

与。积极的反馈使得该公司决定将

计划推广到巴西的所有签约农民，

并可能在整个公司的全球运营中进

行推广。其中包括来自20个国家的

300,000名农民。联一国际还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支持非烟草作物市场的

发展。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修改马
拉维烟草禁令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修

改了其禁止进口马拉维烟草的暂扣

令。现在，来自马拉维优质烟草有

限公司(PTML)的烟草在所有美国入

境口岸都可以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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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修改仅适用于来自马拉维

Club Growers的烟草。马拉维其他公

司如果未向CBP证明其供应链没有强

迫劳动，那么暂扣令将继续生效。

美国CBP于2019年11月禁止从马

拉维进口烟草，理由是怀疑这些烟

草种植存在强迫劳动和童工使用的

情况。

这是CBP第三次修改对来自马

拉维的烟草暂扣令。从2020年6月

开始，首次允许从联一国际进口烟

草，随后在2020年8月再次修改，允

许从利马烟叶公司进口。

CBP贸易办公室代理执行助理专

员John Leonard表示：“CBP对强迫

劳动进行的执法努力，将继续为全

球工人带来积极变化。从我们的供

应链中消除强迫劳动，可以防止弱

势工人受到虐待，维护守法企业的

竞争力，并保护消费者免受不道德

产品的侵害。”

疫情对卡纳塔克邦的烟草种植
没有影响

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烟草种植

未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烟草委员

会将烟草种植量增加到9700万公斤

后，农民继续在迈索尔和哈桑地区

的种植园种植烟草。去年，烟草种

植量从9900万公斤减少到8800万公

斤，现在几乎已恢复到正常的作物

产量规模。

去年，该州11个平台的烟草

成交量为8842万公斤，平均价格

为每公斤119.87印度卢比（1.62美

元）。尽管最高出价为264印度卢比

（3.56美元），但大量烟草被归类

为低档级别。去年每个谷仓限制种

植1550公斤，现在每位农民可以种

植约1,750公斤烟草，种植成本大致

相同。

卡纳塔克邦弗吉尼亚烤烟联合

会(VFC)烟草种植者协会主席Javare 

Gowda表示，即使在疫情期间出口

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农民也更

喜欢种植烟草作物。与其他作物相

比，这种作物的回报更有保证。

Gowda举了去年烟农改种生姜的

例子。生姜从每袋（60公斤）2500

印度卢比降至不到1,000印度卢比

后，价格仍未恢复。

行业人士预计，今年卡纳塔克

邦的烟草种植面积将增加约3000公

顷，从70,000公顷增加到73,000公

顷。因为许多去年改种生姜的农民

又改种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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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几乎所有农业部门都在各个方面实施“可持续性”；烟草种植

也不例外。无论是在全球活跃的大型公司还是更本地化的供应商，他们都在

实施一系列举措，旨在改善整体农艺学，促进烟草种植农业实践，同时合理

保护环境。

聚焦可持续性
联一国际公司（AOI）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该公司的全球农学

总监赫里奥·穆拉（Hélio Moura）解释说：“烟草种植的可持续性是一项

包罗万象的运动，旨在鼓励环境管理以及社会和人权重要领域的最佳农业标

准，同时保持诚信经营。一般来说，可持续性倡议包括推动在气候变化、水

和废物管理、农民富裕、人权和商业诚信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努力。”

家族企业Mangli Djaya Raya（MDR）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著名的烟

草种植中心任抹县，该公司总裁克里斯蒂安·A·约多·约卓（Christian A. 

Njoto Njoo）对这个话题感情洋溢地表示：“自十多年前开始经营以来，可

持续性一直是我们经营的重点。对我们来说，‘可持续性’意味着我们的业

务要尽可能地与大自然母亲保持和谐，避免为了急功近利而破坏大自然的平

衡。我们在大自然的土壤里种烟并以此为生，所以我们当然觉得有必要回报

大自然。这是我们至少能做到的。”

可持续性倡议是现代烟草种植业的重要部分。为此，《亚洲烟
草》采访了两大供应商，讨论了各自的计划。

烟草种植可持续
发展

联一国际与全球农民密切合作，在烟叶各个
生产阶段提供农艺技术，图为巴西烟田。
图源：联一国际公司

2005年后，联一国际支持新品种开
发，帮助提高农民利润和烟叶品质。

图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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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一国际员工在巴西检查烟叶品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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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指出，幸运的是，印尼农民传统上善于

保持这种自然平衡。“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正式研究过可

持续发展计划的现代概念，但却本能地坚持核心原则，

知识代代相传。”这种态度使MDR等公司更容易实施具体

的计划。“我们只需要与农民合作，使他们的传统实践

与我们根据农学科学制定的现代计划同步。”

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地区管理和促进可持续性是一回

事，但是，当业务扩展到多个国家和地区时，比如像联一

国际这样的公司，计划必须更加结构化和“定制化”，以

适应现场条件。联一国际的赫里奥·穆拉指出：“虽然我

们公司在实施可持续性措施方面采取了全球化的做法……

但具体的举措可能会因我们在每个运营区域所面临的特殊

需求而有很大差异。所有的种植者都需按照合同要求，满

足我们的农业劳动实践（ALP）和可持续烟草生产（STP）

的要求。”他补充说，联一国际通过以农民可持续性为核

心的可持续烟草种植的整体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

环境影响，并支持我们运营所在的人民和社区。”

作物轮作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尽管两家公司都积极实施一系列农业可持续发展政

策（见表），但轮作是最基本的政策之一。和任何其他

农业商品一样，烟草以吸取某些土壤养分而闻名，而其

他的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营

养成分的不平衡，而这往往需要通过施用化肥和土壤改

良剂来解决。穆拉说，一旦主要烟草作物收割完毕，联

一国际鼓励其签约农民种植淡季连续作物，如燕麦、巴

拉草，以及小麦和黑麦杂交的小黑麦，以保护土壤免受

侵蚀和压实。“这些作物不仅是促进土壤健康的手段，

而且是农民额外收入的来源，例如，它们可以作为牛饲

料出售。”

与此同时，MDR农学家Dian Haruno对《亚洲烟草》

表示，他的公司遵循每年的轮作周期，分为三个“季

节”，每个季节持续四个月。“对于我们生产的大多数

烟草品种，如Besuki NOTA、Voor Oogst Jatim、Kasturi

和Madura以及Lombok FCV，我们首先种四个月的稻田，

然后再种四个月的主要烟草作物，最后种四个月的玉

米，这是一年的作物生长。”然而，Besuki NO的周期有

所不同，一开始是两次四个月的水稻种植，最后是四个

月的烟草种植。

化学肥料仍是主要的解决方案
尽管作物轮作确实具有许多改良土壤的优点，但没

有一个烟草农场可以完全不施肥。然而，虽然天然有机

肥料的使用正在上升，但化学肥料往往仍然是不可或缺

的必需品，尽管它也许并非“理想的解决方案”。联一

国际的赫里奥·穆拉承认：“目前，我们用来促进和保

护土壤肥力的主要过程仍然需要化肥。”不过，他补充

说，该公司致力于在合理的情况下增加天然肥料的使用。

联一国际开展的一些研究项目印证了其承诺。他

说：“例如，我们在巴西探索利用菌根增加土壤中磷的可

能性。”术语“菌根”描述了某些真菌和植物之间的相互

共生关系，而植物（在本例中为烟草）通过光合作用为引

入土壤的特定真菌提供糖分，而真菌反过来为植物提供各

种营养物质，包括磷。MDR的Dian Haruno说：“天然肥料

对环境当然更好。但我们必须采取现实的做法，生产天然

肥料需要时间，而且比现成的化学制剂更昂贵。”他还补

充说，化肥的使用更实际，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更精确地计量使用到田里的量。

然而，“均衡”使用天然肥料和化学肥料仍然是

MDR追求的一个方案。Dian说：“但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

的工作。我们目前在与深色晾烟（DAC）农民合作，为水

稻秸秆‘嫁接’某些细菌菌株，以分解纤维，并将秸秆

转化为天然肥料。到目前为止，它只占肥料总用量的不

到30%，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还暗示，农业部最近推出了一项推广天然肥料的

政府计划。“农民每购买100公斤化学尿素肥料，就可以

免费获得额外的5公斤有机肥料，还可以得到如何使用有

机肥料的指导。我认为这个主意很棒，尽管我还没有任

何关于该计划实际效果的详细信息。”

替代燃料：从太阳能板到豆科树
众所周知，烘烤是燃料密集型的。不管是使用化石

燃料、木材还是木炭，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对环境产生负



54 tobaccoasia Issue 4, 2021 July / August

联一国际子公司与拜耳作物科学有限
公司合作，共同改善巴西农民的生计

联一国际巴西子公司与拜耳作物科学公

司合作，为巴西的小型烟农提供优质玉米种

子和农艺支持。借助这一伙伴关系，联一国

际巴西子公司的目标是提高烟草补充作物的

质量和产量，从而帮助其签约农民实现收入

多样化。2020年种植季启动了该项目的试验

阶段，涉及2300名农民；约占联一国际在巴

西签约农民人数的75%。

联一国际全球农艺总监赫里奥·穆拉在

一份新闻声明中说：“我们约有75%的巴西签

约农民生产玉米和烟草。“通过向农民提供

高质量的玉米农艺一揽子计划，我们帮助他

们提高玉米作物的质量和产量。”

联一国际巴西公司认识到，参与项目

的农民感谢获得与玉米相关的支持和指导，

以及与烟草相关的持续支持，因此，计划

在2021年作物季节将该项目扩展到其全部农

民。该公司未来三年将引进更多的补充作物

类型，将致力于评估该项目最终如何在公司

全球业务范围内扩展。

联一国际和MDR：关键可持续倡议

只选了关键倡议，未列全
来源：联一国际/MDR

公司
联一国际

MDR

倡议
挖水库——在旱季，为作物提供灌溉，为村民提供饮用水

植树造林——对抗破坏环境的森林砍伐

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计划——提高总体农艺

豆科植物种植——促进作物多样化和轮作

土壤养护教育——推动土壤改良，改善贫瘠土壤

肥料使用控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调整化学品与有机物的肥料配比

农药使用控制——限制化学农药，增加天然农药的使用（包括非化学害虫诱

捕器），以保护害虫天敌和植物传粉者

燃料使用控制——促进当地可用的可持续燃料（如椰子壳、稻壳和稻草、玉

米芯、桐木壳等）并优化燃烧率

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农民尊重自然的重要性，保护和维护烟田周围的

健康环境

种子测试——确保最佳的种子质量和生长能力

国家
印尼

坦桑尼亚

巴西

马拉维

全球

印尼

MDR总裁裁克里斯蒂安·A·约多·约卓在任抹的卡斯图里烟田

图
源
：
MD
R公

司

面影响。此外，木材（或木炭生产）也可能是毁林的一个原因。但

也有其他替代燃料，本文采访的两个公司均制定了各自的可持续发

展计划。

赫里奥·穆拉证实说：“联一国际确实在研究替代燃料，以及

提高烤房的效率。例如，我们正在探索使用太阳能电池板，这可以

减少30%的总燃料消耗。”该公司还在不同的经营国家推广替代燃

料，以减少农民对木材和木炭的依赖。

因此，联一国际在印度尼西亚引进了大量可用的椰子壳，而稻

壳在亚洲各地的使用也越来越多。在非洲，该公司推广种植快速生

长的豆科树木，首先是为了轮作和补充土壤养分，其次是收获和干

燥后作为燃料燃烧。

除了随处可见的稻壳和稻草外，MDR还鼓励其农民寻找其他全

年可利用的可再生燃料来源，如玉米穗轴、烛壳以及椰子壳、贝壳

和干叶等棕榈废料。然而，Dian Haruno警告说，所有这些燃料固

有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根本没有木材那样节

能。“它们比木头燃烧得更快，产生的热量

也更少，因此并非理想的烘烤材料。”

重新造林是一项关键的可持续发展举措
过量木材使用当然是一个全球问题，导

致许多国家和地区大面积砍伐森林。因此，

重新造林计划是联一国际和MDR实施的可持

续努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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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urn-key.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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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plant. 

www.aircodi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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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黄板防护烟苗虫害 MDR农学家指导农民使用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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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一国际的赫里奥·穆拉表示：“我们认为重新造林是一项关键的可

持续发展举措，我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种植了2.76亿棵树来支持这项措施，

认识到树木对我们的生存和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此外，重新造林改善了

空气质量，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和新的土壤生产，不仅保留了宝贵的水分，还

减少了山洪暴发的威胁。”

MDR的Dian Haruno也认为植树造林非常重要。他说：“我们也认为种

植新的林地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烟草种植的面积。”并补充说，事实上，

在印度尼西亚，农田和林区交替种植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为此，Dian引用了最近的一个项目，他的公司与几个私人和政府机构

合作，在任抹县种植了一大片雨树（又名雨豆树或猴荚树）。他补充说，他

还得到消息，一些“跨国烟草公司”在龙目岛种植了竹林，并将“10公顷的

工业林用作当地农民的燃料。”

农民教育是关键基石
可持续农业计划有效性通常取决于执行计划的人。因此，农民教育是

联一国际努力的关键基石。穆拉解释说：“我们需要向农民灌输一种理念，

即某些可持续性举措能让他们受益，以及如何让他们受益。”

“在联一国际，种植者是我们业务成功的核心，我们与5大洲的大约30

万农民合作。提到没有种植者的联合，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是无法实

现的，这几乎是多余的。”为了确保适当的教育，该公司雇用了大约1000名

农艺师和田间技术员，他们每年对农场进行100多万次个人访问，为农民提

供实践培训。

MDR的克里斯蒂安·A·约多·约卓表示赞同：“如果我们不断改进可

持续性方法，却忽视教导农民如何有效地将其付诸行动，那实际上是没有用

的。”农民教育是公司的首要任务之一。“老一代的种植者传授许多传统农

业知识，而年轻一代则更精通技术，更容易理解复杂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我

们在给农民培训时，这两个群体完美地互补，确保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落

在……嗯……肥沃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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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已成为过去十年的热词，其

背后的总体性概念非常重要：即在开展业务

时，利益相关者必须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造成的损害。如果不遵循这个理念，

企业将面临风险。烟草业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童工使用、森林砍伐和水资源管理措施不充

分等。

由于来自环境管理机构、非政府组织、

国际媒体和社会网络的压力日益增大，烟草

买家对种植者生产活动方式的控制越来越严

格，要求烟草种植者一夜之间全面适应全新

的条件，放弃多代人延续多年的方式。遗憾

的是，这些变化产生的额外成本，在支付给

种植者的价格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使“可

持续性”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因此，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汇集了种植者

和专家在面临新现实时的具体经验。

在ITGA最新一期的旗舰杂志《烟草快

讯》（Tobacco Courier）中，哥伦比亚国

烟草种植者推动可持续
发展的努力须获得认可

行业人士出席ITGA年会
2019年，多米尼加共和国

家烟草基金会（Fedetabaco）的埃略多罗·

坎波斯（Heliodoro Campos）通过几个例

子，说明了烟草种植如何在十年内从获益颇

丰沦落到几乎消失殆尽的境地，导致种植者

债务累累，无替代作物可选择。阿根廷胡胡

伊省的阿道夫·斯图辛格（Adolfo Stur-

zenegger）博士表示，烟草公司最终将种植

者每公斤所获得的烟草特殊基金（FET）收

入贴现，因此阿根廷吸烟者缴纳的税款最终

转移给了国外的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的种

植者。很少有市场能够适应新作物，使新作

物比烟草更有利可图。美国烟草行业的关键

人物柯林斯博士，分享了一些种植户成功转

向替代作物的例子，但遗憾的是，其他种植

户却被迫失业。

在过去十年中，ITGA一直在警告这种

不可持续的局势。ITGA副主席José Javier 

Aranda来自阿根廷萨尔塔，他最近关切地表

示：“我们知道许多市场迟早会消失，但那

个时候我们仍然会存在，因为人们需要我

们，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被忽视？”

烟草种植者认为，他们多付出的所有努

力和承诺都没有得到任何认可。弗吉尼亚烤

烟（FCV）和白肋烟的最新数据说明了这一

点，二者的投资和回报通常没有利润可言。

简单地说，如果生产成本超过收入，长期的

可持续性将不复存在。

ITGA去年就在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冠疫情加速了该领域多个事项的进程。跨

国公司不但没有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事实

上利润还取得了增长。种植者也应该得到奖

励，跨国公司取得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显然是种植者在如此艰难的时期，为了将烟

草投放市场付出了更多努力。2021年，ITGA

继续与全球农民紧密合作，继续保持合作精

神，同时也给予他们个人发声的机会。

最后，在全球“消除童工年”期间，值

得一提的是我们各协会为结束童工现象付出

了诸多努力。在世界各地，这类倡议鲜少受

到关注，但我们高度重视这些积极成果，这

证明了我们协会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在

打击童工使用的斗争中，没有人比我们更善

于与政府和可信机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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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卷烟可作为“必需
品”出售	

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和消费者

事务部副部长拿督罗索尔·瓦希德

（Rosol Wahid）表示，卷烟虽未被

列为必需品，但在6月份封锁期内仍

可继续销售，因为卷烟“对吸烟成

瘾者来说必不可少”。 

同时，他表示，禁止在任何场

所出售酒精饮料，因为酒类已被国

家安全委员会（NSC）列为非必需

品。罗索尔说，同样的规则也适用

于其他非必需品。 

就卷烟而言，罗索尔说，“虽然

NSC规定卷烟不是必需品，但它们对

卷烟成瘾者来说仍然是‘必需品’。

卷烟销售不能禁止，否则就会出现问

题。只有吸烟者才能理解。如果没有

卷烟，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负

担。”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委员会禁止
加香烟草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DC）委员

会通过《2021年加香烟草产品禁令

修正案》，禁止销售加香电子烟、

薄荷醇卷烟和加香雪茄等加香烟草

制品。 

这项新法案对禁止向16岁以下

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现有禁令

予以修订，同时禁止在距离初中和

高中四分之一英里范围内出售电子

烟设备。此外，还禁止销售加香烟

草产品。

一位委员提议，获得哥伦比亚

特区卫生部门吸烟豁免权的餐馆和

酒吧，可以在经营场所销售水烟供

现场消费。但是水烟场所须禁止21

岁以下的任何人进入。 

委员会主席菲尔·门德尔森

（Phil Mendelson）表示，他将

对该法案投反对票，并表示该委

员会一贯反对烟草的做法是“错误

的。“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形是，

有禁令的地方，就会产生相应的问

题，这就是我看到的情况，”他补

充道。“可以这样说：我们委员会

让吸大麻变得越来越容易，吸烟却

越来越难。这是自相矛盾的，我不

支持这种做法。” 

在谈到法案的影响时，门德尔

森表示，这项禁令可能会影响大部

分的薄荷醇卷烟使用者，执法时还

可能会产生种族问题。“我们采取

禁令或者因禁令产生的其他问题，

并不是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可以通

过其他方式促进公共卫生发展，”

他说。 

上海鼓励市民举报控烟违规行为
上海市鼓励市民通过“无烟上

海”微信公众号或“健康云”移动

应用平台，举报违反公共场所控烟

规定的行为。

举报范围包括在室内禁烟场所

吸烟、场馆是否提供烟灰缸、是否

有明显的禁烟标志、是否有烟草广

告等。 

上海市卫健委推出“控烟热力

地图”，将当地居民举报的控烟问

题汇总显示，并以不同颜色标明举

报的场所频率和数量，作为对公众

的提醒和警示。 

英国牛津郡将率先推行户外禁
烟令	

英国牛津郡将率先禁止户外吸

烟。这项禁令于6月21日公布，与封

锁政策解除是同一天，引起强烈抗

议。批评者称该计划将对封锁政策

解除后的自由造成影响。

“此禁令冒犯了我们的公平

竞争和宽容意识，”经济事务研究

所的克里斯托弗·斯诺登说。“我

们可能不喜欢吸烟，但我们更不喜

欢清教徒式的好事者和爱管闲事的

官僚。如果负责这项提议的保姆式

集权者认为，他们有兴趣以公共健

康的名义侵犯自由和损害企业的法

令，他们必须保持警惕。” 

牛津郡议会公共卫生主任Ansaf 

Azhar说：“这不是在告诉人们不

要吸烟，而是要创造一个禁烟的环

境，让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

可以吸烟。” 

牛津郡议员希望在2025年实现

无烟目标，将吸烟者比例降到5%以

下。目前该郡吸烟者有54,804名，

届时吸烟者数量将减半。卫生部长

马特·汉考克计划在2030年实现无

烟目标，牛津郡的计划比卫生部长

的计划整整提前了5年。 

捷克吸烟人数降至23%
捷克共和国国家公共卫生研究

所(SZU)2020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该国15岁以上的吸烟人数已从25%

（2019年）下降到23%（2020年）。 

捷克吸烟者更喜欢可燃卷烟。

男性吸烟者每天抽15-24支烟，女性

吸烟者每天抽5-9支。男性平均比女

性多吸两支烟。

2020年，捷克约有4.8%的人使

用电子烟，分别有6%的男性和3.5%

的女性使用电子烟。最年轻（15-24

岁）的电子烟使用人数在2020年翻

倍增长，从2.6%增加到5.8%。约40%

的电子烟吸烟者也吸可燃卷烟，25%

的人曾经使用可燃卷烟，33%的人以

前从未吸过烟。

新西兰吸烟者“重复使用”卷烟	
新西兰烟草制品价格不断提

升，该国吸烟者开始“重复使用”

卷烟。新西兰的卷烟价格仅次于澳

大利亚，位居世界第二。 

重复使用的烟草制品，主要

是已经吸收了烟雾毒素的烟头。据

悉，重复使用的卷烟所含的有害化

学物质是新卷烟的4倍。将几根烟头

中的烟草重新卷成一根新的、可重

复使用的卷烟，所含的毒素比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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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20倍。美国新泽西州癌症研究所

烟草依赖项目主任、论文《卷烟重

燃与经济艰难的关系》的作者迈克

尔·斯坦伯格博士表示，在经济困

难时期，会有越来越多的吸烟者重

复使用烟头，烟草价格上涨对不同

群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菲莫国际可能收购尼古丁口香
糖制造商Fertin	Pharma

有 消 息 称 ， 菲 莫 国 际 计 划

收购尼古丁口香糖制造商Fertin 

Pharma公司。Fertin的私募股权

所有者于2017年收购该公司的控制

权，Bagger-Sorenson家族拥有30%的

股权。该私募股权所有者与一名顾问

对业务收购兴趣进行持续评估。据

悉，这项业务（包括债务）的市值约

为6亿欧元（7.16亿美元）。

Fertin是世界上最大的尼古丁

口香糖合同开发和制造公司之一。

此外，该公司还生产用于止痛药、

维生素、咳嗽治疗和助眠剂的片

剂、口香糖和锭剂。Fertin的母公

司MedCan Pharma A/S于2019年收购

了一家大麻素产品研究机构。 

这家引起其他公司收购兴趣的

丹麦公司，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菲莫国际的目标是，在未来4年

内公司一半以上的销售额来自无烟

产品。此外，该公司已投资80多亿

美元开发此类产品。

悦刻国际公司发起悦刻保护倡议
悦刻国际公司发起悦刻保护

倡议，旨在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

和生计，提升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

企业责任感。悦刻承诺，将通过

守护者计划、金护盾行动和Green 

Shoots三大支柱计划，在其经营活

动所属的社区内开展服务。

中东和北非市场营销主管莱娜·

切迪德(Leina Chedid)表示，Guardian 

Program计划涉及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全

过程，旨在与零售商共同努力，设置

现场验证，阻止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

产品。Golden Shield计划与RELX众多

利益相关者（包括海关官员）合作，

消除电子烟市场中的假冒产品、违禁

品和兼容产品，保护消费者。 

外部事务全球负责人Jonathan 

Ng表示：“RELX国际公司可以确保

产品按照高质量标准制造，并进行

严格的检验控制，这让我们感到自

豪。可惜的是，有许多假冒RELX和

含有未知成分的走私产品。我们正

在与调查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和地

方当局密切合作，彻底清除市场的

此类产品。” 

自2019年以来，RELX的Golden 

Shield计划共协助成功破案28起，

查获假冒产品55万余件，假冒网站

7.7万余家。Green Shoots计划旨

在回馈社区，利用品牌经验帮助其

他有抱负的企业家和小企业主，使

他们的企业走上业务增长和成功的

轨道。其中一个项目是RELX学院

（RELX Academy），目前在菲律宾尚

处于试点阶段。该学院将赞助由全球

领先大学策划的课程，为崭露头角的

企业家提供成功创业的技能。

2021年，悦刻保护的各项计划

将在全球范围内（不包括中国大陆

和美国）陆续推出，并将在2022年

进一步加强。RELX Pledge将在RELX

国际公司的所有市场进一步加强本

地区，融入当地的风俗、文化和传

统。 

巴基斯坦计划提高卷烟消费税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正在对2021-

22年预算中有关卷烟行业税率的三

项提案进行审查。 

第一项提案中，卫生部计划将

卷烟消费税提高30%，预计税收收入

将增加180亿巴基斯坦卢比（1.136

亿美元）。消费税增加将使完税的

卷烟品牌价格上涨30-50巴基斯坦卢

比。第二项提案由当地烟草公司提

出，他们希望通过差异化的消费税

结构，降低消费税。这项提案不会

产生税收收入。 

第三提案建议在税收结构中独

立设置第三等级税率，仅适用于当

地烟草公司。 

巴基斯坦本财年税收为1340亿

巴基斯坦卢比（8.456亿美元）。跨

国烟草公司提议在不改变税率的情

况下，他们承诺额外贡献210亿巴基

斯坦卢比（1.325亿美元）的税收收

入，税收总收入将达到1550亿巴基

斯坦卢比（9.781亿美元）。本土

企业建议政府降低本土品牌的消费

税，但没有像跨国公司那样承诺增

加税收。 

如果巴基斯坦成功实施跟踪系

统，政府下财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

增加到1750亿巴基斯坦卢比（11亿

美元）。

深圳IECIE	2021不见不散！
2021年9月3日至5日，第七届深

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IECIE）

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福田区）

的1/7/8/9号馆举行。今年的展会分

为4个展馆，总共有6万平方米的展

览面积，500多家参展商、2500多个

品牌、8万多名专业观众，吸引着全

球投资的目光。

IECIE电子烟展会始于2015年，

是全球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电

子烟展会之一，涵盖了从上游供应

链到成品的全行业领域。IECIE以展

示和推广全球电子烟产品的创新性

一站式平台而闻名。

今年的IECIE将进行重新部署，

推出两个新的主题馆——IECIE供应

链展馆以及加热不燃烧和低温本草

展馆，还有许多炫酷活动。

欲了解详情，请联系IECIE.

official@informa.com。



60 tobaccoasia Issue 4, 2021 July / August

文
/烟

草
在

线

我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第

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在零售、餐饮、服务

等行业运用智能技术提升顾客消费体验，助

力商业模式创新，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同

样，烟草行业想要实现高质高效地发展，创

新的科技手段必不可少，现如今，在烟草行

业也涌现出了一批黑科技，为烟草各领域的

发展提供技术赋能。

“云棚系统”：互联网+育苗
“这是传感器，这是摄像机……通过‘

云棚系统’，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脑上，随

时随地监控温度、湿度等，还能实时查看烟

苗生长情况。”

看一看烟草行业有
哪些“黑科技”？

“云棚系统”是云南文山州烟草专卖

局（公司）“智慧烟草联合创新中心”的一

项成果。通过在育苗棚内安装各种物联网终

端数据采集设备，烟站技术人员可在办公室

里，实时“感知”烟苗发育阶段和成长轨

迹，实现“云端”育苗。各育苗点数据经统

计后，州、县、站、点四级可以灵活掌握计

划安排和工作进展，并根据实时监测显示的

数据，对育苗点进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进一步降低育苗成本，确保培育出无病适龄

壮苗。

往年，为确保苗棚的温湿度管控到位，

需组织人员实时对苗棚温湿度数据进行人工

监测，育苗管理过程中的烤烟品种、移栽时

间、育苗操作等信息都是由烟技员一项项记

黑科技赋能中国烟草行业
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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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到纸质记录本上，由于育苗工作的操作流

程多、信息量大，记录、查阅费时费力。而

现在，“云棚”让原本繁琐复杂的育苗数据

采集、查询、对比工作变得简单，在远程温

湿度采集仪的帮助下，烟站、合作社育苗管

理人员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每个育苗棚的温湿

度，这样一来，技术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为烟农提供其他指导服务。　　

“数智签收”系统：互联网+签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不断发展，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物流的

创新模式的升级，物流的地位与作用也会进

一步的显现，同时也会对物流模式创新提出

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互联网+物流”正

在引发一场物流领域的革命，当下中国，智

慧物流正在从理念变成现实。无人机应用、

无人车上路、机器人运输等应用场景越来越

多地丰富着人们的体验。

“数智签收”系统正是湖南省长株潭

烟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所探寻出的“互联网

+物流”的全新模式。作为区域性物流配送

企业，长株潭烟草物流公司承担着长沙、株

洲、湘潭三地卷烟配送业务，规模体量大、

覆盖地域广、服务客户多。面对长沙、株洲

及湘潭三地独立的经营主体，如何实现三地

“黑科技”是指大部分人未
意识到的改变世界的技术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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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管理对接，确保物流与商流、资金流、

信息流的有效衔接以及每一份订单的规范配

送，成为跨区物流整合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套系统主要服务于卷烟零售户，通

过拍照实现卷烟交接，照片包含客户、卷

烟、时间、地点、配送员以及店铺关联信息

等重要元素，可作为事后追踪、内管督查、

源头追溯的重要依据。另外数智签收系统的

应用也解决了传统纸质小票签收流程繁杂的

弊端，同时也节省了纸质小票的耗材成本与

设备、人员所产生的额外费用。进一步提升

物流作业标准化水平以及零售户规范经营水

平，实现降本增效。

尽管经历了版本迭代，但“数智签收”

系统依然存在AI识别签收照片中的签收人和

卷烟误差较大的情况。经过数轮攻关，难题

终被克服。如今这套系统不仅能准确识别签

收照片，自动准确判断订单签收是否合规有

效，同时还建立了零售客户人脸库，构建了

立体化零售客户画像，为规范经营监管治理

提供了有效数据支持。

“智能识别入库系统”：互联网+仓储
目前的智能OCR识别技术早已成功应用

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像小区出入口的车牌识

别一体机、银行开户使用的银行卡识别、名

片管理时的名片识别工具等等。智能OCR识

别技术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烟草行业，也有企业通过智能识别系

统的开发来让仓储工作更具“智慧”，那就

是大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开发的“智能

识别入库系统”。

“智能识别入库系统”于2020年1月正

式投入运行。该系统借助3D相机拍摄，可以

自动采集托盘上件烟的体积、形状数据，用

算法合成三维模型，从而识别出件烟数量；

通过高清相机及时抓取烟箱上的特征图案，

对比品牌特征模版库中的图形模版，精准识

别卷烟品牌；通过动态条码扫描器对托盘编

码信息进行采集，自动完成件烟关联和件盘

绑定；通过软件运行界面的实时显示，展现

入库关键信息，直观监控且可追溯。自动扫

描、自动识别、自动关联、实时展示，智能

入库系统完全代替了人工扫码入库的环节，

减少了入库流程信息采集过程中的人工干

预，入库效率和可靠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近年来，在推进烟草物流可视化、智能

化过程中，大连市局（公司）因地制宜谋划

智慧物流建设方案，将图像识别、物联网等

新技术引入物流作业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一

系列可行的探索。“智能识别入库系统”的

开发，便是其中的探索成果之一。

“智能识别入库系统”是大连烟草智

慧仓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3D建模、

图像识别等新技术与物流核心业务实际相结

合的成功范例，有效简化了作业步骤，重构

了入库作业流程，提升了作业效率和作业精

度。接下来，他们将尝试运用自动化技术实

现入库烟垛的自动整形，并探索将可视化手

段和自动化装置引入出库环节，力求实现自

动码垛，进一步精简人员，提高作业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

结语
怎么样，这些烟草行业的“黑科技”是

不是让你大开眼界?不管是能更好的帮助育

苗的“云棚系统”，还是能更有效地服务零

售户的“数智签收”系统，还是助力智慧仓

储建设的“智能识别入库系统”，这些黑科

技的问世也说明了烟草行业在整合新资源、

探求新技术、开发新模式这条道路上所做出

的探索与努力。 

创新性科技手段是烟草行
业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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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欢迎来到《亚洲烟草》

《亚洲烟草》非常感谢烟草行业主要供应商长期以来的广告支持，同

时借此机会向读者简要介绍新的广告合作伙伴。

本期“欢迎来到《亚洲烟草》”板块重点介绍JEB国际烟草公司和泰国

烟草管理局。

JEB国际烟草公司
JEB国际烟草公司为客户提供一

系列增值服务。JEB由Barker家族经

营，历经五代人。其主要优势在于

经验丰富、了解全球市场、在烟草

供应链中有重要的合作联盟、提供

优质的客户服务，最重要的是其对

员工和行业的奉献。

JEB为客户提供创造性解决方

案，利用其对烟草行业的动态知识

和行业经验，为客户采购所需的烟

叶类型和数量，而且能够提高客户

的效率和成果。

JEB 帮助全球领先的烟草制造

商选择、采购、运输、加工和储存

所有烟草品种。针对购买和验收的

配套服务，能为客户消除运营购买/

验收站的行政负担和费用，使他们

能够专注于烟草采购。

公司与领先的轮船公司、货运

公司、海关和港口代理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此外，JEB在准备、管理、

协调和遵守进出口和清关要求方面

的丰富经验，有助于为其客户减轻

国际航运的负担。JEB还提供二级公

共保税仓储服务、计算机化库存控

制服务和定制设计的审计服务。

JEB还拥有庞大的种植户网络，

可以将种植户的种植能力与制造商的

需求相匹配，向每位客户推荐种植

户。这些种植户能够实施良好的农业

规范，严格按照每位客户的要求种植

大量烟草。此外，JEB在北卡罗来纳

州塞莫拉的农场占地2000英亩，其中

500英亩可种植烤烟和白肋烟。

最近，该公司成功推出完整的

CBD产品系列，包括大麻烟、止痛

膏、助眠剂等。JEB的大麻产品从种

子到货架都可追溯，其设施均获得

有机认证。此外，其CGMP认证也在

顺利进行中。

除CBD零售产品外，JEB还拥有

最先进的大麻烟丝切割机械，3000

磅的容量，可帮助客户定制生产满

足特定市场或客户要求的混合物。

每种混合物装在C48箱子中，然后进

行氧气冲洗和氮气密封，保持混合

物的完整性，减少降解。这一氧气

冲洗系统，还可以以环保的方式防

止虫害。

JEB的经营理念是，通过为其

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有益且公平的

服务，确保其与合作伙伴的长期联

盟。因此，JEB严格遵循行业标准，

确保产品完整性、良好农业规范、

社会责任以及遵守公司经营所在国

家/地区的所有法律法规。

泰国烟草管理局
泰国烟草管理局（TOAT）是

泰国卷烟的独家生产商，拥有82年

的经验，从事与烟草、烟叶或国内

外其他植物相关产品的业务。TOAT

强调其核心使命是国内卷烟分销，

以保持其在泰国卷烟市场的领导地

位。该机构通过提高烟叶质量、控

制生产过程达到国际标准、管理全

国的分销渠道，以及售后管理，确

保优质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等整个

供应链管理来实现其目标。

为支持其核心业务，TOAT监督

并敦促烟农提供最佳品质的烟叶，

同时实施良好农业规范（GAP），

这是实现优质和无残留烟叶的可持

续烟草生产的关键。在整个下游部

JEB	帮助全球领先
的烟草制造

商选择、采购、运
输、加工和储存
所有烟草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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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保持检测环境中的调湿环境对

产品评估至关重要。TOAT的实验室

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可以对卷烟成

品、工艺、系统、过程中材料、

原材料和组件进行测试、分析和研

发。其目的是通过管控为市场开发

高质量的烟草产品。

除了在泰国市场处于领先地

位外，TOAT还试图寻找新的业务，

将其产品拓展到国际市场。TOAT通

过不断改进产品和工艺，满足客户

的各种要求，力求精益求精，让客

户更满意。TOAT还涉足烟叶业务，

销售片烟和其他烟草产品，如手卷

烟、自卷烟、细切烟、烤过的白肋

烟、膨胀梗丝（CRES）和干冰膨胀

烟丝（DIET）。干冰膨胀烟丝工厂

刚刚建成，配备了Airco公司最新的

DIET技术，最大年产能超过1000万

公斤，非常适合出口或OEM。

TOAT致力于持续改善运营，特

别是成为拥有最先进信息技术和物流

系统的智能工厂。它拥有丰富的资源

和各种设施，可生产各种产品，满足

客户的需求和期望。内部印刷厂可

为内部使用和其他客户提供一站式服

务。TOAT拥有经验丰富的员工和全新

的高科技机器，可以极具竞争力的最

优价格保证高质量和准时生产，包括

胶印和胶印CTP版、铝箔冲压版、配

页机和模切单元。因此，TOAT是为卷

烟和其他烟草产品提供专业OEM服务

的最佳场所。

今天的商业几乎完全进入了数

字时代，TOAT重视研发和创新，同

时也时刻准备着在日益变化的商业

环境中以更灵活、更高效的方式开

展业务。作为一个组织，TOAT将继

续在全球烟草和其他植物产品的生

产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在泰国市场处
于领先地

位外，TOAT还试图
寻找新的业务，

将其产品拓展到国
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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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
国际雪茄烟斗展览（PCA）
2021年7月9-13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http://premiumcigars.org

主题：雪茄展览会

2021年8月
烟草科学研究大会
2021年8月29-9月1日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www.www.tsrcinfo.com

主题：烟草科学

2021年9月
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展
2021年9月3-5日

中国深圳

en.iecie.com

主题：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不燃

烧展会

2021年10月
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组织大会
（CORESTA，虚拟大会）
2021年10月18-22日

www.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学研究

亚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2022年1月26-27日

印尼苏腊巴亚

https://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2年5月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2年5月18-20日

保加利亚索非亚

https://wtprocessandmachinery.com/europe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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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26-27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1年12月
烟酒伴我
2021年12月8-9日

阿联酋迪拜

www.bt-me.com

主题：展会

世界水烟迪拜展
2021年12月9-10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展会

2022年1月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2年1月26-28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tobaccoplusexpo.com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烟

草物资展会

尽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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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Tomorrow.

Together.
We give our contracted growers the tools 
and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better liv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Our 
team of agronomists and field technicians 
educate growers on ways to improve their 
crops, the environment, and help protect 

farmworker safety and labor rights.

www.aoint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