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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大名在全球可谓如雷

贯耳，尤其是在过去三年。新冠病毒造成了世界

上自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前所未有的混乱和破

坏，在此期间，WHO经常对最新的毒株接二连三令地

发布令人恐惧的布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登

上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公

众普遍认为，该机构关注世界人口的健康和福祉。

然而，烟草行业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它一

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WHO的非利他主义、偏见和成

见。WHO甚至不愿意接受与烟草行业就烟草对健康

的感知影响进行对话的想法，也不愿意接受烟草行业努力生产的烟草减害产

品，这就好比一个顽固的伴侣拒绝听取另一方对分歧的意见，坚持“我认为

的真相”，而非“事实真相”。WHO影响了很多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特别

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

WHO对烟草和减害烟草（如加热不燃烧和电子烟）采取的零和立场，正

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呼吁：低效甚至有害。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忽视或

禁止替品是错误的做法，不仅有损公共健康，而且不利于政府税收。因此，

各国政府开始对这些产品进行监管，这有助于提供明确的标准和指导方针，

使消费者受益，并为制造商和分销商指明方向。

美国的PMTA程序虽然进度落后，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中国的电子

烟管理办法也是如此（见第22页）。南非正试图制定自己的蒸汽烟法规，但

当地的行业利益相关者警告政府要将蒸汽烟与传统烟草区分开来（见第32

页）。直到最近，“反蒸汽烟”的东南亚国家也开始一改常态，一些国家已

经将蒸汽烟合法化（见第30页）。

当然，仍有一些国家固守成见，认为电子烟、蒸汽烟和任何新型烟草产

品都比易燃卷烟更糟糕，因此必须完全禁止。这些产品的制造、分销和消费

在某些国家处于灰色地带，没有明确的监管（见第30页），但有希望改善。

无论多么努力地推行一种与现实相冲突的意识形态，迟早都会败给现

实。这是世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尽管这个过程缓慢又冗长。最终，只有

人们自己才有权决定是否吸烟、吸什么烟，以及如何（或是否）将自己的行

为风险降至最低。如果违背人性，必将屡战屡败，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各

个机构和政府现在应该都认识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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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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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ESG”是“环境、社

会、治理”的英文首字母缩写，除此之外，

您能否从烟草行业的背景简要介绍一下？

皮耶特·锡克尔：ESG最初是投资者评估潜

在投资的非财务表现的一种方式。此后，转

变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从客户到员工）使用

的框架，用于衡量企业的道德影响和可持续

发展方法。烟草行业的企业也包括在内。

《亚洲烟草》：为什么将环境、社会和

治理这三个关键支柱捆绑在一起，在烟草行

业，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

皮耶特·锡克尔：今天的利益相关者希望

看到的不仅仅是企业在经济上成功。他们期

望公司诚信经营，目标明确。环境、社会和

治理这三个关键领域提供了公司战略与其总

体目标之间的联系。以毕克苏斯国际公司为

例，我们的目标是改变人们的生活，共同建

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考虑外部效应以及我们每天做出的

决策的更广泛影响。

《亚洲烟草》：一般而言，ESG框架包含

更广泛的“可持续性”的某些措施，这样说

是否正确？

皮耶特·锡克尔：ESG框架确实支持公司的

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例如，我们毕克苏斯

国际公司拥有三个可持续发展支柱：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支持人民和社区；

开展道德和负责任的业务。但是我们的ESG

框架更进一步，确定了每个支柱下的相关重

点领域以及有意义的、可量化的目标，以推

动积极的变化并产生持久的影响。

《亚洲烟草》：毕克苏斯国际公司于

2021年12月启动了ESG框架，当然包括可持

续烟草生产的长期遗产。鉴于此，您的ESG

战略与“可持续性”有哪些不同之处？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公司一直将可持续

实践融入到运营中。从帮助农民过渡到可持

续燃料来源到在全球种植数百万棵树，我们

为迄今为止的可持续举措感到非常自豪。也

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将我们的业务战略与我

2021年12月，毕克苏斯国际公司（Pyxus	 International,	 Inc.）推
出了其ESG框架，更加聚焦可持续发展。为此，《亚洲烟草》采访
了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皮耶特·锡克尔（Pieter	Sikkel）。

持续推进高水
平可持续性

皮耶特·锡克尔自2013年3月起担任毕克苏

斯国际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前曾于

2010年12月至2013年2月担任总裁，于2007

年5月至2010年12月担任业务战略和关系管

理执行副总裁，于2005年5月至2007年4月担

任亚洲区域总监。锡克尔自2011年11月起

担任董事会成员，并于2018年8月至2020年

2月担任董事长。锡克尔最初于1983年加入

公司，曾在韩国、菲律宾和泰国担任多个职

务，之后成为中国区经理，从1991年到1999

年担任亚洲区域总监。

Pieter Sik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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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改变人们生活的目标结合起来，这样我们

就可以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从而有

助于在关键的全球问题上取得进展。

《亚洲烟草》：我们继续谈回这三个关

键支柱，从“环境”开始。您想在“环境”

支柱下实施哪些措施，这与您以前的实践有

什么不同？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依靠自然资源来经

营业务，并对我们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以尽

量减少我们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历来广泛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

随着我们ESG框架的纳入，我们现在有5个

明确定义的环境重点领域和6个可量化的目

标，包括到2050年实现价值链净零排放。

《亚洲烟草》：那么，“社会”支柱

呢？您希望在该支柱下实现什么目标，这与

过去有什么不同？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一直有一个目标，

即支持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和我们经营所在

的社区，并且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

标。然而，我们的ESG框架确定了5个重点领

域和8个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使我们能够为

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大的价值。例如，我们的

重点领域之一是为农民提供支持，以改善他

们的生计和福祉。我们知道，实现该目标至

关重要，因为童工和其他社会和环境问题可

能来自农民的生活收入不足。我们专注于通

过良好农业实践的适当培训和作物多样化机

会，帮助农民实现体面的生活水平。根据我

们的ESG框架，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

2030年最大限度地提高签约农民的收入潜

力，以支持我们经营所在农业社区的社会经

济福祉。有了这个既定目标，我们就可以执

行最终会产生最大影响的计划。

《亚洲烟草》：最后是“治理”支柱，

也是同样的问题：您希望在该支柱下做什

么，它与您过去的倡议或计划有何不同？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公司每天都努力在

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中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

方式运营，因此，我们的第三个可持续发展

支柱侧重于治理。我们的ESG框架确定了我

们正在努力实现的两个重点领域和两个目标。

例如，我们设定了100%符合条件的员工在指定

期限内完成指定合规课程的目标。虽然这一直

是我们的目标，但现在不同的是，我们将公开

报告，提高利益相关者的透明度，每年担负起

应尽的责任。

《亚洲烟草》：将ESG框架视为一个整体，

您预计在哪些重点领域会产生最大且可量化的

影响？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公司有能力实现我们的

ESG目标，但我们认识到这不会一蹴而就。为了

获得成功，我们的ESG框架得到了强大的治理和

实施结构的支持，每年持续改进。这使我们能

够确定和克服出现的挑战，优先考虑地方层面

的举措，并利用我们员工基础的领导力和技能

组合，确保每年取得进展。

《亚洲烟草》：在毕克苏斯国际公司活跃的

市场中，是否有某个市场的ESG战略实施比其他

市场更紧迫？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的ESG框架基于我们的

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都认为重要的主题。我们的

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具有不同的优先问题和要

求。为此，我们实施了稳健的治理结构，支持

在整个业务范围内整合我们的全球ESG框架，同

时将我们的资源用于地方层面的高优先级项目

上。

《亚洲烟草》：据悉，毕克苏斯国际公司已

将其ESG战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保持一致。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这些目标是

什么？它们如何与贵公司的倡议相匹配？

皮耶特·锡克尔：我们确实将我们的方法与联

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SDG呼吁采取

行动应对全球挑战。我们ESG框架中概述的每个

重点领域都对应一个或多个SDG。例如，我们减

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重点领域与SDG13一致，

其目的是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

响。有证据表明，可持续经营并支持联合国SDG

的企业，同时透明地报告其进展，可以为所有

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强劲的增长和回报。我们公

司期待在我们迈向建设更美好世界的道路上支

持联合国SDG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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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菲莫国际荷兰子公司将收购瑞
典火柴

菲莫国际的间接全资子公司菲

莫荷兰控股公司（PMHH）计划以160

亿美元收购瑞典火柴，以进一步摆

脱传统卷烟业务。瑞典火柴的董事

会已接受该报价。

根据报价条款，PMHH将以现金

形式，以每股106瑞典克朗的价格收

购瑞典火柴的股份。因而，该公司

的已发行股本估值约为1612亿瑞典

克朗（160亿美元）。与2022年5月9

日（市场预测可能对瑞典火柴公开

报价的最后一个交易日）76.06瑞典

克朗的收盘价相比，该报价约溢价

39.4%；与截至2022年5月9日的最后

30个交易日内75.86瑞典克朗的股票

平均交易价格相比。

此外，要完成这项交易，PMHH

需持有瑞典火柴90%以上的股份，并

获得所有监管机构、政府或类似机构

的许可、批准，包括竞争机构的批

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需要PMHH接

受这些条件。PMHH保留放弃完成此交

易的各种条件的权利，同时保留延长

接受期限的权利，并在必要和允许的

范围内保留这项权利，以在接受期

内符合相关机构适用的决策程序。报

价的接受期预计将于2022年6月23日

前后开始，于2022年9月30日前后截

止，可随时延期。

根据瑞典法律，这项交易需获

得90%的股东同意。据路透社报道，

拥有瑞典火柴约1%股权的对冲基金

Bronte Capital认为这项报价“无

法接受”，并重申了反对收购的立

场。Bronte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约

翰·亨普顿(John Hempton)表示，许

多反对这项交易的股东都与他取得了

联系，有些股东认为报价太低，有些

股东则希望公司保持现状。

哈伯纳斯公司2021财年业绩
创历史记录

哈伯纳斯公司发布了2021财年

的业绩，营业额达5.68亿美元，较

上年增长15%。

“2021年的经营业绩证实了我

们正走在稳定的发展道路上，尽管

新冠疫情引发了危机。”哈伯纳斯

公司联合总裁伊诺森特·努涅斯·

布兰科（Inocente Núñez Blanco）

和路易斯·桑切斯-哈根迪·帕尔

多·德维拉（Luis Sánchez-Har-

guindey Pardo de Vera）表示，“

去年，我们在全球的高端雪茄销售

额突破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说

明我们的业务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尽管过去两年困难重重，但我们为

能够引领高端雪茄市场并有望继续

取得增长感到十分自豪。”

按国家排名，哈伯纳斯公司雪

茄销量排名前五的市场分别为西班

牙、中国、德国、法国和瑞士。西班

牙和中国再次成为最重要的市场。按

地区划分，欧洲仍然是哈伯纳斯的主

要市场，占公司销量的59%，其次是

亚太地区（16%）、美洲（14%）、非

洲和中东（11%）。

“哈伯纳斯始终致力于为雪

茄迷们提供最佳的体验、独一无

二的创新产品，所有产品都符合质

量、传统和独特产地的需求，使哈

伯纳斯雪茄成为享誉全球的奢侈

品。”商务副总裁利奥波多·辛特

拉·冈萨雷斯（Leopoldo Cintra 

González）和发展副总裁何塞·玛

丽亚·洛佩斯·因查尔贝（José 

María López Inchaurbe）表示，“

我们的雪茄迷是哈伯纳斯公司及其

产品的忠诚拥趸者。在过去一年，

他们把原来常常用于社交消费的品

型和品牌，用于日常消费了。”

由于疫情原因，全球市场所

经历的特殊形势，导致人们的消费

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面对这种新

形势，哈伯纳斯公司尽力调整和适

应，并与独家经销商开展合作，通

过营销策略、发布活动、新产品、

虚拟活动以及面对面的活动，保持

雪茄迷们对哈伯纳斯的关注热度。

另一个成功的关键是零售理

念，这是哈伯纳斯发展专业化优质

服务和独特产品业务的一个重要方

面。这些零售理念对哈伯纳斯和高

端雪茄爱好者来说具有独特的吸引

力。尽管2021年仍有疫情，截至

年底，该公司已经发展了20个高

希霸雪茄俱乐部、160个哈瓦那之

家（+3%）、1217个哈伯纳斯专卖

店、2465个哈伯纳斯零售店（+7%）

和486个哈伯纳斯休息室/哈伯纳斯

露台。这些数字足以说明零售理念

在战略上的成功。

哈伯纳斯意识到一些畅销品

型因疫情和国际需求强劲的影响，

造成了延迟供应的情况。尽管如

此，2021年仍有38款新产品成功出

口，2022年第一季度之后，该公司

的供应情况已经逐渐改善。

雪茄迷们最热切期待的部分

新品，如高希霸安巴（Cohiba Am-

bar）、高希霸理想（Cohiba Ide-

ales）和高希霸2021年度限量版，

原本计划在该品牌55周年纪念会上

发布。由于2021年和2022年的哈伯

纳斯雪茄节均被取消，这些新品未

能如期展示和品尝，不过，在哈伯

纳斯世界日（Habanos World Days）

的创新虚拟活动中得以成功展示。

哈伯纳斯公司宣布，将于9月9日在

古巴哈瓦那举行盛大晚会，以纪念

其最负盛名的高希霸品牌成立55周

年。有关更多惊喜的细节，哈伯纳

斯不久将在官方渠道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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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吸烟率首次降至个位数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教授公开表示，香港吸烟率持续下

降，从1980年代初的23.3%降至2021

年的9.5%，首次降至个位数。香港

目前是亚洲吸烟率最低的地区。

香港统计处最新发布的主题性

住户统计报告（THS）显示，在去年

4至7月期间，调查发现约有581,000

人每天使用传统卷烟，占本地15岁

及以上人口的9.5%，2019年这一数

字为10.2%。

根据THS报告，在吸烟替代品方

面，2021年，每天使用电子烟的吸

烟者占本地15岁及以上人口的0.3%

（实际约为17,500人），2019年的

占比为0.1%（实际约7,200人）。在

加热烟草制品（HTP）方面，调查发

现，每日使用HTP的吸烟者占本地15

岁及以上人口的0.1%（实际约8,400

人），2019年的占比为0.2%（实际

约13,100人）。

食物及卫生局委托香港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

就中小学生的吸烟类型进行调查（港

大研究）。港大研究结果显示，中

小学生的吸烟率仍然较低，但吸电

子烟的中学生比例有所上升。港大

研究还发现，在2020/21学年，初一

至高三学生中使用电子烟的比例为

1.1%，而2019年的比例为0.8%。

陈教授指出，政府希望吸烟替

代品的使用率逐步降低。2022年4月30

日，《2021年吸烟（公众健康）（修

订）条例》（简称《修订条例》）生

效，禁止进口、推销、生产、销售、

或出于商业目的持有电子烟、HTP及草

药卷烟等吸烟替代品。

世卫组织前官员称FCTC未发
挥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两位前官

员表示，该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FCTC）不再适用。自FCTC

实施以来，全球烟草使用者的数量

几乎没有变化。“全球大部分地区

的控烟都不起作用，”罗伯特·比

格尔霍尔（Robert Beaglehole）教

授和露丝·博尼塔（Ruth Bonita）

教授5月1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的

《烟草控制：到达终点线》（To-

bacco control: getting to the 

finish line）报道中写道。“全球

五分之四的吸烟者生活在中低收入

国家，每年有800万人死于烟草使

用，这些国家的烟草使用率下降十

分缓慢，”他们说。

比格尔霍尔和博尼塔表示，只

有30%的国家有望实现世卫组织的目

标，即到2030年将成人烟草使用率

降低30%，大多数国家无法实现与非

传染性疾病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4。“FCTC已经不再适用，尤其不

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关于证明新

型尼古丁输送设备在帮助从卷烟转

向危害性更小的产品方面的作用方

面，世卫组织和FCTC的最新证据都

站不住脚，”他们说。

比格尔霍尔和博尼塔认为，

世卫组织和FCTC缺少烟草减害方面

的战略。“遗憾的是，世卫组织和

FCTC缔约方会议反对减害政策。”

他们补充说。“反对21世纪的技术

进步毫无根据，这是受到了禁止尼

古丁既得利益者的过度影响。”

比格尔霍尔于2004年至2007年

期间担任世卫组织慢性病和健康促

进部主任。博尼塔于1999年至2005

年担任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组的

监管主任。两人目前都是奥克兰大

学的名誉教授。

美国FDA新图片警语规定再次
延期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的卷烟图片健康警语规定被法

官再次推迟，将于2023年7月8日生

效，而且要求警语推广计划必须在

今年9月8日之前提交。

2020年3月，FDA发布终版监管

规定，要求采用11条新的卷烟健康

警语，其中包括突出吸烟对健康影

响的文字警语和彩色图片。

自己制作卷烟广告的制造商、

批发商和零售商须向FDA提交计划，

包括在卷烟包装或广告中轮换使用

这11条健康警语的时间表。广告不

得包含让商店订购卷烟的网络或者

印刷说明及目录。

R.J.雷诺公司与其他制造商和

零售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地区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取消FDA的规定，

并撤销国会要求FDA执行警语规定的

指令。菲莫美国和谢尔曼集团控股公

司（奥驰亚子公司）在哥伦比亚特区

也针对FDA提起了同样诉讼。

5月10日，R.J.雷诺烟草公司起

诉美国FDA的诉讼再次被美国德克萨

斯州东区地区法院推迟。这是继今

年2月份之后的第二次延期诉讼。

2021年，香港的吸烟率首次降至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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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7日，在于英国伯明翰举行的2022年英国电子烟展览会(Va-

per Expo UK 2022)上，思摩尔(SMOORE)旗下雾化科技旗舰品牌FEELM展示了

全球首个陶瓷线圈一次性烟弹解决方案系列FEELM Max。通过推出该解决方

案和展示尖端的陶瓷线圈加热技术，FEELM将陶瓷线圈引入了新兴的一次性

电子烟市场。

作为电子烟新品类，一次性电子烟市场方兴未艾，自2020年以来倍受

欢迎。2021年，一次性（封闭系统）电子烟产品市场规模达到约21.25亿

美元，在全球电子烟设备市场中所占份额为22.7%。据Frost&Suvillian估

计，2022年至2026年，一次性电子烟将成为所有电子烟产品中增长最快的类

别，年均复合增长率(GAGR)将超过28%。2022年，一次性电子烟市场规模预

计将达到27.2亿美元，占封闭系统电子烟产品市场的43%以上。

然而，绝大多数现有一次性电子烟产品均采用棉纤维芯，这种方案产

生的气溶胶颗粒相对较大，吸入颗粒在肺部的沉积效率低，导致尼古丁输送

不畅及咽喉部位不适，用户体验较差。棉芯质地松软，无法形成稳定结构，

因此烟液泄漏率高，并且会产生令人不快的焦味。棉芯受热不均匀，还导致

醇味一致性差，用户体验越来越糟糕。此外，目前大多数一次性电子烟产品

的卖点均集中在大口抽吸的次数上，重点宣传一次性电子烟可供抽吸的巨大

口数。针对上述三大痛点，FEELM推出了全球首个陶瓷线圈一次性烟弹解决

方案FEELM Max。FEELM Max对于一次性电子烟的意义，不亚于内燃机对于飞

FEELM在2022年英国电子烟展会上推出
全球首个陶瓷线圈一次性烟弹解决方案

引领全球电子烟行业的又一场陶瓷线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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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汽车、轮船、潜艇和火车的重要性。该方案旨在为新一代一次性电子烟

产品装备更强大、更可靠、更高效的雾化“引擎”。内燃机具有热效率高、

重量轻、体积小、可控性好等优点，其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同样，FEELM Max有望引领自2022年1月FEELM Air推出以来全球电子烟行业

的又一场陶瓷线圈革命。

凭借无棉结构和微孔陶瓷线圈，FEELM革命性的电子烟解决方案能够显

著提高电子烟液的利用率。在相同烟液量的情况下，其抽吸次数比传统的棉

芯一次性电子烟产品增加25%。此外，得益于陶瓷线圈技术，该方案可产生

体积更小的汽化气溶胶颗粒，并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咽喉残留物，从而带来前

所未有的丝滑抽吸体验。与棉芯产品相比，口感顺滑度可提高30%。因为陶

瓷线圈可保证持续稳定的蒸汽供应量，因此这项创新技术还拥有超过95%的

极高口味持续性。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用户可享受同样醇厚的至臻口感。

除了这三大优势之外，在Maze防泄漏技术加持下，FEELM Max还拥有低

于0.03%的超低泄漏率，整体减害性能比棉芯产品提升46%。FEELM陶瓷线圈

产生的汽化气溶胶颗粒体积更小，在肺部的沉积率更高，能够在更短时间内

为用户带来更浓郁的满足感。同时，FEELM已获专利的Flavor-Lock技术可实

现阶梯式温度区域，可为用户带来量身定制的风味释放节奏。

2022年初，英国一家专业电子烟零售商采用了FEELM Max解决方案。该

零售商与FEELM合作，推出了一款配备FEELM陶瓷线圈的超薄一次性电子烟产

品，外观紧凑轻巧，专为戒烟人士而设计。4月，两家公司携手参加了全球

规模最大的电子烟宣传活动“VApril 2022”，活动旨在向伦敦和曼彻斯特

寻求替代方式的成年吸烟者赠送一次性电子烟。

在2022年英国电子烟展览会上，FEELM还展示了其他开创性的行业领先

一次性电子烟解决方案，如环保型无尼古丁一次性电子烟，以及配备防尘烟

嘴的卫生型电子烟。凭借绿色产品理念和新潮前卫的设计，两款产品双双获

得2022年红点产品设计奖。与传统上由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电子烟不同，环保

无尼古丁一次性电子烟的外部结构由可回收和可重复使用的纸和铝箔制成。

而防尘烟嘴卫生型电子烟的产品概念源于口红，装备了可扭转喷嘴，能够防

止烟嘴接触不洁物质。

展会上展示的另一个获奖解决方案是FEELM Air，被誉为全球超薄陶瓷

线圈烟弹解决方案。FEELM与全球客户合作，展示了一系列采用FEELM Air解

决方案的区域领先品牌及其电子烟产品。此外，FEELM随后还将公布2022年

FEELM Air的全球商业发布活动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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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ENDS制造商正与时间赛跑，以满足严格的新法规，

保持产品上架销售。

国务院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引入了《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下称新国标），监管电子

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将于2022年10月起实施。

中国政府于2018年开始监管电子烟的销售。电子烟法规

和新国标的发布标志着电子烟进入了一个正式受到监管的新时

代。中国企业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来满足新规定，否则将面临产

品退市的局面。

2021年11月，当局发布了法规草案，本月公布了最终版

本，其中包括自第一版以来的一些重大变化。

现在，电子烟从制造到分销和销售将完全由政府控制。

虽然新国标可能被视为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自由生产产品

的公司不利，但从长远来看，加强质量控制将为制造商和消费

者带来好处。

电子烟行业本来旨在通过鼓励戒烟来改善健康，但由于长

期不受监管，导致人们对其产品质量和安全以及对公众健康的

中国ENDS产业新法规

保护感到担忧。现在将对电子烟等

下一代产品(NGP)以与可燃卷烟相同

的方式进行监管。

关于品质的修改内容
新国标的以下内容与产品质量

有关：

• 禁止使用烟草味以外的风

味。这是为了避免产品吸引年轻人。

• 电子烟油必须含有尼古丁，

禁止使用不含尼古丁的产品。尼古

丁必须从烟叶中提取（即禁止合成

尼古丁），纯度必须至少为99%。

• 尼古丁浓度不高于20mg/

ml，尼古丁总量不得高于200mg。

• 电子烟必须为防填充的。需

要进行测试以确认是不可填充的。

• 电子烟必须防漏液。

• 电子烟必须防护儿童，避免

意外启动。

• 雾化温度不得超过350℃。

• 气溶胶中的尼古丁量不得超

过0.2mg/口。

• 如果由于电池故障导致设备

内部压力升高，则泄压方向需与抽

吸方向相反。

• 电子烟跌落不得起火爆炸，

符合IPX4防水标准。

在中国销售产品的制造商必须

符合新国标，并有适当的技术证明

文档。只有通过技术评估的产品才

能在中国上市。

在生产电子烟、电子烟油或尼

古丁之前还必须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

和批准。只有那些获得许可证的公司

才能继续销售和制造产品，未获得许

可的公司则不得不下架产品。

此外，政府将检查新国标遵

守情况，以确保公司履行其合规职

责。政府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交易

平台来监管电子烟的分销，消费者

将只能从授权零售商处购买产品。

Broughton法规事务部顾问魏湘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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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标准
制造商任务艰巨，但从长远来

看，将对各方都有利。

首先，制定这些流程将确保

问责制。制定明确的质量控制程序

可确保整个流程每个步骤的质量，

以便公司可以在ENDS产品出现问题

时查明原因。这对制造商来说是个

好消息，为生产高品质电子烟设定

了一条更清晰的道路，既节省了时

间，也提高了产品质量。

这些标准还将确保一致性。如

果没有监管，各个批次的产品品质

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品质一致的产

品将培养用户的信任，即每次都可

以购买到期望的产品。

当然，那些已经对产品质量和

安全有合适管控措施的企业，会视

其为稳定行业的积极举措。这些公

司很可能必须进行严格测试才能将

产品出口到欧盟或美国。

新国标使负责任的公司有机会

展示其高质量的替代产品成为烟草

减害的重要和适当的元素。此前对

电子烟行业无监管，人们对这些产

品缺乏信任，未来几年新监管将加

强中国的电子烟行业。

较小的公司需要做出决定——

迅速重新评估运营方式，在五个月

的最后期限内满足规定，或者考虑

其他市场。根据目的地国家的法

规，有些公司可能会关注对ENDS要

求不那么严格的某些东南亚国家。

然而，也会有公司关停。关于

实施新法规的经验来看，Broughton

看到一些公司因为无法调整其运营

方式或无法证明投资潜力而不复存

在。

新监管是好还是坏？
更严格的法规应该意味着更一致的产品质量将赢得消费者更深的信

任。这为希望通过展示其产品的高质量和安全标准来建立消费者信任的公司

提供了绝佳的商机。

当然，要赶上最后期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些尚未努力遵守新规

的公司将面临穷途末路。对于有远见的制造商来说，了解需求并迅速采取行

动至关重要。

新法规无疑将加强中国的ENDS产业，这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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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总部位于加拿大的Medicago公司开发的新冠疫苗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

(WHO)批准，仅仅因为该公司21%的股份归菲莫国际(PMI)公司所有。菲莫国际自2008

年以来一直持有Medicago的股份，但2020年7月，Medicago宣布计划与烟草公司保持

距离。

Medicago其余79%的股份由日本制药巨头三菱田边制药公司(MTPC)持有。

世卫组织拒绝了该疫苗的申请，依据的是其2005年的条约，要求任何生产或推

广烟草制品的公司不得参与进来，并正在探索与烟草业相关的卫生产品的不同政策方

案。“世卫组织目前正在讨论如何应对烟草业投资健康产业的总体趋势，”该组织表

示。

加拿大卫生部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这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条约，该

条约“不阻止加拿大政府与Medicago合作开发和采购疫苗，以确保为该国人口提供现

成有效的疫苗供应。”

加拿大卫生部长让-伊夫·杜克洛斯（Jean-Yves Duclos）称Medicago的疫苗“在

生物制造、研发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功”，并表示他们的技术和疫苗平台对于未来的使

用非常重要，他补充说，“所以我们可以超越最初基于紧急情况使用的决定，可以利

用其他途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世卫组织立场伪善：教条
式拒绝批准能够挽救生命
的新冠疫苗

WHO因挽救生命的疫苗由烟草
公司部分持股而拒绝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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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立场
菲莫国际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

世卫组织的立场与其呼吁在世界范围

内加速接种疫苗的呼吁背道而驰。发

言人说：“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与烟草控制完全无关。世卫组织的政

策应侧重于加速医疗进步和创新。”

菲莫国际日本分部进一步强

调了这些观点，并对朝日新闻表

示，“建议不批准可以挽救生命的

新冠疫苗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

这与世卫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疫

苗接种的努力背道而驰，”并补充

说世卫组织应专注于推动医学和创

新的努力，而不是阻碍医疗产品的

使用。

世卫组织拒绝批准，使加拿

大无法向其他国家捐赠Covifenz疫

苗，并限制他们对全球股权疫苗股

权计划COVAX的捐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Covifenz

的终结，因为三菱田边制药公司计

划今年夏天在日本申请使用该疫

苗，并表示世卫组织的决定不会影

响Covifenz在日本的许可程序。

世卫组织拒绝Covifenz疫苗的

申请，仅仅是因为是基于其反烟草

教条，而不是基于疫苗的科学性或

功效，这是不应该的。

Medicago的两剂疫苗于2月

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用于

18-64岁的成年人。早期临床试验表

明，Covifenz在预防新冠感染方面的

有效性超过70%，预防重症的有效性

为100%。《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期

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Medicago的布

莱恩·沃德（Brian Ward）博士及其

团队透露，三期试验发现Covifenz对

由五种奥密克戎之前变异引起的任何

症状性疾病有69.5%的疗效，事后分

析表明该疫苗对中重度疾病的有效率

为78.8%，疫苗组无重症病例。

世卫组织的目标是到2022年年中为全球7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在其

《到2022年中实现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一文中提到，“全球疫苗使用

非常不公平，覆盖率从1%到70%以上不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财

富。”有些人可能会问，此时我们是否还需要其他新冠疫苗。如果从这一点

来考虑，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新技术平台上生产的新疫苗可能是那些不能

或不想接种mRNA疫苗的人的替代选择，应该派上用场。

新疫苗由于不需要极端的冷链程序来储存，因此可以更容易运输，应该是

一个有用的方案，可以帮助世界人口，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预防新冠。

但是，Covifenz等新疫苗的这些好处显然不能与世卫组织有偏见和可疑的反烟

草立场“相提并论”，该机构仅仅因为开发新疫苗的公司由烟草公司部分持

股，就否定了具有挽救生命潜力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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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e	 Global申请撤销在美
上市计划

总部位于深圳的电子烟制造商

Aspire Global，已向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申请撤回其于去年6月提交的

上市申请。当时，中国颁布了电子烟

新规，电子烟制造商的市场拓展、分

销及融资面临着各种挑战。据《南华

早报》报道，该公司在提交的文件中

未提供撤回的理由。Aspire原计划以

每股7-9美元的价格出售1500万股股

份，预计筹资1.35亿美元。

根据新规定，电子烟公司在中

国或国外上市，必须获得国家烟草

专卖局（STMA）的预先批准。其他

规定包括禁止外国投资者进入电子

烟行业。该行业曾吸引红杉资本和

IDG等风险投资巨头。

Aspire成立于2010年，其电子

烟产品通过遍布30个国家/地区的150

多家分销商网络进行销售，工程团

队位于洛杉矶和深圳，在中国、美国

和欧盟拥有200多项专利。该公司的

招股说明书草案显示，去年，Aspire

一半以上的销售额来自欧洲，中国

和美国分别占18.5%和10%。除了电子

烟，Aspire还从2020年底开始在美国

营销大麻雾化产品品牌Ispire。

除了国内的监管，Aspire还面

临着其他监管挑战。这些挑战削弱

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发行机构的兴

趣。去年年底开始实施的《外国公

司控股责任法案》规定，从2023年

3月开始，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

能交出审计结果，将会被强制要求

从美国交易所退市。

马来西亚电子烟法规备受关注
马来西亚卫生部（MoH）拟议的

电子烟法规，将以监管传统卷烟的方

式监管电子烟产品，引起了消费者、

制造商、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担忧。

拟议的法规包括限制电子烟液

尼古丁最低含量、禁止线上销售电

子烟、禁止销售“开放系统”的电

子烟以及禁止电子烟广告和促销，

类似于卷烟的监管规定。

《新海峡时报》报道称，电子

烟消费者协会马来西亚电子烟联盟

（MVA）呼吁将电子烟和卷烟分开监

管。MVA主席Khairil Azizi Khairud-

din表示，电子烟和卷烟是两种不同

的产品，这是全球公认的观点。

他说，“来自国际公共卫生机

构的大量证据表明，电子烟的危害比

卷烟小。按照卷烟的方式来制定电子

烟法规是错误的。对电子烟进行监管

的许多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新西

兰，将电子烟视为可以帮助戒烟的工

具。该提案传输的是错误的信息，我

们坚决不能剥夺成年消费者获得危害

性更小的替代品的权利。”

“马来西亚全国范围内都在销

售电子烟产品。因此，政府必须立

即制定法规或产品指南来管理该行

业，以便消费者购买符合法律的产

品。卫生部不能仅仅想着找到禁止

电子烟和延迟监管的方法，而忽略

当下真正的问题，”他补充说。

代表马来西亚约3000名电子

烟企业家、制造商、进口商和零

售商的协会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

明，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自2015

年以来，该行业一再要求政府出台

法规，但尚未实现，”马来西亚零

售电子烟协会（MRECA）总裁拿督

Adzwan AbManas说，“在2022年预

算中，政府宣布对电子烟产品征收

高额消费税，电子烟比卷烟更加昂

贵。像卷烟一样监管电子烟是不合

理的。有很多证据表明电子烟的危

害比卷烟小，所以电子烟和卷烟的

规定不能一概而论。”

“卫生部坚持并拒绝在制定

电子烟规定时考虑科学和事实，”

马来西亚电子烟行业倡导组织

（MVIA）总裁Rizani Zakaria补充

道，“卫生部应将电子烟产品视为

吸烟者的替代品，而不是对电子烟

施加严厉的规定，或进行类似于卷

烟的监管。”

Dewan Perniagaan Vape 

Malaysia（DPVM）秘书长Ridhwan 

Rosli表示，卫生部基于新西兰烟草

销售年龄限制的禁令，提出了“世代

终结”的监管法规，这需要进一步讨

论。同时指出，新西兰对电子烟产品

的监管不同于卷烟，实际上是作为帮

助吸烟者戒烟的替代方法进行监管。

帝国品牌卷烟销量开始增长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新冠限制

放松，旅行人数也随之增多。帝国

品牌在机场免税店和欧洲主要度假

胜地的卷烟销量开始反弹。

在疫情初期，由于旅行受到限

制，烟草、酒精和奢侈品制造商受

到严重影响，销售额损失严重。帝

国烟草在2021年年度报告中指出，

旅游复苏仍“因欧洲各地的新冠限

制而无法预料”。几个月后，这家

云斯顿卷烟和Backwoods雪茄制造商

宣布市场已经复苏。

该公司表示：“随着跨境旅游

的恢复，我们的全球免税业务和南

欧度假胜地的旅游零售额已开始复

苏。”中东也出现了类似复苏。

疫情之前，免税销售仅占帝

国烟草全球收入的2%。该公司早些

时候宣布，公司有望实现2022年目

标，这得益于欧洲电子烟和加热烟

草销售强劲的推动，将其股价推高

至两年内的最高点。

帝国品牌在南欧和中东免税店的卷烟销量开
始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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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电子烟新规定
南非标准局（SABS）称已经成

立国家技术委员会（TC），负责起

草《南非国家标准》，指导电子烟

及蒸汽设备的使用。

目前，南非没有针对电子烟生

产的指导方针或法规。南非标准局

将负责制定指导方针，并推动该领

域的标准化进程，包括电子烟产品

及其组件，如烟弹和墨盒。

南非标准局还将制定术语、抽

样、测试和分析程序、产品规格、

安全、质量管理以及包装、储存和

运输要求。

据南非标准局称，无论是在娱

乐用途还是经济活动方面，电子烟产

品在南非变得越来越流行。预计约有

350,000人使用电子烟产品，2019年

销售额为12.5亿南非兰特。

“随着行业的发展，有必要

建立国家标准来指导产品质量，并

为消费者提供保证，以确保用于电

子烟的电子设备和产品可以安全使

用，”南非标准局首席管理员Jodi 

Scholtz说。

Scholtz表示，制定一个国家

标准平均需要大约300天。但是，时

间长短取决于国家技术委员会成员

的适应能力和承诺、已发表研究和

文件的可用性、国家技术委员会共

识、公众调查阶段的稳健性以及各

种其他后勤要求。

财政部长Enoch Godongwana表

示，政府打算从2023年1月1日开始

对电子烟产品征收至少每毫升2.90

南非兰特的新税。基于适用于其他

应税产品的现有政策规则，财政部

希望对使用非尼古丁和尼古丁的电

子烟液分别征收消费税。2021年12

月，发布了关于电子烟产品税收的

讨论文件。

建议使用40%的税收负担指南，

这相当于总消费税从33.30南非兰

特增长到346.00南非兰特，平均为

165.29南非兰特。

研究显示电子烟和尼古丁贴片
对孕妇一样安全

根据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最新

研究，电子烟对孕妇来说与尼古丁

贴片一样安全，甚至可以帮助更多

女性戒烟。

该研究由美国国家健康与护理

研究所（NIHR）资助，并发表在《自

然医学》杂志上。这是第一个针对电

子烟在怀孕吸烟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与未怀孕

的吸烟者一样，电子烟可能比尼古丁

贴片更有效，并且不会对怀孕期间的

母亲或婴儿构成任何更大的风险。

研究人员研究了1140名怀孕的

吸烟者，她们被随机分成两组，第

一组使用电子烟，第二组使用尼古

丁贴片。两组的戒烟率相同，但贴

片组中的一些成功戒烟者使用电子

烟而不是贴片来戒烟。考虑到这一

点，电子烟组在妊娠末期的戒烟率

（6.8%对4.4%）高于贴片组。

在妊娠结束时自我报告的戒烟

方面，两组分别为19.8%和9.7%。

电子烟组的女性占总数的34%，

而非电子烟组的女性占6%。

两组的出生结果和不良反应相

似，除了出生体重低（出生体重低

于2.5公斤的婴儿），这在电子烟组

中不太常见（9.8%对14.8%），很可

能是因为电子烟使用者吸烟较少。

“虽然怀孕的吸烟者最好戒

烟，不要继续使用尼古丁，但如

果这很困难，电子烟可以帮助吸烟

者戒烟，并且与尼古丁贴片一样安

全。许多戒烟服务机构已经普遍使

用电子烟作为吸烟者的一种选择。

这种用途现在也可以用于孕妇的戒

烟服务，”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健康

与生活方式研究部主任Peter Hajek

教授说。

英国多数人支持禁止传统卷烟
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

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应该禁止传统卷

烟，并支持使用电子烟。

Techne UK为Express.co.uk开

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受访

者认为应该禁止使用传统卷烟。女性

比男性更希望禁止传统卷烟（女性比

例为59%，男性为49%）。此前，英国

政府已决定推迟发布有关在2030年之

前实现无烟的研究。

然而，由于公共卫生问题，政

府改变吸烟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

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年龄组和经济

阶层中，禁烟令的支持率都超过了

50%。然而，许多不吸烟的人反对侵

犯个人选择。总体上反对禁止传统卷

烟的占30%，其中吸烟者占14%。

该政策于2020年3月27日至8

月17日在南非试行了五个月，被视

为“灾难”。导致南非政府损失数

亿美元的收入，以及走私和非法贸

易的大幅增长。即使在禁令被废除

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数以百万计的成年人喜欢吸

烟，不想改变。许多人尝试过吸电子

烟，但他们更喜欢卷烟。这是他们的

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吸烟者权利

组织Forest主任Simon Clark说。

“禁止卷烟，支持低风险产品

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禁令永远不会

奏效，它只会将更多的吸烟者推向

黑市并助长非法贸易。这也可能导

致吸烟者对电子烟产生强烈不满和

反对，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被欺负，

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改用电子烟。

如果吸烟者戒烟转而使用无烟产

品，则必须是自由选择而不是禁止

或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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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当电子烟在全球范围内

变得越来越流行时，东南亚国家的监管机构

还不确定如何应对这个全新的产品。关于电

子烟比传统烟草产品的健康风险较低的科学

研究结果相差甚远，互联网内容令人半信半

疑，充斥着不确定性。或许是出于纯粹的预

防考虑（或作为一种保障措施），大多数东

盟成员国几乎立刻就颁布了电子烟产品的全

面禁令，至少开始严格限制电子烟使用。十

年过去了，东南亚国家不再一致地“反对电

子烟”了，而是开始各自修补立法和全面禁

令的漏洞。一些国家的电子烟已经合法化，

其他国家则继续禁止电子烟。目前，东南亚

地区对电子烟最为“友好”的国家是菲律宾

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很快就会加入这一

行列。持反对态度的国家是新加坡和泰国，

这两个国家都坚决实施全面的电子烟禁令。

东南亚各国的电子
烟政策大相径庭
东南亚国家过去对电子烟一律持敌对态度，目前一些国家的相
关政策有所放松，但也有些国家仍然顽固地反对电子烟。 

印度尼西亚
“从反对者变为支持者”的一个典型国

家就是印度尼西亚。以前，在该国吸电子烟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因而还导致了黑市迅速

增长，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2018年，印度

尼西亚政府终于宣布了期待已久的电子烟合

法化的规定，实际上这也使该国成为东南亚

地区第一个宣布电子烟合法化的国家。政府

甚至将每年的7月18日定为“电子烟节”。

电子烟市场合法化不仅有利于当地的企业家

和终端消费者，而且还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亚

洲电子烟展览和电子烟行业研讨会的首选国

家之一。全球最大的电子烟展会IECIE的主

办方Informa Plc（英富曼）项目副总监夏

燚表示，2021年，印度尼西亚电子烟行业创

收达2.39亿美元。

菲律宾
以前，菲律宾的电子烟市场不受监

管。2019年7月，该国通过首个电子烟法案，

距离印度尼西亚引入电子烟法案不到一年的

时间，与此同时，该国还引入了电子烟税收

系统。2022年初，菲律宾通过了一项更为详

尽的法律，即《不可燃尼古丁输送系统监管

法案》（又名《众议院9007号法案》），进

一步规范了电子烟和加热烟草产品的销售

和制造。该法案还禁止除薄荷醇和烟草以外

的电子烟口味，并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

烟。所有电子烟产品均须获得上市前的“FDA

电子注册号”（FERN）。

马来西亚
今年8月3日，马来西亚预计将取消持续

已久的电子烟禁令，届时名称繁琐的《2011

年商品说明法有关2022年电子烟设备商品说

明（认证和标识）法令》将会生效。当意识

到多年来黑市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禁令还能

持续这么长时间就更加令人费解了，有消息

称，马来西亚从事电子烟油和配件的零售商

和制造商超过30,000家。“2021年，马来西

亚的电子烟市场规模达到5.58亿美元，占该

国国内烟草市场总额的42%，”Informa的夏

燚对《亚洲烟草》表示。然而，电子烟合法

化的同时，也将出台严格的监管规定，包括

所有电子烟油产品需要进行注册，而且所有

设备需获得安全认证等。

目前，部分东南亚国家允许合法抽吸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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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IE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参观者。

顾客与厂商在IECIE展会上交流。

英富曼集团市场经理郭文竹。英富曼集团项目副总监夏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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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在越南，电子烟实际上仍然不受管制。电子烟油、

口味或电子烟设备没有任何限制——更不用说强制性的

质量或安全标准了。IECIE市场经理郭文竹最近在接受

《亚洲烟草》采访时表示，“由于越南市场目前缺乏监

管规定，消费者可以自由抽吸电子烟。据称，政府此前

曾试图照搬泰国和新加坡的形式，全面禁止电子烟和蒸

汽烟产品，但显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来支持这一举

措。”但从这次失败的尝试中也看到了希望，越南将认

识到监管电子烟行业带来的好处，并将享有类似于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利益。

新加坡
作为东南亚地区典型的禁烟国家，新加坡出台了更

加严厉的电子烟管制措施。根据《烟草广告和销售控制

法案》（TCASA）第16(2A)条，持有、购买、使用、进口

和销售任何类型和规格的电子烟产品都属违法行为。违

法者将被处以最高10,000新加坡元（7,200美元）的罚款

和最长6个月的监禁，屡犯者甚至可能面临初犯加倍的惩

罚风险。

泰国
同样地，泰国也完全禁止持有、使用、购买、进口

和销售电子烟产品。然而，黑市的蓬勃发展再次证明，如

果不能很好地实施，这些禁令也将形同虚设。尽管如此，

根据现行法律，违规者仍将面临定义含糊不清的“非法物

品估值数倍”的罚款或最高10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然

而，最近该国的数字经济部长和公共卫生部长之间展开了

一场相当激烈的拉锯战，前者正在推动实现电子烟全面合

法化，而后者则是一个强大的、近乎狂热的反电子烟团体

的首领。最终，议会将不得不投票是否使电子烟合法化。

但当地媒体的专栏文章坚持认为，反电子烟游说团体可能

会占上风，这是因为卫生部长Anutin Chanvirakul经常发

表新闻声明，表示他完全打算无限期地维持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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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IE全球联展”将首次亮相印度尼西亚
自2015年以来，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电子烟行

业盛会IECIE（“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每

年都在中国深圳举行。由于行业反响热烈，该展会

自2018年开始也在上海举办第二场展会。最近，主

办方Informa Plc决定以“IECIE全球巡展”的全新

形式将IECIE的影响力扩大到国外。实际上，计划每

年在不同国家举办几次IECIE展会。印度尼西亚是首

个被选中举办“IECIE全球巡展”的国家，展会将于

10月20日至22日在雅加达国际会展中心(JIExpo)举

办。第二场“IECIE全球巡展”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

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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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行业正在南非迅速兴起，吸引了

电子烟新用户，以及该国大约800万寻求戒

掉传统卷烟的部分烟民。

南非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政

府还未监管电子烟，正在就如何监管进行磋

商，但开征了一个税率，将于2023年1月生

效。目前正进行激烈的辩论。

VPA S A首席执行官阿桑达·格科伊

（Asanda Gcoyi）对《亚洲烟草》表示，“南

非蒸汽产品协会(VPASA)一直表示希望对该行

业进行监管，但不是按照南非卫生部目前寻

求的方式进行监管。我们希望南非立法允许

消费者选择危害较小的卷烟替代品。如果坚

持将烟草和电子蒸汽产品归为一类，会让人

们认为后者对人的健康同样有害。”

南非就电子烟税率
展开激烈辩论

逾35万南非人抽吸电子
烟。

2018年，政府开始起草《烟草产品和

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管理法案》，这场辩论

就开始了。2021年12月15日，政府发布关

于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和非尼古丁输送系统

(ENDS/ENNDS)监管的讨论文件，此后争辩愈

演愈烈。政府要求利益相关者就他们认为如

何对该行业进行监管以及如何对其征税提出

建议。募捐活动于2022年1月25日结束，但

VPASA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认为该行业将长期

存在。

VPASA于2021年委托对该行业的经济效益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其对国内生产

总值的总增值贡献为24.9亿苏里南元（1.54亿

美元），纳税额为7.1亿苏里南元（4400万美

元）。研究发现，超过35万名南非人使用蒸

汽产品，该行业雇佣了9500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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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ASA首席执行官阿桑达·	格科伊。

国际咨询机构Canback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南非的电子烟市

场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长10%，到2027年，电子烟产品不断增长

的需求预计将创造超过1.4万个工作岗位，其中相关就业人数每年同

比增长13%。

由于《烟草产品控制法》或《药品法》未涵盖电子烟，政府表

示存在法律真空。因此，四年前开始起草《烟草产品和电子尼古丁

输送系统管理法案》，寻求规范电子烟的使用、营销和销售。拟议

的法律尚未提交议会辩论能否通过。

然而，在法律获得批准之前，财政部长伊诺克·戈东瓦纳

(Enoch Godongwana)于2022年2月23日表示，政府将从2023年1月起

对尼古丁和非尼古丁电子烟产品征收2.90苏里南元（0.18美元）的

新统一税。格科伊对拟议的消费税有些担忧，其中包括政府似乎有

意仓促引入。

此外，她担心她所描述的“缺乏税收对抽吸电子烟行为影响的

建模，包括预计有多少人会被阻止使用电子烟，如果提高电子烟价

格，有多少吸烟者可能复吸传统卷烟。缺乏可信、可验证的证据表

明税收将如何影响该行业与传统烟草行业竞争的能力。政府缺乏可

靠的数据来支持其关于税收将阻止年轻人吸电子烟的论点。由于缺

乏关于该国青少年吸电子烟现状的明确信息，数据很难量化。我们

认为，如果还在怀疑征收这种税的理由，现在谈论具体税率还为时

过早。”南非的烟草产品税是世界上最高的，约为40%。

政府称，ENDS/ENNDS市场在包括南非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

处于起步阶段，但保持增长。“在其他市场，青少年对这些产品的

消费量有所增长，导致人们担忧电子烟对青少年开始吸烟和使用烟

草的影响。此外，考虑到这些产品并非无害，人们担心它们可能会

破坏全球控烟工作和公共健康。”

然而，该行业表示，政府在潜在健康影响方面将传统卷烟和电

子烟混为一谈，这是违背科学的。英国公共卫生部、皇家内科医师

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等著名国际组织的研究

表明，吸电子烟的危害比吸烟低95%。

《牛津尼古丁与烟草研究》杂志指出，“电子烟是二手烟碱

暴露的一种来源，但不暴露燃烧性毒物”，而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 

“二手烟烟雾，尤其是有人正在抽吸卷烟时产生的烟雾，与周围人

罹患癌症和心脏病有关。”鉴于电子烟可以将吸烟者罹患烟草相关

疾病的风险降低98%，南非自由市场基金会对政府转向“严格”监管

ENDS/ENNDS感到担忧。

该基金会主席盖尔·达伊（Gail Day）对《亚洲烟草》表示，

政府的讨论文件没有将蒸汽烟和电子烟视为烟草减害产品，而是错

误地将电子烟产品归类为等同于烟草产品和尼古丁。

达伊说，“如果政府接受这些创新解决方案，那么吸烟者就会

有更便宜、更健康的替代品来帮助戒烟。虽然政府希望利用税收来

打击吸烟，但对电子烟产品征税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推高电子烟

的成本，阻碍吸烟者选择替代品，使其继续吸烟。”

达伊说，卷烟税是一种不公正现象，计划于2023年1月征收的

电子烟税将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吸烟者除了像其他人一样缴纳

所得税之外，还私下缴纳医疗保健，他们的额外健康费用证明了这

是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现象。”

但是，南非金山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的健康经济学家劳拉·罗索乌（Laura Ros-

souw）在2020年2月11日的《对话》中写

道，税收和警语一直有助于减少该国的吸

烟。她回忆说，1990年，政府在烟盒标签上

引入了警语，并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吸

烟。还提高了卷烟税。从1990年到2012年，

实际消费税增加了522%。成人吸烟率从33%

同比降至20%。

“应该采取类似的方法来阻止非吸烟者

开始使用电子烟，”她假设。“我们单位研

究利用税收来减少产品使用的工作表明，税

收是一种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策略，可以阻

止可燃卷烟的消费。它还为政府创造了收入

来源。这同样适用于电子烟。”

格科伊说，南非电子烟的未来取决于政

府将采用的监管框架，并警告说，对其实施

与吸烟相同限制的监管框架将摧毁该行业。

她说，“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吸烟者

没有获得有关吸电子烟和吸传统卷烟之间重

要区别的正确信息，从而剥夺了他们在二者

之间做出明智选择所需的信息。”

“最终，这样的结果将确保烟草业在尼

古丁市场上的地位，从而巩固其长期主导地

位。另一方面，明确区分电子烟和传统卷烟

的监管将使该行业能够与吸烟者沟通，并为

他们提供一种减害的吸烟替代品。从长远来

看，这可能会取代吸烟成为尼古丁消费的主

要形式，并总体上降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

鉴于吸烟给卫生系统带来的成本，这将是一

个值得称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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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驰 亚 将 收 购 烟 弹 供 应 商
Poda	Holdings

奥驰亚集团子公司——奥驰亚

客户服务公司（ALS)）将以1.005亿

美元收购Poda Holding公司，包括

开发、制造和营销多基片加热烟弹

技术所涉及的所有资产。

这项收购包括但不限于Poda与

此类技术相关的专利，以及公司基

于版权费修订协议中部分专利的独

家永久许可权。

Poda的多基片烟弹加热技术

使用可生物降解的一次性专利烟

弹。Poda称，该技术可防止加热装置

和烟弹之间的交叉污染，无需清洁，

可为用户提供便捷、愉快的体验。

菲 莫 福 川 卷 烟 厂 首 次 获 得
AWS认证

位于菲律宾八打雁省Tanauan市

的菲莫福川公司（PMFTC）卷烟厂，

获得了水资源管理联盟（AWS）“核

心级认证”。此项认证肯定了该公

司在业务运营和保护社区水资源、

尊重水自然循环方面的承诺。

菲莫福川（菲莫国际子公司）

八打雁工厂是菲律宾第一家获得AWS

认证的工厂。

“2021年初，我们已经阐明了

对水资源管理的承诺。这一承诺是我

们实现可持续无烟未来愿景的关键

部分。我们希望通过这项认证，影

响其他企业进行转型，并对集水区

采取积极行动，”菲莫福川公司制造

总监Nicolas Souvlakis说，“这不

仅是菲莫福川八打雁工厂的一项重

大成就，也是我们社区的一项重大成

就。”

菲莫福川公司承诺“支持公众

加强水资源治理、维持可持续的水

平衡、改善水质、保护重点水域，

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清洁、卫生的

水资源”，更好地履行加强水资源

管理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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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雁工厂对所有利益相关

者和公众开放，支持与政府机构合

作，以符合所有的法律和监管用水

需求。菲莫福川将继续加强并调整

水资源管理的行动和战略，并履行

国家和国际的水条约条款。

AWS是一个国际标准，旨在减少

使用者的水足迹。AWS认证致力于通

过行动和计划促进整个地区的长期水

资源管理，并非只局限于工厂周边。

制造商错过了FBR实施跟踪和
追踪系统的截止日期

此前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设定的

烟草业采用追踪和跟踪系统的延长截

止日期是2022年5月20日，制造商未能

及时采用。

此举将使卷烟制造商能够完成

机器安装，在卷烟包装上加盖印花

税。两家最大的卷烟制造商正处于

实施追踪系统的最后阶段，一家当

地公司也与联邦税务局签署了三方

协议。此外，七家本地制造商赢得

了延缓实施追踪系统的裁决，下一

次开庭日期定为2022年6月8日。

从5月20日起，联邦税务局将

不允许卷烟制造商在未加盖税票/

唯一识别标记（UIM）的情况下，

从生产场所、工厂或制造厂运输烟

草产品。在阿扎德查谟和克什米尔

（AJK）制造、进入巴基斯坦关税区

的无税票卷烟包装，都将被没收。

埃及烟厂可能暂停生产
由于银行不愿签发进口烟草原

料所需的跟单信用证，埃及工业联

合会烟草部发出警告称，卷烟和烟

厂的生产可能中断。

据该烟草部门负责人Ibrahimal 

Embabi称，超过23家工厂将在开斋

节假期结束、用完批量库存的烟草

原料后关闭。由于埃及限制烟草种

植，这些原料完全从国外进口。

Embabi还表示，中央银行3月份

决定，停止接收进口文件，并将集

中处理银行跟单信用证。这导致大

多数埃及制造商暂停了原料进口，

包括烟厂。

他表示，银行阻碍了信贷额度

的开放。一些烟草制造商出口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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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000万美元的产品，但他们要求

从出口中获得多笔回报的信用额度

尚未获得批准。

Embabi表示，停止原料进口，

以及由此导致的工厂生产中断，将

导致该行业近30,000名工人失业。

此外，还将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

卷烟和烟草公司每年的纳税额超过

790亿埃及镑。

波黑莫斯塔尔工厂出售计划再
次落空

莫斯塔尔烟厂是波黑四家历史

最悠久的公司之一，67%的股份由

联邦政府持有。目前，计划将该烟

厂出售给最新竞标者——迪拜商人

Jassim Abdullah Ibrahim Alhuwai

的愿望再次落空。该烟厂于10多年

前上市，出售计划落空，将使工厂

的130名员工陷入困境。

目 前 还 未 得 到 相 关 信

息，Alhuwai为何没有在截止日期

前支付600万波黑马克（338万美

元）的款项。Alhuwai并没有支付这

笔钱，尽管在三日期限内向市法院

提交了登记簿的摘录信息。与此同

时，来自维索科的第二大竞标者Ko-

mochem公司出价550万英镑，也已经

退出收购。

DehydraTECH创新口服尼古
丁输送技术

为了实现目标，大公司越来越依

赖于创新的尼古丁输送系统。Lexaria

生物科学公司的DehydraTECHTM输送平

台就是一个例子。该平台采用革命性

技术，并已申请专利。

Lexaria的DehydraTECH改善了

口服尼古丁输送的有效性，适用于

多种产品形式，包括药品、营养品

和非处方药。

DehydraTECH技术已经获得许

可，其他公司采用该技术，需要向

Lexaria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奥

驰亚集团已获得DehydraTECH的使用

许可，目前正在评估其在非燃烧口

服尼古丁产品中的作用。英美烟草

工业公司也对Lexaria的技术进行了

初步测试。

自2014年以来，Lexaria一直在

改进和推广DehydraTECH技术，其功能

及宣传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该公司目前在提高亲脂性（脂溶性）

药物和口服活性药物成分（API）的

吸收速率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这种方法已被证明可以将大麻和尼古

丁的生物吸收率提高五到十倍。

一项于2021年底完成的口服

尼古丁吸收研究显示，Lexaria口

服产品在血浆中输送尼古丁需要2

到4分钟，而浓度匹配对照组需要

45分钟。DehydraTECH尼古丁在8分

钟和30分钟时的峰值水平相似，比

对照组的峰值水平（约45分钟）大

约高10倍。简言之，药代动力学

（PK）数据，即反映药物在体内

从输送到排出完整过程的数据显

示，DehydraTECH在两小时持续作用

时间内明显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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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合成尼古丁的烟草产品（或官方称为“非烟草尼古丁产品”）此前基本上不受监

管，但截至2022年4月中旬，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承担了其全面监管管辖权。本

质上，它们现在受到与含有烟草衍生的“天然”尼古丁的产品几乎相同的监管。换句话说，

计划未来在美国市场推出合成尼古丁产品的所有公司都需要向FDA提交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

(PMTA)，然后等待审查，如有必要，将获得批准。

合成尼古丁PMTA将成为常规
一切似乎都很好，当然起初还是有一些焦虑的争辩。在该法律生效之前，许多公司

已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主要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因不需要而从未提交过PMTA的公

司，以及之前因天然尼古丁烟草产品被拒绝PMTA批准、为了规避系统而改用合成尼古丁的

公司。4月1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将监管权交给FDA，这些公司突然发现自己身陷困境。

如果这些公司想继续在美国销售，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2022年5月14日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PMTA，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合成尼古丁受到监管起初引起一些焦虑，但未来应该会使行业更加
规范。

美国FDA合法监管
合成尼古丁产品

Nicobrand公司的质控实
验室。
图源：Nicobrand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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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brand公司扩大合成
尼古丁生产。
图源：Nicobrand Ltd.

备受尊敬的行业资深人士乔治·卡塞

尔斯·史密斯（George Cassels-Smith）在

4月下旬的一次播客采访*中对《亚洲烟草》

预测道，“市场可能会收紧……因为PMTA截

止日期对人们来说是不现实的，除非他们之

前已经准备了大量数据。”卡塞尔斯·史密

斯担任TTI（tobaccotech.com）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同时也是Zanoprima Life Sciences

公司合成尼古丁品牌SyNic的全球分销商。

然而，在4月14日之前，这篇文章肯定早已

发表。只要稍加尽职调查，受影响的公司就

可以及时准备好他们的PMTA文件。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含有合成尼古丁

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在烟草产品中使用合成

尼古丁代替烟草衍生的[即天然]尼古丁一直是

争论的焦点，”Nicobrand(nicobrand.com)公

司的董事马克·麦奎兰（Mark McQuillan）证

实，该公司是另一家领先的合成尼古丁供应

商。麦奎兰还指出，“FDA非常清楚，以前在

提交天然尼古丁时收到拒绝令的产品在简单地

用合成尼古丁替代时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既然匆忙的初始提交截止日期已

经过去，那么事情肯定会解决。未来的PMTA

终将常规化，并将与其他烟草产品的流程非

常相似。为了协助处理新申请必须提供的大

量文件，Nicobrand和TTI/Zanoprima为其客

户提供各自品牌的烟草产品主文件(TPMF)。

两家供应商不仅提供一系列用于电子烟液、

白袋和加热不燃烧烟弹的合成S-尼古丁粉末

和烟液配方，还提供合成离子交换树脂，这

是一种用于尼古丁替代疗法(NRT)的喉糖和

口香糖成分。

监管是正确的举措
卡塞尔斯·史密斯和马克·麦奎兰认为

监管合成尼古丁是正确的一步。监管不仅有

助于建立质量标准，还可以保护消费者免受

含有所谓R-S-尼古丁的产品的侵害。该物质

不应与合成尼古丁的S-尼古丁异构体混淆，

后者在化学上与天然尼古丁完全相同（参见

图1）。McQuillan解释说：“我们已经意识

到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纯度较低的合成尼古

丁形式，即被称为R-S-尼古丁的尼古丁外消

旋混合物。这与烟草衍生的尼古丁不同，含

有约50%的R-尼古丁异构体。事实上，R-S-

尼古丁有一个完全不同的CAS登记号[而S-尼

古丁与天然尼古丁是相同的CAS号]。我很确

定FDA在[PMTA]审核期间会意识到这一点，

并且不希望消费者接触R-尼古丁。”

卡塞尔斯·史密斯还盛赞合成尼古丁至

少高达99.95%的纯度，以及在整个供应链中

可追溯和可追踪的情况。他说，与天然尼古

丁不同，合成尼古丁“完全不含重金属和烟

草特有的亚硝胺(TSNA)，因为它是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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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合成S-尼古丁与烟
草衍生尼古丁的分子结构
类似。

合成尼古丁品牌SyNic的全球分销商George	Cassels-Smith。

图
源
：
TTI Inc.

制成的。因此，任何从天然尼古丁转变为合成尼古丁的产品——尤

其是口服产品——都将具有比天然尼古丁更清洁的合格和量化的毒

性特征。此外，它具有可跟踪性和可追溯性。天然尼古丁源于未被

追踪和追溯到种子的生物质。因此，合成尼古丁的可追踪和可追溯

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会让负责任的制造商谨慎考虑用合成尼古丁

替代天然尼古丁。”

然而，Nicobrand公司的马克·麦奎兰并不赞同卡塞尔斯·史密

斯关于烟草衍生尼古丁的说法。他表示，30多年来，Nicobrand（及

其母公司Contraf-Nicotex-Tobacco或CNT）服务于绝大多数西方尼

古丁替代市场，对其供应链实施全面监督。两家公司开创性的“可

持续尼古丁项目”（SNP）证实了这一点，该项目确保了从种下烟草

种子到成品蒸馏的可追溯性。必须指出的是，蒸馏程序实际上可以

防止重金属进入终端产品。还应该考虑的是，合成尼古丁是一种相

当新的现象，并且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复杂的制造过程中使用和包含

多种化学品。但麦奎兰指出，此类流程尚未受到任何监管机构的审

查，“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避免合成尼古丁。相反，我们应该谨慎

行事，关注烟草衍生尼古丁良好的安全记录，”他说。

美国是目前的主要市场，但可能存在其他机会
对于Nicobrand公司来说，美国暂时是主要市场，这也是因为最

近的裁决为含有合成尼古丁的产品提供了一条受监管的途径。“在

其他一些地区，由于某些法律或监管原因，合成尼古丁可能会接受

监管，例如日本甚至韩国。但截至今天，这些市场对合成尼古丁的

需求并不高，”麦奎兰说。但也不完全排除时机成熟时，合成尼古

丁在其他地区的需求增加。“随着未来全球对尼古丁的需求总体上

增长，我们可以预测合成尼古丁的潜力是确保长期供应连续性的一

种选择。”

SyNic的客户群同样集中在美国，但中国对天然尼古丁的需求

最近一直在飙升，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因此，乔治·卡塞尔斯·史

密斯甚至看到了未来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据我所知，中国市

场缺少天然尼古丁，而中国深圳是成品电子

烟液的巨大的出口地区。因此，每公斤天然

尼古丁的价格上涨到800美元，”他说。卡

塞尔斯·史密斯预计其他地方也会出现类

似的价格上涨，即使可能没有像在中国那样

飙涨，这个例子使人们摒弃了固执的观念，

即合成尼古丁与烟草衍生尼古丁相比成本太

高了。“天然尼古丁每天都在涨价，未来会

继续上涨，世上没有免费的烟草，而且需求

量很大，供应量很低。我现在可以以每公斤

450美元的价格销售合成尼古丁。这正好在

天然尼古丁的范围内，所以我认为我无法在

价格上与天然尼古丁竞争的论点已经站不住

脚了。”

Nicobrand和TTI都将参加今年9月15日

至17日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InterSupply

展会。像往常一样，Nicobrand将与其母公

司CNT共享一个展位，而TTI将与环球烟叶公

司共享展位。

[星号参考]

*关于对乔治·卡塞尔斯·史密斯的完整

播客采访，请访问business.insights.intert-

abac.de/media-center。

* *必须指出，目前这种机会可能不存

在。2022年4月，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了《电

子烟》新国标，其中规定只有（并且是唯一！）

从烟草中提取的尼古丁才允许用于本地生产的电

子烟产品。虽然这很可能只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

产品，但这一限制是否也适用于出口到中国以外

市场的OEM/ODM产品尚不完全清楚。截至发稿时，

《亚洲烟草》尚未就该问题获得具体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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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E（曼式）素以香精香料闻名于世，150年来一直是业内备受推崇的品牌。如今，在

家族第五代人的领导下，MANE集团业务遍及全球近40个国家，拥有27个制造基地和50个研发

中心，员工人数超过6,000人。

MANE集团设有一个专门的面向烟草行业的部门，提供从烟草产品研发到商业化的价值链服

务。该部门为卷烟、手卷烟、水烟、鼻烟等产品提供所有传统香精。15多年来，该公司还专注

于其产品组合中的新技术应用，例如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等香精以及封装等新技术系统。

MANE凭借专业匠心和精益求精，只提供最优质和最稀有的香原料，融合来自世界各地

的合成分子和天然香原料，在产品中捕捉大自然的精髓。MANE还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不断开

发并提供面向客户的新产品。

亚洲扩张
亚洲被视为烟草行业和MANE最重要的市场之一。MANE在亚洲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11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其中，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斯里兰卡、泰国设有6个生

产基地。MANE在亚洲成立已超过10年，新建了工厂，扩展了现有产能。

MANE在亚洲地区不同国家的生产基地的扩张促进了新业务的发展，例如在烟草行业。

针对烟草行业的需求和法规，MANE正在创新具有挑战性的新解决方案。

MANE将很快在印度和中国开设新的生产基地。MANE在中国的工厂将位于上海周边的平

湖市，与MANE在法国的总部一样，就规模和产能而言，这是MANE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大

部分液体香精将在平湖工厂生产，包括电子烟液。MANE在印度的新生产基地将位于古吉拉特

邦地区，专注于一些特定的辛辣口味。这两个中心均按照MANE的标准设计，并将使用最新的

空气处理和称重系统技术。

MANE兼顾创新与
可持续性

MANZE已成立150年，
业务遍及全球近40个国
家，拥有27个制造基地和
50个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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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E最近还在越南胡志明市开设了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提供增强功

能，例如更大的品尝/品评区域、感官隔间以及饮料和烘焙实验室。新研发

中心已进行翻新，扩建了现有场地，将为MANE的合作伙伴带来最佳潜在支

持。除了在亚洲的新研发和生产基地外，MANE最近还宣布启动一项重大建设

项目：位于法国卢河畔勒巴尔的La Sarrée基地的创新和研究中心，面积达

10,000平方米。MANE为此投资了3000万欧元，将于2023年对外展示。

新项目宣布了一系列具有现代风格的变革，符合MANE第五代人的风

貌。为了付诸实施，MANE的技术服务部门选择与Ateliers LORIN的创造力合

作，依靠EXACT Côte d’Azur和Triverio Construction的专业知识。

该创新中心将集中多个结构，如科学文献室、新技术实验室、试验线

（用于饮料、咸味食品、乳制品等）、新工艺测试平台、萃取车间和实验

室、封装和挤制。为了跟上这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世界，这座建筑还将举办

MANE3——这是一个创新初创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平台，以及促进与调味师客

户合作的欢乐空间。该项目不仅将汇集与香精香料创新相关的活动，还将与

客户、合作伙伴、学生和其他公司产生研发协同效应。

负责任地、可持续地发展
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地创造乃重中之重。MANE的使命之一是促进当地

社区与国际香精香料市场之间的联系，积极影响他们的社会状况，保持生态

友好实践。MANE认为，减少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保护其所在社区是公司业绩

和社会接受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根据MANE的环境价值，这座新建筑将使

用地热能进行供暖和制冷，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此外，它将降低其二氧

化碳排放率，并产生相当于63个家庭每年的年用电量。

MANE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还体现在公司将提取过程中的副产品进行升

级回收以创造新的香精上。

MANE升级回收
多年来，MANE一直在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平衡经济增长、尊重

他人和环境保护。

作为一家通过ISO 14001认证的公司，废物管理是MANE为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而做出的众多承诺之一。虽然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产生

的废物，但MANE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升级回收路线。

第一条升级回收路线是使用公司自己的废物，例如副产品或废旧原

料。一个很好的例子是MANE的香草油超临界流体提取（Pure Jungle Es-

sence™），它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草豆香和微妙的烟熏味。它由MANE的波本

香草超临界流体提取的副产品制成，这种升级回收后的香原料使MANE广泛的

香草系列带有天然的味道。它应用于食用香精，为巧克力、乳制品和糖果添

加了有趣的酚醛和香脂味。它也用于日化香精，带有一种非常美味的天然香

草豆香味，伴有木质调。

MANE烟草业务
MANE的烟草业务部门在全球设有五个实验室，拥有20多位专职专家，

与客户保持密切合作。

该部门的核心是根据客户需求设计烟草风味，引导他们与新技术和市

场发展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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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卷烟包装的趋势似乎在制造商

中开始慢慢流行起来。目前热衷于尝试这种材

料的主要是小众品牌所有者，也许是理想主义

者。此外，大多数主流品牌还未普遍加入“环

保”的潮流。尽管如此，几年前，英美烟草公

司确实宣布旗下的卷烟品牌美国精神（天然）

和长红（Pall Mall）引入了“环保包装”。 

2020年，英美烟草公司发布了一份新闻稿，

称其所有品牌的塑料包装将在2025年之前实

现可回收利用。据悉，菲莫国际也正在推行

类似的计划。

普通消费者通常认为“生态友好”一

词等同于“100%对环境无害”。当然，这是

一种误解。即使是“环保”的包装产品也会

产生一定的碳足迹，或者可再生资源也可能

“环保”卷烟包装成
为主流尚需时日
虽然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环保”的包装方案，但大多数卷烟制造商持观望
态度。

包含一定比例的不可再生资源。一种材料声

称“可回收”，并不一定保证它实际上可以

被回收。我们认为，被过度使用的术语“可

堆肥”也是如此。不能只是将绝大多数带有

该标签的包装产品扔到后院的堆肥堆上，而

是必须在受控条件下在专门的工业设施中进

行收集和堆肥。无论如何，只有一小部分丢

弃的“可堆肥物”能够进行这种处理，大部

分最终与所有其他“不可堆肥物”包装废物

一起进入垃圾填埋场或焚化炉。

还有一个方面是“环保”包装本身工

作不到位。例如，对于卷烟或烟叶等非常精

致的产品，包装不仅要能够保护商品免受运

输损坏和环境因素（例如潮湿或氧化）的影

响，以延长保质期，而且还必须能够保留挥

Innovia为烟草行业提供
广泛的可持续环保包装薄
膜和箔。
图源：Innovia Films。

Innovia	Films公司全球
烟草产品部经理Alicia	
Crane

图
源
：
Innovia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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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香气。C-14纸箱确实可能由回收和未漂白的纸板制

成，因此是“环保”的纸板，但仍然需要一个内塑料衬

里来保护其内容物。因此，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肉

眼可见的“生态友好”也往往是可再生、可回收或可生

物降解材料与不可再生（或不可回收、不可降解）材料

之间的折衷。然而正如他们所说：迈向“生态友好”的

每一步肯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

Innovia Films公司全球烟草产品部经理艾丽西

亚·克兰（Alicia Crane）说，“所有行业都在积极研

究如何节约资源，减少浪费，转向循环经济，目标是提

高可持续性并减少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烟草业也不例

外。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基于科学的数据做出改变。”

与越来越多的公司一样，Innovia Films正在部署生命周

期分析(LCA)工具来生成“从摇篮到大门”的数据，而该

图1：生命周期分析(LCA)工具
图
源
：
Innovia Films。

再生源

再循环含量

Innovia公司的BOPP膜在本阶段性能卓越
循环经济
可回收
生命周期结束

从摇篮到坟墓

从摇篮到大门

制造 使用

原油 流程效率 储存期 分离和
分类

塑料废物 生命周期结
束的选择

包装重量BOPP膜纯聚合物

生命周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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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客户正在使用相同的工具评

估市场目的地的“从摇篮到坟墓”

的数据(见图1)。“Innovia多年来

一直在使用这个工具，并且拥有内

部研发能力来生成可经同行评审的

数据，”她解释道。

几十年来，Innovia的BOPP薄

膜一直应用于卷烟制造业，从功能

性、可加工性，以及按照重量与废

物比和碳排放方面的经济性来看都

是非常出色的。虽然传统的BOPP薄

膜是可回收的，但Innovia目前重点

研究可持续产品的开发，以摒弃使

用化石原材料的产品，转向具有可

再生或可回收成分的产品。该公司

的最新产品是环保Encore材料，艾

丽西亚·克兰称，该材料已成功引

入烟草市场，“不仅在产品层面，

而且在企业层面，人们的兴趣和需

求都在增加。”

克兰指出，许多烟草公司现在

要求其供应商参与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例如“EcoVadis”，提供碳

排放数据。“产品和企业的可持续

绩效在烟草行业都很重要，因为公

司的ESG绩效已经开始影响股票价

值，”她说。Innovia Films多年来

一直积极参与CDP，Innovia Films的母公司CCL Industries披露公司的碳

信息。烟草行业（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包装产品必须完全符合所有相关法

规和法律要求。例如，由于可能产生微塑料，一些国家出台了禁止某些材料

（如可氧化降解物）的立法。“原材料拥有经过验证的监管链和认证非常重

要，”克兰坚称。

当然，完全消除包装肯定不是解决之道。只要不影响产品质量和保质

期，尽量减少包装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措施。克兰说，“公司正在减少薄膜的

厚度，”但她也警告说，不应该过度减少。烟草包装薄膜或箔主要负责确保

低水蒸气透过率(WVTR)，以延长保质期，抗干扰，保护产品。另一个关键因

素是减少物流链中的浪费。“随着作物和运输短缺，成本增加，减少供应链

中的浪费至关重要，”克兰指出。她说，Innovia Films的BOPP产品在密封

性、拉伸性和阻隔性方面表现异常出色。

当然，可持续包装的首要目标是从线性系统转向循环系统。克兰举例

指出，能源供应商在使用现有基础设施的同时，逐渐增加其可持续资源的

供应。这是消费者和行业都容易理解和重视的模式，从而减少碳排放。因

此，Innovia等聚合物制造商将重点从化石资源转向可再生和可回收资源。

然而，艾丽西亚·克兰强调，向“生态友好”迈进也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支

持，包括终端消费者。“事实上，迈向可持续发展需要所有人改变行为，重

塑价值观，”克兰说。

聚合物薄膜、箔和层压制品当然是卷烟（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烟草产

品）包装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纸和纸板产品的总体比例可以说要高得多。

世界上最大的烟草行业纸张供应商之一——印度尼西亚本地的Bukit Muria 

Jaya公司（简称BMJ）对此了如指掌。其高级区域销售经理Eko Setiawan向

《亚洲烟草》证实，多家本地公司和国际公司已与BMJ接洽，询问有关“环

保”包装材料的问题。但Setiawan也谨慎地指出，“对环保包装的需求，特

别是来自卷烟行业的需求，通常不如非卷烟[即非烟草]部门的需求高。”

很显然，BMJ公司收到的此类询问主要来自欧洲公司，但Setiawan未

透露具体名称，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表示，“环保”纸制品的销量在过去

几年一直保持稳定。他将这种停滞归因于各个地区和国家普遍存在的各异

的环保方法和政策。“例如，欧洲和亚洲国家在环境意识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Setiawan说。欧盟有条不紊地出台越来越多的反塑料和环保法律法

规，但大多数亚洲国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因此，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环保

烟草产品包装在监管议程上的重要性不如欧洲。

然而，和Innovia公司的艾丽西亚·克兰一样,Eko Setiawan还暗示，目

前的环保包装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包装材料，例如铝箔或油衍生薄膜。“需

要加大研究和创新，才能有效地支持客户使用环保包装，”他说。BMJ在为全

球客户生产卷烟包装材料的同时，也在推动创新。例如，这家印尼公司最近

开始提供可生物降解的纸板。其产品还包括选择无石化纸张涂料和油墨。此

外，关于金属化和烫印环保替代品，可使用各种欧洲公司提供的特殊油墨。

尽管如此，Eko Setiawan承认，常规溶剂型油墨仍然是当今大多数烟草包装

的主流。然而，尽管此时对环保方案的要求仍然相对较低，但“大多数卷烟

公司已经在关注其ESG举措”，Setiawan预计这种需求迟早会增加。

BMJ公司高级区域销售经理Eko	Setiawan。

图
源
：
B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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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烟草销售前景明朗
据Malawi24报道，马拉维四个烟草拍卖场目前已售

出1300万公斤烟草，价值2600万美元。

烟草委员会(TC)首席执行官Joseph Chidanti Malun-

ga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通报了今年的烟草拍卖季情

况，尽管各种障碍导致今年的烟草销量下降，但烟草市

场当前前景光明，烟草的采购价格高于政府设定的价格。

Malunga称，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是，许多本应以最低

价格售出的烟草现在被超标采购，这让种植者如释重负。

Malunga解释说，“比如，政府通常给中等等级的

白肋烟设定的最低价格是95美分，而现在是按1.76美元

的价格售出的，比设定的最低价格高出85%。截至5月18

日，白肋烟均价为每公斤2.04美元。我们预计价格还会

提高，这些都是市场上的积极变化。”

Malunga还表示，由于本产季雨水变化，委员会今

年只能销售约1亿公斤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1.61亿公

斤。尽管今年的烟草销量很低，但首席执行官表示，在

销售季节结束时有可能获得更多收入，并称低销量已导

致买家恐慌。

他还赞扬了农民今年的烟草质量分级，减少了所有

市场的烟叶拒收率，增加了收入。

同时，烟草委员会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农季，提高

产量的方法是尽早登记种植者，这将使他们有足够的时

间调动资源并及时支付许可证费用。

该委员会不会在下一产季将农民的产量限制在一个

固定的数字，而是允许种植者根据设定的耕地面积制定

生产计划。

巴基斯坦农民要求政府追缴欠款
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基桑委员会（Kissan Board）

在会议上提出，要求政府对涉嫌未能向烟草种植者付款

的烟草企业采取行动。

来自马丹、斯瓦比、马拉坎德和恰尔萨达的烟农参

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农民的困难和问题。

与会者要求烟草公司向种植者支付数百万美元的

款项。他们声称已经会见了马丹的副专员和专员、农业

部长、烟草委员会负责人以及烟草企业老板，但无济于

事。他们说“烟草局、联邦和省政府在烟草企业面前束

手无策”。

他们还表示，烟草种植者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

并敦促政府尽其所能解决这个问题。

农民要求政府将未能按时向农民付款的公司列入黑

名单，并要求将烟草价格定为每公斤350巴基斯坦卢比，

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津巴布韦新农民注册人数下滑
根据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的最新统计数据，上

一产季有2121名农民登记，而今年为1094名。

TIMB的数据还表明，新登记的种植者中有756人来

自公共部门，244人是A1农场（小型农场）的农民，38人

来自小规模商业部门，56人来自A2农场。

西马绍纳兰省去年的新种植者最多，为751人，今

年降至135人。中马绍纳兰省去年以744人位居第二，本

今年，马拉维烟叶品质好，拍卖价较高。

“WHO的战略未纳入减害烟草（THR）。

但在彭博社的影响下，WHO阻碍THR产

品。有的国家甚至完全禁止，导致其

吸烟率持续上升，却依然受到WHO的

奖励。”

——Robert	 Beaglehole教授是奥克兰大学公共卫
生名誉教授，也曾是世卫组织慢性病和健康促进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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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季只有296人。马斯温戈和马塔贝

莱兰地区去年没有新烟农登记，今

年各登记了1人。津中部省去年也没

有新烟农登记，现在有4名，其中4

名是A2烟农，1名是A1烟农。

TIMB的首席执行官Meanwell 

Gudu将注册人数下降归咎于生存困

难。“新烟草种植者注册人数的下降

可归因于生存问题。生产成本不断上

升，并且运营中对美元的需求不断增

长。即使是农场工人现在也要求用外

币付款。因此，如果没有开发资金，

新烟农注册成为一项挑战。”

本产季，农民将75%的烟草收入

以外汇形式保留，高于去年的60%。

与此同时，今年的烟草出口均

价有所上涨。Gudu将此归因于政府

开放市场。

他说：“出口增加，这清楚地

反映了疫情封锁后经济的开放以及

物流方面的改善。”

本产季截至目前，津巴布韦已

出口了价值3.078亿美元的烟草，而

去年同期为2.222亿美元。

在2020/2021年度，在与主要市

场远东的贸易中，烟草均价从每公

斤6.79美元上涨至7.12美元。

 

英美烟草在津巴布韦和肯尼亚
的烟叶产量升降不一

2022年第一季度，英美烟草

(BAT)的出口量增长了163%，这主要

是由于其出口市场需求增加带来烟

丝和烟叶出货量增加。

在此期间，烟丝烟草出口量的

增加以及定价审查使英美烟草的净营

业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

英美烟草肯尼亚的签约农民在

2021年交付了720万公斤烟叶，比上

一年830万公斤的产量有所下降，农

民赚取了12亿肯尼亚先令（1.028亿

美元）。

2021年产季，一些农民可能已

经转向不同的烟草生产商或改种其

他作物，这可以解释收入和烟叶产

量下降的原因。

英美烟草表示，2021年产季有

2,000名种植者签订了合同，其中大

多数来自米戈里、奔戈马、梅鲁和

布西亚县，少于2020年5月的4,000

人。英美烟草公司在2020年初报告

称，由于根据客户需求“调整了作

物规模”供应，其签约的烟农从前

两年的约5,000人降至约4,000人。

英美烟草的烟叶种植者称他们

的投入成本很高，通货膨胀侵蚀了他

们的利润率，因此推高了价格。2019

年，5,000名签约农民交付了890万公

斤烟草，与2018年持平，英美烟草公

司支付了15亿肯尼亚先令。

由于收入增加和成本降低，英

美烟草截至2021年12月的年度净利

润增长18%至65亿肯尼亚先令。该公

司将向其股东支付每股53.50肯尼亚

先令的股息，这是公司历史上最高

的派息。

 

印度烟草委员会减少许可证更
新罚款

烟草委员会削减了对销售低于

规定配额的烟草的农民更新许可证

的罚款。

销售低于规定数量50%的烟草种

植者必须为每个烤房支付1,500卢比

的罚款以更新注册，销售低于固定数

量25%的烟草种植者必须为每个烤房

支付2,500卢比的罚款以更新注册。

普拉塔普来自Mysuru-Kodagu的

议员Simha，要求农民尽快更新他们

的烟草许可证。“Mysuru烟农以种

植烟草为生，尽管存在极端天气。

去年的目标是实现9700万公斤烟草

的产量。但由于天气条件恶劣，仅

生产了6800万公斤烟草。”

出售不到分配配额一半的农民

以前会被罚款。低于固定配额25%的

农民将被罚款5,000卢比，低于固定

配额50%的将被罚款3,000卢比。

TIMB下令吊销Voedesel和
Sub-Sahara的许可证

津巴布韦议会表示，如果Vo-

edesel和Sub-Sahara Private公司

未能向议会土地、农业、水和渔业

投资组合委员会解释为何未支付农

民和运输商去年的钱，则下令烟草

业营销委员会(TIMB)吊销两家公司

的经营许可证。

委员会主席Justice Mayor 

Wadyajena表示，上述公司提出了不

可接受的理由，因此议会要求TIMB

吊销其许可证。

Wadyajena说，“我们给欠农

民和运输商款项的Sub-Sahara和Vo-

edesel公司发函，请他们到委员会

出席口头证供听证会。Voedesel上

周确认将出席，但昨天我们收到信

函，该公司称其高管正在欧洲参加

烟草博览会，整个5月都抽不开身。

也没写明是哪一年。我们就假定是

今年5月吧。他们又说太忙了，7月

可以去议会听证。”

Voedesel过去曾因未能向烟

草种植者付款而被暂停业务。Sub 

Sahara Tobacco公司董事总经理G. 

Mangundu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

只能6月份去委员会出席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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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很多知名雪茄烟

产地国都深受影响，一些国家采取了封锁措

施，导致这些国家的雪茄烟长期无法正常生

产和运输。与之相对，中国国内的雪茄发展

势头强劲。外面的雪茄烟“进不来”，国内

四大雪茄企业抓住机遇和风口，稳固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尤其是在雪茄种植方面，四

大雪茄烟区采取了不同的动作。

四大烟区在雪茄种植方面的动作
雪茄有“七分原料，三分工艺”之

说。“谁掌握了优质的原料谁就掌握了话语

权。”就是抓住了雪茄市场和品牌生命。中

国国产雪茄长期依赖进口，部分高档手卷雪

茄原料进口依赖度甚至高达100%。国产雪茄

品牌如何才能在原料上实现突破，制造出真

正国产化的高端雪茄，这是国内一直在探索

的问题。

2020年7月1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中

国烟草总公司“国产雪茄烟叶开发与应用”

中国四大雪茄烟区
种植现状与特点

重大专项工作推进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国家局提出聚焦中高端雪茄烟原料供给

目标，规划并循序渐进发展国产雪茄烟叶

试种区、潜力区、规模区三类种植区域，建

立国产雪茄烟叶原料保障体系，通过攻克品

种、生产工艺、发酵、配方和吸味这五大专

项技术，来实现雪茄烟叶替代。

随着“国产雪茄烟叶开发与应用”重大

专项的深入推进，国产雪茄四大烟区依托本

地实际，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

云南
作为行业传统烟叶的优质原料基地，云

南具备种植雪茄烟叶的条件，在云南临沧、

普洱、德宏、玉溪等滇西与滇西南很多区

域，气温在19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前高

后低）、大田日均温度超过22摄氏度在95天

以上，土壤多为富含有机质、排水性能良好

的红沙土壤，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优质

雪茄烟叶生产的强大“背书”。

雪茄烟叶进口受阻，中国
四大雪茄烟区抓住机遇，
稳固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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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区以国家局雪茄烟重大专项《国产雪茄烟叶

品种生态适应性评价及种质资源鉴定研究》为平台，在

德宏瑞丽、普洱江城、临沧耿马等地开展了18个品系的

田间比较试验，初步筛选出表现良好的品种；通过《云

南优质雪茄烟叶规模化开发》项目合作单位CAC国际烟草

公司引入国际优良当家品种，开展了雌性不育系转育和

杂交组合配制，储备优化云南雪茄烟叶品种结构，初步

实现了当今世界优良品种自主可控。

海南
海南的地理生态环境与古巴极其相近。1998年，海

南就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支持下开始种植雪茄烟叶，2015

年7月，经国家局批复，行业首个雪茄专业科研机构——

海南雪茄研究所成立（2017年更名为“海口雪茄研究

所”），挑起了雪茄烟叶科学技术研究及成果转化推

广、雪茄产品研发和市场研究的重担，在雪茄烟资源引

进筛选、遗传多样性研究及新品种选育等领域研究取得

了新进展。

目前已收集引进雪茄种质资源270余份，完成了资源

指纹图谱和数据库、实物库的构建，开展了8个核心种质

资源不育系的转育。“海南版”雪茄烟叶生产技术规范标

准陆续出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雪茄生产物资设备开始

中国国产雪茄长期依赖进口，尤其是高端雪茄。

用于生产，其中五指山勇毅雪茄庄园有限公司种植的品种

全为雪茄所选育，烟叶品质及品种稳定性表现突出。

湖北
湖北烟区是“国产雪茄烟叶开发与应用”重大专

项的牵头者，主要在丹江口市、来凤县、五峰县、恩施

市、枣阳市开展试种、示范及规模化生产，总面积为

3800余亩，对接工业计划5000担，全面提升了各产区的

雪茄烟设施配套水平，新建或改造专用晾房700余间、新

增发酵房面积8000余平方米。在示范区及种植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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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湖北科研院提供品种、指导各产区制定试验、示范及生产

技术方案、并全程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和服务。先后到产区开展技

术培训和现场指导600余人次、向部分产区派遣3名技术人员驻点进

行全流程技术指导及服务。

针对雪茄烟前期田间生产管理、成熟采收及晾制两个关键环

节，编制了包括“雪茄烟叶前期田间生产管理技术要点”、“雪茄

烟叶成熟采收、晾制期工作及技术要点”等生产技术要点下发各产

区，帮助雪茄烟叶种植稳定发展。

四川
四川烟区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雪茄产区，“德雪一号”和“德

雪三号”是四川雪茄研究团队历经多年选育的品种，得到四川中烟、

安徽中烟、湖北中烟和山东中烟4家雪茄工业企业的高度认可和青

睐，并成功应用于“长城系列”、“王冠系列”、“黄鹤楼1916雪之

梦”和“将军（战神）”等国产中高端雪茄品牌，是国产雪茄烟配方

使用最多的国产雪茄烟叶原料。目前，上述两品种（系）已经在产

区大面积推广种植，累计种植面积逾万亩，占全省累计总种植面积的

90%以上，有力支撑了四川雪茄烟叶的发展。

目前，四川烟区形成了完备的四川雪茄烟叶生产技术体系，率

先实现了雪茄烟原料国产订单式规模化生产，并在国产雪茄产品中

得到了较好应用，突破了国产雪茄原料受制于人的局面；首次在国

产雪茄烟叶上构建了220份雪茄种质资源指纹图谱库，达到了国内领

先水平；发明了以干湿交替匀色为核心的五段式晾制技术，解决了

四川雪茄烟叶生产过程技术难题，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四大烟区雪茄种植的创新之举
标准制定。中国国产雪茄品牌如何才能在原料上实现突破，

制造出真正国产化的高端雪茄，这是国内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因

此，各大烟区通过标准制定，为雪茄原料发展指明方向。

2020年，湖北省局（公司）深度参与四川中烟“雪茄烟叶工商

分级标准”的制定工作。申报雪茄烟行业标准项目三项，“雪茄烟

叶栽培技术规程”、“雪茄烟叶晾制技术规

程”、“雪茄烟叶农业发酵技术规程”。同

年11月，由四川中烟牵头，联合三家工业企

业、部分商业公司、郑州院、国家烟草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组织评吸专家对国内外50余个

雪茄烟样品进行评价，全力推进雪茄烟叶感

官质量评价标准制定。

2021年，海南省局（公司）立足全省雪

茄烟叶产业化发展需要，积极谋划建设高质

量雪茄烟叶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途径，重点

围绕雪茄烟叶品种选育、集约化育苗等生产

环节关键技术要点，进行系统总结、提炼经

验，形成了《海南雪茄品种选育操作规程》

《海南雪茄烟叶育苗技术规程》等7项雪茄

烟叶生产技术标准。

数据赋能。在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的

当下，技术赋能也为雪茄种植带来了全新的

突破，四大烟区的雪茄种植人员利用现代化

大数据工具，让雪茄种植更加科学、精准、

优质。

湖北省丹江口市烟草专卖局营销部通过

与软件技术公司合作，以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为依托，雪茄

烟叶生产物联网调度中心分别与气象监测站

与病虫情监测站进行数据对接，通过大数据

分析将实时气象及病虫情数据进行采集、分

析、反馈，实现对雪茄烟生产过程中墒情、

苗情、虫情、灾情等情况实时监测，并将其

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同时借助“雪茄

智慧物联”APP将相关实时信息反馈给相关

人员，以提高雪茄烟生产期间应对气象及病

虫情的反应速度，有效缩短应对气象及病虫

害反应周期，大幅提升精准检测、科学防控

和灾害预警水平，促进病虫害和灾害预测预

报向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在雪茄

烟生产中发挥“数字化”力量。

云南香料烟公司在雪茄烟收储发酵方

面，以生产精益化、晾制智能化、发酵工艺

流程化为导向，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技术与雪茄烟叶规模化开发深

度融合，云南香料烟公司自主研发了“雪茄

烟收储发酵管控平台”，打造云南雪茄烟收

储、发酵、营销各环节可视化建设新高地，

重点实现对发酵烟垛温湿度自动采集、监

测、预警、跟踪、反馈功能，为全面实现雪

茄烟叶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迈出了坚实

一步。

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提出聚焦中高端雪茄烟原料供给目标。





54 tobaccoasia Issue 4, 2022 July / August

文
/ITG

A
经

理
兼

烟
草

业
分

析
师

Ivan	G
enov

2022年初，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对其广泛的成员和合

作伙伴开展了市场调查。调查问题集中在从新冠疫情对该行业的破

坏性影响到影响烟草种植的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挑战等主题上。调

查结束后不久，俄乌之战就爆发了。除了目前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

外，这场冲突不仅会对烟草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对更广泛的农

业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新冠全球大流行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对烟草行业产生影响，造成产季中断和

延误、旅行和运输受限，甚至禁止种植者参与销售过程。有时销售

日人员寥寥无几，有时周边服务提供商中断，对农业部门产生连锁

反应，导致生产成本（例如化肥和能源）面临上行压力。有些市场

劳动力短缺，有些市场出口业务受到严重干扰。幸运的是，一些协

会已经摆脱了这种局面。然而，混乱的供应链和相互叠加的多重危

机的整体影响，任何人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为了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成员和合作伙伴采取了

各种措施。采取的常见程序包括适当限制社交距离，广泛使用口

罩，实施更严格的卫生标准。事实上，ITGA及其成员和ECLT基金

会合作，特别针对非签约的小农设计了一项提高意识的活动——

#TogetherWeCare。诸如将教育材料翻译成当地语言，以及与联合国

主要机构建立联系等活动。在津巴布韦，分散拍卖场是为了让农民

有机会参与销售过程并节省运输成本。在巴西，由于生产和营销受

到的影响较小，业务恢复的速度相对较快，因此问题较少。最终，

这导致了许多地区改善规划，提高质量和生产力。

2022年ITGA市场调查：
烟草种植者当前与未来的挑战

大多数烟草种植者已适应了各种挑战，希望工作回归正常，但越来越关注成本。

然而，虽然大多数种植者已经

适应了困难的局面，但近期挑战依然

严峻。成员们指出，随着危机进一步

凸显，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供应链将

更加紧张。在印度等市场，供应基

础已经萎缩，而需求会不断产生。

尽管疫情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在赞比

亚，疟疾等其他疾病的致命性更高。

最后，人们期望恢复更正常的工作方

式，但更加关注成本。

环境问题
除了新冠全球大流行之外，其

他问题也给烟草种植者带来了持续

的压力。如今，环境问题和气候变

化正引起人们关注。例如，印度尼

西亚的火山爆发影响了该地区的烟

草种植者，而高温和干旱影响了巴

西部分地区后期的种植。热带风暴

安娜是一场致命的飓风，穿过马达

加斯加、马拉维和莫桑比克，造成

100多人死亡。森林砍伐是非洲的

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津巴布

韦。肥料政策导致的土地退化和土

壤酸化加剧也被列为紧迫问题。我

们的成员认为需要对非洲农民进行

更多关于造成此类事件的原因和影

响的教育，并为保护环境安全的人

提供奖励，同时惩罚惯犯。总之，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对该

行业的影响为中等或较大。

社会问题
大多数烟草种植区也存在各种

各样的社会问题。童工仍然是一个

重大问题。ITGA继续与ECLT基金会

密切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其根

源问题。此外，农民社区正在老龄

化，而年轻一代对农业不感兴趣，

导致劳动力稀缺。缺乏可行的烟草

替代品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威胁

是影响该行业长期可持续性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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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地方当局极少参与改进农村人口农业实践的

教育也被认为是一个关键问题。归根结底，贫困往往是

大多数问题的根本原因。低价作物和昂贵学费的粘性循

环使烟草工人无法突破现状——无论是在教育还是技能

培养方面。

生产成本
不出所料，大多数受访者都将生产成本上升作为影

响该行业的主要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包括通货膨

胀、高企的运输成本、不断上涨的化肥价格以及不断增

加的劳动力成本。大多数人都担心投入价格不断上涨，

而价格却没有迅速抵消。在大多数发展中市场，腐败也

是一个问题。这一切似乎形成了眼前问题的完美风暴。

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给本已复杂的全球局势增添了另一个令

人担忧的因素。俄罗斯和乌克兰供应了全球约三分之一

的小麦出口，而仅乌克兰就占所有玉米出口的15%左右。

两国的葵花籽油和种子、大麦和菜籽在全球贸易中也占

有很大份额。大多数乌克兰货物通过黑海的各个港口出

口，而这些港口现已停止了商业活动，这表明2022年的

种植将被中断。俄罗斯是化肥的主要来源市场，这意味

着粮食产量可能会受到影响。自战争开始以来，许多关

键商品的价格飙升。这些事态发展可以提振受影响作物

的其他主要来源市场的前景，但新常态可能会更加复

杂。最近中国新冠病例激增导致深圳和上海等主要枢纽

受到严格封锁，这意味着供应链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

正常化。

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将对跨国烟草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事实上，俄罗斯是四大跨国烟草公司的一个主

要市场，占卷烟出货量的10%至20%，而该国也是仅次于

日本的第二大加热烟草市场。烟草巨头已经宣布了战略

来源：2022年ITGA市场调查

气候变化对您所在市场的烟草行业的影响如
何？

无	

较小

中等		

较大

您所在市场的烟草行业面临的最紧急的社会挑
战有哪些？

来源：2022年ITGA市场调查

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对您的业务影响如何？

方向的变化。菲莫国际宣布了为暂停计划投资和缩减其

在俄罗斯的制造业务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其中包括停止

其一些卷烟产品并减少制造活动，取消计划于2022年推

出的所有产品，包括新的IQOS设备，以及取消对加热烟

草产能的1.5亿美元投资。该公司还在研究有序退出俄

罗斯市场的方案。英美烟草公司认为，在当前环境下，

俄罗斯企业的所有权是不可持续的。该公司已经启动了

在完全符合国际和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快速转移俄罗斯业

务的流程。完成转移后，英美烟草将完全退出俄罗斯市

场。日烟国际暂停了所有新的投资和市场活动，以及计

划在俄罗斯推出其最新的加热烟草产品Ploom X的计划。

除非经营环境和地缘政治局势显著改善，否则日烟国际

不排除暂停和出售其在该国的制造业务的可能性。最

后，帝国品牌完成了与当地第三方关于转让其俄罗斯资

产和业务的谈判。鉴于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大的成年吸烟

人口（约3500万人），目前尚不清楚该市场在不久的将

来将如何运作。可以肯定的是，烟草和主要食品商品进

入市场的常规途径可能会发生变化。

来源：2022年ITGA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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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电子烟反对者接棒美国FDA烟
草产品中心

Brian King将于7月3日接替美

国FDA烟草制品中心(CTP)代理主任

Mitch Zeller，担任新主任。Mital

自2018年起担任CTP副主任。King一

直直言不讳地反对电子烟产品。

“King博士在烟草预防和控制

方面带来了广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

专业知识，他在CDC任职10多年，

对FDA有着广泛的了解，”FDA局长

Robert Califf在Twitter宣布King

的任命消息时说。

目前，King是美国国家慢性病

预防和健康促进中心下属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CDC)吸烟与健康办公室

(OSH)的研究转化副主任。2010年，

他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流行

病学哲学博士学位。King几乎没有监

管经验，他主要在CDC工作，担任过

流行病情报服务官、高级科学顾问，

然后是现在的职位，均在OSH。

在加入OSH/CDC之前，King曾在

纽约州水牛城罗斯威尔公园综合癌

症中心的癌症预防和人口科学部担

任助理研究员。他在此期间的主要

研究重点是烟草预防和控制。十五

年来，他一直专注于该领域。

King还是CDC对2019年受污染

的THB烟弹扩散引起的疾病病例紧急

响应的高级官员，CDC最初将其命名

为“电子烟或蒸汽烟产品使用相关

肺损伤(EVALI)”。

印度：前TII主任担任ITC卷烟
业务负责人

印度烟草研究所前主任Devraj 

Lahiri将接替Sandeep Kaul，担任烟

草业务部门首席执行官。据《经济时

报》报道，这是ITC首次通过横向雇

佣任命来领导其龙头卷烟业务。

2020年12月，Lahiri辞任竞

争对手VST Industries的董事总经

理，开始加入ITC，担任ITC烟草业

务的首席运营官。他的专长包括商

业战略、营销和监管事务。

Sandeep Kaul现在是ITC的企业

管理委员会成员，负责监督烟草、

火柴和香薰棒以及初创业务。

Lahiri将向Kaul汇报，Kaul将

向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Sanjiv Puri

汇报。

Kaul是ITC的一位资深人士，最

初从事该公司的卷烟业务，然后在

其孵化阶段转向非卷烟快速消费品

业务。2016年成为卷烟业务的首席

执行官，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个人

护理业务的首席执行官。现在，ITC

公司开始投资几家初创公司，首次

交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Kaul担任其

初创部门的专职负责人。

约翰·米勒加入22世纪集团
22世纪集团公司宣布，约翰

J.米勒（John J. Miller）将领导公

司的低尼古丁烟草业务取得增长，

并挖掘该领域的全部增长潜力。

米勒在烟草业及消费性包装

产品行业拥有超过35年的经验。他

拥有创造高效工作环境的能力，可

创造引人注目的成功以及突出的业

绩。米勒将直接向22世纪集团的首

席执行官吉姆·米什（Jim Mish）

及首席运营官迈克尔·泽克（Mi-

chael Zercher）汇报工作。

在此任命之前，米勒是Swisher

国际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

是一家领先的生活方式品牌公司，

拥有160年的悠久历史，是美国最大

的雪茄及无烟烟草制品制造商和出

口商。2012年11月，米勒以销售及

营销高级副总裁的身份加入Swisher

公司，2017年担任公司总裁，2021

年3月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他曾在美国无烟烟草公司工作

了20多年，担任多个管理职位。在

担任区域副总裁期间，负责美国西

部地区关键品牌的所有销售、策划

及运营的监管工作。美国无烟烟草

公司于2009年被奥驰亚收购。

米勒拥有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

斯分校（UNLV）金融学学士学位，以

及佩珀代因大学George L. Grazia-

dio商管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我们非常欢迎约翰·米勒加

入我们团队，”22世纪集团首席执

行官吉姆·米什说道，“他在战略

策划、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评估及实

施方面，以及制定销售策略方面，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这将加速我

们公司的收入、利润以及市场份额

取得进一步增长。我们非常期待约

翰带领我们公司的VLN®低尼古丁卷

烟取得成功。这款卷烟的尼古丁含

量比传统卷烟低95%，是首个也是唯

一一个获得FDA批准的低风险烟草制

品（MRTP）。”

吸烟者的单身几率高三倍
由尼古丁袋品牌ZYN委托对英

国2000名非吸烟者展开的调查显

示，38%的网上交友者如果被刷到页

面资料里显示吸烟或者使用蒸汽烟

产品，他们可能会被潜在的恋爱对

象拒绝。

令人惊讶的是，男性在资料里

上传吸烟照片相较于女性更容易被拒

绝（42% vs.36%），但略低于使用蒸

汽烟的比例，后者为38% vs.33%。英

国五分之一的人认为手卷烟是最缺乏

吸引力的吸烟方式。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在交友

资料里对吸烟习惯撒谎，另有四分

之一的人表示，对方吸烟或吸电子

烟时他们会中断约会。三分之二的

人认为，约会对象未事先征求同意

就吸烟是一种粗鲁行为，32%的人表

示，这“令人不舒服”，26%的人表

示这令他们感到“懊恼。”

该研究还发现，三分之二的人

表示，如果约会对象在第一次约会

期间吸烟，他们不会同意第二次约

会。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约会

对象身上的烟味导致快速拒绝。网

上交友者也很讨厌吸烟者的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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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NEWS 卷尾新闻

巴塞罗那拟将禁烟令扩至所有
海滩

巴塞罗那2021年在海滩施行禁

烟令取得成功后，现在决定禁止在

所有的海滩吸烟。

这项禁令于去年7月1日生效，

旨在保护环境，给人们提供一个洁

净、不受吸烟和烟蒂污染的环境。

违规者将面临30欧元的罚款。

市议会表示，去年试运行的这

项禁令，大大减少了海滩上的吸烟者

和烟蒂数量。每年扔在全球海滩上的

烟头多达50亿个，这些烟蒂最终被卷

入大海后，需要数十年才能降解。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首个禁止在

海滩吸烟的城市。目前，在西班牙的

3514个海滩中，有115个已经禁止吸

烟，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西班牙

正在考虑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有

可能在该国所有的海滩上禁烟。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敦促政
府打击非法卷烟贸易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敦促政

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烟草贸易。4月

1日边境重新开放后，非法贸易有可

能抬头。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总经理

Nedal Salem表示，黑市控制着该国

烟草市场大约60%的份额，每年的税

收损失达50亿马来西亚令吉。

“走私者目前也会通过船舶运

送黑市货物。因此，我们敦促政府

继续加大力度尤其是在海岸地区打

击非法贸易，维护政策的稳定，包

括缩小合法烟草制品与黑市烟草制

品的价格差，”Nedal Salem在声明

中表示。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凯里·嘉马

鲁丁（Khairy Jamaluddin）承认该

国存在大量的黑市卷烟贸易，并发

誓会竭尽全力打击。然而，他质疑

为何这样做会阻止政府追求更高的

目标，例如禁止向2005年1月1日之

后出生的人出售卷烟、烟草及蒸汽

烟产品，他们一辈子都没办法合法

购买这些产品。

“请相信我，如果我们通过

《烟草与吸烟控制法案》，卫生部

将与所有执法机构共同协作，”凯

里表示，“我们将确保世世代代终

结吸烟，与此同时，我们将全力以

赴。我们向黑市卷烟发起挑战，将

其完全清除，一劳永逸。不要告诉

我，我们不应该树立更高的目标，

仅仅是因为存在非法卷烟市场和黑

市，我们不能这样做。”

尼尔森2021年的非法卷烟调查

显示，马来西亚的非法卷烟比例从

2020年的63.8%降到了去年的57.3%。

《新海峡时报》报道称，马来

西亚烟草制造商联合会在3月份表

示，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非法卷

烟市场。

新药物或可帮助戒烟
全球医疗研究所（GMI）的研究

人员正在测试的cytisinicline药物

已进入第三个测试阶段，以证实每

天吸烟的人在没有尼古丁戒断压力

的情况下，该药物能否帮助他们戒

烟。GMI是一家调查研究公司，总部

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针对医

药、生物科技及医疗设备行业开展

临床试验。

Cytisinicline是一种植物性生

物碱，“结构与尼古丁相似”，可

制成药片或者胶囊。通过阻止尼古

丁连接脑受体发挥作用。同时，该

药物旨在尽量减少使用类似激动剂

药物/拮抗物药物的抑郁症状。

“该药物将对尼古丁受体产生

局部刺激，让患者在尼古丁戒断的情

况下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研究

团队负责人Sanjay Varma博士解释

称，“同时，该药物能够阻断受体，

患者不会感到尼古丁的兴奋劲。所以

这是一个双重机制——能够让戒烟者

更好的耐受尼古丁戒断症状，减少吸

烟欲望，同时不会让人感受到大量尼

古丁的积极刺激。”在欧洲的部分地

区，Cytisinicline已经成为一种戒

烟治疗方案。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谴 责 烟 草 行
业“漂绿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对烟草业的控诉

永无止境，最近的一次控诉是“漂绿

行为”（greenwashing），即通过高

调宣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实

则在重塑烟草业的形象。

虽然烟草业不是唯一一个积极

展示对环境和社会友好的行业，即

使付出积极努力和带来积极影响也

会招致诽谤。“这种活动给人的印

象是，烟草业是一个对社会和和环

境很负责任的行业，”世界卫生组

织和STOP（全球烟草监测机构）的

报告显示，“然而，烟草业正在对

吸烟者、非吸烟者和农民的健康造

成无法估量的危害。烟草不仅危害

人类，还会危害环境。”

报告的作者表示，此报告的目

的是为了敦促政府禁止烟草业的漂

绿行为，阻止与涉足环保活动，标

榜烟草业是绿色合作伙伴的卷烟公

司进行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和STOP不仅谴

责烟草行业，电子烟也受到抨击。

该报告称，“电子烟废弃物很可能

比烟头对环境的危害更为严重，电

子烟使用的塑料、尼古丁盐、重金

属、铅、汞和易燃的锂电池会污染

水道、土壤，危害野生生物。”

该报告呼吁各国尤其是世界卫

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签

署国，禁止烟草业的漂绿行为，同

时呼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认证组织

停止为烟草业背书或者给烟草业颁

发奖项。

目前，巴塞罗那所有海滩均禁止吸烟，该禁
令可能发展为全国性禁令。

英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如果约会

对象吸烟的话，他们往往会拒绝晚

安吻。烟味在约会十大“禁忌”排

行榜上高居榜首，其次是口臭、体

味和色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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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4月份，疫情中的上海，成为中国

举国上心关注的焦点。被封控在家的上海居

民，除了抢菜和团购，就是在小区里开始

了“以物易物”的模式，在这种过程中，除

了最基本的粮油蔬菜，香烟、可乐和啤酒等

这些平时“被鄙视”的个人需求物品，正变

得越来越有价值。

香烟成为“硬通货”
除了粮油蔬菜，用香烟、可乐甚至可以

换取一切生活物资，不少人为了买瓶可乐或

一包香烟，可以出500元的跑腿费。因为当

时骑手紧缺，跑腿费用高昂，价格自然水涨

船高。4月18日，一位上海的朋友透露，当

天上海的香烟价格是：平时9元/包的大前门

卖到260元/条；平时11元/包的红双喜卖到

300元/条；平时45元/包的硬中华卖到1700

元/条。上海物价的大幅上涨，主要原因是

因为4月初上海物流供应系统矛盾凸显，生

香烟成为上海疫情中“
以物易物”的“硬通货”

文
/烟

草
在

线

活物资供需失衡造成的。由于绝大多数市民

受限无法外出购物，又对于居家隔离的时间

周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各类生活物资需

求旺盛，因此产生了囤积物资的恐慌心理，

越恐慌越囤积，从而集体推动了生活物资的

需求量，过度旺盛的需求端给低效率的供应

端带来压力和考验。

香烟在疫情期间比其它生活物资更为短

缺。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封控管理比较突然，烟民没有提前

储备，并且不知封控管理的具体时限，即使

有储备也不会维持时间太长。

二是因为香烟是特殊商品，生活物资等

商品都可以网上团购，政府也有免费发放，

但香烟却不能网上采购，也不能团购，更不

在政府免费发放的行列。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规定，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

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

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必须依照《烟草

在上海封控期间，香烟变
得越来越有价值，成为“
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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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

卖许可证。这意味着，不是任何零售商店都

能卖烟。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能卖烟的、还

有香烟存货的专卖店，更是难上加难。一位

上海浦东区的居民称，他身边很多人有买烟

需求，但都不敢在群里发起团购需求，主要

是因为害怕被其他人群起而攻之。“大家都

在抢菜，买生活必需品。香烟这种非刚需产

品，发到团购群里，会被人劝退。”

三是香烟不是生活必需品，粮油盐醋等

生活物资可以在邻里之间互相调借，但香烟

却“借”无可“借”。据2022年4月发布的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15岁及以上成人

吸烟率为19.4%，换言之，上海市有至少485

万烟民！这些烟民，比不吸烟的普通市民承

受了更多一层的压力与煎熬。

为什么不能就此“被动戒烟”
不少人认为，借疫情管控期戒烟，对烟

民来说应该是个“好”机会。但医生们却不

建议在疫情期间“被动戒烟”。

从医学上讲，抽烟，实际上也是一种消

除焦虑的“良方”，是避免发生或加重抑郁

症的好手段。众所周知，香烟能让人上瘾，

所谓烟瘾，医学上叫“依赖症”。因为长期

吸烟，机体对尼古丁产生了依赖，嗷嗷待哺

的尼古丁受体突然缺少“乳汁”，配体（尼

古丁）与受体结合之后的“信号传导”通路

突然中断，除了出现身心戒断症状之外，还

会导致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失调。如果

原本有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各种心脏病

等，会因为戒烟而加重，而非好转，更何况

居家隔离本身可能带来的慢性病加重，这可

就是有火没“烟”，是燃烧得更猛烈的表

现！所以，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烟民而言，

要想“被动戒烟”成功并不容易。

医生认为，在疫情期间，应该格外重视

基础疾病的正确用药和家庭监测，疫情期间

戒烟，不但不利于健康，而且还会因为严重

的“戒断反应”带来种种心理障碍，切不可

把戒烟视做对意志力的考验。

对于已经成瘾的烟民来说，突然停止

抽烟，对他们来说就和低血糖的人挨饿一样

痛苦和烦躁，这也就是很多人为了能抽烟，

不惜牺牲尊严，出卖色相，甚至出卖肉体。

比如在1945年和1946年的严冬，欧洲陷入饥

荒，女性卖身给士兵以交换粮食和香烟。就

像1945年的日本一样，美国烟几乎变成法定

货币，可以拿来交换粮食或保暖的衣物。

依据《烟草专卖法》，无许可证的零售商店是不允许卖烟的。

香烟是困难时期的刚需
5月初，随着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深入推进，上海部分区域

的商业功能正在逐步有序恢复。在确保市民安全健康的条件下，超

市内的蔬菜瓜果、肉蛋水产、米面日用等货品正不断恢复供应。在

上海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的区域，防范区内的居民也可凭出入证分

时、错峰出门，并前往商超采购，疫情前期的慌乱与无序已经得到

解决，“硬通货”们也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流通与价值。

总结起来，在战争、灾难和疫情爆发时期，衣物、食物（罐头、

面包、方便面）、粮食、燃料（煤炭、原油等）、瘾品（香烟、砂糖、

可乐、巧克力、咖啡、高度酒、甜品等）、金银珠宝、药品和维生素等

商品是需求比较旺盛，而且在物物交换中比较受欢迎的物品。因为，这

些物品，都能在困难的岁月里，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少许平静。

终究人有嗜好，需要解压与社交。疫情下的人们面临各种各样

的压力——每月必须要交的房租、被疫情耽误的店铺生意、似乎永

远也还不完的房贷还有时刻面临的可能失业的风险……而烟酒类成

瘾性物品，这些平时“被鄙视”的个人需求，都是疫情下居家隔离

的人们缓解情绪焦虑的短暂精神抚慰剂，这些物品能通过刺激神经

给人带来暂时的快乐，缓解当下的无奈、失落、紧张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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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restige	Leaf董事总经理兼所有人Zafer	Atici

新冠疫情使各行各业遭遇了重大危机。俄乌之战加剧了危机

形势。上至国家，下至各行各业的企业和员工仍在遭受损失，尚未

抵消这种影响。下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民面临化肥短缺。化肥

的原料来自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停

止出口原料，化肥价格将飙升，农民将无法为作物购买相同的化

肥。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将停止使用化肥，最终导致产量下降。然

而，Prestige Leaf打算为香料烟种植区的贫困农民提供袋装肥料。

印度香料烟自1965年以来由VST(Vezir Sultan Tobacco)工业公

司在印度进行商业种植，并于1999年实现了首次出口。

PRESTIGE	LEAF
助农民渡难关

印度的晾晒香料烟。

Prestige	Leaf和VST共同帮助烟农。

自出口以来，印度南部干旱地区的合约

种植者达到了2万个家庭。

Prestige的签约农民免费获得种子、烟

苗、定制的香料烟肥料、作物保护剂和培训

材料。在农民出售烟叶时，将这些成本从其

销售额中扣除。此外，Prestige农民社区的平

均年龄在42岁左右，这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一位智者曾经说过，“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意

识到并牢记农民的重要性，是他们将食物

带到我们的餐桌上。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

面包、米饭、蔬菜或水果可吃。我们应该认

识到，农民不是一个独立的社区，而是为

都市或城市居民提供基本必需品的急需来

源。也就是说，帮助农民其实就是帮助自

己！Prestige的主要目标是尽其所能满足农

民的需求，进而恢复农业社区的部分平衡。

Prestige Leaf和VST制定了立足于长远

的理念，从作物第一天起与我们的农民一起

工作，直到作物周期完成，即销售。我们的

农民、公司和利益相关者长期采用GAP（良

好农业规范）、STP（可持续烟草生产）和

CSR（企业社会责任）计划，藉此努力帮助

农民改善生计。现场人员经验丰富，培训农

民，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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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烟的终端产品之一。

香料烟加工厂。印度的一家香料烟加工厂。

这无疑好比驶在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但在我们的同事和善心人士

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将抵达目的地。提供基本的现代技术，临时做成系统，

以适应当下的需要，这应该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良好开端。设定一个合适

且可行的目标是当务之急。我们意识到重建和从损失中恢复需要时间，同时

为陷入困境的农业社区提供良好的准备刻不容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

们一定会稳步实现我们的目标。  

该计划的启动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计。我们必须说，我们确实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遗憾的是，就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新冠疫情给全世界当头一

击。我们现在决定减少亏损，全力推进生产多元化的新计划，调整我们的业

务模块，以确保更多地回馈社会和农民。确保农民拥有一个光明和安全的未

来，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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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
优质雪茄协会展览会
2022年7月8-12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premiumcigars.org/pca-2022 

主题：雪茄

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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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科学研究会议
2022年9月11-14日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

尔良市

主题：烟草科学

2022年10月
世界免税博览会
（TFWA）
2022年10月2-6日
法国戛纳
www.tfwa.com
主题：旅行零售，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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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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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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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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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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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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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ntra Filters are tobacco industry experts.

To address industry needs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Essentra continues to focus on innovations to provide responsible 
alternatives to conventional filters.

Our ECO Range offers innovative materials, intended to meet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for plastic-free and biodegradable solutions, 
while maintaining the unique sensorial attributes,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your consumers desire.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revolutionary ECO filters:
         filtersenquiry@essentra.com
         www.essentrafilters.com

Essentra Filters
Responsibly partnering our customers in their journey 
of sustainabl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The journey continues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 2022 Essentra Filters. All Rights Reserved. 



We are striving for zero 
net global deforestation 
by 2030 in order to help 
grow a greener future. 

To date, our Company 
has planted 250 million+ 
trees worldwide. 

www.aointl.com

Everything we do is to 
transform people's lives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grow a better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