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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10年内禁止可燃卷烟，这扭曲了菲莫国际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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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ntzopoulos）在采访中的真实表达。他们实际
上说，世界各国政府应该鼓励吸烟者戒烟，或者改
用不燃烧的烟草产品，或者，至少不要针对不燃烧
的替代品设置立法障碍。这完全符合菲莫国际无烟
未来的目标，因此该公司计划在10年内停止在日本
和英国（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话）销售可燃卷烟也
Nattira Medvedeva
副主编

就不足为奇了。
菲莫国际计划完全停止可燃卷烟生产，重点

转向“超越尼古丁”的产品，虽然其立场比较极端，但其他制造商不太可能
走这种极端。大多数制造商认为，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可燃卷烟将
在不同程度上与下一代产品共存（参见我们的文章“可燃烟草的未来”）。
烟叶销售增加（见“津巴布韦烟草出口预计良好”），新的烟叶生产
商应对不断增长的香料烟需求（见“中国香料烟在全球表现强劲”），香料
烟不仅用于传统卷烟、烟斗烟和水烟，还可用于电子烟和加热烟草产品，这
一真实的迹象也可以被视为可燃卷烟和下一代产品（NGP）将共存。
展望未来，可燃卷烟生产商可能会更多地关注可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
费者偏好的附加属性。虽然吸烟者显然沉溺于他们最喜欢的习惯中，享受着
尼古丁的冲击和吸烟的体验，但今天的消费者也更加注重健康，需要危害更
小的产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会转向NGP，因为这些替代产品可能不会
提供相同的满意度和体验。然而，传统卷烟的吸烟者可能需要更具吸引力的
特征，比如从他们的卷烟中获得额外的健康益处（参见“细分主流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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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中国卷烟市场发展新趋势”）。
NGP细分领域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例如，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正在争
夺关于加热不燃烧专利的法律战（“烟草巨头掀起HNB大战”），跨国公司
和小型公司已经引进或正在快速开发各种HNB和雾化产品。这证明了这些产
品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也证明了它们对制造商的巨大潜力。
NGP和可燃烟草可以而且应该在未来并存，为消费者提供选择。没有必
要完全废除其中一种。尽管菲莫国际正朝着将这场奇怪的对峙转变为零和博
弈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并不一定非得如此。亨利·福特曾经说，“任何
顾客都可以选择任何他所中意的汽车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这样的制造
商时代已经走上了渡渡鸟的道路，我们因此才要变得更好。冷静地想一想，
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两个类别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矛盾。相反，至少从目前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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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来看，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阻碍消费者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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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inking to making

G.D’s wide array of competences makes it the ideal partner in today growing tobacco market,
which is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to design new produ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s, G.D provides its clients
with complete making and packing solutions. The most efficient traditional tobacco products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re adapting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such as liquid-based e-cigs and
multi-segment sticks.

www.gidi.it - sales@gidi.it

LET’S TRANSFORM YOUR IDEA
INTO A SMARTER PRODUCT

For years,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the ability
to make their imagination happen through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We are not just offering you a long-lasting product;
we customize our services to your specific needs
and add our grit, passion, and courage into the mix,
we will surely find a way to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with excellent results.
Call us and arrange a meeting with our directors
and let’s transform your ideas into a smarter product!

Specialty Paper and Packaging Company

TA
E

TH

Q&A

我们制定了清晰的目标，即通过减少业务对健康的
影响来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在创新、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的推动下，我们向消费者提供最广泛的、令人愉悦
的、低风险的替代产品，致力于实现目标。我们梦想到
2030年拥有5000万非可燃产品消费者。我们已经朝着这
一目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今年上半年非可燃产品消费
者达到了1610万人。”
《亚洲烟草》：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幅员辽阔，烟
草产品政策差异很大。是否有必要调整“更美好的明天”
的某些方面，以适当应对最多样化的监管环境？
MD：“最终，‘更美好的明天’是我们设想人们
从传统吸烟转向低风险替品的一个世界。烟草减害以及
最低化吸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的公共卫生战略是我们建
设“更美好的明天”这一明确目标的基础。
尽管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确实是千差万别、充满活

QA

力的地区，但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统一推动，实现
烟草减害产品的长期成功。我们的职责首先包括开发并
为成人吸烟者提供创新的替代产品，与吸烟相比，这些
产品具有较低的潜在风险，并得到强有力的科学和深入
的消费者洞察的支持；其次，建立对话，确保监管机构
和消费者能够就这些重要的产品类别做出明智的决定。”

英美烟草Michael Dijanosic：
致力于在亚太和中东打造“更
美好的明天”
文/托马斯·施密德

Michael Dijanosic于1999年加入英美烟
草澳大利亚公司，开始了他的烟草行业生
涯，随后几年在亚太地区担任了许多高级
领导职务。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英
美烟草亚太地区领导团队的成员。2020
年9月，他被任命为亚太和中东地区总监
（APME），负责领导这两大地区的转型
工作，以建设“更美好的明天”。
《亚洲烟草》：英美烟草公司的既定目标“更
美好的明天”是指什么？该倡议包括哪些内容？其
最终目标是什么？
MD：“‘更美好的明天’是致力于为我们
的消费者、整个社会和我们的业务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传统产品是卷烟，但世
界在变化，我们也在改变。英美烟草正在转型为
一家真正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多品类消费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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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传统的可燃烟草产品是否在“美好
的明天”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MD：“我们可燃业务的收入为我们的新类别投资
组合提供了投资。我们正在投资世界级的科研，发布与
吸烟相比的新类别产品的风险相关的信息。”
《亚洲烟草》：谈及此，就英美烟草的产品而言，
从中长期来看，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可燃烟草是否有
前景？
MD：“我们今天专注于推动可燃业务的价值，迄
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价值持续增长。从长远来看，我
们将继续投资于转型，并致力于为吸烟者提供值得信赖
的品牌以及一系列风险较低的产品，他们可以换用。”
《亚洲烟草》：那么，低风险产品（RRP）在实
现“更美好的明天”的目标的过程中是否起着关键作用？
MD：“我们转型的核心是我们创新的低风险产品
系列，包括我们强大的全球品牌，如雾化产品VUSE；加
热烟草产品glo；还有现代口腔产品VE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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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众所周知，与传统卷烟相关的大多数危害是由燃烧
烟草产生的烟雾中的有毒物质引起的。我提到的低风险
产品没有燃烧。根据迄今为止的证据，我们因此认为这
些都是低风险吸烟替品。
然而，它们并非毫无风险，而且也不是没有成瘾
性。但只有提供高质量、创新、低风险的替代产品，才
能鼓励成年吸烟者不再吸烟，换用替品。”
《亚洲烟草》：虽然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相当热
情地接受RRP，但对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情况并
非如此，这些国家目前要么完全禁止RRP，要么严格监
管RRP的使用。这对于实现“更美好的明天”，是否构成
了障碍？
MD：“吸烟者转向低风险吸烟替品的问题不能仅
靠我们行业来解决，特别是在这些新产品类别被禁止或
被归类为等同于可燃卷烟的国家。我们认为，所有利益
相关者（包括监管机构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应该公开
讨论，让科学发挥作用 。
只有通过合作，我们才能制定有效的监管解决方
案，使消费者能够遵守与烟草相关的公共卫生目标的同
时做出真正的选择。我们将继续投资于这些新产品类别
背后的世界级科学，透明地公布低风险潜力的证据，并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对话，倡导适度监管。”
《亚洲烟草》：中东大部分地区仍然坚持其传统的水
烟壶/水烟文化。这是全面落实“更美好的明天”的障碍吗？
MD：“我们对我司广泛的产品系列充满信心，开
发初衷是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鼓舞人心、低风险的替
代品。我们还利用数字转型和创新技术，确保成年吸烟
者了解这些新产品，使他们能够戒烟。
我们最近在迪拜推出了VUSE活动中心，提供更个性
化的品牌界面，以及雾化品牌VUSE，为我们的消费者提
供了全新升级的沉浸式体验。该店提供的不仅仅是传统
的零售体验，还能够让消费者能够通过店内的数字化平
台探索各种产品选择。”
《亚洲烟草》：那么中国呢？这个重要市场对于实
现“更美好的明天”有何意义？
MD：“中国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这是我们“更美好的明天”愿景的一部分。2019
年，我们在深圳建立了亚洲技术中心，该中心作为研发
领域和供应链管理的“卓越中心”发挥着关键作用，为
我们的新品类交付提供战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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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市
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协商一条相当敌对的“反
烟草道路”。英美烟草是否将“更美好的明天”视为提高或
至少保持这两个国家市场份额的一种方式？
MD：“新西兰政府采取了烟草减害的政策，越来
越多的成年吸烟者转向风险降低的替代产品，新西兰的
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市场正在发生变化。这符合我们降低
业务对健康影响的宗旨，我们在新西兰面市的VUSE产品
体现了这一承诺。
为了保持这一积极趋势的发展，必须得到政府政策
的支持，促进烟草减害，为消费者和社会创造“更美好
的明天”，同时打击非法贸易，这仍然是该地区的一个
问题。”
《亚洲烟草》：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在整个亚
太和中东地区全面实施“更美好的明天”的目标？
MD：“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到2030年拥有5000万非
可燃品消费者，并以比总收入更快的速度加速新类别收
入的增长，到2025年达到50亿英镑。亚太和中东正在朝
着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取得良好进展。”
《亚洲烟草》：可不可以说英美烟草公司的加热烟
草产品glo是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计划的支柱？
MD：“我们创新的新类别组合包括VUSE、glo和
VELO，它们都是我们降低业务对健康影响的企业目标的
核心。我们最近推出了glo Hyper，glo品牌继续在亚太
和中东地区保持强劲的势头。在日本，glo Hyper已占所
有glo销售额的60%左右。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我们最新发布的glo背后的
临床研究数据。这是一项在英国进行的为期一年的随机
研究，旨在了解在现实环境中完全从卷烟转向glo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6个月的研究结果表明，完全改用glo对
潜在危害指标的影响与永久戒烟相似。”
《亚洲烟草》：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终端消费者
对glo的期望是否与欧洲或北美的终端消费者不同？
MD：“就像其他任何消费品类别一样，全球终
端消费者都是分化的，不一定严格按地区划分。有的消
费者希望仔细评估，有的则希望基于技术的便利。有些
人想要风味体验，还有一些人希望更接近烟草产品的体
验。监管环境也大相径庭，因此您需要一系列产品来真
正推动向与可燃卷烟相比风险更低的替代品的过渡。我
们将通过下一代创新推动变革，继续加快我们的转型，
实现“更美好的明天”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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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APER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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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B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rolling OCB is proud to offer a rolling filter made of 100% paper.
papers, filters, tubes, and other smoking accessories. These filters are designed without plastic and disintegrate in
The brand has already developed eco-designed products, water (in particular seas and oceans) which does not mean
that strives to respec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y should not be thrown away in the trash. Thanks
When OCB launched its eco-filters,
to their innovative design, they offer the
Paper filters are not
unbleached and biodegradable paper
sam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iciency as
filters in 2010, the company was well the only one solution to the classic cellulose acetate filters, with
ahead of the market and these filters
no plastic. They have a white appearance,
have been a great success. The positi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cellent filtration and a firm texture,
reaction of the market demonstrates the but this is a step forward all without any plastic components.
consumer interest for environmentally
These
new
paper
friendly alternatives. OCB launches an innovative new filters are made from FSC™ fibers and
paper filter that offers for the first time to consumers an other materials of controlled origin.
experience similar to traditional cellulose acetate filters. To present a completely consistent product,
The brand’s ecological sensitivity is at the origin of the these 100% paper filters are packaged in a
creation of this filter which represents a new step in paper bag, printed with vegetable ink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reducing their impact
environmental.

GREEN FEATURES
Plastic free,
the filters desintegrate in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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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friendly product.

An alternative to products
subject to 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single-use pla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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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PMTA流程：小型电子
烟制造商发展路上的绊脚石
2016年8月，美国FDA获得电子
烟和雾化烟草产品的监管权，在之
后长达五年的斗争中，小型电子烟
制造商成为最大输家。最近，FDA
允许大型制造商的雾化产品在市场
英美烟草在伦敦市中央泰晤士河畔的Global
House总部玻璃蚀刻着BAT。

继续销售，而且没有明确的截止期

英美烟草强烈反对有关非法烟
草贸易的指控

草申请(PMTA)这一从开始就被认为

每款产品的每个申请成本为117,000美元至
466,000美元，有人说该流程不利于小型制
造商。

对小型制造商不利的流程，将小型

的申请作出决定，实际上却让这些

制造商的数百万款产品撤出市场。

产品继续在市场上销售，而小公司的

英美烟草对BBC和调查新闻局

限。与此同时，FDA却通过上市前烟

(TBIJ)有关其非法贸易活动的错误

企业需要PMTA才能继续在美国

产品则被淘汰出局。更加令人担忧的

描述表示强烈反对。该公司在发布

市场上营销和销售其产品。FDA通过

是，FDA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扼杀了

的一篇新闻稿中表示，这种性质的

PMTA的提交流程就能将小型制造商

小型电子烟制造商，却将电子烟业拱

指控并不新鲜，多年来已被各大新

的大量产品剔除市场，甚至不用经

手交给大型烟草公司。

闻媒体广泛报道。

过接收、审查和拒绝的过程。FDA

据FDA烟草产品中心(CTP)主任

估计每款产品的每个申请成本为

Mitch Zeller称，截至9月8日，该机

117,000美元至466,000美元，提交

构已审查了93%的申请。值得注意的

PMTA的成本，再加上FDA的PMTA要求

是，FDA没有对任何产品发布授权。

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或“纵向队

不过，FDA对超过200,000款产品发出

列研究”，这已经超出小型制造商

了“拒收”函，针对946,000款产品

英美烟草表示已全面配合英国
严重欺诈办公室（SFO）进行的调
查。SFO在2021年1月宣布，“在对
现有证据进行广泛调查和全面审查
后”，已结束对英美烟草及其子公
司和相关人员的调查，不予指控。
英美烟草在新闻稿中（未提
及公司任何人）指出，“非法卷烟
贸易严重危害社会，所有利益相关
者应携起手来，共同打击非法贸
易。坚守责任和诚实守信是我们公

的承受能力。
法院裁定的PMTA截止日期是9
月9日，几经修改。FDA收到的电子
烟和雾化烟PMTA超过650万份，不出
所料，审查没有按时完成。对于已
经提交申请但仍在审查中的雾化产
品制造商和电子烟制造商，下一步

司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无论在哪

需要做什么，FDA没有发布任何的授

里经营业务，英美烟草都致力于践

权、豁免或任何指示。幸运的是，

行最高标准的企业行为和透明度准

剩余的申请通常来自大公司或与其

则。”

有关联的公司。

发出了132项销售禁令(MDO)，而且一
下子拒绝了来自JD

Nova电子烟油公

司提交的450万份申请（约占PMTA申
请总数的75%）。
FDA的盟友，例如无烟儿童运
动和家长反对电子烟运动等组织表
示，FDA延长对Juul和其他主要电子
烟制造商的审查期限“太离谱”，
甚至表示如果FDA还不对接下来的决
定设定明确的期限，他们将把FDA重
新告上法庭。

英美烟草表示，公司致力于

FDA此前承认，无法在9月9日的

打击全球非法烟草贸易的违法行

截止日期前审查完所有的PMTA。FDA

现在的情况是，FDA轻而易举地

为。为此，英美烟草设法协助国家

表示，将把资源集中在“将对健康

将小型电子烟制造公司的产品从市

执法机构，过去还曾提供有关涉嫌

产生严重影响且拥有最大市场份额”

场中剔除，为大公司的产品铺平了

非法运营商的情报。该公司表示，

的产品申请上，这基本上意味着这

道路，减少了消费者选择可能更安

打击非法贸易，是为了帮助执法机

些产品来自Juul、Vuse、NJOY、Blu

全产品的数量，成功引起了反电子

构打击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目的

和Logic等大型制造商。FDA还表示，

烟盟友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唯

是 “降低非法贸易对社会造成的严

将根据具体情况延长审查期，其中

一的受益者似乎是那些大型电子烟

重影响。”

第一个公司应该是Juul Labs。FDA没

制造商，他们的产品可以无限期地

有宣布何时对Juul或其他主要制造商

继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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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吸烟率接近历史最低点
一项新的盖洛普调查发现，美国
吸烟率接近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16%

集团首席执行官杰克·鲍尔斯

斗烟烟草推定规则”某些内容的诉
讼。这一规定与卷烟的监管框架相

（Jack

同。

示：“我们的不可燃产品消费者群

Bowles）在一份声明中表

的美国成年人称在过去一周有过吸烟

FDA于2016年采用了推定规

体增加了260万，达到1610万，这是

行为。这一比例与2019年创纪录的15%

则。2009年《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

我们有史以来的最高增幅。这表明

的吸烟率几乎相同。

控制法》确定了包括雪茄和斗烟烟

我们在多类别产品组合的推动下加

草在内的各种烟草产品受其监管。

速转型，所有三个新类别的关键市

另有23%的成年人表示他们以前
经常抽烟，这两个比例加起来（39%

这三大行业团体在哥伦比亚特区

）低于1994年的53%——这一年盖洛

以多种理由提起诉讼，质疑该规则。

过去两年，该公司的定价优势

普首次监测以前的吸烟行为。

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例如哥

十分明显，表明公司继续保持弹性

多年来，美国人的吸烟率持续

伦比亚巡回法院去年推翻了任意和反

增长。由于公司根据消费者态度来

下降。1988年之后，随着政府对烟草

复无常的警告标签要求。法院维持FDA

销售吸烟替代产品，弹性增长能为

公司的监管增加，以及针对烟草公司

有权要求雪茄和斗烟烟草产品进行上

公司争取时间。

的诉讼成倍增加，吸烟率降幅在20多

市前审查，或者要求制造商提供“实

年间维持在20%至29%。

质性等效报告”的规定，表明产品与

由于美国人吸烟率不断下降，
卷烟消费量也在下降。自1999年以

2007年之前已经上市的“祖父”产品
等效。

来，大多数吸烟者报告称他们每天

法官还驳回了原告关于FDA没有

的吸烟量不到一包，并且每天吸一

专门针对每个行业或产品考虑上市

包或多包烟的百分比大幅下降。

前审查成本和收益的说法，称他们

然而，这种趋势在最近的民
意调查中发生了逆转。大约三分之

没有引用相关法律。

量少于一包，比盖洛普上次报告的

英美烟草未来对大麻发展寄予
厚望

74%有所下降。6%的人报告称每天吸

由于蒸汽烟和其他吸烟替代品

烟超过一包，高于盖洛普上次报告

已占该集团销售额的12%左右，长期

的4%。

依赖卷烟业务发展的英美烟草将把

二，即67%的吸烟者表示，每天吸烟

此外，18至29岁的人群最有可

未来寄希望于大麻行业。

能使用电子烟，其中有17%的人报告

与该行业的其他大部分公司一

称在过去一周使用过电子烟，30至

样，英美烟草近年来专注于卷烟和

49岁人群的吸烟比例为5%，50到64

其他可燃烟草产品的替代品。除了

岁老年人群的比例为2%。

发展蒸汽烟和电子烟外，英美烟草
还将将目标转向了大麻。今年3月，

哥伦比亚特区法院支持FDA法规

该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

联邦上诉法院支持美国食品和

大麻公司Organigram近20%的股份。

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的规定，

此次合作以下一代大麻产品为中

要求雪茄和斗烟烟草上市前获得批

心，重点是发展CBD—一种非精神性

准，并向其制造商和进口商征收使

活性成分。

用费。

英美烟草的高管表示，大麻尤

场份额均持续增长。”

南非烟草零售价格战
南非烟草组织（SATO）提议将
每包卷烟最低价格定为22南非兰特
（1.43美元），英美烟草南非公司
（BATSA）对此表示反对，称此价
格不能涵盖纳税额，是“逃税的幌
子”。
SATO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提议
价格不是市场固定价格，仍将确保
遵守征税条款。
7月初，BATSA对市场研究公司
益普索（Ipsos）进行的一项调查结
果表示担忧。该调查结果显示，约
41%的抽样零售商销售的20支装卷烟
价格为21.6南非兰特，低于调查的
最低应纳税额（包括消费税和增值
税）价格。
调查还发现了一个异常价格，
即一条卷烟（10包装）的售价为60
南非兰特，相当于每包卷烟6南非兰
特。
因而，BATSA呼吁卷烟零售价至
少为每包28南非兰特，以便当局打
击非法贸易。

最近，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

其是CBD蒸汽烟，是该公司“未来发

SATO在声明中提议将每包20支

小组一致驳回了三个行业团体——

展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承认，鼓

装的卷烟最低零售价定为22南非兰

美国雪茄协会、美国雪茄权利协会

励人们戒掉有害烟草产品将是一个

特，不过BATSA在另一份声明中表

和优质雪茄协会——对FDA“雪茄和

挑战。

示，这个价格“低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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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your
creativity
run wild!
Digital Printing
available!
In December 2021 we are inaugurating a unique Digital Printing and
Converting machine at Premium Printing Center Trier to offer you
maximum flexibility for high quality packaging materials.
digital-printing@mm.group

文/托马斯·施密德

可燃烟草的未来
可燃烟草会很快成为历史吗？为此，《亚洲烟草》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全球性卷烟公司
做了一些预测，由此可见一斑。
毋庸置疑，传统烟草产品，尤其是卷烟，正
遭受多重危机。消费税和烟草税频繁暴涨，吸烟
规定日趋严格，还有广告禁令，近乎狂热的反烟
草游说，低风险产品迅速流行，挑战无处不在。
因此，不时有新闻报道大胆预测可燃卷烟将消
亡。烟草巨头菲莫国际一再重申计划在10年左右
的时间放弃传统卷烟，这也打击了行业信心。这
个存于世间数百年的整个品类似乎真的会像渡渡
鸟一样消逝。事实真的如此吗？

下面是几家公司的反馈：
卷烟末日谣传不断，《亚洲烟草》气愤不已，为
此，特地采访了几家全球性公司，希望了解他们是如何
评估当前形势的，以及可燃卷烟中长期发展如何。幸运
的是，我们的小型调查结果几乎是在意料之中。为了避
免一些过于热心的保姆州将其定为非法，可燃烟草产品
将继续在市销售。至少现在是这样。

鉴于是小型调查，我们只对受访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烟草业当前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您认
为可燃烟草产品未来前景如何，尤其是可燃卷烟？”
KT&G公司
（韩国首尔）
从全球市场份额和销量来看，韩国的KT&G公司目前
是全球第五大烟草制造商。该公司执行副总裁Kyung Man
Bang目前代理首席运营官和首席战略官，他代表该公司
回答了我们的问题。Bang先生负责KT&G公司的国内市场
及其海外市场。
“价格和非价格烟草控制政策一直在增加，这是一
种全球趋势。此外，在过去五年中，推出了多种下一代
产品[NGP]，并在市场上广受欢迎。根据这些观察结果，
可以认为传统卷烟市场的波动性一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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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目前而言，
总的来说，世界上传统吸
烟者的数量仍然远远超过
替代产品的用户。尽管韩
国是NGP领域增长率最高的
国家之一，但加热烟草产
品在韩国国内烟草市场中
所占份额仍不到15%。
即使在成熟的市场
上，传统卷烟的需求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

KT&G公司执行副总裁Kyung
Man Bang

将保持稳定，这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KT&G必须继续
努力，加强传统卷烟作为我们旗舰业务部门之一的竞争
力，并不断开发其增长潜力。
此外，KT&G正在实施“双轨战略”，重点关注两大
投资组合支柱：传统卷烟和NGP。我们在传统市场保持领
导地位和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未来市场开发增长势

KT International S.A.
（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
保加利亚前国家烟草专卖局BulgarTabac解体后，KT
International（KTI）应
运而生，如今已成为这个

头。我们相信，尽管新冠疫情蔓延，但去年的这一战略帮 巴尔干半岛国家领先的烟
草制造商，业务遍及全球
助我们实现了公司历史上最高的年销售额和营业利润。
至于传统卷烟行业，我们将继续对消费者需求和趋 5 0 多 个 国 家 。 K T I 过 去 一
势进行严格研究，提高我们品牌的竞争力。在NGP领域， 直主要活跃于西欧和东南
我们将增加研发投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改 欧，目前越来越关注东欧
革业务结构，迈向未来。”

和亚洲市场。虽然该公司

BMJ Industries FZE

首席商务官斯图尔特·布
坎南（Stuart Buchanan）

（阿联酋迪拜）

专门就欧洲市场回答了我
Industries公司总部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们的问题，但他指出，“ KTI公司首席商务官Stuart
Buchanan
商业中心迪拜，被认为是该
原则上，大多数发达市场
国最大的私营烟草制造商。
的因素是相似的”：
该公司将其卷烟产品出口到
“我们公司始终支持对可燃烟草和非可燃产品进行
世界各地，在中东和北非地
合理监管，这些产品类别是专门面向成年人的，不应被
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
未成年人消费。
活跃。销售主管Malik War我们确实认为可燃产品有未来，但未来需要构建
rayat回答了《亚洲烟草》
在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和非可燃产品监管环境的背景
的问题，其职责包括品牌和
下。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自己的非可燃产品系列，但出
产品开发，以及全球营销和
BMJ

于以下原因，我们在现阶段仍将聚焦可燃产品：

分销管理：

我们认为，虽然加热烟草和雾化类别的非可燃细分

“可燃烟草产品可以
追溯到人类早期的历史，
我们相信它们永远都会有

BMJ Industries FZE公司销售总
裁Malik Warrayat

领域不断增长，但现阶段的监管环境仍未明朗，这导致
整体市场驱动因素存在不确定性；或者更具体地说，为

市场。不断的进化和创新只会扩大可燃烟草产品的销 什么消费者会使用非可燃产品作为可燃烟草的常规或偶
售。我曾亲自监督在可燃烟草品类中创新新口味和款式 尔替代品。
的项目。

更详细地说：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传统烟草产品和

最大的挑战是这些新开发的产品的创新和营销成本 非可燃产品之间的消费税税收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使
高。我们实际上一直销售消费者想要的东西。此外，久 购买非可燃产品的普通成年人减少了每月现金支出。
而久之，消费者对新产品感到厌倦，以至于烟草行业不
得不推出更多独特风味的产品，例如双爆珠卷烟。这相
当于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每一代后续产品都必须引入
新的功能，比如前一代产品是两个摄像头，新产品就配
备三个摄像头。
尽管可以创新可燃卷烟替品，但吸烟者工作了一
天，他们期望点燃一支可燃卷烟，烟雾里氤氲着简单的
快乐时光，这是无法替代的。”

随着非可燃产品的消费税开始增加（我们认为这
是可控的），以及非可燃产品和可燃产品之间的价差缩
小，价格将不再是消费者的驱动力，我们将看到非可燃
产品的增长速度放缓。
第二，也是主要参考欧洲市场，最新的EUTPD基本上
禁止食用加香和爆珠烟产品。因此，许多传统的加香产
品使用者被迫转向非可燃产品。非可燃产品市场的增长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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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受到各种各样的加香雾化产品的刺激，在某些情 点，将聚焦加热烟弹，同时将低风险产品类别的进一步
况下，还有加香加热烟草产品。但是，随着非可燃产品 扩大纳入考量。但我们也将通过对可燃烟草的有效投资
多种风味选择的监管环境的变化，对非可燃产品的需求 来提高盈利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可燃烟草是产生现金
必然会放缓。然而，我们认为，这将以比预期消费税变 的来源。
日本烟草集团今年7月在日本推出了Ploom
化更温和的速度发生。

X，这

由于趋势因素或健康益处，非可燃产品会产生“新 是我们在加热烟草领域最新、最先进的产品。我们计划
用户”，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想说的是欧洲最近出现 今年晚些时候在其他市场推出，首先是俄罗斯。在此背
了另一个驱动因素，即一次性非可燃产品在使用后被丢
弃的问题，可能会对环境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包括设
备本身内置的所有电子元件。另一方面，根据欧盟关于
可燃产品过滤嘴和其他集成材料的最新法规，传统产品
很快将接近100%纯天然。因此，从长远来看：如果在两
种产品类别的监管环境更加平衡，那么传统可燃产品和
不可燃产品都将有一席之地，让成年消费者在知情的基
础上选择其中一种。”

景下，我们很自豪地与大家分享，我们改进了烟弹混合
物，设计更直观更现代，成功地增强了加热烟草领域的
用户体验。我们还计划扩大Ploom的风味组合，以满足消
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日烟国际
（瑞士日内瓦）
日烟国际是日本烟草
集团的国际子公司，总部
位于风景如画的日内瓦，

日本烟草

负责全球可燃烟草的营销

（日本东京）

和品牌开发。日烟国际公

日本烟草集团总部

司媒体关系经理德博拉·

位于旭日之国日本东京，

佩雷斯（Deborah Perez）

负责烟草市场的所有方

的观点与她在东京的同事

面，该集团旗下的日烟国

迪内什·巴布·托塔库拉

际公司总部位于瑞士，负

（Dinesh Babu Thotaku-

责全球业务。该公司媒体

ra）不谋而合：

日内瓦日烟国际公司媒体关系经
理德博拉·佩雷斯

“可燃烟草产品的未

和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迪
内什·巴布·托塔库拉

来，以及烟草行业本身，都是不断演变的，我们的首要任

（Dinesh Babu Thotaku-

务仍然是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选择。我们正在转型，以提

ra）亲自回答了我们的问

供更广泛的优质产品组合，包括那些有可能降低与传统吸
烟相关的风险的产品。

题，就国内和全球市场发
表了评论：

日本烟草媒体和投资者关系部总
经理迪内什· 巴布· 托塔库拉

“我们意识到，由于
各种因素，包括更严格的监管、人口老龄化、健康意识
加强以及消费者采用低风险产品，对可燃烟草的需求呈
下降趋势。然而，每个市场的影响程度不同。
但是，根据消费者数据，我们认为可燃烟草、加热
烟草产品和电子烟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共存，我们的目标
是加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运作模式，优先投资加热烟弹

根据日本烟草集团的消费者数据，我们认为可燃
烟草产品、加热烟草产品和其他低风险产品将共存。因
此，我们仍然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同
时确保向他们提供做出选择所需的所有相关信息。
为了增加我们在低风险产品领域的业务，我们在今
年2月宣布将我们在日本国内的烟草运营和国际烟草运营
合并为一项全球业务。这两项业务的结合将使我们能够
在日本烟草集团内高效地部署资源，特别是在低风险产

品类别中。我们坚信，消费者是变革和创新的关键驱动
和低风险产品类别，同时保持对可燃烟草的必要投资。 力，这意味着我们仍然致力于向需要的人提供高质量的
在我们2021年的业务计划中，我们重新定义了投资重 传统烟草产品以及低风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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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作为发明概念，法院也因显而
易见性而宣告其无效。英国上诉法院
拒绝英美烟草公司对2021年3月的判决
提出上诉。
慕尼黑有关EP 3 398 460 B1
和EP 3 491 944 B1的案件仍在审
理中，听证会定于今年11月举行。
菲莫国际还向欧洲专利局提起了这
两项专利的诉讼，导致其中一项专
利无效，而另一项专利的诉讼仍在
审理中。英美烟草公司也在保加利
亚、捷克共和国、波兰和罗马尼亚
申请了初步禁令，尽管没有成功。
加热不燃烧技术全球专利战升温。

两家公司在意大利的一场法律战也

烟草巨头掀起HNB
大战

在审理中。欧洲专利局（EPO）也

菲莫国际公司（PMI）和英美烟草公司（BAT）在全球范围内
争夺热加热不燃烧（HNB）技术专利，争夺未来市场主导地
位，未来加热烟草产品有望取代可燃烟草，HNB细分领域之争
愈演愈烈。
Staff Report

自2014年在日本首次推出IQOS设备以来，菲莫国际一直是HNB细分
领域的市场领导者。IQOS很快赢得世界各地消费者的认可，现已在64
个国家上市（并成为市场领导者）。菲莫国际计划在未来10年内完全
放弃可燃卷烟，IQOS的成功是其“无烟未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然而，英美烟草是HNB细分领域的先驱，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雷
诺烟草就推出了其设备Premier。当时市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烟草替
品，消费者不喜欢Premier的味道和气味，该设备也没有获得商业成
功。1996年，雷诺烟草推出的下一个HNB产品Eclipse也没有受到欢
迎，1998年菲莫国际推出的Accord同样受到冷落。直到2014年，英美
烟草推出了Revo设备，菲莫国际推出了IQOS，HNB才卷土重来。
现在，英美烟草和菲莫国际就各自的glo和IQOS的专利权展开斗
争。这一切都始于2018年，当时菲莫国际起诉英美烟草在日本侵犯其
HNB产品的专利权。2020年，英美烟草发起回击，向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ITC）和弗吉尼亚联邦法院提出专利侵权索赔。与此同时，英
美烟草子公司Nicoventures Trading在慕尼黑和英国起诉菲莫国际。
为此，菲莫国际向英国法院提出撤销诉讼和侵权反诉。2021年3月，
英国高等法院撤销了两项英美烟草专利EP 3 398 460 B1和EP 3 491
944 B1，驳回了英美烟草的侵权指控，结果在7月中旬，法院宣布菲
莫国际四项HNB技术专利无效，英美烟草赢回诉讼。
英美烟草专利因显而易见性而被撤销，法院认为它们在现有的菲莫
国际的专利上缺乏“创造性”。菲莫国际四项被撤销的专利将金属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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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两项专利，已发布了初步意
见，表明其中一项专利无效。
在去年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ITC）提起的菲莫国际的诉讼
中，ITC的行政法法官初步裁定菲莫
国际的IQOS产品侵犯了英美烟草公
司的专利，并建议禁止进口IQOS设
备、万宝路烟弹HeatSticks和零部
件，以及禁止销售此类产品，英美
烟草因此获得了初步胜利。然而，
在2021年7月底，全体委员会当时并
未批准裁定，而是审查法官的裁决
和建议。最终命令将于今年9月接受
美国贸易代表和联邦法院的审查。
菲莫国际美国公司宣布，由于这种
不确定性，公司推迟了IQOS和万宝
路烟弹HeatSticks在美国的进一步
扩张，并表示，“ITC正对我们展开
一个漫长而多步骤的法律程序，我
们对自己的论点有信心。同时，我
们将继续依靠我们在美国的独家经
销商奥驰亚集团采取必要的措施确
保IQOS（FDA授权的唯一电子尼古丁
产品，与持续吸烟相比，IQOS有助
于公共健康）在美国乃至全球的成
功。”
目前，菲莫国际似乎遭遇了挫
折，不得不暂停在全美范围内推出
IQOS，但这场斗争远未结束，今年9
月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两个有趣的转
折。

Visit Cerulean at WTME Dubai
Come visit us on stand G15

Visit Cerulean at the 2021 World Tobacco Middle East exhibition being held at the
World Trade Centre in Dubai on the 26 - 27 October 2021.
Cerulean are exhibiting with G.D, Molins, Sasib, and Comas on stand #G15 where we will
be deomstrating the Quantum Neo test station and the CETI8 vaping machine
Contact your regional Cerulean sales manager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visit our website to
browse the wide range of testing solutions available.
World-wide support means we are your global, local supplier.

www.cerulean.com
info@cerule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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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Marobella说，“我们的美国

生日程的权威性机构而言，世界卫

市场和其他地区的市场正在经历历

生组织在遇到不像它所认为的那样

史性转变，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

有害的新型烟草产品时，似乎总是

增长机遇，让我们能够用新方式与

会错失实质性讨论的机会。

消费者联系。”

在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在线COP9

最近，哈瓦斯北美公司的董事

带注释的临时议程中，《烟草控制框

长兼首席执行官Marobella为公司带

架公约》（FCTC）秘书处表示，“秘

共和烟草公司更名 公布未来50年
的发展愿景

来了数十年的管理经验，他曾为大型

书处决定，由世界卫生组织（FCTC/

企业发展提供指导意见，并通过数

COP/9/9文件中的新型烟草制品研究

手卷烟和自卷烟市场纯天然

据驱动增长为21世纪的多家市场领导

及证据的全面报告）和公约秘书处

卷烟纸及优质配件的全球领导者共

者提供咨询，例如可口可乐、阿迪达

（FCTC/COP/9/10文件中的新型烟草制

和烟草公司，已更名为共和品牌公

斯、Progressive、Jim Beam（美式玉米

品分类及挑战）准备的报告应该公示

司，旨在推动品牌组合发展，通过

威士忌酒）等品牌。

信息，相关的实质性讨论应该被推迟
到COP10。”

推出新产品满足手卷烟和自卷烟市
公司更名后，对未来50年提出

世界卫生组织将电子烟证据讨论
推迟到2023年会议

论日程又推迟了两年。禁止可燃烟

了新的愿景。为此，共和品牌公司将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

草的低风险替代品，尤其是在世界

充分利用其广泛分布于全球的生产中

显示，新型烟草制品可能会带来“越

卫生组织有更多影响力的中低收入

心——遵循ISO 9001、14001、45001

来越多的威胁”，因而该组织加大了

国家，而且完全无视（甚至不让其

和GMP对可持续性、职业规范和环境

反对新型烟草制品的力度，并且推迟

他国家看到）证明该议程至少是错

责任的标准，满足消费者对烟管、

了有关新型烟草制品的讨论。越来越

误的科学证据，将会诱发更多的危

卷烟纸、卷烟器、注入器、配件不

多的证据表明，新型烟草制品可能并

害，而不是减少危害。

断增长的需求。在销售人员和服务

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相关各方原

人员兢兢业业的支持下，公司一方

计划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协

面充分利用现有销售渠道，另一方

议第九次会议（COP9）上针对该问题

研究显示东南亚孕妇更可能使
用无烟烟草

面也在快速拓展多个零售渠道，以

展开详细讨论。7月底，世界卫生组

约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东

期将全球最强的手卷烟和自卷烟品

织发布了有关全球烟草“流行病”

南亚地区的孕妇比非孕妇更有可能

牌提供给那些快速涌入该替代品市

的第八次报告，首次披露了电子尼

使用无烟烟草，而在许多中低收入

场的消费者。

古丁输送系统例如电子烟的新数

国家，孕妇和非孕妇的吸烟情况没

“我们是一家跨国烟草公司，

据。报告“数据”显示，使用电子

有区别。

是一家值得信赖的、提供可持续采

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例如电子

研究人员分析了42个中低收

购的产品制造商，改名为共和品牌

烟）的儿童，未来使用烟草产品的

入国家的数据，并对东南亚地区进

对我们来说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

可能性会大三倍。世界卫生组织提

行了单独的亚组分析。这是第一个

力，”共和品牌公司的董事长兼创

议加强对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的管

对比42个中低收入国家孕妇和非孕

始人Don Levin表示，“手卷烟市场

制，“第一时间杜绝非吸烟者染上

妇烟草使用情况的研究，其中包括

的下一时代将由我们引领，我们拥

烟瘾，防止社区吸烟重新正常化，

80454名孕妇和1230262名非孕妇。

有核心的产品组合和高速增长的品

保护下一代人。”

场快速增长的需求。

这意味着世界卫生组织将该讨

健康科学部的Radha

Shukla博

世界卫生组织反对新型烟草制

士说：“育龄妇女特别是怀孕期间

品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十年来，

使用烟草，会影响妊娠，这尤其令

“消费者喜欢静下心来享受

自电子烟开始流行以来，该组织的

人担忧。这种情况不仅包括吸烟，

生活中的小事，这就是手卷烟的意

立场一直十分坚定。讽刺的是，对

还包括使用无烟烟草，例如嚼烟、

义所在，”新任总裁兼首席营销官

于一个基于科研和证据制定全球卫

鼻烟或口腔使用的鼻烟。”

牌，例如OCB®、JOB®、TOP®、Abadie®、JOKER® 和E-Z W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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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ut
of the box.

The last generation of SM snus machine is the best solution for snus pouches making and packing
at fast continuous motion, with a compact layout and great capability.
High flexibility, extreme efficiency, easy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make the machine the ideal way
for produc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Discover the new SM for thinking beyond the schemes and expanding business horizons.

www.gidi.it - sales@gidi.it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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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补充说：“有必要制定预防
和戒烟的干预措施，以减少社会经济
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较低女性的烟草使
用（卷烟和无烟烟草），因为她们的
烟草使用风险最大。”
与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结果相
反，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在怀孕期间
的烟草使用率相对较低。

ITG在商标诉讼中获胜
大麻业与主流公司之间的商标
纠纷案件越来越多，在另外一起诉讼
中，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大麻电子烟公
司Capna Intellectual被禁止使用类
似于Kool卷烟品牌形象的产品标识。
裁决结果显示，以Bloom Brands经营
业务的Capna公司，不能再使用该品
牌标识“或使用任何包含环环相扣的
OOs和/或圆圈的其他标志”。
2020年12月，在得知Bloom提交
商标申请后，Kool品牌的母公司ITG
Brands发出了一份勒令停止函。
ITG Brands于今年1月提起诉讼，一
名法官6月发布初步禁令，暂时禁止
Capna公司使用该商标，随后双方于
7月27日达成和解协议。

产品新闻
法官裁决，要求Capna在11月15
日前将禁令通知公众和公司的零售
经销商，并告知他们可以退还任何
带有被禁止标识的产品，并向他们
提供新的产品。法官还命令Capna公
司在12月31日之前清除所有含有被
禁止标识的东西。

锡兰烟草公司第二季度利润取
得增长
据斯里兰卡锡兰烟草公司报告
的中期业绩显示，截至2021年6月第
二季度，公司盈利从去年同期的30
亿斯里兰卡卢比增至39亿斯里兰卡
卢比（1950万美元），销量比第一
季度下降16%。
“公司在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
三个月内，业绩受到第三波新冠疫情
限制措施的影响，销量比第一季度下
降16%，”锡兰烟草公司对股东说。
“去年同期由于第一波新冠疫
情实施封锁措施，业绩大受影响，
不过今年第二季度公司的业绩有所
改善。与去年相比，公司的营业额
和政府的消费税及其他税收有所增
长，”锡兰烟草公司表示。
锡兰烟草公司报告，截至3月第
一季度的盈利为39亿卢比。

日本烟草公司申请修订烟草产
品零售价格
日本烟草公司向财政部提交申
请，由于2021年10月1日起，烟草消
费税将会上涨，该公司希望财政部
批准其修订日本国内的烟草产品零
售价格。
该公司申请修订零售价格的产品
涉及173款，包括127款卷烟产品、18
款小雪茄产品、3款斗烟产品、3款细
切烟产品以及22款鼻烟产品。
日本烟草公司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由于人口老龄化、成年人
口下降以及严格的禁烟措施等结构
性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内烟草市场
的销量将会持续下降。因此，维护
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成本也会不断增
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销量
进一步下降的潜在影响，日本烟草
公司一直在推行成本优化措施，但
是要保持能达到消费者满意度的产
品质量和服务，公司面临的挑战也
会越来越大。
因此，日本烟草公司决定修订
烟草产品的零售价格，确保每款产品
的质量，满足消费者的预期。该公司
计划提交另一项申请，修订加热烟草
产品等部分品牌的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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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柬埔寨吸引了国际和
本地卷烟制造商，但执法
不力，导致非法市场蓬勃
发展。

柬埔寨：非法产品横行，
但市场前景向好
柬埔寨有很多大型国际企业，也有不少本地制造商。然而，该国也在与严重
的非法产品问题作斗争。

文/托马斯·施密德

与其他东南亚邻国相比，柬埔寨可能是
一个相对较小的卷烟和其他可燃烟草市场，
但它仍然吸引了所有跨国公司。此外，还有
无数的本土制造商，其中许多是由中国人持
有或出资的。但是，由于该国执法不力是出
了名的，通过陆地和海上边境走私或在国内
生产未完税卷烟创造了繁荣的非法市场，严
重阻碍了合法品牌的发展。与此同时，这个
小国（几乎和所有东盟国家一样）严格禁止
雾化产品和加热烟草产品。

日烟国际：从菲律宾供应柬埔寨产品
日烟国际公司（JTI）早在2008年就在柬埔
寨首都金边设立了一个代表处。该代表处于
2016年升级为一个法律实体，运营名称为日
烟国际柬埔寨有限公司。但是，日烟国际
柬埔寨公司的总经理罗伊·马纳利利（Roy
Manalili）说，该组织并未在当地运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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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设施。相反，所有商品都是从其他地
区或国家进口的，比如台湾、缅甸、印度尼
西亚，也许最重要的是菲律宾，日烟国际在
菲律宾运营着一个巨大的地区制造和分销中
心。马纳利利说：“菲律宾是我们至关重要
的供应商，因为日烟国际柬埔寨公司从菲律
宾采购订单，接收大量货物。”

日烟国际品牌领先市场
七星和云斯顿都是日烟国际的品牌，也是柬
埔寨最畅销的卷烟品牌之二，助力日烟国际
荣登总市场份额榜首。马纳利利补充说，
为了进一步稳居市场领先地位，该公司于
2021年8月2日也在柬埔寨推出了七星爆珠烟
（Mevius Fizzy Dew）。“这是一种新的
创新风味爆珠烟，在其他一些亚太地区市场
销售良好。”在柬埔寨销售的其他流行国际
卷烟品牌包括Fine（由帝国品牌持有的Huo-

图源：日烟国际（柬埔寨）有限公司

traco Co.公司制造），以及555和Ara（均
来自英美烟草）。同时，两个最受欢迎的本
地卷烟品牌是Luxury和Cambo。

零售价格存在巨大差距，市场充满挑战
马纳利利说：“根据我们的内部市场调查，
大多数国内卷烟品牌每包的零售价在1000瑞
尔（0.25美元）至2000瑞尔（0.5美元）之
间，占柬埔寨卷烟总消费量的近50%。因此，
另一半市场由国际公司占有。国际高端卷烟
品牌的价格相当一致，每包6000瑞尔（1.50
美元）。”然而，据《亚洲烟草》了解，这
些数字只代表合法市场，而忽略了巨大的非
法市场。
柬埔寨目前对烟草产品征收的税是从价
税。每包卷烟的零售价包括20%的消费税和
3%的“公共照明税”。进口产品须缴纳进口
税，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进口卷烟零售价
相对较高的原因。然而，与本土品牌相比，
消费者认为这些进口产品是值得花费的优质
产品。

品牌之间价格差异大
本土和国际卷烟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创造了
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市场。在柬埔寨，一个非
熟练工人每月收入仅为300美元的国家（金
边，2021年），许多吸烟者买不起一包高端
烟。但是，下调高端品牌的零售价格也不是
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以与当地品牌同等的
价格相竞争，我们就无法维持在柬埔寨的业
务，”马纳利利指出。

尽管如此，日烟国际自己的研究表明，

街头小贩售卖非法卷烟

随着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金
边和其他主要城市，许多消费者越来越挑剔，
转向高端品牌，寻求更好的质量。“在过去几
年，七星实现了惊人增长；现在云斯顿也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展，”马纳利利声称。

市场萎缩&广告禁令
尽管消费者偏好转向更高质量的产品，但整
个市场仍在萎缩。虽然柬埔寨国家统计研究
所（NIS）的一项研究表明，2021年初，该
国约1/4的成年人口（18岁及以上）是吸烟
者，但日烟国际的研究表明，可燃烟草市场
可能每年收缩3%。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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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日烟国际（柬埔寨）有限公司

根据柬埔寨烟草控制法（该法几乎是邻国泰国相关法律的精确蓝本），
严格禁止所有形式的直接终端消费者广告和促销活动。这使得本土和国际
品牌难以进行产品营销。这意味着，包括卷烟在内的烟草产品的唯一促销活
动，是向零售商和商人提供的非公共品牌营销和贸易计划。

非法烟草肆虐
然而，与困扰柬埔寨的私烟祸害相比，这些限制似乎较为温和。马纳利利哀
叹道：“这个国家充斥着非法产品，几乎随处可见，而且相当公开。它们逃
避政府税收，包装不符合规定，既没有税务印章，也没有强制性的健康警
告。”因此，私烟的销售价格仅为合法商品零售价格的一小部分。“这种令
人担忧的情况给柬埔寨的合法企业带来了许多挑战，同时也造成了不公平的
竞争环境。”

非法贸易危害严重
日烟国际（柬埔寨）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伊·马
纳利利

他说非法贸易欺骗了几乎所有人：政府、消费者和合法企业。“它剥夺了政

柬埔寨五大卷烟品牌*

犯罪渗透到社区，产生巨额利润，被抓获的风险非常低，即使被捕，所施加

府急需的税收收入，而消费者却在抽吸质量不受管控的卷烟。此外，有组织
的惩罚也往往微不足道。”唉，柬埔寨政府没有关于该问题严重程度的数

品牌名称
七星
云斯顿
Fine
555
Ara

品牌所有者
日烟国际
日烟国际
Huotraco
英美烟草
英美烟草

强烈表明了该问题的严重性。
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日烟国际和其他烟草公司多次呼吁政府执行烟
草行业的现行法律，以减少市场上的非法交易。唉，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尽管政府不时承诺要采取一致行动，但行业观察家多
次指出，这只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

*顺序不代表排名

柬埔寨五大烟草公司*
烟草公司
日烟国际
Huotraco
英美烟草
I.Q.P.Q
Viniton（集团）
烟草有限公司

据。但事实上，柬埔寨城市和村庄的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非法卷烟，这一事实

备注

必须持续开展对话
然而，马纳利利坚持认为，如果要确保烟草行业法规的有效性和适当性，并
且更重要的是，要始终如一地执行，那么政府当局和企业之间的持续对话至
关重要。“遵循国际公认原则的烟草行业法规既能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又能

帝国品牌持有

维护商业利益。”
最新进展是成立了“柬埔寨烟草行业协会”（ATIC），这是一个私营

菲莫国际持有
本地制造商

*顺序不代表排名

部门机构，其成员目前包括日烟国际、英美烟草、菲莫国际（其当地机构
I.Q.P.Q）和帝国品牌（当地公司Huotraco）。ATIC成员必须完全遵守所有
相关的烟草法律和法规，《亚洲烟草》注意到，几乎所有本地制造商都没有
被列入成员名单（上述两家子公司除外）。

联合调查或可解决问题
ATIC目前由日烟国际担任主席，该组织最近发起了“反非法贸易联合调查”，
任务是“查明和解决柬埔寨的非法贸易问题，并向政府提出打击该国非法贸
易的行动计划”。该调查已得到柬埔寨副总理，经济和财政部，以及税法和
善政政府工作组联合主席的许可。
尽管ATIC和相关政府方的意图值得赞扬，但联合调查的成功最终将完
全取决于柬埔寨当局采取一致行动来打击非法贸易的意愿和能力。而且，过
去无数次行动表明，在这个东南亚国家，事情并不总是按照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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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Filter杂志

“烟草产品”定义中的漏洞
使监管机构面临“打地鼠”
的难题。

文/Filter杂志Alex Norcia

渥太华大
学的David
Sweanor表
示：“如果尼
古丁不是来自
烟草，那就不
属于烟草产
品，FDA就无
权管辖。“

合成尼古丁崛起
监管风险增加
泰勒·凯奇（Taylor Cage）每年都会参加拉斯维加斯的烟草博览会（TPE），
她一直在关注下一代热门产品。TPE通常在一月份举行，是尼古丁行业下一步
发展方向的风向标。
2020年，凯奇参加了TPE，她说，“到
处都是一次性雾化产品。”从这一年行业的
发展以及围绕该展会的新闻报道也可见一
斑。Puff Bar在一次性雾化产品（电子烟液
用完后直接扔掉）中首当其冲，它似乎暂时
取代了Juul，成为禁酒党的最大目标。
凯奇是无烟替代品贸易协会的董事会成
员。2021年，她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市场趋势正
在蓬勃发展。她对Filter杂志表示：“我想我
们即将看到袋装产品爆发式增长，希望就在眼
前。”这里指的通常是无烟无痰的替代尼古丁
产品，包有填料、甜味剂和调味品，像在口腔
里咀嚼口香糖一样。
可能已经开始增长了。美国癌症协会
等主要健康组织和无烟儿童运动等控烟组织
继续妖魔化吸烟者，精明的参与者正在寻找
方法，要么逃离动荡的政治局面，要么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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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但相对未触及的市场一角。他们可能已
经从“无烟草”或合成尼古丁（许多来自尼
古丁袋）中发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似乎存
在于模糊的监管框架中。或者至少合成尼古
丁是这样。对于这些术语，有一些有效的定
义，尽管存在争议。
“不含烟草的尼古丁”通常只是指“烟
草衍生尼古丁，是从烟叶中采集的尼古丁，
就像绝大多数不含烟草的尼古丁雾化产品中
的尼古丁一样。因此，这个术语可以说是一
种没有技术价值的品牌形式(这也可能意味
着尼古丁是从另一种来源提取的，比如西红
柿或茄科植物，但这很少见。）
另一方面，“合成尼古丁”义如其名：
是在实验室中或通过类似制药的工业过程产
生的尼古丁。这些术语虽然彼此不同，但已
迷乱，因此有点同义。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化

学本身：行业化学家在接受Filter杂志采访时指出，即
使对他们来说，也很难区分高级烟草衍生尼古丁和合成
尼古丁。无论如何，几乎在所有缔约方那里，“无烟草
尼古丁”和“合成尼古丁”都可以互换使用，而且并非
没有潜在的影响。
因为目前，我们正进入一个通常被称为“打鼹鼠”
的新阶段，这是禁毒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学生熟悉的
情景，在这个阶段，创新者永远领先于监管者一步。
电子烟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2009年，巴拉克·奥
巴马总统签署了《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案》，使
其成为法律，并授予FDA监管“烟草产品”的权力。但
FDA直到2016年才将雾化产品“视为”其监管范围内的产
品，又用了更长的时间才要求制造商提交上市前烟草申
请（PMTA）以保持合法上市。
在此期间出现了两件事：雾化产品已发展到，越来
越多的吸烟者从风险较大的可燃卷烟换用雾化产品；青
少年开始使用雾化产品，所谓的青少年“流行病”的报
道铺天盖地。
现在，制造商、烟草减害论者和公共卫生学者正准
备好迎接许多人预期的替代尼古丁市场的另一种“狂野
西部”的情景，真正的实验者和机会主义者似乎在FDA的
权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漏洞”：使用合成尼古丁，或
者简单地说，声称使用。
几位市场分析师认同凯奇的观点：金融服务公司
Piper Sandler在Filter审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21
年的TPE展出了许多新品牌的尼古丁袋和使用“无烟草尼
古丁”（TFN）的雾化产品。这位分析师写道，TFN可能是
一张“金票”——不受FDA监管、烟草税、风味禁令和对
直接消费者电子商务的限制(分析师在这里用“无烟草”
来表示“合成的”。）
当然，这些都是困扰雾化行业的因素：FDA目前正
在审查PMTA申请，以确定哪些雾化产品可以合法地留在
市场上；少数几个州提高了雾化税，有时甚至达到与可
燃卷烟相同的水平；许多州、城市和其他司法管辖区都
颁布了调味禁令，希望阻止青少年吸食雾化产品；《防
止所有卷烟贩运（PACT）法》基本上防止了雾化公司将
其产品直接邮寄给消费者。
在被问及袋装产品激增时，烟草行业专家、渥太华
大学健康、法律、政策和道德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David
Sweanor对Filter表示：“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人们
仅仅是企业家。看看全球卷烟市场，每年的1万亿美元还
不算少。如果能获得该市场的万分之一，就可能成为亿
万富翁。”
在许多方面，这一经济支点是一场语义游戏。FDA
将“烟草产品”定义为“由供人类食用的烟草制成或衍
生而来的任何东西，包括烟草产品的任何成分、部分或
辅料。如果是专业审阅，该术语将使FDA无法像对待其他

几乎都是从烟草中提取的尼古丁产品一样对待合成尼古
丁。但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语言角力，雾化生产商试图
找出新的方法，以避开FDA的官僚控制。一些生产商，
特别是那些已经转向大麻业务或娱乐大麻业务的人，最
近找到了救星——Delta 8，一种大麻衍生大麻素，由于
2018年农业法案的措辞，该大麻素在联邦层面仍然是合
法的。而且因为“无烟草”和合成尼古丁没有压倒性的
化学差异，所以很容易想象一个场景：不诚实的演员利
用含糊不清的措辞和不完全知情的客户群。
最后，分析师Piper
Sandler得出结论，不含烟草
的尼古丁可能会对大型烟草公司的尼古丁袋和雾化产品
构成更大的竞争，这表明这些产品可能对烟草巨头具
有商业吸引力。“如果尼古丁不再来自烟草，会怎么
样？”Sweanor问道，结论是：“它不再是烟草产品，FDA
也没有管辖权。如果FDA随后试图主张管辖权，需要多长
时间？这些公司如何获取？”

FDA如何应对？
很少有人期望FDA能迅速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在
《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案》上签字时，国会很可
能没有考虑合成尼古丁或其前景。此外，到目前为止，
政府真的没有必要应对这一问题。（FDA发言人拒绝了
Filter的置评请求。）
乔治敦州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高级学
者、美国FDA烟草产品中心政策办公室前主任埃里克·
林德布洛姆（Eric Lindblom）认为，美国FDA可以采取
两种途径。第一个，该机构可以认定合成尼古丁作为烟
草产品的管辖权，并认为，当立法成文时，没有人有先
见之明考虑合成尼古丁，他认为这个途径不太可能。第
二，可以声称合成尼古丁没有烟草产品的特权，因此必
须像任何其他药物一样加以管制。
不过，在短期内，FDA可以向生产合成尼古丁产品
的公司发出警告信，解释他们非法经营，声称他们的产
品实际上不是合成尼古丁，必须通过PMTA申请；甚至合
成尼古丁在技术上仍然是一种“烟草产品”或者合成尼
古丁是一种不受管制和未经授权的药物。
由于FDA的所谓“执行自由裁量权”，如果该机构
认为某一特定产品的风险较低，也可以选择不执行要
求。Lindblom告诉Filter，“FDA很少采取具体行动，尤
其是在任何新的或潜在争议的领域。他们可能会等到国
会命令他们采取行动，或者出现一些危机，比如市场份
额增加，或者这些公司开始以某种方式进行广告宣传，
吸引年轻人使用。”
Lindblom继续说：“该机构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总
是想充分了解形势，不想惹恼政治人物。但是，如果他
们认为这些合成尼古丁产品危害较小，他们可能只是认
为这些产品的优先级较低。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公共卫生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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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L公司的
Ron Tully表
示：”你不能在
没有立法的领
域随意创造，
行业无责任遵
守。“

后果，他们可能不会为此烦恼。他们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如果愤怒的循环是足够的证
据，凯奇、Sweanor和一群金融专家对即将
到来的无烟草尼古丁和合成尼古丁市场爆炸
的看法似乎是正确的。可以预见，反尼古丁
斗士和主流控烟人员显然已经开始意识到问
题了。最近，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Zyn——
一种由瑞典火柴公司销售的“无烟草”尼古
丁袋，该公司以其广受欢迎的口腔烟草产品
鼻烟而闻名。（没有迹象表明瑞典火柴公司
使用“无烟草”一词来暗示其产品不是烟草
制品。）
6月，SF
Weekly发表了一篇文章，题
为“Zyn会成为下一个Juul吗？”
作者写道：“在许多情况下，烟草行业
的最新技术甚至不含烟草，而是分离出烟草
产品中令人渴望、兴奋的活性成分。尼古丁
袋，比如流行的Zyn品牌，是尼古丁口香糖
和蘸取烟草的混合产品。尼古丁摄入形式显
得高科技，方便使用，至少在旧金山，这是
一种绝对不性感的方式。”
但是，尽管Zyn和其他口腔烟草产品正
在获得认可，但它们还没有像Juul这样的产
品产生文化或经济影响。Juul虽然被描绘成
青少年吸食雾化产品的典型代表，但在替代
尼古丁市场上仍占有较大份额。
Zyn可能刚刚开始吸引主流关注的另一
个原因是，瑞典火柴公司遵循了一个正确的
程序：瑞典火柴公司的监管科学总监兼FDA
烟草制品中心科学办公室的前首席毒理学专
家Brian Erkkila告诉Filter，该公司“早
在”9月9日截止日期之前”就向FDA提交了
Zyn产品的PMTA。和其他很多公司一样，该
公司也在等待回音。(FDA已经收到了数以百
万计的此类申请，因为每个电子烟液风味、
设备、电池等都必须有单独的提交。）
Erkkila说：“我们已经为PMTA申请做
好了科学准备，这表明HPHCs中的有害和潜
在有害成分要么超低，要么无法检测到。我
们有非常严密、严格、有条理的生产流程。
我们的产品能帮助吸烟者换用危害较小的尼
古丁形式。部分原因是我们进行了充分的科
学研究，以证明这些产品值得PMTA授权。”

合成尼古丁技术专家
但随着无烟草或合成尼古丁袋潜能扩
增，一些生产商担心，松懈的监管会吸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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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可靠的人，利用漏洞获得经济利益，而
没有太多安全考虑。
罗纳德·塔利（Ronald Tully）就是这
些批评家之一。作为烟草行业的长期说客，
他于2014年开始了自己的咨询业务，并与该
行业的一些合作伙伴一起，开始通过下一代
实验室研究合成尼古丁。“我们看到合成尼
古丁有着广阔的经济市场机会，”他告诉
Filter。他们正试图看看合成尼古丁是否在
商业上可行。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
哥建立了一个试验性制造厂，开发了专利技
术以扩大其工业规模。
塔利认为他的产品是真正的“无烟产
品”，他说：“这种缩放技术确实是我们给
这个行业带来的一部分。他的网站上宣称
“当心假货”，他的商标是“TFN”。
塔利对Filter表示：“我对所有人的行
为都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引
领了这个市场。我们创造了这个市场。我们
为这项技术的存在创造了机会。只是有一群
后来者闯进来，试图投机取巧。”
塔利的目标之一是让所有东西都更便
宜，特别是如果他们希望与大型烟草公司竞
争的话。最初，他们以每升10000美元的价
格生产合成尼古丁。塔利说，后来随着工艺
规模的扩大和市场需求的增加，成本已降至
每升900至2200美元。他坚决驳斥了下一代
实验室一直试图利用FDA漏洞的说法。
他说：“‘漏洞’是成文法的一个缺
陷。如果法规构思不周，起草不周，那么行
业就没有责任遵循某种理念，即在没有立法
的领域，你无法创新。”
相反，塔利将公司产品的价值定位为希
望戒烟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成年消费者，
并且已经决定完全戒烟，那么你会想换用非
烟草来源的尼古丁，”他说。
他补充说：“2014年左右的情况是，任
何种类的尼古丁，无论是在雾化设备中还是
口香糖等戒烟产品中，都来自烟草。这会产
生一定的社会经济负担。事实上，这让消费
者只有一个选择。如果他们想戒烟，就必须
继续支持烟草业这样做。”
他认为很快形势将发生变化。

这篇文章最初由Filter（Filtermag.
org）发表，这是一本在线杂志，从减害视
角报道药物使用、药物政策和人权。





 

  

 

中国卷烟市场发展新趋势——
细分主流化与风格特色化
文/烟草在线

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升级更加明显。而且
随着年轻化高端消费群体的崛起，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趋势不断出
现，中国的卷烟市场也越来越表现出细分主流化和风格特色化的趋势。
细支烟、中支烟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张
力很足，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规烟平分秋色的
可能；另外，产品风格更具特色，围绕“高
香气、高品质、低焦油、低危害”这一核心，
在保证满足感的同时努力向消费者提供更为健
康、更多舒适、更加安全、更低危害的产品，
同时注重精神满足，赋予卷烟更多的文化性与
玩趣性，满足消费者潜在的隐性需求。

细分主流化
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卷烟市场推出的
新产品并不多，但就在这些有限的新品中，也
明显表现出对细支烟和中支烟的偏爱与看重。
安徽中烟的黄山品牌是一个传统卷烟名
牌，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6月19日，这个品
牌一口气推出了“恬润中支”“天都中支”
和“天都细支”三款新品；同样有近百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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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另一个卷烟品牌云烟，也在7月12日推
出“云烟（中支云端）”；以中支烟为主要
发展方向的重庆中烟，如今已形成“天子•情
怀”、“天子•特色”、“天子•经典”三大
系列中支烟，今年8月8日又举办了“天子品
牌中支烟高雅香品类发布会”，这是中国烟
草行业首个单独为中支烟创建的品类。
这些新产品与新动作都拥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都聚集在中支烟和细支烟领域，
基本没有粗支烟与常规烟。随着人们对健康
与舒适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中支烟不粗不细
刚刚好的产品卖点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兼顾与
平衡。继2020年销量达到150万箱、增量超
过50万箱之后，今年上半年中支烟销量就超
过了去年前8个月，同比增幅超过40%，尤其
难能可贵的是，中支烟的规模扩张并非以下
延结构、牺牲价值为前提和代价，而是量价

齐增，单箱批发均价稳稳站在普一类以上
区间。中支烟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在中
国卷烟市场流行的，细支烟的发展与走红
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如今，细
支烟的发展比中支烟更为成熟，产品更加
丰富，消费群体也稳步增长。2020年，细
支烟销量比重超过20%的就有4个省级市
场，此外还有17个市场份额突破10%，广
东、浙江、湖南、湖北、福建这些高结
构市场，细支烟的销量规模都超过了10万
箱。随着细支烟、中支烟从技术到市场的
成长、成熟，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形式到内
容的创新升级，过去更多在包装形式上做
文章、赚眼球，现在细支、中支的技术创
新、品类创新已经为中国卷烟市场提供了
非常可观的成长性和贡献度。

风格特色化
中式卷烟的主要特色是「高香气、低
焦油、低危害」，“一高两低”是中式卷烟
的灵魂。这个特征在中式烤烟型卷烟这里展
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也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
充分认可和广泛接受。在今年全国烟草工作
会议上，又增加了「高品质」这一要求和标
准，最终形成了中式卷烟 「高品质、高香
气、低焦油、低危害」的显著优势。
现在很多品牌都提倡年轻化，但年
轻化离不开产品创新与品牌语言体系的求
新求变。也就是说轻松感、轻快感都需要
实打实的消费体验支撑；二是产品形态变
新，要保持「高品质、高香气、低焦油、
低危害」的优势，也要丰富形态、多样表
达。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摘取最适
合当下人群心理的那一部分，接合自己
的产品或品牌特点，用契合当下消费新人
群、符合新时代语境的方式和语言、文字
表达出来并传播开去，是目前国产品牌最
流行的一种方式。
以黄山品牌为例，“甜润的徽烟”
是黄山品牌的主要特色，其“甜”来自于
安徽皖南的烟叶，安徽皖南气候温润、光
照充足，独特的生态环境造使烟叶形成独
特的焦甜香风格；其“润”来自于名扬天
下的安徽特产“霍山石斛”，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安徽中烟援引被称为“千年润”
的“霍山石斛”入烟，使产品在焦甜香吸
味风格的基础上，更具有了温补五脏，生
津润肺的功效。随着黄山品牌“焦甜香·
石斛润”体系的成熟发展，黄山卷烟品
牌不但口味风格日渐明晰，“甜润”感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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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且在文化内涵上也更加鲜活，其文化塑造方面
把“甜润”感觉融入到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体验中，
倡导“润”物细无声、温和柔软、善待他人、乐于交
流，这种“润”的社交方式，非常贴合现代人的心理
需求，无形中增加了消费者对品牌文化的认同和心理
上的亲切感。
广东中烟的新产品“春天（细支）”在文化表达
上与黄山品牌的“甜润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春天
（细支）”强调“原汁原味有滋有味”，这样的口感
特征是古朴自然，清淡却高级，柔和又不失力量感，香
气天然、细腻、绵长。就像东方式的氛围美人，优雅有
品，让人心生向往。而广东又是南方城市，一年四季温
暖湿润，因此，在品牌文化表达上，将产品与地域特点
和东方文化相接合，把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琴棋书画、
古迹文玩等雅趣与消费者对春天的感觉和联想引申到生
活中，塑造了一种温馨、和谐、春风扑面的自然氛围，
从而拉近了产品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或者说让产品走
进了消费者心里面。
技术进步，品质提升，风格彰显，文化认同，不
同卷烟品牌的中支、细支卷烟新产品从不同的方面演绎
了对中式卷烟的理解和塑造。但无论是卷烟的细分主流
化还是风格特色化，其实背后总体的逻辑，都是中国烟
草行业面对消费者对于健康度和舒适性的关注而做出的
调整与应对。自新冠疫情出现以来，消费者对健康度、
舒适性越发关注，相比于粗支烟与常规烟，中支烟和细
支烟都更健康，也更加时尚，通过技术创新和风格塑
造，它们不仅从健康性与舒适度两个方面为消费者提供
了更好的兼顾与平衡，也在更大范围内有利于稳定消费
意愿、拉长消费周期、缓冲消费趋减。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全球120多个国家已经在烟盒上采用了图片警语。然而，
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研究人员在2019年针对澳大利亚、加
拿大、英国和美国吸烟者对烟盒上健康警语看法的研究表明，
吸烟者认为他们对这些警语不敏感，而且觉得无关紧要，警语
在促使他们戒烟方面的效果微乎其微。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与者说：“吸烟者对图片和文字
具有免疫力。我甚至无法告诉你我现在抽的烟包上是什么图
案。”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参与者说：“如果有人愿意吸烟，
无论包装上的信息或图片是什么，他们都会吸烟。”
今年，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公共卫生与人类

由于不断遭遇诉讼，也由于不断有证据表明”恐怖“图片未起到十分明
显的震慑作用，因此美国再次推迟了图片警语的生效日期。

长寿科学学院的David

美国卷烟图片警语生效日期再次延后

亚哥吸烟者针对澳大利亚所售包装上的图片警语标签的反应进

Strong教授领导的研究人员，对圣地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FDA第四次推迟了卷烟

行了研究。该团队发现，图片警语提高了人们的戒烟意识，但

图片警语的生效日期，试图在美国卷烟包装上印制更

不会对戒烟或者吸烟率产生影响。该研究的资深作者、加州大

大、更恐怖图片警语的计划再次受挫。目前，最新的截

学圣地亚哥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学教授凯伦·梅塞尔

止日期是2022年10月11日，各公司须在今年12月12日之

说：“这些警语标签会促使吸烟者考虑戒烟，但不会让他们真

前提交警语轮换的计划。

正去戒烟，也无法帮助他们戒掉尼古丁成瘾的习惯。”

2019年，FDA首次披露新的卷烟警语要求，这在过
去35年来首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于2020年3月发布了最
终规定。几周后，R.J.雷诺烟草公司、圣塔菲天然烟草
公司、ITG Brands、Liggett Group和五家烟草零售商向
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健康
警语的规定。菲莫美国和Sherman集团控股公司发起第二
起诉讼，声称该规定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而且FDA未
能完成其自身的政策制定要求。

中国烟厂车间出现高学历劳动者
历经四个月的艰苦招聘过程，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最终选出了149名幸运的应聘者，有本科，也有研
究生。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生产线上工作，至少三年内无
法转岗。
许多人表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不应该

按照FDA的计划，新的警语将在2021年6月18日之前

在这样的蓝领工作中“浪费”他们的才能。但也有人认

出现在包装上。但在2020年5月，法院下令将生效日期

为，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这些毕业生在国有企业

推迟到2021年10月16日。2020年12月，法院再次将新的

找到了一份稳定的、薪水相对较高的工作。他们还表达

图片警语生效日期推迟到2022年1月14日。2021年3月，

了对新员工的支持。烟草公司的起薪一般为8000-10000

法院第三次将生效日期推迟到2022年4月14日。2021年8

元人民币（1250-1550美元），加班费很丰厚，而大学毕

月，法院下令将生效日期再次推迟六个月到明年10月。

业生的平均起薪约为4600元人民币。

WHO
SAID
WHAT?

预计今年中国将有超过900万毕业生进入就业市

“未经授权产品的广告和销售
充斥着美国社交平台，目前
PMTA大量积压，我们担心
黑市产品日趋泛滥。”
——BNS公司科学事物主管Paul
Hardman

场，明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1000万。然而，经济增长正
在放缓。此后，中国烟草旗下其他公司也开始要求其生
产线工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

埃及烟草许可证投标进程放缓
卷烟制造许可证的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日。到目前
为止，只有菲莫国际的当地代表United
技术报价。

40 tobaccoasia

Company提交了

MANUFACTURING NEWS

制造新闻

埃及工业联合会烟草和卷烟部门负责人Ibrahim

Imbabi透露，英美烟

草、曼苏尔集团（帝国烟草的当地代表）和日烟国际没有提交报价，而是要
求推迟投标进程。Imbabi表示，这几家公司对修改后的投标条款有所保留，
并要求延长提交技术建议书的截止日期。由于价格不同，其中一家公司还提
交了将传统卷烟许可证与烟草许可证分开的请求。公司要求延长期限的请求
将提交给内阁。
瑞典火柴在9月14日发布的从可

一位官方人士证实，东方烟草公司将获得新许可证投标价值的24%，以补
偿国有公司可能出现的销售额下降的损失。

燃产品转型的一篇新闻稿中表示，
在对其业务进行彻底的战略审查

马来西亚电子烟油制造业有助于增加国家税收

后，此次计划剥离美国雪茄业务，

马来西亚领先电子烟油制造商COF Industry公司董事Rustam Affendi

标志着进入转型的下一阶段，尼古

Ismadi bin Rahimi表示，该国的电子烟油制造业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

丁袋和鼻烟等无烟产品将在建立更

可以为该国的收入做出重大贡献。

强大的企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符合

Rustam援引Grand View Research的数据称，2020年全球电子烟油市场

社会趋势。作为一家独立公司，该

规模为59亿令吉（14亿美元）。预计从2021年到2027年，将以13.4%的年复

雪茄公司将能够探索更广泛的增长

合增长率（CAGR）进行扩张。根据这些数据，马来西亚政府应专注于发展该

机遇，并优化其运营管理和资本结

行业，并确保制定有效的法规，以便政府可以全面监控该行业。

构，以及其他利益。

Rustam还表示，电子烟油制造业可以间接帮助马来西亚克服因新冠疫

雪茄业务产品在美国大众市

情而增加的失业率。“当地的电子烟行业大约有3300家企业，共15000名员

场雪茄类别的天然烟叶和均质烟叶

工。如果对这个行业给予应有的重视，将会有更多的商机，从而增加就业机

（HTL）两大细分市场，占据第二大

会。”

市场地位，以支数衡量，约占23%

Rustam表示，2021年实施的非尼古丁电子烟油消费税，表明政府意识

的市场份额。自2015年以来，由于

到了电子烟行业的增长。但在市场上，非尼古丁电子烟油占比不到10%。他

天然烟叶品种的增长，销量复合年

建议政府还应考虑对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油征税。并通过具体法案实施全面监

增长率接近10%，从12多亿支增加到

管，以帮助电子烟油制造业实现正增长。

2020年的19多亿支。在同一时期，

“政府必须从发展本地工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从税

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也接近10%，

收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世界闻名的电子烟油生产商，而不

从3.13亿美元增至4.93亿美元，而

是设备生产商。”

营业利润增长了54%，达到1.95亿美
元。2021年前六个月（与2020年同

瑞典火柴宣布剥离其雪茄业务

期相比，以当地货币衡量），由于

9月，瑞典火柴公司宣布计划剥离其剩余的美国雪茄品牌组合。

提价和两位数的销量增长，销售额

20多年来，瑞典火柴一直致力于从可燃烟草转型，1999年开始剥离其

增长了25%，营业利润增长了44%。

卷烟业务，后来又剥离了烟斗烟草、高端雪茄和非美国机制雪茄业务。
瑞典火柴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ars Dahlgren表示：“我们的目标是

天然烟叶雪茄组合包括Garcia
y

Vega、Game和1882等品牌。均质

成为一家彻底的无烟组织，在口含烟低风险产品领域拥有明确的领导地位，

烟叶雪茄品牌中的White Owl是非常

包括美国和全球最大的现代口含烟品牌ZYN，此次宣布是实现目标的又一个

知名的，其非风味和风味雪茄是该

里程碑。雪茄业务一直表现卓越，行业进展良好，我们相信这将使其成为一

行业最广泛的雪茄之一。该公司在

家有吸引力的独立公司，能够产生平衡强劲的现金流，保持有吸引力的增

美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有高效和

长。新的雪茄公司将有能力在其自主和专注的战略议程内探索更广泛的增长

现代化的制造业务。

机会，并建立高效、定制的运营和法律架构，以实现长期价值创造。”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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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纳霍拉市中心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
产遗址。

烟厂转型记
世事变迁，历经多少沧海桑田。烟草业也不例外。本文列举了一些例子，说
明烟厂是如何被改造成公共空间、艺术和文化场所、零售空间，甚至是豪华
公寓的。
泰国

澳大利亚

Staff Report

曼谷市中心有一块200英亩的土地，里

菲莫国际前烟厂位于墨尔本郊区穆拉

面是一个三厂大院，此前归泰国烟草专卖公

宾，现被房地产投资和开发公司Up Property

司（现为泰国烟草管理局/TAOT）所有，目

以及房地产开发和咨询机构Connect Plus

前正在被改造成一个森林公园——班嘉奇蒂

Property Solutions重新开发为莫里斯·摩

森林公园（Benjakitti

尔（Morris Moor）——一个价值1亿澳元的

Forest

Park）。

计划于2022年初完工，是现有班嘉奇蒂公园
的延伸（该公园也建于TAOT之前所有的土地

商业园区。
2016年初，Up

Property以2000多万澳

上），建成后将成为曼谷市第四大公共公

元的价格收购了菲莫国际在澳大利亚的烟

园，其设计包括1.5公里的高架人行道、运

厂，占地6.3公顷。此前，菲莫国际于2014

河、池塘、运动区、一条通往伦皮尼公园

年关闭其制造业务并将其澳大利亚卷烟生产

（另一个大型公共公园）的自行车道、贸易

转移到韩国。Up

展览馆、圆形剧场和博物馆。

的历史，没有拆除现有的8栋建筑，而是选

Property珍视该场地60年

TAOT的制造业务原先位于曼谷，现已迁

择重新调整该场地的用途，并将这些建筑改

至大城府洛加纳工业园的一块220奈（35.2

造为50000多平方米的可出租空间。Genton

公顷）的土地上，距离曼谷约一小时车程。

Architecture和Techne Architec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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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kitti Forest Park will be Bangkok’s fourth largest public park.

Interior Design是设计新场地的公司，他们纪念并保留
了原始的工业建筑，剥离了原始建筑的后续附加部分，
同时创造新的当代元素以补充原始设计。
莫里斯·摩尔旨在成为当地社区工作、娱乐、饮食的
目的地，其周边设有办公室和商业空间，中心为零售和餐
饮空间。该园区还拥有一个儿童保育中心、一个综合仓储
设施、一家家具零售商，甚至还有一个啤酒厂和啤酒馆。

Morris Moor, a destination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to work, play,
eat, and drink.

希腊
雅典勒市中心诺曼街上历史悠久的公共烟厂现在已
成为一个文化中心。1927年，政府资助修建了这家公共
烟厂，总面积为19000平方米，当时占据了整个街区，用
于当时希腊蓬勃发展的卷烟制造业。然而，三年后，这
家工厂终于开始运营时，该行业已经遭受了一场国际危
机，许多希腊烟草出口商倒闭。在工厂65年的运营中，

NICOTINE IN
ITS PUREST FORM
www.nicotineusp.com
sales@nicotineus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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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名为耶尼则（Yenidze），是由雨果·齐
茨（Hugo

Zietz）于1907-1909年建造的烟

厂，其名字起源于该烟草种植区中心一个名
叫Giannitsa的小镇，该小镇在前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现为现代希腊）的土耳其名字是
耶尼则。耶尼则是独特的东方建筑，以反
映其加工的香料烟，有600扇不同风格的窗
户，一个20米高的玻璃圆顶，烟囱被装饰成
尖塔，这是因为当年设计耶尼则时，德累
斯顿市中心禁止建造易于识别为工厂的厂
房。1991年，耶尼则被出售给一家房地产基
金，该基金根据受保护遗产的要求启动了修
雅典的历史公共烟厂已被转型为一家艺术中心。

共有25家烟草公司入驻，Sante是最后一家，于1995年离开工厂。
这座工厂被认为是反映雅典娜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地标，1989
年被希腊文化部宣布为历史纪念碑。这座建筑先后作为烟厂、监

复过程。耶尼则于1997年作为一座办公楼重
新开放，里面有一家餐厅，拥有德累斯顿最
高的露天平台，可在此欣赏360度全景，令
人叹为观止。

狱、二战防空洞、罗马尼亚难民中心、希腊内阁办公室所在地，财
政部以及希腊议会图书馆和出版局。整修工厂花费了100万欧元，是
由亿万富翁和艺术收藏家季米特里斯·达斯卡罗普洛斯（Dimitris
Daskalopoulos）在2013建立的艺术基金会Neon资助的。
这座经过翻新的建筑今年6月重新开放，举办了一场名为Por-

西班牙
La Tabacalera de Lavapiés酒店可能
是本文示例中历史最悠久的酒店之一。现在
是马德里的一个自我管理的文化和社会中

tals的艺术展览，来自27个国家的59名艺术家和18名希腊艺术家参

心，La

加了展览，预计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之后，该场馆将成为希腊

年的旧烟厂。到1809年，该厂雇佣了6000名

的一个永久性文化中心。

女性工人，在30000平方米的面积内工作。

Tabacarla的建筑群是一座建于1781

在1999年Tabacalera公共烟草专卖局私有化

德国

之前，该场所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雇主。后

到访德累斯顿的游客可能见过一座看起来像清真寺的建筑，孑

来，文化部接管了该场所，尽管被列为文

然独立于该市古城区其他巴洛克式和文艺复兴式建筑群中。这座建

化遗产，但基本上被废弃了，直到2004年
左右，当地社区开始将该空间用作文化中
心，展示艺术，举办研讨会和音乐会。2010
年，文化部与当地文化协会SCCPP签署了一
项年度出租协议，以开发La Tabacarera de
Lavapiés（La Tabacarera自治社会中心），
将总可用空间的三分之一用于社会、文化和
艺术活动。该中心还设有社区花园、庭院、
酒吧、图书馆、免税商店和餐厅。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苏莱曼尼亚市中心之前废弃的烟厂占地
60000平方米，现在被改造成了文化工厂，变
成了年轻艺术家的聚集地。苏拉曼尼雅被称
为库尔德斯坦的文化资产，自1784成立以来，
一直是歌唱家、艺术家、博学多才的人和诗
在德累斯顿市中心的耶尼则有一座壮观的建筑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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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作温床，被认为是该国最自由的城市

EXPERIENCE MATTERS
US Tobacco Cooperative’s Board of Directors has been
helping partners build tobacco products since 1940.
Our board provides over 500 years of tobacco growing
experience, enhancing your single source solution for
any of your tobacco needs. We provide the leadership
experience and the finest quality tobacco products to
our partner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American owned, grown and
manufactured under one roof.

USleaf.com

AMERICA STRONG |

图源：La Tabacalera。

学、小蜜蜂和达勒姆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初
创中心美国地下中心、活动场地7号湾、奇
迹联盟体育场、豪华公寓、各种餐厅等。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以
前的一家烟厂已被改造成一个名为Plant 64
的豪华公寓社区，以纪念该工厂作为雷诺最
古老工厂之一的历史。该工厂始建于1916
年，由五栋建筑组成，总面积为39205平方
米。如今，Plant 64经过5400万美元的重新
开发，提供243个单元，还有面积超过900平
方米的零售空间。新设计保留了建筑的历史
特征，融合了旧机械和原始特征，同时增加
了现代感，如高天花板和硬木地板。高端设
施包括游泳池、室外剧院、瑜伽工作室、24

La Tabacalera工厂原貌。

小时健身中心和篮球场。

之一，是不同宗教、种族和移民社区的家园。苏莱曼尼亚烟厂建于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之前的雪茄工

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

厂现在成为了一家多用途建筑场所，提供办

源，每年生产2300-2400万包卷烟，直到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倒台

公场所、招牌餐厅、活动场所和高端零售

时该厂关闭。曾有人提议拆除这座废弃的工厂，将其改造成办公楼

店。1881年，最初建的是一家棉纺厂，后来

或公园，但都不了了之，后来一群艺术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文

几经易手，1903年租给了美国雪茄公司，在

化与可持续发展组织（OCSD），提议建立伊拉克最大的艺术和文化

接下来的70年里生产RoiTan雪茄和认证的

中心，分为展览、工作坊、娱乐区和图书馆。OCSD得到了库尔德斯

Creamo雪茄。1980年，该建筑被列入国家

坦地区政府5000万美元的支持，用于翻修工厂。然而，随后几年各

历史名胜名录。2014年，Roi Tan Invest-

种挑战接踵而至，如油价下跌，伊斯兰国崛起，政府资金被削减到

ments和Federal Capital Partners购买了

300万美元。尽管如此，该项目还是向前推进了。烟厂改造为文化工

该场地，并将其改造为雪茄厂。

厂仍处于早期阶段，其中一座原有建筑被改建为艺术工作室和展览
馆，计划开发国家剧院、电影院、画廊、美术馆、考古博物馆、教
学实验室和舞蹈工作室。

捷克共和国
库特纳霍拉的菲莫国际工厂与上述其他
地点略有不同，它是一家经营中的烟厂和烟

美国

草博物馆，位于过去的西笃会修道院内。博

烟草一直是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县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
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1868年，约翰R·格林（John

R.

Green）和

W.T.布莱克威尔（W.T. Blackwell）创立了Genuine Bull达勒姆烟草
公司。1874年，开始动工建设布莱克威尔工厂，几年后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烟厂。

物馆展览概述了菲莫国际工厂的历史和当前
发展，还收藏了大量库特纳霍拉制造的大量
旧烟盒，以及该公司的整个产品组合。
西笃会修道院是由国王圣·温塞斯拉
斯二世在14世纪初建立的，当时库特纳霍拉

大约在布莱克威尔工厂建造的同时，华盛顿·杜克（Washing-

从银矿开采中获得了巨大财富。圣母大教堂

Duke）将他的业务从烟草农场的一个棚子扩展到达勒姆市中心

是修道院的一部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的一个工厂。二十年后的1890年，W. Duke & Sons公司是最早引进卷

界遗产地，以哥特式风格建造，是波希米亚

烟制造机的烟草公司之一，成立了美国烟草公司，九年后收购了布

王国最宏伟的教堂。修道院和大教堂于1421

ton

莱克威尔公司，后来通过兼并和收购，控制了整个美国烟草行业。
1987年，美国烟草公司停止生产卷烟，该场地关闭，20世纪
90年代初国会广播公司收购了它，并开始努力翻新，将其改造为美
国烟草校园，同时保留这一国家历史地标性遗址上的原有建筑和结
构。如今，这个生活-工作-娱乐校园的租户包括达勒姆公牛运动公
园、达勒姆表演艺术中心、北卡罗来纳州公共广播电台、杜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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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胡斯派烧毁，并于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
以巴洛克哥特式风格重建。然而，1783年，
修道院债台高筑，因约瑟夫二世皇帝宗教改
革而被关闭。1812年，在此地建成了一家烟
厂，现在由菲莫国际经营。

Carel Industries公司的
humiFog多区设备
（左）和单区（右）管道
应用。
图源：Carel Industries公司

烟草仓储湿度控制
系统
为保证质量，烟草的相对存储湿度需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为此，《亚洲烟
草》采访了两家加湿系统供应商。

文/托马斯·施密德

烟草是一种相当脆弱、易变质的商品，

相同，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等气候区的差别很

需存储适当。为了保证烟草的质量和香气，

大，因而保持理想的存储条件是一项挑战。在

需要将烟草存储在适宜的空气条件下。而且

仓库和存储室中安装湿度控制系统，能够保持

烟草具有自然吸湿性，会从周边环境中吸收

烟草的使用价值。这种系统固然不便宜，但却

水分。如果空气相对湿度（rh）过高，烟草

是一项明智的投资。这对商业存储的终端产品

很容易长出霉菌，叶子很快就会腐烂，产生

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潮湿的味道。烟草捆包特别潮湿时，还可能
出现虫害。然而，如果空气的rh值过低，烟

Carel（卡乐）工业公司

草自身的水分也会消失，然后迅速干枯，导

Carel（卡乐）工业公司是一家意大利

致烟叶变脆、出现裂缝，水分、颜色和香气

公司，成立于1973年，为全球众多行业提供

也会消失。

空调和加湿解决方案。2011年，Carel开始

因此，拥有良好的通风条件、适宜的温

关注利润丰厚的烟草行业，为烟草加工到

度和湿度，对烟草存储尤为重要。烟草在全球

存储等各个阶段的生产提供定制化解决方

各地都有种植、加工和存储，所处的环境不尽

案。“烟草加工的各个阶段，空气温度需保

50 tobaccoasia Issue 5, 2021 September / October

地区暖通空调系统（HVAC）的营销经理Daniel

图源：Carel Industries公司

持在20°C-24°C之间，相对湿度（rh）需保持在60%-70%之间，”负责亚太
Chen解释说。然而，存储加

工过的烟草时，气温应当维持在20℃的恒温下，相对湿度需保持在70%-75%
之间。
根据存储设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气候条件，个性化加湿方案必
不可少。Daniel

Chen表示，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他表示，“在设计

阶段，我们需要考虑到当地的气候和天气条件，这些因素会影响仓库的湿
度。因而，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气候区域，推荐不同的产品，确保在当地环境
下烟草拥有充足的水分。”
为此，Carel生产的加湿器拥有多个系列，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满足烟
草行业的特定需求。这些产品包括高压“微雾”加湿器humiFog、管道蒸汽
分配器ultimateSAM、超声波加湿器humiSonic、压缩空气和水喷雾器MC、以
及离心式加湿器humiDisk。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出自Carel公司。
Daniel

Chen表示，humiFog是一款“雾化绝热式加湿器”，将“脱矿

物质水雾化成微米大小的空载水滴”，不仅能确保较高的吸收率，自然降低
空气温度，还能降低冷却系统的能量需求。
ultimateSAM系统使用正常的大气压，其特殊的绝缘气垫可减少管道空

Carel Industries公司亚太地区暖通空调系统
（HVAC）的营销经理Daniel Chen

气中的热传递，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冷凝。正如其名，HumiSonic采用超声
技术增加空气湿度，其产生的微小水滴直径约为1微米，能够提高吸收率。
如humiFog一样，Carel的MC系统同样也是一种“雾化绝热式加湿器”，使用
压缩空气产生的能量，将水雾化为侧微水滴。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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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l Industries：加湿能力和能耗
压水
(humiFog, humiFog Direct)

1000
4
230

压缩空气和水
(MC)
超声波 (humiSonic)

116
18

最大容水量 (I/h)
130

特殊能耗 (W-kg/h)
图源：Carel Industries公司

图源：Carel Industries公司

HumiDisk依靠离心力，使用涡流盘将水雾化成数百
万个小水滴，这些小水滴通过内置风机吹送输送到环境
中，在环境中加湿和冷却空气。
但是，当rh值过高，比如空气太潮湿，需要除湿时
怎么办呢？Daniel Chen表示，“有几种方法可以除湿，
比如通过制冷除湿。如果烟草厂选择安装空气处理机组
（AHU）用于整体的温度和湿度控制，Carel除了提供定
制化加湿系统外，还为整个AHU提供控制解决方案。”
Daniel

Chen说，加湿和除湿系统的技术原理不一

直接应用于房间的humiFog设备

Smart Fog制造公司
美国Smart

Fog制造公司总部位于拥有干旱沙漠的

样，但这两种功能可以集成在一个系统内。“例如，使

内华达州的里诺市，从事加湿业务，这听起来似乎极具

用AHU，可以通过集成系统的不同部分实现加湿和除湿功

讽刺意味。然而，该公司研发了一系列专利系统，用于

能，并根据实际的环境空气条件和所需的室内空气条件

食品行业、葡萄酒行业、制药业、洁净室甚至是航空系

进行调节。”

统等众多商业领域。1996年，该公司开始涉足烟草业，
提供两种定制化加湿系统。

多区域系统案例研究
为了说明Carel的系统可以在多区域环境中实现湿
度控制，例如，拥有多个独立存储室的仓库，Daniel
Chen提供了一个虚拟案例研究：
“就拿humiFog多区配置来说，我们使用泵站，向
六个不同的存储区域提供加压水。主机组根据传感器读
数或外部控制信号，控制一个主区域，管理分配系统和
雾化系统，使特定区域保持适宜的湿度和/或温度水平。
系统中的所有其他子区域拥有单独的控制器机组，各控
制器单机组与主机组连续通讯，在各个子区域中完全独
立地管理分布和雾化系统，这同样是基于该区域的传感
器读数或外部控制信号。多区配置能够合理利用humiFog

就烟草行业而言，“Smart Fog专注于非浸润加湿，
这对保证烟草质量和预防产品损失至关重要，”该公司
的销售经理米里亚姆·金（Miriam

Gold）在接受《亚

洲烟草》采访时表示。她说，烟草的rh值通常建议维持
在70％。“如果rh值较低，烟叶就会变得干燥，无法使
用；如果rh值过高，又会产生霉菌和其他病害，产品质
量也会受损。”
米里亚姆·金表示，Smart Fog的专利系统有两种模
式，用于许多拥有关键任务的应用中，适用于-20℃~80℃
的极端气温条件。“我们的系统适用于任意环境，不
管是什么样的条件，不需要进行校准，也能保持相对湿
度。”
Smart

Fog的专利技术基于由氧分子的负电荷和氢

泵站，因为它可以同时管理多个区域，无需为每个AHU安

分子的正电荷引起的自然去介质过程，这两种物质是构

装泵站。”

成水的物质，能够相互吸引。

除了烟草存储外，Carel Industries还为烟草行业

米里亚姆·金说，“我们的技术能让100%的水滴

的其他方面，例如烟叶加工的各个阶段，提供空调系统

蒸发，输送到空气中。系统产生的水滴不会接触任何表

和加湿系统解决方案。

面，因此被称为‘非浸润’加湿。通过系统蒸发输送到
空气中的每个水滴，会在整个空间中均匀分布，不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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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OBACCO
ALL YOUR TOBACCO NEEDS IN ON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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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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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t our website:

www.universalcorp.com

图源：Smart Fog制造公司

烟草采用喷雾保湿：非明智之举
欠发达国家的烟草经销商、加工商
和制造商有时会采用喷水或者喷雾的方
式，试图让产品保持适宜的湿度。Carel
和Smart Fog这两家公司的受访者都认为
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弊大于利。
“一般来说，在烟草上喷水不是明
智之举，因为渗透到产品中的湿度几乎
无法控制，”Carel
iel

Industries的Dan-

Chen说。“而且，空气湿度很难保

持在恒定范围内，肯定会影响烟草质
量。”
Smart Fog的米里亚姆·金表示，喷

一台Smart Fog ES100加湿器在运行中。

水可以“暂时保持湿度”，但却无法准

起较高的湿度滞留。”Smart Fog系统可独立安装，也可以与任意的
暖通空调系统配合使用。
Smart
Fog系统拥有一个工业级的智能PLC控制机组和rh传感
器，其中控制机组采用该公司的专利“智能算法”。与传感器连接
后，PLC控制机组根据用户定义的设定点操作一个或多个加湿器机
组。米里亚姆·金说，“我们的智能算法能够算出加湿器必须在什
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才能在湿度没有任何波动的情况下
保持所需的rh值。”控制机组具有安全特性，可以准确预测误差，

确控制，往往湿度波动较大，会影响产
品质量。“此外，喷雾永远不会达到所
需的相对湿度。在最好的情况下，湿度
不超过50％，这对烟草存储来说太干燥
了。”
两位受访者都表示，存储设施中只
安装空调机组也不是解决办法。这种方
法虽然可以让气温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但空气湿度只能是“来回波动”，无法

图源：Smart Fog制造公司

按需进行控制和调整。
例如即将发生的rh值变动等。“系统会将湿
度水平永远保持在所需范围内，”米里亚
姆·金坚定地说。
Smart Fog是模块化系统，这意味着它
可以根据存储设施的尺寸，按需增加加湿
器，确保覆盖整个空间。无论安装多少个加
湿器机组，都由单个控制机组管理。
不过，可能需要安装多个湿度传感器，
以确保整个存储设施的湿度读数正确。“我们
还提供多区域控制机组，可以在同一个设施中
的多个空间内独立监控和操作加湿器，”米里
亚姆·金表示。“无论是小的存储室还是整个
仓库，我们会针对每个项目进行设计和安装，
以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某存储设施安装的一台Smart Fog ES100加湿器

Smart Fog回湿系统概述
增湿器模型
ES100-2

最大空间覆盖率
每个加湿器300 km2

水流通
12升/小时(100%蒸发)

控制器型号
CPLC

ES100-1

每个加湿器100 km2

(来源：Smart Fog Manufacturing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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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升/小时(100%蒸发)

THE HIGHEST STANDARD
THE FINEST DIET

Dry Ice Expanded Tobacco (DIET)

starargritech.com I info@staragritech.com

LEAF NEWS

烟叶新闻

Pyxux International收入同比增长26.8%
Pyxux International报告称，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三个月
内，公司销售额和其他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8%（7050万美元），
去年同期的收入为2.628亿美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三个月内，毛利润占销售额的百分
比，从去年同期的7.5%增至12.6%；净亏损从去年的9220万美元降
至1150万美元，降低了8070万美元（即87.5%）。
“2022财年进展顺利，符合我们目前的预期，”Pyxus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Pieter

Sikkel表示。“第一季度，我们开始从疫

情和客户运输要求导致的延迟发货的影响中逐步恢复。”
“关于烟叶业务，我们的烟叶库存水平符合预期。但与上
一年相比，库存有所减少。客户通过与支持其环境、社会和治理
别妄想吃掉我！烟草新品种Nicotiana insecticida利用茎上
粘毛诱捕并杀死虫子。图片为Nicotiana insecticida亚属无
害的普通烟草。

目标（ESG）的供应商合作，寻找降低供应链复杂性的方法。最

新发现能杀死昆虫的烟草新品种!!

作物季节开始，我们在出售烟叶给英美烟草之前，将开始在我们

根据一些消息来源的报道，在澳大利亚一个乡

当地设施中处理额外的烟叶。这一计划不仅提高了我们各自业务

村卡车停车场发现了一种可杀死昆虫的新烟草

近，英美烟草印度尼西亚子公司采用了一项新的烟叶供应计划，
其中涉及将合同量从直接业务转移到我们的烟草子公司。从这个

的可持续性，也提高了印度尼西亚烟草市场的可持续性，从而实
现共同目标，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很高兴能够扩大与英美

品种。
新发现的烟草品种的主茎或茎上流动着一
种粘液，它能捕捉昆虫，包括蚊虫、蝇类和蚜

烟草的合作，我们也有能力利用新的机会，使我们和客户获利。
“关于电子烟油，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正在持续对非法销售的烟草产品采取行动。最近，警告信要求

虫。捕蝇草会吞噬并“消化”虫子，而这种新

某些公司下架一次性风味电子烟和吸引年轻人的电子烟，因为它

烟草植物只会捕捉并杀死虫子，显然，这样它

们没有所需的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这一行动就是证

们就不会继续沿着茎部对植物造成进一步的伤

明。虽然电子烟油行业的监管和执法活动不断成熟，但我们正在

害。

等待PMTA批准通知，并期待之后的市场机会。”
该研究的作者Mark

Chase教授来自科廷

分子和生命科学学院以及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
(RBG Kew)，他在科廷的植物杂志上的一份报告
中说，“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惊奇
地发现了新的科学物种，包括我们命名为Nicotiana insecticida（烟草杀虫剂）的品种，它
的所有表面都覆盖着粘性腺体，用来捕捉和杀
死小昆虫，如蚊虫、蚜虫和苍蝇。”
Chase说：“这是首次有报道称野生烟草
物种能杀死昆虫，因此意义重大。来自澳大利

澳大利亚犯罪集团非法种植烟草
在澳大利亚当局加大打击非法烟草进口的力度后，犯罪集
团开始种植烟草作物。
根据非法烟草特别工作组澳大利亚边防部队指挥官Greg
Lindsell的说法，由于犯罪集团试图维持供应，过去12个月内，
在国内种植的非法烟草缉获量显著增加。
澳大利亚税务局数据显示，缉获次数从2018-19年的8次增加
到2020-21年的23次。在截至5月底的年度财政中，澳大利亚边防部
队查获了5.12亿支卷烟，比上年增加了36%；748吨散装烟叶，而上
年为167吨。

亚的种子是在英国种植的，依然能够杀死昆

“对于那些非法种植烟草的社区，我了解到，他们不

虫。它潜伏的致命性并没有因为远离祖国而减

是辛辛苦苦赚取几澳元的农民，而是进入并开发偏远地区，

弱。”

取水、破坏土壤，使用外国劳动力，并且对社区毫无回报的

目前还没有关于Nicotiana insecticida烟
草质量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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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Lindsell说。
十多年来，在澳大利亚种植烟草一直是非法的，最高可处
以10年的监禁。

LEAF NEWS

烟叶新闻

马拉维农民威胁要停止种植烟草

在有关烟草种植者联盟组织

农民可以在哈拉雷的烟草业营销委员

由于收入微薄，Mzimba和Rum-

的一次会议上，这些农民表示，

会总部，以及钦霍伊、卡洛伊、宾杜

phi的农民威胁要停止种植烟草。尽

种植烟草使他们变得更穷。他们还

拉、姆武维、马龙德拉、鲁萨佩和穆

管烟草委员会一直在开展一系列宣

表示，烟草是种植难度最大、要求

塔雷的省级办事处进行登记。申请必

传活动，试图说服农民在今年提高

最高的作物之一。因为从苗圃到销

须在10月31日之前提交。

烟叶种植量，声称价格会很好并且

售，都需要密切监控。一位农民

市场有保障。

说：“这是最令人痛苦的作物之

津巴布韦烟草销量同比增长26%

一，我们度过数个不眠之夜。但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

是，这些烟草公司却认为理所应

的数据显示，津巴布韦今年已售出

当，这对我们是一种侮辱。”

2.04亿公斤烟草，价值5.7亿美元，

另一位农民将烟草购买者采用
的新合同制度描述为“明火执仗”，

比去年的1.8亿公斤（价值4.52亿美
元）增长了26%。

“我们最好退出，让那些公司来种

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自7月14日

植；让农民花时间种植烟草，然后

拍卖场关闭以来，仍在交付大量烟

减少他们的收入，这令人作呕。”

草。因此，2021年合同场销售烟草

该联盟的临时主席Tinkho Muy-

的时间延长。

aba表示，除非政府干预并取消合同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

制度，否则农民将被说服冒险种植大

年的销售季节进展顺利，交付量很

豆等其他作物。“想象一下，辛勤

大，而且农民普遍对付款方式感到

工作一年，收入却只有100000克瓦查

满意。拍卖场和合同场交付的大约

（123.235美元），其余都进入烟草

96%的烟草来自合同种植，只有4%

公司的囊中。这毫无意义，我们不是

在拍卖场出售。不过，拍卖场的拒

他们的奴隶，”他说。

收率低于合同拍卖场，其中拍卖场
拒收26882捆烟草，合同拍卖场拒收

津巴布韦敦促农民完成
2021/2022农季注册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敦促烟农完成2021/2022产
季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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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烟草委员会看到当前拍卖
季的烟草价格态势良好，计划将安

25小节的规定，任何未完成注册而

得拉邦2021/2022作物季的作物规模

种植烟草的人，无论是自己还是代

增加到1.3亿公斤，比去年增加了

理人，都将被视为犯罪。可处以罚

1500万公斤。

者并罚。

Ambachtsstraat 6
B-1840 Londerzeel - Belgium
T +32 (0)3 844 01 76

印度将增加两个邦的烟草种植
规模

根据《烟草业和营销税法》第

款，最多六个月的监禁，或同时两

TAIGA International
www.taiga-international.com
info@taiga-international.com

60031捆烟草。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说：“注册

今年早些时候，委员会还将卡
纳塔克邦的作物规模从去年的8800
万公斤增加到9700万公斤。

很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有关种植者人

在2020/2021作物季节，由于新

数和作物产量信息。这对于作出规划

冠疫情，委员会减少了安得拉邦和

至关重要，尤其是关于拍卖场数量、

卡纳塔克邦的作物规模。但由于此

买家数量、调动财政资源购买作物以

前生产的全部库存在过去两年中被

及烟草定价。”登记工作已经开始。

全部销售，委员会决定下个季节增

为加快流程并为农民提供更多便利，

加这两个邦的作物种植规模。

云南的香料烟受到国内外
专家高度认可。

中国香料烟在全球表
现强劲

文/烟草在线

国境边陲，彩云之南，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保山，这里是中国的香料烟之
乡。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从1989年开始试种香料烟，发展了中国特色烟
草产业，填补了中国优质香料烟原料的空白。
自正式进行香料烟开发以来，经过多年的试验、示范和大规模推广种植，该公司已探
索出一套适宜于香料烟栽培与调制的技术措施。其烟叶质量被中外专家评定为“接近希腊、
土耳其水平，超过泰国香料烟水平”。通过多年来的发展，该公司已成为一家独具特色的专
业从事烟叶生产的专业性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晾晒烟生产、加工、出口企业。

产品远销国外
中国烟草实行专卖制，但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自成立以来就直接参与国内外市场
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生产。2000年，该公司开展ISO 9000建设，当时就建立了超
越顾客的期望，满足客户的需求，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该公司生产的香料烟90%以上出口国际市场，曾多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客户包括全
球烟草巨头菲莫国际、英美烟草、日本烟草和帝国烟草。该公司产业链比较完整，从种子生
产，到种植、收购、加工、销售，还有科研，都是自己在做，还拥有一条年加工能力为3.25
万吨的香料烟加工线，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香料烟加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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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推行STP 提升原料供给
STP，即烟草可持续发展计划，是全球烟草行业的
一个标准。它是GAP的一个升级版，是全球六大烟草集团
对其所有烟叶供应商的强制要求，以确保整个烟草产业
链的安全性、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和烟草行业的可持续性
发展。2021年推行STP2.0新版，由原版管理、作物、环
境、人四大领域改变为可持续性主题内容聚焦于8个农
业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主题内容，分别是水资源、人及
劳动者权益、作物、气候变化、生计、自然栖息地、土
壤健康八个方面，整个链条相互联动，与综合管理体系
有机融合。STP老版本有400多个考核项目，现在升级为
2.0版本，但主要还是为了烟草行业的持续发展，保护环
境，保护耕地和生产者的一个体系。

由于进行严格的STP规划和管理，云南香料烟品质得以提升。

鉴于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的客户涉及全球跨国
烟草公司，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每年签约前，菲莫国际

质进行数据化分析；同时在收购管理的控制上也是非常

委托第三方到云南香料烟公司做STP检查，各项标准合格

严格的，不允许烟农掺假，不允许混进差的烟叶。此举

后，才能开始加工。因此，云南香料烟公司提出了一个

帮助烟农优化了烟叶结构，提高了烟叶均价，同时收购

比较长远的STP目标。该公司从2002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全

的烟叶品质越来越好。近年来，公司通过开展STP管理，

面推行STP，从种植开始就注重生态和环保，不使用违禁

烟叶质量和烟叶安全得到了有效提升和巩固，进一步夯

的农药，少用农药，多使用有机肥和复合肥，每天对杂

实国内外卷烟优质原料供给保障。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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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客户青睐
相较于烤烟，香料烟种植难度更大，烤烟一般每亩需种植1100-1200株，而香料
烟要20000株，接近烤烟的18倍。其次，和产业自身有关系，香料烟产业用工大，香
料烟每亩用工60多个，劳动技能高一点的要45个左右，比烤烟多15-20个工。如果按
照烤烟的农业实践，种植香料烟的成本就太高了。
因此，该公司大力开展科研，严控育种、农业种植生产到加工生产等，使各个环
节均符合国际标准，体现了该公司对社会负责，对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态度。30年
来，该公司实施了多次技术改造，对传统的香料烟的加工加入了轻度柔性加工方式，当
时在国内外属于新的尝试；水幕除尘取代了布袋除尘；在噪声管控方面，设计了一个蒸
汽消音器，并且当时申请了新型专利；从2016年开始实施精益管理，对加工过程中的瓶
颈进行改造和创新；在数字化运用方面，2019年产季，在收购环节运用“互联网+”技
术，使晾晒烟收购入库的扫描误码率为零。
云南香料烟公司坚持不懈地提升产品品质，被视为继希腊和土耳其香料烟之外的
又一优质香料烟。菲莫国际作为全球烟草业的标杆，其对产品的标准近乎苛刻，而云
南香料烟公司以过硬的品质在菲莫国际全球诸多烟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在万宝路等
混合型卷烟中起着重要的调香作用。

多样化发展
为提高综合竞争力，除主营产品香料烟之外，云南香料烟公司还种植了其他特色
烟叶，比如，从津巴布韦引进了烤烟KRK26，这是生产高端卷烟的重要原料，具有较
好的工业可用性。还种植了晒黄烟，主要用于国内卷烟，以及生切烟丝，全部出口到
印尼，用于制作丁香烟。
此外，近两年国产雪茄烟需求增加，由于疫情影响，现在国外雪茄原料无法进
入国内，为服务中国主要雪茄品牌，云南香料烟公司进行了大规模雪茄烟试种。2020
年，试种了几十亩，今年种了740多亩，明年预计是3300多亩。该公司以晾晒烟起
家，优势之一是具有相对成熟的种植技术，未来将聚焦改善调制、晾制和发酵，抓住
雪茄烟的发展机遇，力求使其成为未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回馈社会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南时提出:“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为此，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烟草产业发
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两项任务，帮助德宏州阿昌族脱贫，发展项目。
云南香料烟有限责任公司高度重视阿昌族区域的烟叶生产工作，集中优势资源，
加大管理力度，积极推进专业化服务，试点推广新技术，广泛开展培训，阿昌族烟农
生产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帮扶期间，在烤烟产业调减计划的大背景下，阿昌族聚居区
种植户却从365户增加到1180户，种植面积、收购量增加2倍多，亩均烤烟收益达3684
元，实现了“一亩烟脱贫一个人”和“当年种烟、当年脱贫”目标。。阿昌族群众从
烟草产业中切实获得了实惠，烟草产业成为阿昌族群众信赖的脱贫支柱产业。
云南香料烟公司始终坚持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的原则，先后建设一
批农田基础设施，将2万多亩低产田变成了整齐规则、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通过
阿昌族生产条件改善工程的实施，有效解决了生产灌溉、机械化作业等问题，改变了
雨天防洪，晴天抗旱生产情况，农田基础设施得到了质的蜕变，为群众的增产增收提
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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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for filters
Change for flexibility
Molins Forte
Single Track Filter Maker

Molins Octave REC
cigarette maker

Molins’ latest generation of single rod Filter Maker platform, the evolution of classic Molins’
Filter Maker, with a high level of efficiency during production.
Able to produce up to 5,000 fpm (linear speed: 500 m/min), the new Forte is based on the
Strong and Reliable Molin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high Flexibility , Versatility and improved
operator interface with one touch brand change.
Ergonomic tow path and forming garniture to ease any intervention and allow high process
visibility. Cut-off head is common across the Molins family of machines ensuring tried and
tested technology with increased machine efficiency and product quality.
Beyond your expectations: easy compact layout incorporating the latest Beckhoff/Siemens
electronic architecture, optional capsule and flavour application units with fast product size
change features maximizes machine uptime.

www.molins.com - info@molins.com

津巴布韦财政部长Mthuli
Ncube参观天泽烟草公司
在哈拉雷的合同拍卖场。
该公司目前是津巴布韦最
大的合同商。
图源：天泽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津巴布韦烟草出口
预计良好
津巴布韦预计，尽管国内外持续遭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今年烟草出口仍表现
强劲。

文/图兰尼·姆波（Thulani Mpofu）

津巴布韦是非洲最大的烟叶生产国，
今年雨量充沛，烟叶收成超过2亿公斤，比
2020年的1.84亿公斤有所增加。
截至2021年8月4日，今年从4月份开始
的销售季节正式结束3周，农民已售出2亿公
斤烟叶，收入超过5.2亿美元。预计合约农
场还将出售更多烟叶，一直开放到最后一捆
烟草交付为止，而通常在销售季节正式结束
后一个月后再进行一周的扫尾拍卖销售。
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首席执行官
米恩韦尔·古杜（Meanwell Gudu）表示，
津巴布韦98.5%的烟草生产历史上都是用于
出口的，烟草业预计2021年该作物将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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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取得丰硕成果。他对《亚洲烟草》表
示：“我们的种植条件非常好。雨水充足，
农民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烟草。今年支付的
价格更高，这证明农民生产出了优质作物。
今年每公斤均价为2.76美元，比去年高出
12.1%。鉴于累累丰收，生产的烟草优质，
因此我们预计出口将表现强劲。”
根据政府数据，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3
月的种植期内，154,971名种植者登记种植该
作物。烟草是这个非洲南部国家最有利可图
的出口作物，每年平均创汇10亿美元。TIMB
在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2020年，
由于旱灾，烟叶出口创汇7.63亿美元，产量

图源：Premium Leaf津巴布韦公司

TIMB表示2020年出口较多的是烟丝和梗丝形式的增值烟草。

从2019年的2.52亿公斤下降到1.84亿公斤。去年的平均出口价格为每公斤4.06
美元，低于前一年的每公斤4.51美元。TIMB补充说，烟梗、烟屑和烟末等副产
品的出口量从2019年的3600万公斤增至2020年的4300万公斤。
津巴布韦将其烟草半加工品出口到远东、欧盟、非洲、中东、美洲和
大洋洲。其余部分在本地加工和消费。TIMB的报告说：“尽管全球新冠大流
行，但2020年的全球烟草运动都没有受到重大影响。”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出口较多的是烟丝和梗丝形式的增值烟草。
远东是津巴布韦烟草的首要目的地，33%的总出口量销售给了中国。”古杜
预计新冠疫情对今年的出口不会有毁灭性的影响。
“远东地区进口的烟草占当地生产烟草的比例最大，约为38%。中国是
那里的领导者。约14%的产量流向中东，31%流向美国，10%流向欧盟，5%流
向非洲。我们预计疫情不会对出口造成多大影响，所以，像往常一样，今年
的出口肯定强劲。”
较大比例的烟草在经过少量打叶和调配后出口，而1.5%的烟草被添加
到卷烟中，面向当地约30万吸烟者。该行业因出口大部分半加工烟叶而饱
受批评。批评人士说，如果出口成品，可以获得很多价值。为了纠正这一
点，TIMB宣布了一项计划，将加快烟叶的增值和分选，从目前的1.5%提高到
2025年的30%。独立烟草分析师安德鲁·马替比瑞（Andrew
Matibiri）表
示，津巴布韦强劲的出口表现的关键是优质生产，但新冠疫情今年可能会带
来一些影响。
他对《津巴布韦烟草时讯》（Zimbabwe Tobacco Today）表示：“只要
津巴布韦生产优质作物，当地种植的烟草将继续满足本地和全球的需求。我
们的烟草仍然是全世界卷烟的优质填充剂，其风味和口味特性受到追捧。”
中国企业天泽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是津巴布韦最主要的承包商，控
制着12%的合同销售额。其他有影响力的承包商和出口商包括Premium
Tobacco、Consolidated Tobacco Processors（CTP，以前称为Chidziva烟
草加工商）、Curverid、Voedsel和Sub Sahara。
TIMB首席执行官马替比瑞说：“从情绪上来说，截至今年四月，市场
对津巴布韦烟草的偏好并没有减少，但显然烟草和新冠疫情并不互相协调，
所以我们预计会受到影响。幸运的是，津巴布韦烟草属于优质产品，需要与
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的劣质烟草相调配。因此，如果我们继续生产高品质的产
品，我们的烟草将继续稳占市场。”

Over 100%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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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100% expanded finecut for MYO and R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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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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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dry yield better than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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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津巴布韦烟草协会

以中国为首的远东地区是津巴布韦烟叶最大
的买家。

大多数合同商也是出口商，他
们为估计95%的烟草种植提供资金，
主要是小农户，平均每人种植1公顷
烟田。5%的产量由自筹资金的种植
者种植，主要是商业种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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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之前，大约500名以白人为主的商业农民种植烟草。然而，21
世纪初，政府强制征用他们的土地并重新安置20万黑人农民，他们现在成为
了种烟的主力军。这些商业农民面临的挑战是缺乏来自当地银行的资金，这
些银行因商业农民缺乏抵押担保而不愿向他们贷款。在缺乏银行财政支持的
情况下，合同商在提供种子、化肥、杀虫剂、培训和其他投入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Voedsel和Sub-Sahara等当地合同商，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承包和销售
细分市场中一路征战，奋力拼搏。一位独立承包商兼前行业高管表示：“跨
国公司掌控烟草出口市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本土出口公司。我们国家在
吸引更多当地人种植烟草方面做得很好。然而，价值链不仅仅是种植烟草。
对于政府来说，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当地小公司发展出口和卷烟生产是很重要
的。我们公司之前已经在阿姆斯特丹、泰国和其他市场开始展览，但新冠疫
情迫使我们推迟。我们希望疫情缓解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但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限制因素是缺乏资金。”
CTP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当地合同商，业务遍及美国、非洲、欧洲、
中东和远东地区。Curverid、Sub-Sahara和Voedsel也是年轻的公司，在亚
洲和西方市场也很活跃。
TIMB的古杜说：“事实上，在扩大种植者基础方面，与2000年之前相
比，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农民种植这种作物，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增加对新兴农民的支持，以提高他们的生产
力。此外，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帮忙他们轻松获取银行借款。
虽然价值链的基础已经扩大，但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目前极低价值的基础上
扩大附加值。我们将研究如何支持更多参与者进行出口，不仅是出口半加工
烟叶，还要出口烟丝和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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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塞勒姆曾担任锡兰烟草公司
的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他最突出
的贡献就是制定了环境、社会和治
理（ESG）日程，致力于“使该公司
成为集团首个从烟种到卷烟终端产
品市场达到碳中和的公司。”

英美烟草的雾化品牌VUSE是“全球首个碳中和雾化品牌”，但非雾化类别全球领先品牌。

英美烟草的Vuse成为全球首要雾化品牌
英美烟草公司最近宣布，其电子烟Vuse现在是“价值份额排名第一的全球雾
化品牌”。这是该公司在其“新业务”类别产品方面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从收入和消费者数量来看，雾化产品都是尼古丁部门最大的新类别。
Vuse是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五大雾化市场中四大市场的
类别价值份额领先者，截至2021年6月，该市场占全球雾化封闭系统净营业
额的77%。英美烟草在雾化类别的强劲势头意味着Vuse目前在美国22个州的
价值份额处于领先地位，高于7月份的20个州。
今年5月，英美烟草还宣布Vuse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球碳中和的雾化品
牌，这表明该公司致力于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并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英美烟草首席执行官杰克·鲍尔斯（Jack

Bowles）表示：“我们很

高兴Vuse已成为全球第一的雾化品牌。这证明，我们正在建立以强大创新
为基础的未来品牌，这是我们‘更美好的明天’愿景的一部分。上半年，

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新任销售总监
Steve Tzimoulis

Steve Tzimoulis加入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
Steve

Tzimoulis加入了Nicos

我们的新型烟草实现了50%的收入增长，增加了260万非可燃品消费者，至

Gleoudis

1610万人，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增幅。这一势头得益于我们强大的全球品

监一职。Tzimoulis曾在菲莫国际工

牌：Vuse、glo和Velo。每个新型烟草品牌的类别份额增长了280个基点以

作了36年，在全球市场担任过烟叶

上，销量增长了70%或以上。”

采购、产品发展以及产品制造等多

在其半年业绩中，英美烟草报告称其雾化业务表现强劲，收入增长了

Kavex公司，担任销售总

个管理职位。

59%，销量增长了70%，消费者数量增长了90万，达到750万。自2020年12月
以来，Vuse的价值份额增长340个基点，2021年7月达到34%。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任命新董事总经理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任命内达尔·塞勒姆（Nedal Salem）为新的董
事总经理。
原董事总经理乔纳森·里德（Jonathan

Reed）卸任后，将从2021年9

月1日起，担任英美烟草公司可燃卷烟业务的负责人。
里德在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任职期间，扭转了公司收入持续多年下降
的局面，收入恢复增长，并对打击非法烟草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

益升华滤嘴公司任命亚太地区
新商务总监
益升华滤嘴公司已任命菲利克
斯·科赫（Felix

Koh）为益升华新

加坡总部的亚太地区商务总监，他拥
有超过25年的高级商业领导经验。
科赫在加入益升华滤嘴公司
之前，曾在金佰利克拉克、伊格松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公司董事会主席Tan Sri Aseh Che Mat表示，“我谨

德纸板公司、国际纸业公司以及亚

代表董事会，对乔纳森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富有远见的领导力和成就表示感

洲浆纸业公司（位于香港、上海和

谢。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业务有明显好转，祝愿他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

雅加达）等多个公司担任业务销售

68 tobaccoasia

卷尾新闻

CLOSING NEWS

的领导职位。就任亚太地区商务总

意识。除了让零售商了解情况外，

监后，“菲利克斯将成为亚洲领导

我们希望鼓励零售商通过SARA（可

科威特放宽禁令 允许恢复水烟
服务

团队的主要成员，将通过创新的销

疑活动报告应用）贸易平台或我们

由于新冠疫情实施了一年多的

售解决方案推动可持续增长，增加

的反非法贸易热线，向我们的销售

禁令后，科威特允许水烟咖啡馆和

公司的商业价值，”益升华滤嘴公

部门举报其所在区域的任何可疑销

餐馆恢复水烟服务，不过他们需要

司的全球商务总监海威尔·托马斯

售行为，”霍尔表示。

遵守相关的卫生预防措施。

（Hywel Thomas）说道。
“很高兴加入益升华滤嘴公
司，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公司的市场
领导地位，推出新一代产品，满足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市场发展趋势
的需求，推出可能会改变行业发展
格局的环保产品，”科赫说道。

帝国烟草升级反非法贸易网站
帝国烟草宣布，新版反非法
贸易烟草网站将于9月1日上线。该
网站将通过更新新闻页面和推特消
息，提供有关英国非法烟草问题以
及非法烟草发展近况的信息。
帝国烟草英国公司的反非法贸
易经理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
说：“非法烟草仍是一个严重的问
题。2018-19年期间，预估数据显
示，英国8%的卷烟和33%的手卷烟未
缴税，这意味着政府的烟草税收入
损失了19亿英镑（25亿美元）。也就
是说，自2000年以来，由于销售未缴
税卷烟或烟草，英国税收收入损失
470亿英镑。”“许多非法烟草销售
商与其他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关联，
因而通过销售‘便宜卷烟’攫取的
资金往往会用于资助其他非法活
动。因此，对员工进行培训，让他
们了解相关标识至关重要，以便他
们与商店老板保持警惕，通知相关
当局，”霍尔补充道。根据最近的数
据，过去12个月内，意识到有非法烟
草出售但没有举报的比例高达78%，举
报的人只有19%。“我们进行网站升
级，主要是让零售商保持警惕，提
高他们对非法烟草贸易规模扩大的
tobacco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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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威特的新冠病例数量

去年5月，科威特政府计划陆续

几种无创性脑刺激技术的研

大幅下降，该国的防控措施进一步

恢复到正常生活状态，同意咖啡馆

究结果令人欣喜，但每天吸烟数量

放松。但是，对于水烟咖啡馆老板

和餐馆重新开业，但保留了于去年3

大幅减少，却与涉及记忆和决策的

来说，往日生意红火的景象却一去

月开始实行的水烟服务禁令措施。

脑部区域的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

不复返了。水烟咖啡馆的生意损失
惨重，有的甚至要永久关闭。

（rTMS）有关。这几种无创性脑刺

无创性脑刺激技术或有助于戒烟

激技术似乎都不能减少对尼古丁依

水烟管使用前后，水烟提供者

一项新的研究综述显示，向

必须对其进行消毒，并提供一次性

大脑进行“ZAP”（一种无创性脑

水烟软管。营业期间，水烟咖啡馆

刺激技术）可能有助于老烟枪减少

医院的Cheng-Ta

和餐馆需要遵循保持社交距离的规

吸烟。尼古丁可以引起大脑皮层的

创性脑刺激可促进多巴胺分泌，平衡

定，客容量不得超过经营场所面积

变化，使人难以戒烟，因此研究人

大脑奖励机制，帮助吸烟者克服烟瘾

的50%。

员一直在寻找使用无创性脑刺激

和戒断症状。研究人员还指出，这些

（NIBS）技术，来对抗尼古丁成瘾

治疗方法的耐受性很好。

科威特水烟咖啡馆联盟对卫生
当局允许水烟咖啡馆重新开放的决

赖或成瘾的严重程度。
该项研究的作者、台北荣民总
Li及其同事称，无

引起的异常脑部活动。

定，表示欢迎。该联盟承诺使用一

在本综述中，研究人员纳入了

次性软管，确保所有工作人员佩戴

710名具有尼古丁依赖性的参与者，

22世纪集团在纳斯达克股票交
易所上市

口罩和手套，饮料使用一次性纸杯

分析了使用12种不同的无创性脑刺

22世纪集团是一家领先的植物

和塑料杯，每次使用水烟管后都进

激方法的实验结果。

行清洗和消毒。

生物科技公司，专注于烟草减害、
低尼古丁烟草和大麻研究。该公司于

Boegli.ch

STORY TELL YOUR BRAND
Boegli–Gravures can help you to develop subtle, refined and
ingenious ways of elevating your brand’s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your consumer brand experience. Let us partn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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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the show!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come to TPE. At least
90%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come
by are new customers. This has
introduced us to so many more
people and we appreciate it, 100%!
We went to the Industry Night
Party. Saw some people, smoked
some great cigars and rekindled
friendships. It was such a good time! ”
LEO BROWN
(CAROLINA BLUE CIGARS)

HURRY BEFORE THE SHOW FLOOR IS SOL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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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16日，将其股市从美国纽交所转移到了纳斯达

也会让更多的用户感受到巴黎圣日耳曼足球的魅力和正

克交易所，股票代码保持不变，仍是“XXII”。

能量。”“我们热烈欢迎Geekvape与巴黎圣日耳曼团队

22世纪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A·米斯（James

合作，”巴黎圣日耳曼首席合作总监马克·阿姆斯特朗

A. Mish）表示，“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我们的知名度和

（Marc Armstrong）表示，“Geekvape是一个创新的中国品

曝光率将会提升，有助于建设美好的未来。我们的主要

牌，拥有在全球扩张的雄心壮志。我们都致力于追求超越

宗旨是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我们将积极专注于22世纪

和极致。我们期待共同开展创新的活动。”

集团收入的长期增长，在多个连锁工厂实现价值增长，
增加在全球市场发展的机会。”

泰国“非常严肃地”对待日益严重的非法烟草问题
烟草税频繁上调，导致泰国越来越多的吸烟者诉诸于

蒸汽烟品牌Geekvape与巴黎圣日耳曼宣布合作
全球闻名的蒸汽烟品牌Geekvape和欧洲足球强队巴
黎圣日耳曼宣布，2021-2022赛季双方将正式开始合作。

通过该国漏洞百出的边境走私而来的逃税非法产品。据泰
国国家新闻局报道，这一事态发展促使这个东南亚国家的
消费税部门制定新措施以打击未纳税卷烟。

足球强队与蒸汽烟品牌合作实属历史首例。双方将在授

消费税部门副发言人Kriangkrai Pattanaporn表示，

权的国家中，在广告活动、电视广告和联名产品方面开

该机构“非常重视烟草产品的非法走私”。他补充说，该

展合作。Geekvape的全球爱好者在现实中也将有机会看

部门最近成立了一个线上打击中心，以监控和对抗互联网

到该球队。

和社交媒体上的罪犯，犯罪团伙经常使用这两种渠道开展

此消息是在7月底公布的，当时法甲联赛尚未开

活动。该部门还与税务部门、警察和军队达成了整体工作

始，距离巴黎圣日耳曼与莱昂内尔·梅西签署为期两年

安排，以更有效地逮捕走私者。Kriangkrai透露，在2021

的合同只有几天的时间。

财年，消费税部门已向法院提起了6,252起非法烟草案件，

“Geekvape始终遵循‘热爱生活’的品牌理念，致
力提供完美的生活体验，而巴黎圣日耳曼以所向披靡的
足球竞技全球闻名，”Geekvape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Allen

没收了超过144万包非法卷烟，并向被定罪的罪犯收取了
12.48亿泰铢（3,810万美元）的罚款。
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边境逮捕了大多数走私者，这是进

Yang表示。“Geekvape和巴黎圣日耳曼在各自的领

入该国最普遍的走私路线。然而，大量非法商品也通过柬埔

域中，都追求‘卓越’和‘极致’。基于共同的理念，

寨的边境抵达，还有一小部分通过老挝和缅甸边境抵达。一

我们今天走到了一起。Geekvape创立六年以来，已经成

包标准的非法卷烟在街上的售价低至30泰铢（0.90美元），

长为一个国际品牌，在全球拥有数百万客户。与巴黎圣

而最便宜的合法卷烟零售价是其两倍。与此同时，一包合法

日耳曼合作，对于品牌战略升级相当重要，与此同时，

的优质品牌卷烟售价高达130泰铢（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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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SAHARA TOBACCO
(Private) Limited
The premium tobacco company

The best of Zimbabwe Flue
Cured Virginia Tobacco
Telephone: +263 776 695 396
Telephone: +263 775 621 090

Website: www.subsaharatobacco.com
Email: info@subsaharatobacco.com

OUR PRODUCTS
FCV Flavour &
Filler Grades

Cut Rag Blends

Tobacco Fines

Tobacco Stems

We grow, buy, blend and process the tobacco in Zimbabwe

成功通过PMTA的企业需要证明其ENDS产品有助于吸烟者戒掉卷烟，还要证明其产品对非使用者无吸引力。

美国FDA的电子烟监管声明令
ENDS行业感到困惑与迷茫

其中许多ENDS申请在第一个关
口就被驳回了，在申请阶段由于缺
少一些必需的信息而收到拒绝提交
（RTF）信函，在450万种产品申请
中，仅一家公司收到了RTF信函，原

文/Broughton Nicotine Services公司科学事物主管Paul Hardman

挫败？迷茫？心情降至谷底？这无疑是ENDS社区对于美
国FDA最近就电子烟监管发表声明后的心路历程。

因包括缺乏成分清单、每种产品的
标签和充分的环境评估。
截至9月8日，FDA表示已发布

由于收到大量的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FDA未能在法院

涵盖120多种产品（非ENDS）的实质

规定的截止日期（2021年9月9日）内发表声明。对此，美国制造商期

性等效（SE）销售令，以及230多种

待已久，自去年提交申请后，他们有一年的宽限期继续销售产品。

产品的实质性等效请求豁免（EX-

许多人对于此声明仍然不知所措，还有一些人需要改进他们的申
请。

REQ）销售令。
8月26日，FDA针对大约5.5

申请成功的企业不仅能证明其产品有益于公众健康，使吸烟者能

万种风味产品发布了销售拒绝令

够戒掉可燃卷烟，而且能证明其对非吸烟者没有吸引力，这些人有可

（MDOs）——对于那到MDOs的产品

能通过此类产品开始使用尼古丁。一个特别重要的群体是年轻人，他

增长到大约100万种。

们可能通过除烟草以外具有特色风味的产品开始使用尼古丁。

对于在2020年9月9日截止日期

一些公司已将其产品组合减少为仅有烟草和薄荷醇风味，就像

前提交申请但未对其申请做出裁决

Labs公司一样，加香产品或将促使青少年开始使用尼古丁产

（目前有10-20万种产品）的制造商

品。然而，似乎大组织有办法实现这一转变。成年吸烟者在远离可燃

来说，无疑将面临困境。在收到裁

卷烟的过程中，继续试图表达口味的效用。FDA必须仔细权衡吸烟者

决之前继续销售他们的产品将是非

戒烟和潜在的新尼古丁使用者之间的平衡，以评估保护整个人群公共

法的。

JUUL

健康的适当性。
截至9月8日，FDA已完成所有申请的受理审查，并在2020年9月9
日截止日期前完成了90%申请的备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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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提出了通过促进可燃
烟草的替代来改善公众健康的最终
目标。这些公司正在等待PMTA的结

到一些好消息。据悉，一些公司收到MDOs的一个原因是，提交文件中没有提
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总体上ENDS对人有益，而不是仅仅证明它们比吸烟更有益
于使用者的健康。FDA逐渐积极公布ENDS产品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企业仍
有时间提交补充数据，以改善其申请内容，进而确保获得销售令。这正是
Broughton Nicotine Services公司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如果需要进一步
的文件，该公司将与各企业合作，提供完成此过程所需的证据。
PMTA过程是复杂的，但不必感到沮丧。该行业目前正在等待FDA计划多
久公布一次已完成的PMTA提交结果的消息。我认为最好至少每月一次，以确
保ENDS公司和行业更清楚地了解PMTA进展。

BNS公司的科学事物总监Paul Hardman

果，相信他们的产品正在实现这些
目标，并改善成年吸烟者的健康。
他们面临的选择是继续销售他们的
产品，还是将商品从销售中移除，
这造成了道德困境。想象一下，如
果公司决定将其产品撤出美国市
场，导致用户的选择有限，我们可
以肯定地设想，许多人很可能会复
吸可燃烟草。
FDA已明确表示，如果任何仍在
PMTA审查过程中的公司继续销售这
些产品，将属于非法销售，尽管任
何执法行动极有可能被推迟。FDA保
留对如何以及是否采取行动的自由
裁量权。
由于需要处理的PMTA积压，以
及更多的申请进入系统，FDA是否
有资源及时应对这些公司还有待观
察。公司将决定是否冒险，等待FDA
对其采取执法行动。
人们担心通过黑市渠道获得的
产品越来越多，比如，美国各地的
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未经授权产
品的广告和销售。制造商很可能未
经许可或不知情，这些情况下的风
险不言而喻。
然而，那些焦急等待决定的公
司也可以从这份ENDS声明中可以得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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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旦，合法吸烟年龄的
男性吸烟率是50%

西亚增长前景展望

文/尤金·格登

西亚总人口超过3.3亿，包括伊朗、土耳其、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约
旦部分位于西亚）等21个国家。由于该地区烟草消费不断增长，各当局在打
击非法烟草贸易方面取得了进展，因此，约旦可能为烟草公司提供重大增长
机会。
消费增长

根据阿迪比的数据，一些国家在2020年

欧睿国际的数据表明，西亚地区的消

确实出现了增长，如约旦、伊拉克和卡塔尔，

费者，包括土耳其，2020年平均每人吸烟约

原因是年轻消费者在长期封城和隔离期间吸

800支，在其他国家，这一数字要高得多，

烟。此外，在约旦，男性吸烟率占合法吸烟人

如黎巴嫩是1500支，伊拉克是1400支。

口的50%，这对疫情防控起到了缓冲作用。

欧睿国际分析师雅各布·阿迪比（Jacob Adib）说：“总的来说，该地区一些国

诸多因素带来了增长机会

家烟草（主要是卷烟）的零售增长了，而其

尽管疫情蔓延，带来了负面经济后果，

他国家由于新冠疫情而下降，可支配收入减

但近年来一些跨国烟草公司已增加了在西亚

少，封城期间阻碍了销售，如土耳其和沙特

国家的市场份额，有些公司甚至考虑在未来

阿拉伯等采取了更多阻碍吸烟的措施。同

几年进一步扩大。西亚市场的四大烟草公司

样，许多消费者由于购买力下降，从高档/

分别是菲莫国际（PMI）、英美烟草（BAT）

高端品牌转向更经济的品牌；这也助长了一

、东方公司SAE和日烟国际（JTI）。有的公

些市场非法贸易兴起。”

司可能市场份额在下降，但有的公司，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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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司一直在增长。近年来，日烟

期间，非法贸易下滑，合法市场增

型，但用于加热烟草。这些新兴产

国际还能够显著扩大其在西亚的市

长，增长率也有所增加。”

品越来越受欢迎，这可能在未来几
年为种植者提供机会。”

场份额，特别是在约旦，该公司目
前以55%的市场份额成为约旦的市场
领导者。

种植者也实现了增长
增长潜力不仅限于制造商。

谨慎乐观，稳健前行

日烟国际发言人Raaed Alkhar-

甚至烟草种植者也前景光明。国际

由于许多消费者越来越关注

absheh对《亚洲烟草》表示：“我

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专家Ivan

健康，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因

们在西亚地区的业务增长是多种因

Genov说：“西亚是世界上少数几个

此，尽管具备消费潜力，但预计西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实施了一

仍存在预期消费增长的地区之一，

亚消费者的消费增长不会像以往那

项针对当地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而定

其中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

样强劲。分析师认为，该地区的卷

制的发展战略，并采取措施，投入

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进一步增长的市

烟消费一直在下滑，尽管与西欧等

资金，消除该地区的非法贸易。”

场。”

其他地区相比，其下降速度较慢。

Alkharabsheh称，这些措施成

“就区域烟叶需求而言，2020

尽管如此，该地区的吸烟率仍

功实施，促使该地区非法贸易出现

年是全球供需基本平衡的一年。然

然很高，合法吸烟年龄的吸烟者平

历史性下降，合法产品消费增加，

而，需求的历史性长期下降趋势未

均约占人口的40%，主要是男性，但

为制造商提供了新的增长机会。

变，美国、巴西和津巴布韦将触发

女性吸烟者也越来越多，这不再是

但是，他指出：“从目前的

预期供应反弹，这一平衡状态将

一种耻辱。该地区前景光明，特别

情况来看，我们无法将市场率的增

在2021年发生变化。该地区的一个

是由于人口相对年轻。然而，定价

长与烟草消费直接联系起来。影响

突出特点是香料烟正流行，尤其是

仍然是推动进一步销售的一个重要

该区域的不同因素已经并仍在促进

土耳其等国，香料烟在全球市场上

因素。

增长率。例如，在约旦，新冠疫情

按生产规模划分属于较小的烟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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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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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烟草》非常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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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o Pro

服务与贸易公司以及UTA产品交易所。

NewCo Pro

UTA_Logo.pdf 1 9/22/2021 8:11:28 AM

今年9月，NewCo全球烟草服
务与贸易公司成立了NewCo Pro服
务与贸易公司，致力于确定和开发
创新商业技术推动的关键社会和环
境举措，从而实现业务多元化。在
Teresa Busch和Jose Maria Costa
的领导下，NewCo Pro的使命是为
应对全球社会和环境挑战提供一种
积极的举措。

UTA产品交易所
UTA产品交易所是一个无纸化
数字交易平台，专为后疫情环境而
设计的，为处理剩余烟草库存的烟
草商、制造商和买家提供了一个在
线交易平台。
UTA为全球烟草买家提供了不
受约束的生烟叶批次、生产过剩部
分和剩余库存。现在，贸易商有机
会将其资产负债表上剩余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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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o Pro完全致力于联合国在
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努力消除贫困、保护地
球，确保到2030年所有人享有和平
与繁荣。
NewCo
Pro的第一个新计划解
决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
一，即提供干净的水源，该公司
继续专注于寻找可回收的塑料替
代品。该公司发现悉尼905过滤器
（Sydney 905 filters）可以解决这
一挑战。
无论水源如何，Sydney 905过
滤器被证明是获得安全用水最快、
最简单、高效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
法之一。在农村或城市的室内外地
区，在水源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威
胁的地方，可通过通用水龙头适配

器，直接将该过滤器（使用中空纤
维（聚砜）膜）连接到普遍通用
的3/4〃螺纹水龙头或非螺纹水龙
头上。在该产品的助力下，NewCo
Pro已经满足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5项。
NewCo Pro还致力于帮助其他
可能提出了符合NewCo Pro愿景但可
能缺乏资金或合作伙伴关系的计划
的人。该公司坚信，由于各种限制
因素，有一些伟大的想法没有得到
实施，因此愿意与这些想法背后的
人合作，以期最好的想法能够落地
实施。NewCo Pro凭借坚实的财务基
础，与具备创新解决方案的企业合
作，目标是积极促进发展和增长，
实现更美好的未来。欲了解更多详
情，请访问：www.newco-pro.com。

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所有交
易都通过UTA的易用线上平台远程处
理，该平台把广大烟草买家和卖家
聚集在一起。可以在自愿买卖的基
础上进行完全保密和匿名买卖，无
需派代表到拍卖地点。
UTA的在线平台实现在一个地
方管理所有销售、购买和运输交
易——从订单到运输、通信、跟
踪、生成和归档文档，甚至存档。
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消除贸易商派
遣代表的需要，减少差旅费用，增
加利润。
所有相关人员都可以看到投
标，多个买家可以竞争。UTA取样室
位于安特卫普省采购商Andromeda
Forwarding&Logistics的设施内，
如果买方需要产品样品，卖家将向
该取样室发送两份密封样品。UTA将

向潜在买家发送一份样品，并保留
另一份样品，以便在发生争议时进
行调解。
UTA要求供应商注重质量体
系、服务交付、财务实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意愿，以及价格等方面
的细节。注册经纪人必须诚信行
事，确保买家获得他们期望的烟草
服务和质量，同时供应商根据合同
要求确认交易并支付报酬。任何问
题都要友好、迅速地解决，以确保
对各方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小。
UTA不断商谈和增加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能够在各大市场上保持
库存，以便买家能够立即采购，不
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获得产
品。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utaproducts.com。

The largest
network of
tobacco events
in the world

EXHIBITIONS

NETWORKING

CONFERENCES

WT Asia
26-27 October 2021

26-27 January 2022

18-19 May 2022

www.wtevents/middle-east

www.wtevents.com/asia

www.wtevents.com/europe

Dubai | UAE

Surabaya | Indonesia

Sofia | Bulgaria

TABEXPO
LONDON

19-21 September 2021

Dubai World Trade Centre | UAE

10-11 December 2021
ExCeL London | UK

9-10 December 2021

9-10 December 2021

www.worldshishadubai.com

www.tab-expo.com

Dubai Festival City | UAE

ExCeL London | UK

www.worldvapeshow.com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T AN EVENT SOON
ORGANISED BY

To book a stand today call +44 (0)1737 855 017

The Flavors of Future.
InterTabac 2022
World’s largest Trade Fair for Tobacco Products
and Smoking Accessories

15–17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ww.intertabac.com

Solutions for Success.
InterSupply 2022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he Production of
Tobacco Goods, E-Cigarettes, Pipes and Shishas

15–17 September
Messe Dortmund
Germany
www.intersupply.com

PS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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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obacco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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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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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IT ALONG!

Events
展会

2021年10月

2022年1月

2021年10月18-22日
www.coresta.org
主题：烟草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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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亚洲世界烟草博览会

国际烟草科学研究合作组织大会
（CORESTA，虚拟大会）

2022年9月

烟草制品博览会

2022年1月26-27日
印尼苏腊巴亚
wtprocessandmachinery.com/asia
主题：烟机与机械博览会

2021年12月

2022年5月

2021年12月9-10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shishadubai.com
主题：展会

2022年5月18-20日
保加利亚索非亚
wtprocessandmachinery.com/europe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Advertiser’s Index*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3)

MM Packaging
digital-printing@mm.group
(Page 17)

Alliance One
aointl.com
(Page 61)

Hertz & Selck
www.hertz-selck.de
(Page 37)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8-9)

Hertz Flavors
info@hertzflavors.de
www.hertzflavors.com
(Page C-4)

Molins
info@molins.com
www.molins.com
(Page 63)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70)

广告索引

Cerulean
info@cerulean.com
www.cerulean.com
(Page 23)
Cherokee Brands LLC
Tel +1 434 575 8881
www.purehempsmokes.com
(Page 21)
CNT Contraf Nicotex
sales@nicotineusp.com
www.nicotineusp.com
(Page 45)
DIET Tobacco Europe
diettobacco.com
(Page 42-43)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77)
IMA T&T Division
Tel +39 051 6525111
www.ima.it
(Page C-3)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80)
KT International
www.ktinternational.eu
(Page 29)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7)

KT&G/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3
kardien@kardien.co.kr
tobaccolove@ktng.com
www.kardien.co.kr
(Page 67)

Genia
www.genia-filter.com
(Page 38)

Mane
www.mane.com
(P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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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 Mangli Djaya Raya
www.ptmdr.co.id
(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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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www.moon-smoking.com
(Page 27)
Mother Murphy’s
Tel +1-336-273-1737
MotherMurphys.com
alternativeingredients.com
(Page 39)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69, 75)
NewCo
www.newco-online.com
www.newco-pro.com
(Page 49)

2022年9月15-17日
德国多特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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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65)

InterTabac/InterSupply

www.intertab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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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水烟迪拜展

全球最大的烟草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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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25)
Quartz Business Media
www.wtevents.com
(Page 79)
Socotab Fran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57)
Star Agritech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55)
Sub Sahara Tobacco
Tel +263 776 695 396
info@subsaharatobacco.com
www.subsaharatobacco.com
(Page 73)

Prestige Leaf Trade
Tel +66973186610
zatici@prestigeleaf.com
www.prestigeleaf.com
(Page 66)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Fax (0622) 755 0410
Sole Agent:
Unico Trading Pte. Ltd.
Phone (+65) 633-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59)

Republic Technologies
www.ocb.net
(Page 13)

Schlatterer Esband
www.esband.de
(Page 26)

Sangroup International
sangroupintl.com
(Page 42-43)

Schweitzer-Mauduit
International
(Page 5)

Taiga International
Tel +32 (0) 844 01 76
info@taiga-international.com
www.taiga-international.com
(Page 58)
Tengda Machinery
Tel +86 573 87266822
yjs_td@126.com
www.tdjx.cn
(Page 51)
Tobacco Authority of
Thailand (TAOT)
Tel +66 2229 1621-22
export_ttm@thaitobacco.or.th
www.thaitobacco.or.th
(Page 31)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sales@tobaccotech.com
www.tobaccotech.com
www.eliquditech.com
(Page 35)
TPE22
tobaccoplusexpo.com
(Page 71)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53)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47)
UTA
Tel +971 56 779 2145
alan@utaproducts.com
www.utaproducts.com
(Pag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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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ready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IMA T&T technology gives you the possibility to jump
in the future of smoking.
Our solutions can handle different components to be
assembled, filled and capped, to then be packed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applying a tax stamp and create a display carton.

IMA T&T division
Via Tolara di Sotto 121/A 40064 Ozzano dell’Emilia (Bologna) Italy
Tel. +39 051 6525111 • Fax +39 051 6525140
ima.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