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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matters more to us than ensuring that each and every employee  
returns home safely at the end of their working day. By creating a sustainabl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and learning safety culture, we intend to achieve  
our vision of zero workplace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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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日益成为各行各业的消费者、投资者

和企业关注的焦点，烟草行业也不例外。资产负债

表底线、品牌资产、销量和创新产品虽然显然是不

可或缺的因素，但已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在烟草行业，可持续性不仅限于环境友好的

烟叶种植实践，如种植方法、土壤保护以及虫害和

水管理。而且，可持续性引导确定企业的人权方

针，如劳动标准、生计、工人权利、员工健康和安

全以及消费者健康；还包括环境问题，比如减少碳

排放、节约资源（如水资源）、使用可生物降解的

滤嘴棒，以减少垃圾和废物；实践和促进良好治理

和商业标准，以及诚信经营。

当然，菲莫国际、英美烟草、日烟国际、KT&G和帝国品牌等跨国烟草公

司均制定和实施了精心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举措，为行业提供资源的公司

也是如此。在造纸方面以创新方法而闻名的BMJ公司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BMJ

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体现在其造纸过程中实施的各种举措，还体现在其“绿色

绿洲”总部上（见本期第12页对BMJ创新总监Liem Khe Fung的采访）。

致力于可持续性当然不是没有挑战的，比如更高的财务要求以及利益

相关者对不同举措的抵制。例如，尽管人们认为天然肥料更环保，但令人惊

讶的是，农民并不愿意从化学肥料转向天然肥料（详见第58页）。

然而，烟草行业为可持续发展倾注的所有努力、承诺和投资似乎都印

证了“好人没好报”这句话。就像这个行业做的任何事情一样，“心怀憎恨

的人对什么都憎恨”。该行业不断受到漂绿的指责——在《简明牛津字典》

中，“漂绿”被定义为“一个组织展示其负责任的环保公共形象，实质上是

一种虚假的环保宣传”。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布隆伯格慈善基金

会资助的自称“全球烟草行业监督机构”的STOP于5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

声称烟草行业在向利益相关者、媒体和消费者传达其可持续发展计划时“废

话连篇”。WHO和STOP甚至呼吁各国政府禁止烟草公司的“漂绿活动”，并

呼吁认证机构“不要支持烟草行业洗绿或向其提供奖励”。同一月，WHO还

发布了另一份报告，指责烟草行业“毒害了我们的地球”。在这两份报告

中，可燃卷烟、无烟烟草、电子烟都被指控危害人们的健康，造成森林砍

伐，增加二氧化碳含量，制造大量废物和污染等。

烟草公司越是努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在其业务和生产流程的各个

方面实施可持续的政策，他们似乎经历的审查和不公平的起诉就越多。更具

讽刺意味的是，跨国烟草公司唯一一次安然无恙是在六七十年前，当时任何

行业的大多数企业都很少关心消费者健康或可持续性等概念。如今，在各种

措施的加持下，情况已明显改善，因此各国政府和监督机构在推行新政策

时，都应谨慎行事，避免良莠不分，全盘否定，这很容易产生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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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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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Bukit Muria Jaya（BMJ）

最近搬进了有“绿色绿洲”之称的新总部。

听起来很有趣。您能介绍一下这座建筑吗？

LKF：从外面看，它像一棵大树，或者更确

切地说是一株树丛。方形结构，藤蔓缭绕。

其独特的建筑设计使整座楼可实现自然空气

循环。水池和绿植遍布其间。各办公室白天

自然光充足。我们还安装了智能空调系统，

将能耗降至最低。最重要的概念是“回归自

然”。

纸业的可持续性
BMJ的创新总监Liem	Khe	Fung（以下简称LKF）谈论了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亚洲烟草》：我感觉这座建筑象征着某些

意义。它背后的灵感是什么？希望传达什么

信息？

LKF：我们的“绿色绿洲”象征着BMJ可持

续发展的承诺；我们建造一个高效节能的总

部，践行可持续发展。我们还致力于尽可能

使用天然、低成本的材料。例如，地板由抛

光砂砾铺成，而不是花岗岩或大理石板。所

以我说，建筑设计本身确保了空气的自由流

通，这有助于节省大量空调消耗。

《亚洲烟草》：关于BMJ的可持续发展承

诺——造纸使用大量淡水。当然，还有废水

问题。BMJ如何管理这两个方面？

LKF：我们从附近的芝塔龙河（Citarum 

river）取水，但我们只是从中抽取可持续

的水量，谨慎行事，不过度消耗这一自然

资源。BMJ通过自己的原水处理设施处理河

水，过滤掉杂质。我们的废水处理系统在生

产过程中循环利用用过的水，或者将其排放

回河流。我们严格控制处理后的废水，以确

保其始终符合生产标准，并将其送回河流。

我们最近升级了废水处理设施，大大增加了

可用于生产过程的循环水的量。当然，这也

有助于进一步减少我们从河流中取水。

《亚洲烟草》：造纸的另一个主要成分是“纸

浆”——主要从树木中获得的纤维植物材料。

批评者偶尔会声称，造纸行业助长了毁林和相

关的环境问题。

LKF：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在大量砍伐树木

又没有重新种植来重建森林时，才会出现毁

林现象。BMJ是一家PEFC认证的公司，这意

味着我们承诺仅从接受监管的合法资源中采

购纸浆。木材来自可持续、可再生的工业木

材种植园，我们的纸浆供应商持有森林可持

续经营管理（SFM）认证。

《亚洲烟草》：造纸还利用沉淀碳酸钙（或

PCC）来增加某些纸张类型的孔隙率和不透

明度。BMJ正在建设自己的实地PCC工厂，现

已接近投入运营。这项投资的原因是什么？

BMJ公司创新总监Liem	Khe	F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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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F：建造一个综合PCC工厂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将PCC沉

淀物干燥成细粉的能耗，这一过程消耗大量能源，释放

二氧化碳。我们从外部供应商处采购PCC时，由于技术原

因，总是收到粉末形式，而不是水溶液。然后我们就必

须将其溶解在水中。通过运营我们自己的PCC工厂，我们

生产水溶液PCC[而不是粉末PCC]。这意味着不再需要耗

能将其干燥成粉末，因此减少了碳足迹。

《亚洲烟草》：造纸也使用粘合剂。BMJ是如何处理该问

题的？

LKF：是的，我们使用粘合剂，但由于我们的废水处理

系统能够很好地处理此类化学品，并且我们始终进行质

量控制，因此可以可靠地从水中去除这些化学品。到目

前为止，我们从未遇到任何由有害残留物引起的环境问

题。

《亚洲烟草》：BMJ还有计划实施的其他可持续举措吗？

LKF：是的，我们正计划利用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生产

建筑材料，如铺路砖和其他材料。

《亚洲烟草》：一些人说，可持续发展计划会影响企业

的财务生存能力。那么，在不过度损害底线的同时，企

业能做些什么来支持可持续性呢？

LKF：的确，大多数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性的努力都

是有代价的；有些是相当大的代价。为了确保成本竞争

力，环境和可持续性举措必须以渐进和创新的方式实

施。理想情况下，客户也会感谢和重视其供应商在可持

续性方面的成就，并通过分担反映在其支付价格上的额

外成本来支持这些计划。

《亚洲烟草》：BMJ如何传达其在生产可持续性、资源

处理、节能和环保方面的努力？这肯定是一项重要的任

务，对不对？

LKF：确实如此。我们利用广泛的沟通渠道向公众宣传

我们的举措，从内部电子通讯和网站到社交媒体和纸

媒。总之，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真正做到了可持

续发展。

《亚洲烟草》：对于其他希望更多参与可持续性措施的

公司，您有哪些建议？

LKF：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分担，协同我们的技能、

知识和专业知识来保护我们的地球。这是一项团队合

作，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亚洲烟草》：我们也简要讨论一下BMJ的企业社会责任

（CSR），这通常也与可持续性密切相关。贵公司的主要

水源来自芝塔龙河，印度尼西亚军方目前监督的一个项

目，名为“Citarum Harum”，旨在重振这条河，您也参

与其中，对吗？

LKF：是的，没错。我们非常积极地参与，沿着河岸植

树。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承诺尽可能少地从这条河中

取水，并确保所有废水都经过良好处理，从而在我们将

其排回之前不受有害污染物的影响。

《亚洲烟草》：贵公司还在更广阔的地区的村庄建设清

洁饮用水设施。主要是钻井吗？

LKF：是的，没错。该CSR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这些社区

提供清洁安全的饮用水。未经过滤的河水不仅会受到各

种有机和无机物质的污染，还会受到可能导致疾病的危

险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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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美国烟民反对薄荷烟禁令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收到了200,000条关于两项

拟议规定的意见，这两项规定拟禁

止销售薄荷卷烟及调味雪茄。许多

人敦促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情。

FDA烟草制品中心报告称，收到

了数千条来自个人、企业和团体的

意见。许多人反对这项禁令，其中

企业所有者表示这项禁令会迫使他

们削减工作岗位。

支持拟议禁令的其他人则认

为，禁止这些产品将会改善健康，

拯救生命。薄荷卷烟使用者在网上

提交了数千封邮件，他们表示，下

架薄荷卷烟影响个人自由，是不公

平的行为。

一些人在提交的正式书信中表

示，年轻人吸薄荷卷烟的比例比较

低，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个人的观点。

美国FDA决定对食品和烟草办
公室开展外部审查

近日，美国FDA局长罗伯特·卡

利夫（Robert Califf）表示，决定

对FDA的食品安全办公室和烟草监管

办公室开展外部审查。

此项决定之前，美国FDA在婴儿

配方奶粉短缺和电子烟监管方面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国会和公共审查以

及批评。

FDA已经聘请了Reagan-Udall基

金会以及一些不愿具名的专家，对

负责食品和烟草的主要办公室开展

调查。该基金会是由国会任命的一

个独立组织，负责对FDA提供建议，

帮助该机构完善监管流程和监督流

程。它将对食品和烟草这两个办公

室的资源、流程以及组织架构进行

评估，此外，还将对负责审查事项

的机构——监管事务办公室的部分

职能进行评估。

部分审查内容将包括烟草制品

中心，该中心在过去13年中由于监

管烟草制品一直面临指控。“我们

在决定机构如何处理复杂的政策事

项，以及决定对大量增长的、可能

会对公众健康产生较大影响的新型

产品采取执行措施的时候，还将面

临诸多挑战，”克利夫表示。

国会议员对FDA的电子烟监管政

策表示不满。参议院多数党党鞭迪

克·杜宾（Dick Durbin）甚至呼吁

克利夫辞职，原因是在FDA审查上市

申请期间部分电子烟产品仍在市场上

销售。法院命令FDA结束电子烟上市

申请的最后期限是2021年9月9日。

控烟修订案将使孟加拉国政府
遭受巨额损失

在近日的一次政策对话中，多

位发言人发出警告称，如果《烟草

控制法案》（第二修订案）得以实

施，孟加拉国政府的收入将面临巨

额损失。

此外，每年来自烟草行业的可持

续年收入也将受到威胁，烟叶和尼古

丁提取物的出口收益也会受到影响。

近日，由孟加拉国知识产权协

会（IPAB）在首都组织的政策对话

中，专家、商人、学者以及记者对

烟草控制法律的最新修订草案展开

热烈讨论。

发言人还表示，政策制定者在

起草这些修订条款时，并没有咨询

该行业的代表或者协会，导致一系

列条款不切实际。

发言人表示，卫生部在上次

修订法律时收集了利益相关者的反

馈，这次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2005年烟草控制法律于2013

年首次修订，之后于2015年最终敲

定。新的修订案提出了一系列严厉

的措施，发言人表示这些措施无法

实施，或者会适得其反。

这些措施包括取缔吸烟区、禁

止烟草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禁止电子烟、区分烟草制品销售许

可证要求、禁止流动商贩销售烟草

制品、禁止销售散烟支等。

利益相关者认为这些法律新规

定实际上无法实施，而且会严重影

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日烟国际罗马尼亚公司2021
年利润同比增长13%

近日，日烟国际罗马尼亚公司

表示，2021年公司利润增至8.25亿

罗马尼亚列伊（1.76亿美元），同

比增长13%。

该公司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它在罗马尼亚经营着两家公司——

日烟国际贸易公司和日烟国际制造

公司。去年，这两家公司的合并营

业额达到70亿罗马尼亚列伊，比

2020年增长12%以上。

2021年约80%的营业额以消费

税、增值税及其他税收形式，上交

给了罗马尼亚政府，纳税额比2020

年增长14%。

日烟国际从1993年起开始在罗马

尼亚开展业务，到目前为止，在该国

的投资额已经超过2.5亿欧元（2.55

亿美元）。位于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卷

烟厂约75%的卷烟出口到国外。

2021年5月，日烟国际宣布将再

投资6000万欧元，提升该工厂的产

能。同时该公司表示，在接下来的

三年时间内，将陆续推进该投资项

目，届时罗马尼亚的卷烟产量将会

进一步增加。

罗马尼亚是欧洲第二大卷烟生

产国，2021年该国的生烟叶及加工

烟草制品出口额达13.4亿欧元。该

公司表示，烟草制品销售为罗马尼

亚预算贡献了10亿欧元的收入。

FDA收到20多万份公众意见，要求政府处理
好拟议的薄荷醇卷烟禁令。



From thinking to making

The wide array of competences makes G.D, Sasib, Molins, Comas and Cerulean the ideal 
partners in today growing tobacco market, which is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to design new produ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inal products, Comas supplies 
Heat Not Burn primary lines, G.D, Sasib and Molins provide complete secondary 
solutions and Cerulean completes the offer with dedicated quality assurance testing equipment.

The most efficient traditional tobacco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have been adapted for next 
generation products such as liquid-based e-cigs and multi-segment 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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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火柴公司二季度经营利润
超市场预期

近日，瑞典火柴公司报告称，

由于美国市场取得增长，公司第二

季度的经营利润超出市场预期。菲

莫国际计划以160亿美元收购瑞典火

柴公司，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

瑞典火柴的经营利润从去年

同期的19.6亿瑞典克朗增至22.3亿

瑞典克朗（2247万美元）。路孚特

（Refinitiv）调查的分析师预测，

瑞典火柴公司的平均经营利润为

21.9亿瑞典克朗。

瑞典火柴公司在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销售湿鼻烟，在美国销售雪茄。此

外，该公司还销售无烟草尼古丁产品

ZYN，可以像鼻烟一样放在上嘴唇的下

面吸食。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斯·达

利（Lars Dahlgren）表示，ZYN第二

季度的销量“非常可观”。

集团销售额同比增长23%，至

55.6亿瑞典克朗。

今年5月，万宝路制造商菲莫国

际公司出价每股106瑞典克朗收购瑞

典火柴公司，同时竞价收购的公司

还有英美烟草和奥驰亚。

勃朗特资本、Aberdeen及El-

liott投资管理公司等几家股东，

对此项交易持反对态度。分析师表

示，完成这项交易困难重重，根据

瑞典法律，收购方需要征得90%股东

的同意。

此项要约的接受期限是9月30

日，在此期间，瑞典火柴公司已经

暂停了股份回购计划。

菲莫国际可能延期收购瑞典火柴
Elliott投资管理公司很可能会

让菲莫国际收购瑞典火柴公司的计划

延迟，而不是让其停止这项计划。彭

博社称，Elliott计划增持这家口嚼

烟草公司的股份，以反对菲莫国际

以160亿美元收购瑞典火柴。不仅如

此，Abrdn及对冲基金勃朗特资本也

反对这项交易。这使得菲莫国际获得

90%股东同意收购计划难上加难。

据报道，目前尚无其他大型

烟草公司进行报价。而且，菲莫国

际的报价已经十分优厚，其他竞购

者将不得不大幅削减成本或者在其

他国家加速部署，以获得可观的回

报。因此，菲莫国际首席执行官雅

切克·奥尔扎克（Jacek Olczak）

很可能会降低认购门槛，并延长9

月30日的最后期限。随着时间的推

移，欧美各国关于烟草袋等产品监

管态度的新信息，可能会改变瑞典

火柴的前景。但是，奥尔扎克仍然

不太可能支付更多的现金。

Lenora国际公司将起诉黑山
共和国	

黑山共和国海关最近在巴尔港

截获了价值350万欧元的烟草制品，

并警告称将进一步加强对这个臭名

昭著的卷烟走私中心的监管。

海关办公室称，截获了8个集装

箱共计4000盒烟草制品，这些产品

是由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一家美

国公司——Lenora国际公司生产。

黑山共和国内政部长菲利普·

阿季奇（Filip Adzic）对这次打击

走私的行动表示赞赏。但是Lenora公

司的国际法务代表Zoran Piperovic

表示，黑山当局截获的烟草是在该港

口合法存储的烟草，并表示将针对黑

山共和国提起法律诉讼。

官方数据显示，有26家公司在

该港口存储烟草，其中21家公司正

在囤积烟草产品。去年7月，黑山政

府启动法律程序，禁止在巴尔港存

储烟草制品，作为预防烟草和卷烟

走私的一项措施。

2月10日，海关办公室称，自

2021年12月起该港口的飞机库中丢失

了价值超过1000万欧元的烟草制品。

3月2日，海关办公室负责人

Milena Petricevic报告了另一起价

值225,000欧元的烟草偷窃案件，并

强调称盗窃期间安全摄像头被关闭。

2019年5月，BIRN的一项调查，

揭示了黑山共和国再次沦为全球烟

草制品走私中心的过程，导致数百

万支走私卷烟通过“幽灵舰”、空

壳公司及伪造文书进入欧盟。

英美烟草上半年总收入同比增
长45%

英美烟草公司在向卷烟替代品

方向转型的同时，总收入同比增长

45%，达到128亿英镑。

上半年，新品类收入上涨45%，

达到12亿英镑，集团总收入的14.6%

来自非燃烟草制品。比2021年全年

增长2.2%。英美烟草公司的非燃烟

草制品消费者增加210万，达到2040

万，超出增长预期。

蒸汽烟制品总收入也增长48%，

其中Vuse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蒸汽烟

品牌。英美烟草上半年在新品类方

面投资10亿英镑，连续两次降低损

失，按照固定汇率计算，损失进一

步降低2.81亿英镑。9个市场的新品

类业务都取得积极增长。

2022年上半年，由于量子方面

的投入减少2.75亿英镑，调整后的

经营利润增长90个基点。目前，英

美烟草预计到2022年底年度投入会

进一步节省15亿英镑。该公司由于

终止了俄罗斯的业务而面临着一项

众所周知的9.5亿英镑的指控，但

其表示这不会对现金流造成较大影

响。英美烟草是波迈和登喜路卷烟

的制造商，控制着俄罗斯近四分之

一的市场份额。今年6月，该公司就

业务出售事宜与俄罗斯分销商进行

了深入谈判。英美烟草表示，转让

股份的协议尚未签订。

由于这项诉讼，英美烟草在截

至6月30日的六个月的经营利润下降

了25%，降至36.8亿英镑（44.4亿美

元）。今年全年，全球烟草产业销

量预计下降3%左右，部分原因是美

国、土耳其的销量出现下降，以及俄

罗斯和乌克兰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英美烟草在关键市场的份额

有望得以维持或取得增长，与此同

时，其潜在低风险产品的消费者不

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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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欧洲议会正式承认烟草减害(THR)为一项公共卫生战略，此举表明欧洲监管

机构似乎开始关注与烟草有关的科学事实。然而现在，欧盟委员会(EC)犹豫不决，计划在所

有欧盟成员国禁止调味加热烟草产品(HTP)。

烟草减害提倡使用危害较小的可燃卷烟替代品，例如电子烟、加热烟草和鼻烟，以帮

助降低吸烟率。2月，欧洲议会以652票赞成、15票反对、27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份

由抗癌特别委员会(BECA)提交的报告。该报告首次在欧盟层面引入了烟草减害的观点。这份

BECA报告还呼吁欧盟委员会跟进对与电子烟、加热烟草产品和其他新型烟草产品相关的健康

风险的科学评估，跟进相较于消费其他烟草产品使用新型烟草产品的风险评估，并且在欧洲

层面建立这些产品包含和排放的物质清单。

6月份，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加热烟草产品报告显示HTP销量增长超过2000%（从2018年的

9.24亿台增加到2020年的197亿台），该机构现在似乎进入了恐慌模式，计划禁止销售调味

加热烟草。

卫生与食品安全专员Stella Kyriakides表示：“从市场下架调味加热烟草，这使我们

实现在欧洲抗癌计划的愿景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即到2040年，使用烟草的人口比例不到5%。

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吸烟的吸引力，以保护我们公民的健康并挽救生命。采取更强有力的行

动来减少烟草消费，实施更严格的执法，并跟上新的发展步伐，以解决不断涌入市场的新产

品，这对于保护年轻人尤其重要，也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关键。预防永远胜于治疗。”

该提案将在《官方文报》（是指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和委员会出版的正式刊物）上公布

20天后生效。成员国将有八个月的时间将禁令纳入本国法律，在此之后的三个月的过渡期

后，这些规定将开始适用。

欧盟对加热烟草的
悖论

欧盟委员会计划禁止加热
烟草，如IQOS，此举很
可能增加卷烟吸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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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卫生与食品安全专员Stella	
Kyriakides。

如果降低吸烟率是目标，那么

禁止加热烟草产品（HTP），即使

只是调味HTP，似乎违背常理。2020

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授权菲莫国际的IQOS（一种

HTP），作为一种改良风险烟草产

品进行营销。“该公司提交的数据

显示，使用授权信息营销这些产品

可以帮助上瘾的成年吸烟者摆脱可

燃卷烟，帮助他们减少接触有害化

学物质，但前提是他们完全换用替

代品，”FDA烟草产品中心时任主任

Mitch Zeller说。

2020年，Frost&Sullivan与

菲莫国际合作的一篇论文《烟草

减害和新型尼古丁以及烟草制品：

基于日本市场》表明，日本是最大

的HTP市场，HTP进入日本后，该

国的卷烟销量下降了34%。“日本

HTP的商业普及与传统卷烟销量的

大幅下降有关，远远超过之前的下

降速度。此外，即使在加热烟草制

品上市后，所有烟草制品（加热烟

草制品和传统卷烟）的销量仍在继

续下降。尽管证据不一，但2019年

全国健康调查的数据表明，76%的

消费者只使用加热烟草。只有24%

的HTP用户同时使用HTP和传统卷

烟，”Frost&Sullivan医疗保健咨

询总监Mark Dougan说。

2020年美国癌症协会的一项研

究《IQOS引入导致卷烟销售下滑和

被替代》（Effect of IQOS Introduction on Cigarette Sales: Evidence 

of Decline and Replacement）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日本11个地区中的每一

个地区引入IQOS后，卷烟销量开始大幅下降。

Cochrane图书馆最近的一项题为《加热烟草产品帮助戒烟和降低吸烟

率》的研究，回顾了11项研究和2,600多人的数据，发现从卷烟转向HTP的人

接触有害化学物质的水平低于那些持续吸烟的人。

上述例子表明HTP对吸烟率、健康影响和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欧盟委员

会禁止调味加热烟草的决定，将使希望转向低风险烟草产品的欧洲吸烟者减

少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由于可供他们使用的替代品少了一种，吸烟者很可

能会复吸可燃卷烟，而欧盟正试图消除这种烟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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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最近一次是高级官员的离任以

及即将对其食品和烟草项目进行的检查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受到了审查。

此外，FDA不得不暂停其禁止Juul销售的营销拒绝令，因为被视为在监管合成尼古丁方

面做得不够而受到立法者的压力，人们不禁要问——FDA到底怎么了？

高管动荡
2月，罗伯特·卡利夫（Robert Califf）宣誓就任FDA局长。卡利夫为公众所熟悉，他

从2015年2月起担任FDA副局长，负责医疗产品和烟草，2016年2月，第一次被任命为FDA局

长。在卡利夫今年第二次确认执掌该机构后，担任FDA临时局长的珍妮特·伍德科克（Janet 

Woodcock）转任首席副局长。

2019年，卡利夫在为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发表的一篇意见稿中，敦促严格执行电

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的上市前审查要求，并呼吁加强监督，以遏制向未成年人非法

销售此类产品。他还表明了反对调味产品的坚定立场，在同一篇文章中建议FDA立即禁止

所有调味雾化产品。这是否影响了FDA对ENDS的上市前授权申请（PMTA）审查？截至3月中

旬，FDA已经对其收到的99%的PMTA做出了裁决，只授权了一款ENDS设备和两款烟弹，发布了

946,000多份营销拒绝令（MDO）。

高管动荡，政策反复，
美国FDA何以至此？

FDA局长罗伯特·卡利夫
下令审查CTP，这是因为
CTP此前一系列事件导致
FDA受到密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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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米奇·泽勒（Mitch Zeller）退休，辞任烟草

制品中心（CTP）主任。米歇尔·米塔尔（Michele Mit-

al）自2018年起担任CTP副主任，自泽勒退休后一直担任

CTP代理主任，直到7月布莱恩·金（Brian King）被任

命为CTP主任。批评人士指出，金曾担任国家慢性病预防

和健康促进中心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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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监管经

验，主要为CDC工作。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研究重点与烟

草预防和控制有关。此外，金也曾直言不讳反对雾化产

品，并在CDC应对2019年该机构创造的“电子烟/雾化烟

产品使用相关肺损伤（EVALI）”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近一位离开FDA的高级官员是CTP科学办公室主任

马特·霍尔曼（Matt Holman），他不仅在7月下旬离开

了FDA，还加入了菲莫国际公司。霍尔曼和FDA均表示，他

本人已回避所有与烟草相关的监管决策，并在此之前休

假。霍尔曼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支持这样一种观

点，即电子烟、加热烟草和口服烟草等替代产品的危害

性比可燃卷烟小，应该向不能或不想戒烟的吸烟者提供。

霍尔曼以更平衡的方法理解科学。他离开后，FDA

对烟草产品和电子烟产品等替代品的立场似乎更有可能

变得更加对立，因为两个领导职位都由看似反烟草和反

电子烟的个人担任。

FDA放弃Juul的MDO
FDA不得不放弃其针对Juul设备的营销拒绝令

（MDO），这当然也无助于该机构的信誉。

6月底，FDA向Juul发布了MDO，声称“没有足够的

证据来评估使用Juul产品的潜在毒理学风险”，并且该

产品“不适合保护公共健康”。此前，该机构对Juul进

行了两年的审查，后者花费了数亿美元来积累证明其有

益于公共健康的科学数据。然而，不到两周后，FDA根据

自己的命令发布了一项行政禁令，称“本申请中存在一

些独特的科学问题，需要进一步审查。”在MDO发布后

的第二天，Juul采取法律行动，联邦上诉法院下达暂缓

令，这是否有助于FDA看到这些“独特的科学问题”？

Juul是CTP的EVALI错误信息（现任CTP主任布赖恩·

金参与其中）的受害者，一直被立法者和主流媒体诽谤

为让年轻人对电子烟和尼古丁上瘾的元凶。事实上，美

国年轻人吸食电子烟的人数已经减少，他们更喜欢一次

性电子烟，比如含有合成尼古丁的Puff Bar，这一事实

被轻易掩盖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美国FDA把Juul政

治化了，而不是像该机构声称的那样捍卫公共健康。

合成尼古丁监管遭批评
4月，FDA获得授权监管合成尼古丁，但立法者也

批评FDA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各企业必须在7月13日之

前提交上市前申请，才能将产品留在美国市场。7月13

日，FDA报告称，已向两家未提交上市前申请的合成尼古

丁电子烟产品生产公司发出警告信，并在两周前向非法

销售非烟草尼古丁产品的零售商发出107封警告信。

CTP主任布莱恩·金说，“FDA自通过这项重要的非

烟草尼古丁产品监管新法以来，一直致力于积极实施，

今天宣布的警告信只是我们合规和执法行动的开始。”

然而，FDA被认为做的太少，行动太晚。除了反烟草组织

的批评外，FDA的支持者美国参议员苏珊·柯林斯（Su-

san Collins）和迪克·德宾（Dick Durbin）还致函

FDA，表示他们担心FDA无法在7月13日的最后期限前完

成，并呼吁局长卡利夫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从市场上撤

出所有合成尼古丁产品。柯林斯和德宾在授予FDA合成尼

古丁的授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FDA应该保护所有美国人，尤其是我们的孩子。

我呼吁FDA保持理智......FDA法律部门的这种大冒险是

不可思议的。对美国来说不安全，对我们的未来也不安

全，”德宾说，他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批评该机构控

制烟草和电子烟产品的举措。

CTP接受审查
7月19日，卡利夫于宣布，他已委托对CTP以及该机

构的人类食品计划进行审查，此举似乎试图控制损害。

卡利夫在公告中指出，“2022年2月，我重新加入FDA，

担任局长，我五年前就担任了这一职务。自我回归以

来，该机构采取了许多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重大行动。但

与此同时，该机构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考验着我们的监

管框架，造成了运营压力，督促我谨慎思考我们的业务

运作方式。因此，对于该机构的两个关键项目，我已委

托外部机构专家进行全面评估。“审查将由一个专家小

组和Reagan-Udall基金会进行。

“13年前，国会授权FDA监管烟草产品。在随后的

十几年里，我们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对数百万种产品做

出了监管决定。但在我们确定该机构将如何应对复杂的

政策问题，以及确定对越来越多的可能会对公共健康产

生重大影响的新产品进行执法活动时，我们面临着更大

的挑战。CTP将在评估期间继续其重要工作，包括审查未

决申请，并根据需要采取执法行动。”

审查结果将在60天内予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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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内卷烟销量将超疫情前
水平

据评级机构Crisil预计，本财

年印度国内卷烟销量增长水平将比

疫情前高出5-6%，其中大部分销量

是非法卷烟。

由于疫情防控政策放松，税收

系统稳定，户外流动性增加，今年

的销量预计将超过930亿支。2018

财年，卷烟销量850亿支；2019财

年，卷烟销量910亿支。由于疫情影

响，2020财年卷烟销量略降至900亿

支，2021财年暴跌至770亿支。2022

财年，销量再次回升到880亿支。

Crisil董事Anand Kulkarni表

示，由于第三波疫情的影响相对温

和，上财年第四季度的卷烟销量超

过疫情前水平。过去两年来，写字

楼入住率上升、零售业和休闲旅游

流动性接近正常，税收环境稳定，

刺激了卷烟需求增长。

然而，随着烟叶价格和包装成

本的增加，制造商的盈利可能会略

有下降。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

由于雨季推迟，影响了关键采收月

份的耕作，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

和卡纳塔克邦等弗吉尼亚烤烟主产

区的烟叶价格同比上涨15%。预计今

年包装纸的价格也将上涨10%。此

外，一次性塑料禁令实施后，卷烟

包装需要改用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成本。

尽管成本有所增加，制造商的

盈利仍然十分强劲。由于老牌制造

商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而且成熟

的分销渠道和广告限制等准入门槛

较高，卷烟公司的营业利润率仍能

保持在65%左右。

瑞典议会驳回调味电子烟禁令
在对烟草控制正统观念的明确

谴责中，瑞典议会（Riksdag）驳回

了一项禁止销售调味电子烟产品的

提议。最终投票结果为177票比126

票，46票弃权。

调味禁令提案由政府社会事务

部于2月下旬提出。如果获得通过，

该法律将于明年1月生效，并将禁止

在所有电子烟油中使用除烟草以外

的香料，包括零尼古丁电子烟液。

投票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此

前，瑞典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建议通

过该法案的大部分内容——该法案还

增加了对尼古丁袋和合成尼古丁的规

定——但建议取消调味禁令。议会全

体成员同意该委员会的意见。

由于鼻烟（巴氏杀菌口腔用烟

草）在瑞典流行已久，该国成为欧

洲常规吸烟者比例最低的国家。广

泛的流行病学研究已证明这种鼻烟

对健康没有明显危害。

其他七个欧洲国家已经通过了

有关非烟草调味电子烟禁令。在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匈牙利和乌克

兰，调味电子烟限制目前已经生效。

立陶宛的调味禁令于7月1日生效。在

荷兰，原定于7月生效的调味禁令已

被推迟到2023年1月。没有一个欧洲

国家完全禁止所有电子烟产品。

菲律宾电子烟法案自动生效
菲律宾的《雾化尼古丁和非尼

古丁产品监管法案》于6月24日提交

给杜特尔特。由于前总统罗德里戈·

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和现

任总统小费迪南德·邦邦·马科斯

（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在30天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

行签署或予以否决，该法案于7月25

日自动生效。

新法律实质上使电子烟成为吸

烟者减少或消除健康风险的一种合

法方式，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两周后

正式生效。

新闻秘书Rose Beatrix Cruz-

Angeles表示，小马科斯总统允许拟

议的电子烟监管法案在没有他签名

的情况下自动生效。根据新法律，

贸易和工业部（DTI）有权监管雾化

尼古丁和非尼古丁产品及其装置，

以及由烟叶制成或在烟草中含有尼

古丁的新型烟草产品。DTI还将与食

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协商制

定有关电子烟产品安全性、一致性

和质量的技术标准。

不过，FDA将保留对产品做出健

康声明的权利，例如尼古丁替代疗

法。卫生部（DOH）将制定实施吸烟

真味生物科技获得首批电子
烟生产许可证

6 月 1 5日，真味生物科技

（Zinwi Bio-Tech）成为首批获得

电子烟（电子烟油类）生产许可证

的电子烟公司之一。该许可证是根

据中国政府出台的将电子烟纳入烟

草法规的新措施颁发的。中国国家

烟草专卖局（STMA）于3月11日通

过《电子烟管理办法》（简称《管

根据电子烟新规，深圳市真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获准全国首批电子烟生产许可证。该公
司专注于雾化科技。

理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根据

该办法，取得国家烟草专卖局颁发

的生产许可证，是注册成立电子烟

产品、电子雾化材料（即电子烟

油）或电子烟尼古丁制造公司的先

决条件。

真味生物科技及时递交了申

请，通过了所有的要求和筛选程

序，成功成为首批获得电子烟生产

许可证的企业，展现了公司在行业

中的实力地位。

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严格

的质量控制是真味生物科技的核

心，该公司尤其重视减害雾化技

术。2020年，该公司成立了一个由

博士团队带头的雾化技术研究院，

研发团队不断突破行业技术壁垒，

获得并申请的专利有200余项。公

司的专业香料化学师团队已研发出

了数万种烟油产品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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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电子烟宣传活动的指导方针。

新法律还将购买、销售和使用此类产

品的最低法定年龄设定为18岁，防止

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设备。

前众议院副议长、该法案的主

要作者之一Rodante Marcoleta表示，

此法案是“送给菲律宾人民的一份礼

物，可以增进健康和福祉”。

“ 这 项 电 子 烟 监 管 法 规 是

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卫生

措施，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自

豪，”Marcoleta说，“这是我们近

20年来通过的第一部全面禁烟法案。

有了这项法律，我们就能一劳永逸，

借机消除每年导致近100,000名菲律

宾人死亡的吸烟行为。我们国家的吸

烟率下降只是时间问题。”

印度卡纳塔克邦将颁发烟草制
品销售许可证

不久后，印度卡纳塔克邦的

卷烟和其他烟草产品将只能通过有

执照的供应商销售。“制定烟草制

品供应商许可证规则的目的，是对

烟草市场进行监管。违规行为将根

据《2003年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

法案》（COTPA）记录在案，”大

班加罗尔市政公司（BBMP）卫生特

别专员兼高级烟草控制委员会成员

Trilok Chandra说。

他补充说，城市地方机构将

成为颁发烟草产品供应商许可证的

许可机构。在班加罗尔，由BBMP负

责。“卷烟和其他烟草制品市场缺

乏监管，是年轻人容易获得和使用

这些产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大

多数人是大学生，”他说。

青年赋权和体育部正计划争取

NCC和NSS学员的支持，以在学生群体

中传播对烟草使用弊端的认识。“在

青年赋权部长Narayana Gowda的指

导下，该部门将寻求大约500,000名

NCC/NSS志愿者的支持，以在同龄群

体中传播这种意识并提高对烟草使用

的警惕，”青年赋权和体育部首席秘

书Shalini Rajneesh补充道。

匈牙利烟草制品消费税收入同
比增长3.1%	

欧洲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提

高卷烟价格可能进一步刺激黑市贸

易。实行差异化税率也可以促使人们

转向无烟烟草和无尼古丁烟草产品。

根 据 国 家 税 务 和 海 关 总 署

（NAV）的数据，消费税是匈牙利的

一大税收来源。去年的税收收入为

1.2434万亿匈牙利福林（6.08亿美

元），高于前一年的1.196万亿匈牙

利福林（300万美元）。

据NAV统计，去年烟草制品消

费税收入达到4125亿匈牙利福林，

同比增长3.1%。但匈牙利商业日报

Világgazdaság（VG）称，不应忽略

同时生效的税率变化。

VG写道，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

实施的传统烟草控制方法（税率和

禁令）不起作用。

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减少

烟草危害而不是提高税率可能是改

善公共健康的解决方案。至少，行

业专家认为，在保持税收收入的同

时，加大最有害的烟草和尼古丁产

品（如卷烟）与无烟、潜在危害较

小的替代品之间的税率差别，可能

是改善公共健康的有效方法。

欧盟委员会已经在着手修订制

定欧洲烟草税收框架指令，预计将在

今年第四季度提出提案。该提案还将

涵盖无烟烟草和电子烟等尼古丁产

品、加热烟草制品和尼古丁烟袋。

美国FDA暂缓实施对Juul的销
售禁令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最近发布了一项行政暂缓

令。该命令于6月发布，要求电子烟

公司Juul将其电子烟产品撤出市场。

该机构在推特上表示，行政暂

缓令在进一步审查期间暂停了营销

禁令，但并未撤销禁令。

FDA于6月23日首次发布禁止

Juul销售电子烟产品的命令。一天

后，联邦上诉法院暂停了政府的这

项禁令。FDA最初的行动，是该机构

在监管推迟多年后，对价值数十亿

美元的电子烟行业进行全面科学审

查的一部分。

为了留在市场上，公司必须证

明电子烟有益于公众健康。在实践

中，这意味着需要证明使用电子烟的

成年吸烟者可能会戒烟或减少吸烟，

而青少年不太可能对电子烟上瘾。

FDA最初表示，Juul的申请给监

管机构留下了重大问题，并且没有包

含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任何潜在的健康

风险。Juul表示，它提交了足够的信

息和数据来解决提出的所有问题。

Juul第一季收入同比下降23%
据知情人士透露，第一季度

Juul Labs收入同比下降23%。政府

开展打击青少年使用电子烟活动期

间，该公司一直试图重新获得公众

的信任。

这家电子烟制造商在截至3月31

日的第一季度收入2.59亿美元。根据

此前未经调整的利息、税收、折旧

和摊销等结果，该公司损失2800万美

元，去年同期则盈利2900万美元。

Juul面临着来自监管机构和

检察机构越来越大的销售压力。6

月，FDA禁止Juul产品在美国上架，

理由是缺乏证据证明该公司产品的

整体安全性，并指出Juul“在青少

年电子烟使用率增加方面有很大责

任”。随后，该公司赢得了一项紧

急法院命令，暂时阻止了这一决

定。FDA单独中止了这项命令，允许

该公司暂时继续销售产品。Juul还

面临着一系列消费者诉讼，可能导

致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FDA的潜在禁令是政府长期控制

电子烟制造商的最新举措。

Juul于2019年停售了大部分调

味电子烟。2020年，美国FDA禁止甜

味和果味电子烟进入市场。

万宝路卷烟制造商奥驰亚集团

于2018年斥资128亿美元收购了Juul 

35%的股份。截至3月31日，其投资

估值为16亿美元。





30 tobaccoasia Issue 5, 2022 September / October

文
/托

马
斯

·施
密

德

几百年前，瑞典农民和渔民就开始享用鼻烟，他们当时当然没有“低风险”的意识。

相反，这是一个纯粹的必要性问题，是的，也是一个实用性问题。当时的无烟烟草被紧紧包

装在木桶或板条箱中，在蜗牛式运输和长时间储存期间，很容易过度发酵和变质。但在19世

纪，领先的鼻烟制造商Jacob Fredrik Ljunglöf在“现代化学之父”之一永斯·雅各布·贝

采利乌斯（瑞典语：Jöns Jakob Berzelius）的帮助下，开始对鼻烟进行巴氏杀菌，延长其

保质期。

鼻烟涅槃重生
1919年，瑞典政府推行烟草制造业专卖，鼻烟消费达到顶峰。随后，鼻烟消费开始长

期缓慢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无烟烟草类别几乎消失殆尽。幸运的是，1963年，瑞

典烟草公司决定，这种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享受烟草的方式值得保留下来。该公司启动了一

次全面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产品质量，实现了包装的现代化。这一努力使鼻烟再次逆袭，同

时使常规吸烟率急剧下降，最终使瑞典成为全欧洲男性吸烟率最低的国家。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鼻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装在单独的香包里。用户只需取

一小撮散装产品，将其塞在唇齿之间。用量可能不太精确。197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

一家养老院不再想处理其居民随地吐痰的问题，讽刺的是，其管理层建议瑞典烟草公司推出

鼻烟，最早的低风
险烟草制品
早在烟草监管机构发明“低风险”这个词之前，就有了鼻烟。虽然鼻烟最初起
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但在其他地方也开始流行起来。

瑞典火柴公司在瑞典哥德
堡岛上工厂的鼻烟生产。
图源：瑞典火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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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火柴公司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市的总部办公
室。

单独包装的鼻烟。事实证明，这只会让鼻烟

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并进一步抢走了卷烟

的市场份额。

瑞典火柴主导全球鼻烟市场
瑞典火柴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鼻烟制

造商和经销商，拥有众多品牌。该公司是复

杂的收购、合并和重组的历史的产物，这里

不再一一赘述。可以说，今天的瑞典火柴被

视为前瑞典烟草公司的继任者，政府最终放

弃了专卖。到1990年底，鼻烟实际上已成为

瑞典领先的烟草产品类别，导致卷烟销售进

一步下滑。为此，瑞典火柴在1999年剥离了

其卷烟业务，明确表示要建立无烟类别（尽

管该公司仍在美国销售一些雪茄）。

鼻烟不燃烧，风险较低
然而，在这段漫长而必然的历史教训

之后，究竟是什么使鼻烟被称之为“低风险

烟草产品”？这并不特别难理解。由于鼻烟

是一种不可燃产品，其使用者不会吸入过多

的潜在致癌化学物质。其次，鼻烟释放尼古

丁的速度比可燃烟草慢得多，持续时间也更

长，降低了心血管和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被动

吸烟”的问题当然完全消除了。瑞典火柴

公司的公共事务总监Cecilia Kindstrand 

Isaksson确认，“由于低风险产品最常与

卷烟相比较，鼻烟不燃烧这一事实本身就消

除了某些风险。除此之外，我们公司专有的

Gothiatek®标准将许多不需要的[烟草]成分

降至最低，进一步降低了使用者的风险。多

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与卷烟相

比，鼻烟对健康的影响微不足道。”

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
然而，Kindstrand Isaksson也欣然承

认，“低风险”当然不等同于“零风险”。

她解释说，“虽然与卷烟相比，鼻烟无疑显

著降低了使用者的[某些风险]，但瑞典火柴

从未争辩或声称鼻烟[完全]无害……但对于

不愿意或无法停止使用尼古丁的人来说，鼻

烟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她还建议从未使

用过烟草或尼古丁产品的消费者一定不要染

上这种习惯。

孕妇同样应该避免使用鼻烟，因为来

自任何产品的尼古丁都可能会对胎儿发育产

生负面影响。“此外，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

人也应该避免使用含尼古丁的产品，包括鼻

烟，”Kindstrand Isaksson警告说。

瑞典火柴品牌首获低风险认证
2019年10月，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

局（FDA）批准了其有史以来第一次——也

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瑞典火柴自有的

General品牌标签旗下的八种鼻烟产品低风

险认证。虽然另外两种无烟烟草产品同时也

收到了美国FDA的“改良风险”确认，但该

认证仅将其指定为“减少暴露”产品；细微

但明显的差别。

根据美国FDA的命令，瑞典火柴公司

获准将风险声明传达为：“使用General鼻

烟代替卷烟会降低罹患口腔癌、心脏病、

肺癌、中风、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的风

险。”当然，美国FDA的认证是对这家瑞典

公司的认可。

全球许多监管机构仍明确反对鼻烟
另一方面，欧盟（EU）的事情几乎不

值得庆祝。目前，所有欧盟成员国都禁止鼻

烟，但瑞典除外，这是由于瑞典长期使用这

种无烟产品，欧盟监管机构给予了该国特殊

地位。鼻烟在挪威也是合法的，并且越来越

受欢迎，该国实际上不是欧盟正式成员国，

而只是欧洲经济区（EEA）的成员。

但是Kindstrand Isaksson对《亚洲烟

草》表示，虽然欧盟是“监管机构禁止鼻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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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明显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例子”。她解释

说，“欧盟大约有16亿人口，他们的烟草控制政

策几乎未意识到低风险产品可以发挥作用。全球

大多数监管机构似乎确实认为应将鼻烟和其他无

烟烟草产品与可燃烟草归为一类，因此受到一系

列限制甚至禁令的约束。这是不合逻辑的。” 

报告：鼻烟每年本可挽救欧盟35万人的
生命

她还将欧盟的健康成本描述为“潜在的巨大成

本”。 “据估计，如果其他欧盟国家的男性会像

瑞典男性一样吸食鼻烟，那么全欧洲每年可以挽

救约35万人的生命，”Kindstrand Isaksson引用

了瑞典鼻烟制造商协会（snuskommissionen.se）

资助的研究机构鼻烟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

告中的结论。

Kindstrand Isaksson称，瑞典火柴公司已

经证明，开创性地转向鼻烟产品，完全放弃卷烟

业务，转而专注于低风险产品是可行的。“瑞典

火柴向消费者提供令人愉悦的含尼古丁的产品，

这些产品被视为卷烟的更安全替代品，并能大大

改善公共健康，此举可以创造股东价值。我希望

瑞典火柴开启的旅程能够激励烟草行业的其他公

司。”

印度的Nimex公司加入鼻烟潮流
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的许多公司已销售

许多鼻烟品牌，但总有其他玩家的空间。最新进

入竞技场的公司来自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

印度。总部位于孟买的Nimex贸易公司从事烟叶出

口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在2018年，该公司将目光

投向了开发和制造自己的鼻烟产品，大量投资于

现代化制造设施。

由于这些研发努力，该公司直到最近才推出

了两个最初的鼻烟品牌：Ssooo Frressh（含天然

薄荷）和Malta（配方中添加了印度香料，增强

了烟草味）。“我们首先在中东推出，然后在美

国推出，”Nimex公司的老板Parvez Abdul Kader 

Khatri先生说。

独创优质产品
Parvez先生坚称，尽管他的品牌是“按照斯

堪的纳维亚式鼻烟的最佳传统”生产的，但“我

们不辞辛劳地进行内部研究”，因此它们是健康

的原创产品，“是真正独立的专有产品，有别于

任何其他现有品牌的外观或味道特征。”他还补

充说，无论是Ssooo Frressh还是Malta，都不应与

印度的无烟烟草产品相混淆，如khaini，后者通

常由低质量的烟草废料制成。“我们的鼻烟是由

优质印度烟草和优质当地草药和香料制成的。”

以可靠的质量赢得消费者信任
Parvez先生称，他的产品迄今为止“在我们

推出的每个市场都收到了极好的客户反馈”。但

他也承认，Nimex仍处于以其鼻烟品牌建立稳固

的市场立足点的“非常初期的阶段”。Parvez指

出，印度制造的鼻烟是一种全新的产品，各市场

需要时间才能适应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视为典

型的斯堪的纳维亚的产品类别。

“ 我 们 不 是 在 争 取 获 得 主 要 市 场 份

额，”Parvez说，“相反，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以

可靠的产品质量赢得消费者信任，能够与任何其

他品牌抗衡。”Khatri的信心也体现在他开发其

他品牌的计划中，但他拒绝透露细节，这是可以

理解的。“鼻烟在各地消费者中的知名度都在稳

步上升，我们肯定会增加鼻烟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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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9日，泰国成为首个将大麻

从其麻醉品清单中完全删除的东南亚国家，

使其完全合法化，可用于任何用途。这一消

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掀起了波

澜。在泰国，很少有人对大麻全面合法化进

行过猜测。但令人惊讶的是，合法化也没有

任何监管框架可言。虽然总理巴育·詹欧差

和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Anutin Charnvir-

akul）都发表了声明，表示“不鼓励”娱乐

性使用，但直到现在，实际上也没有明确的

规定禁止娱乐性使用。

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
当地商界肯定欢迎这一突然的“人人免

费”的政策，但也没有预料到如此大胆的举

措。“6月9日，我们都颇感意外。之前，每

个人都预计只有医用大麻合法，这意味着使

用者在购买产品时必须出示医生的处方。而

现在基本上是完全合法的，购买的唯一要求

是至少20岁，不在怀孕或哺乳期，”Nikita 

Jenselius回忆道，她与妹妹Aline一起开设

了泰国第一家大麻网店PrikPot。“在我们

泰国大麻政策有待完善
泰国宣布大麻合法化，最初造成了大量混乱，但目前情况开始趋于稳定。

PrikPot共同所有人
Nikita（左）和Aline
（右）Jenselius。

Sukhumweed所有人兼CEO	Soranut	“Beer”	
Masayavanich。

咨询了律师几次之后，一切都在创纪录的

时间内完成了，”她说，“网站在3天内建

成，PrikPot于6月19日上线。”

监管缺席引起混乱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关于最低年龄和

怀孕/哺乳限制宣布合法化时并不存在。政

府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真正制定出明确

这两条规则的部级命令。随后几天又颁布了

另一项命令，有效地禁止在中小学、大学和

其他教育机构内销售和消费大麻。大约又过

了一周后，所有政府和公共建筑内也禁止使

用大麻。但仅此而已。这些是目前仅有的规

则。

最初几乎完全没有准则，国家警察局长

甚至在6月9日之后的一周向政府询问在处理

大麻使用者时应适用哪些法律。随着大麻合

法化进入第二个月，目前为止，警方唯一可

以借鉴的法律似乎与已经实施的有关吸烟的

法律完全相同。这意味着大麻使用者只有在

公共场所、或在禁止吸烟的地方、或气味困

扰其他人的情况下吸大麻才会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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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合法化之路漫漫
外行人可能轻易认为：泰国的大麻

完全合法化几乎是出乎意料地实现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2019年1月以来

漫长过程的一个里程碑，当时泰国政府

启动了一个专门生产医用大麻的阶段，

重点是CBD而不是THC的提取。只有选定

的学术医院和研究机构被允许在严格的

政府控制下开发某些CBD药物和健康产

品。供应农场必须经过包括FDA在内的

多个国家机构的艰巨的许可程序。获得

许可的农场也必须实施极其严格的安全

措施，如地块周围的铁丝网围栏、指尖

扫描门锁和视频监控系统，所有这些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所有作物都必须

交给指定的医院或机构。采收的任何数

量的大麻花都必须仔细记录，以确保无

一克丢失。有趣的是，这些开创性的农

场中有许多是供应公司，例如PrikPot

和Sukhumweed，可以自由选择客户出售

商品。当然也有许多以前的地下种植者

突然不再需要躲避当局。

大麻商店遍地开花
Jenselius姐妹的网店当然不是唯一可以公开购买大麻产品的

场所。事实上，合法化政策宣布后，零售店几乎在一夜之间蓬勃发

展起来了，尽管有的店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洞。比如Sukhumweed

店，它谨慎地隐藏在一条小巷里的一个宽阔的遮阳篷下，靠近曼谷

的主干道Sukhumvit路。老板是索拉努特·马萨亚瓦尼奇（Soranut 

Masayavanich），绰号“Beer”，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麻的支持者

和积极使用者。2019年1月，政府开始了第一阶段大麻自由化，仅限

于研究和医疗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侧栏），之后，他也是首批成

功获得许可证的当地企业家之一。

Sukhumweed的销售柜台堆满了一排排玻璃罐，里面有各种各

样的大麻。其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不等，室外养殖的当地品

种“Thai Loy”的THC含量相对较低，为9.6%，如“Rainbow Sher-

bet 11”和“含羞草”均是非常有效的顶级杂交品种，二者的THC含

量都在31%左右。Beer除了从他泰国东北部农村的特许农场采购产品

外，还维护着“由许多其他种植者组成的网络，他们每月向我们提

供产品，具体取决于我们的需求或现有的作物。”

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虽然他热情赞扬大麻自由化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急需一

步”，但他也对早在2019年就抓住这个机会表示了一些遗憾，当时

的许可证申请仍然异常复杂和昂贵。“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最终

拿到许可证，因为申请不仅需要提交给FDA，还需要提交给省级制

药组织。我甚至还需要当地社区领导的签字，”他对《亚洲烟草》

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我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现在

大家都很容易拿到许可证。说实话，我觉得自己这么早申请受骗

了。”

每个公民可种10株大麻
事实上：现在，每个泰国公民都可以通

过官方应用程序“Pluuk Ganja”（字面意

思是“种植大麻”）注册，申请私人种植10

株大麻植物，“用于个人医疗”。就在几个

月前，如果私自种植大麻，会导致几年的监

禁。然而，种植超过10株植物被视为“商业

性农业”，仍然需要申请许可证，现在轻而

易举就可以申请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

了推进合法化，2022年6月，政府甚至为普

通人免费分发了100万株大麻幼苗！

奇怪的顾客失衡
尽管看似肆无忌惮的“大麻财富”席

卷了整个国家，但PrikPot和Sukhumweed的

客户群绝大多数是外籍人士和游客。Nikita 

Jenselius说，PrikPot的网购者目前大约由

80%的外籍居民和5%的外国游客组成，而泰

国当地人仅占客户的15%。这种奇怪的泰国

人代表性不足也反映在Sukhumweed的客户统

计中，Beer估计他们的泰国人比例“最多

30%”。他说，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原因

是“泰国用户往往已经有了非正式的当地来

源，不需要依赖商店，而外国人最明显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 tobaccoasia Issue 5, 2022 September / October

泰国当前的大麻规则*

*上述规则是基于官方的部级规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生效，很可能会被纳入即将出
台的《大麻法案》，同时进一步补充未知数量的附加规则，例如涉及税收、进出口、
许可、商业制造等的规则。

法律免责声明：由于这些规则可能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亚洲烟草》不保证其有效
性或完整性，也不会对潜在的遗漏或错误报告负责。

规则
THC含量超过0.2%的大麻提取物

仍被归类为受管制物质，因此

仍然是非法的。

中小学、大学（和其他教育机

构）以及所有政府大楼都禁止

销售和消费大麻产品。

如果大麻气味影响到其他人，

那么公共场所吸食大麻将被处

以罚款。

所有禁止经常吸烟的地方，一

般都禁止吸食大麻。

禁止向20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

孕妇和/或哺乳期妇女销售大麻

产品。

每个泰国公民只要在“Pluuk 

Ganja”应用程序上注册，就可

以合法地私下种植10株大麻植

物。

种植超过10株大麻植物被视为

商业化种植，必须获得相关部

门（FDA、农业部、省级农业组

织等）的许可。

备注
目前仅适用于大麻二酚(CBD)

提取物，例如用于制造化妆

品、医疗或个人卫生产品或

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油类。显

然，THC限制不适用于大麻花

或芽，因为它们不属于“提

取物”。然而，浓缩大麻脂

（即“麻药”）的分类目前

尚不清楚。

该规则不仅适用于室内，也

适用于所述场所中的露天场

地。

要求实际投诉人向警局报

案。

除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外，该

规则有效地将禁令扩展到几乎

所有餐馆、酒吧、各类娱乐场

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

政府还“建议”孕妇/哺乳期

女性避免娱乐性使用。

PrikPot的Nikita Jenselius

表示，“目前正在发生变

化，因此在撰写本文时，我

们还不清楚实际允许种植的

植株数量。”

用“商业种植的大麻”制造

的商业产品同样需要适当的

许可。

Thai	Loy是当地的一个品种，THC含量相对较低，也是
Sukhumweed店的畅销品之一。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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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商店。”当然，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当地人被允许自己种植大

麻，而外国人却没有。

大麻合法化不可能帮助重振旅游业
公共卫生部和泰国旅游局等机构经常声称，大麻合法化将吸引

大批外国游客，有助于振兴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几乎被摧毁的旅

游业。但Nikita的妹妹兼商业伙伴Aline Jenselius对此有不同看

法。她认为外国人不会“仅仅因为廉价和免费使用的大麻”而承担

前往泰国的费用。“相反，关键是他们现在可以体验我们这个神奇

的国家所提供的一切……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合法地

在这里享受大麻。”换句话说，大麻的供应不会成为泰国作为度假

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而是对前来度假者的一种额外奖励。

大麻法案制定中
当然，这一相当复杂的传奇的最后话

语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目前正在召集

两院委员会，负责制定一项专门的“大麻法

案”——亡羊补牢，犹未晚矣。Beer本人也

是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他预计这些规则的

第一部分最早将于9月颁布。他解释说：“最

有可能的是关于进口大麻（进入泰国）和出

口大麻（到允许出口的国家）的规定，因为

目前这两种做法仍然是非法的，并受到严

厉处罚。”另一个有待决定的问题涉及税

收，Beer预计将在“12月的某个时间”出台

可行的规定。“而且很可能会按照目前对烟

草产品征收的消费税的方向发展。”

政府无路可退，必将出台法规
但是，无论《大麻法案》最后的法规是

什么，Beer坚持认为，政府几乎不可能取消

大麻合法化。“政策已经大白于天下，你明

白吗？棘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事情已成定

局。每个人都种植大麻，每个人都卖大麻，

每个人都从中获利。政府已无路可退，”他

说。PrikPot的Aline Jenselius说，合法化

还“将帮助许多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失去

一切的人重新站起来。”与此同时，她的姐

姐Nikita对《亚洲烟草》表示：“我完全同

意应该制定一些类似于酒精或烟草的法规。

当然，将来某个时间会有税收，但这对我们

来说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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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烟

草
在

线

今年上半年，中国烟草行业重点品牌

整体上保持了更快的发展，有接近三分之二

的品牌实现了“三个增长（商业销量、销售

收入、单箱批发均价）”。从2022年上半年

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卷烟市场正呈现出两

方面的特点：一是普一类烟（零售价在190

元/条~300元/条价位区间）正在成为各品牌

增量支撑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四、五类

烟（60元/条价位以下）已淡出市场，三类

烟（零售价60元/条~130元/条价位区间）的

发展力度也已经逐年减缓，而中间的一个

价区：二类烟（130元/条~190元/条价位区

间）发展优质与发展潜力依然存在。

普一类烟发展势头强劲
近两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

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及受理性消费的影响，

普一类下承二类烟，上接高端烟，拉动消费

结构提升的作用愈加显现，发展势头强劲。

普一类近两年一直保持着快速而持续的

市场成长，2022年前5个月已经拿下了超过

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并且还在以两位数以

上的速度稳定增长。

普一类的快速发展，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消费升级的趋动。近十年来，不断

提升的生活水平与富足的物质供给，使得消

费者们愿意选择品质更好的产品来佐证生活

的美好。

二是人们对健康更为注重，希望日常所

需要的“口粮烟”能够在满足烟瘾需求的同

时，也尽可能降低对健康的侵扰。

三是受中支烟流行的影响。中国烟草

市场近几年流行中支潮，中支烟已从高端产

品向普一类进军。中支烟目前占据普一类8%

以上的市场份额，提供了接近30%的增量输

出。普一类市场吸引中支入驻、中支向下触

探寻求新的增量空间，已是大势所趋。

目前，普一类卷烟市场正呈现出百花齐

放的状态。这个价位区间有着最齐全的品牌

覆盖、最丰富多样的品类形态、最密集的价

位空间、最多样化的营销方式。在这一价位

段，强势大单品与新锐势力产品共舞，经典

焕新产品与新形态种子选手齐飞。品牌在品

质上各有所长，在营销上各显神通，是发展

最强势的价位区间，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细分

市场。

中国卷烟市场一类烟风头正	
好二	类烟优势仍在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更多
的消费者选择普一类和二
类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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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烟的发展机会与潜力不可小觑
在普一类烟高歌猛进的同时，我们也注

意到，结构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带动作用并没

有那么迅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二类烟的市

场不会萎缩，相反其销量还将会继续保持一

段时间的增长，在这个人们向往美好生活、

追求美好生活的消费时代，中国烟草行业也

深刻认识到高性价比对卷烟品牌的重要性，

今年上半年，接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卷烟品牌实现了“三
个增长（商业销量、销售收入、单箱批发均价）“。

而二类烟这个价位区间，惠而不贵，可以有效衔接从高三类到普一

类的消费升级，所以商家将二类烟看做是吸引消费者将消费能力从

三类烟跨越到一类烟之间的一个桥梁，因此，尽管二类烟的价格区

间非常狭窄，但却拥有一批物超所值的高性价比产品。

庞大的“小镇青年”群体成为中国市场上美好消费时代新兴的

高热度消费群体，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他们的卷烟消费追求早已

从低价产品升级为高性价比的产品，并持续影响着更多消费者的决

策。对于二类烟市场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机会。比如，南京

（炫赫门）作为二类细支烟中的超级大单品，凭借着极高的性价比

在同价位细支烟市场拥有无可撼动的掌控力，同样也成为更多以口

粮烟为主要消费者的推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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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相关数据显示，二类烟是过去十年唯一保

持正向增长的一个关键价类，发展势头非常稳

定。尤其对于一些二类烟经典产品而言，往往

拥有庞大的忠实消费群体，这些经典产品的焕

新升级也使产品本身更加趋于完美。在品牌整

体的形象升级中，厂商往往在品牌的二类烟产

品中先进行尝试，通过不断改善产品吸味、产

品形象等，一步步推动品质提升和形象升级，

结果就是这种惠而不贵的经典二类烟产品变得

越发令消费者满意，不但使品牌的整体形象得

到提升，其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成为该品牌高端

产品的潜在人群。

中国烟草行业所说的高质量发展，并不

只是高端烟、高价烟的突飞猛进，同时也是

消费者日常“口粮烟”的结构提升，两者同

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后疫情时代，品质消

费兴起，300元价位正在逐步成为主导的卷

烟消费价格，在此以下，普一类烟这个兼具

规模与结构的价位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品

牌竞争的重要赛点，但二类烟实际上也承担

着非常重要且不可磨灭的衔接作用。作为口

粮烟的“常年型”市场，物超所值的二类烟

有庞大的消费人群，在高质量发展的坦途大

道上，优势仍在，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还有近几年在中国卷烟上流行的真龙（祥云）、人民大会堂（硬

红细支）、好猫（长乐细支）等二类烟新势力，共同特征就是口感好、

包装精、有内涵、具有极高的性价比，所以能迅速从市场上崛起，并形

成一股消费风潮。从目前卷烟市场情况来看，“短细中爆”仍然流行，

无论是短支烟还是细支烟，二类市场都呈现出远超于常规烟的高增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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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HL推出机器到云解决方案
KÖHL制造公司推出的KÖHL IIoT伺服系统，可与客

户备受推崇的工业4.0生态系统轻松融合，并实现设备数

字化。这种机器到云的解决方案灵活多变，而且不会过

时，能够随时克服令人烦恼的沟通障碍。

工业物联网（IIoT）是迈向工业4.0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生产工厂的数字化绘图，生产工厂与生产数据的收

集和评估系统的连接，是提供智能分析方法从而优化生

产流程的基础。工业物联网可提高工厂效率，降低成本。

由于生产流程几乎不会改变，生产工厂都是按照终

身使用来设计的。为了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较快的创新

速度，新的理念将是机械供应商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挑

战。制造公司则在推动数字化转型方面面临艰巨的任务。

另外，还需要提供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能够将陈旧生产设备融合到工业4.0生态系统中，并且该

方案的互操作性需要适应最新的需求。

IIoT伺服系统以数据为中心，提供独立、可扩展的

平台，设有轻量级软件架构，具有较高性能，在支持所

有的公共协议和机械方面可以实现互操作，而且可以灵

活配置、灵活扩展，易于维护。

IIoT伺服系统作为机械到云的智能解决方案，可

以在车间收集、处理数据，然后将数据传送到云端或雾

环境中。这个数据储存、分析和存档的过程，能够让客

户的生产满足未来的需求。智能化生产能够优化工作流

程、提高维护能力、降低能耗和改善服务管理。无论是

分散的架构，还是集中化的架构，都能够安装KÖHL IIoT

伺服系统，这取决于客户的需求或环境要求。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计划实施追踪系统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FBR）计划在4个已确认的行

业实施追踪（T&T）系统。为此，一些烟草公司针对该税

收机构再次提起诉讼。

联邦税务局禁止所有烟草公司销售没有印花税票的

卷烟，一些在之前提起过诉讼的烟草公司，再次向白沙

瓦高等法院（PHC）提交书面请愿书，希望不要实施追踪

系统。

卷烟制造商称，应该允许他们销售6月30日之前生

产的旧库存，理由是追踪系统从7月1日才开始实施。

在40家已注册的卷烟制造商中，目前有21家公司正

常运营，其中只有3家公司实施了追踪系统，其余的18家

公司尚未签署联邦税务局的协议，因此这些公司的销售

被终止。

唯一实施追踪系统的一家本地企业是Khyber烟草公

司（KTC），预计该公司2021-22财年贡献的税收收入将达

20亿卢比。公司首席技术官Shahid Sattar表示，根据政

府设定的目标，KTC在2022-23年的出口额需要达到1亿美

元。自本财年开始，卷烟行业就已经实施了追踪系统。

KÖHL	IIoT伺服系统实现机器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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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烟草公司利润大幅下降
巴基斯坦最大的卷烟制造商——巴基斯坦烟草公司

（PTC）报告称，截至2022年6月30日上半财年，公司利

润下降10%，主要原因是纳税额增长了100%左右。

根据提交给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PSX）的财务数

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上半财年，公司税后利润为

85.1亿卢比，去年同期为94.5亿卢比。

截至2022年6月30日上半财年，公司报告的税前利

润为157.1亿卢比，去年同期为131.2亿卢比。公司净利

润大幅下降，主要受到税额大幅上涨的影响。截至2022

年6月30日上半财年，公司纳税72亿卢比，同比增长

95.7%，去年同期纳税36.8亿卢比。

巴基斯坦烟草公司报告称，截至2022年6月30日上半

财年，每股基本稀释利润为33.32卢比，同比下降9.9%，

去年同期为36.98卢比。

上半财年，公司的净营业总额增至450.1亿卢比，

同比增长21.2%，去年同期为371.4亿卢比。

截至2022年6月30日上半财年，公司报告总毛利为

211.8亿卢比，同比增长18.66%，去年同期为178.5亿卢比。

上半财年，公司营业利润增至150.9亿卢比，同比

增长18.17%，去年同期为127.7亿卢比。

印度烟草研究所成员转用可生物降解的卷烟包装
近日，印度烟草研究所（TII）称，在卷烟外包装

方面，卷烟制造商成员已经从使用常规的塑料包装转向

使用可生物降解的包装。

TII表示，可生物降解的材料符合国际标准，同时

也符合最近发布的BIS标准。ITC、VST和GP等主要卷烟制

造商都是TII的成员。

TII指出，可生物降解的塑料非常环保，这种材料

一旦接触土壤，就会开始生物降解的过程。

“这种材料非常有益，即使在垃圾填埋场中也能

自然降解。可生物降解的塑料不会对固体废物收集和

回收系统产生任何影响，而且还能降低相关的收集成

本，”TII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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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水烟时，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

将水烟糖蜜加热到恰到好处的温度。为此，

简单地使用普通木炭（例如烧烤木炭肯定不

是一个好主意。传统的木炭实际上会燃烧和

消耗烟草。“它不仅会破坏味道，而且还会

在水碗中产生大量灰烬，用户在吸食水烟时

会吸入灰烬，这是真正的风险，”Shaman 

Co.的联合创始人之一Milan Shabaev解释

说。该公司是最知名的专用水烟炭制造商之

一。吸食水烟时，只是加热烟草以释放其蒸

汽，而非燃烧烟草。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凉

爽、令人慰籍的烟雾，这是水烟体验的特

Shisha Charcoal
专业阐释水烟碳
水烟炭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产品，旨在发挥水烟的最佳效果。为此，全球领
先的水烟碳品牌之一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理想情况下，水烟碳必须
持久均匀地燃烧，而且必
须无气味。
图源：Shaman Charcoal公司

色。在某种程度上，将水烟视为最初的“加

热不燃烧”（HNB）设备可能并不太牵强，

水烟在HNB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印尼椰子壳可生产质量上乘的碳
2016年，Milan Shabaev及其合伙人

Daniel Muratov Roizman创立了Shaman Char-

coal公司。该公司的产品目前在全球35个国

家有售。该公司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在印

度尼西亚生产水烟炭，但两位联合创始人主

要在其家乡西班牙开展营销运营。Shaman煤

完全由椰子壳制成，完全利用工厂的地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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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Shabaev说，“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丰富

且易于加工，能够制造出质量上乘的炭，高

热值、可持续且燃烧均匀。”尽管该公司还

尝试过使用开心果、榛子甚至葵花籽壳等农

业副产品替品，但均产出劣质碳。Shabaev补

充说，也不能满足诸如低灰分、持久的热量

和中性口味等消费者的标准。看来没有什么

可以与椰子炭相提并论。

两种方法确保产出优质产品
为了将椰子壳转化为炭，Shaman使用

了传统的燃烧方法和更现代的热解技术。前

者将椰子壳在钢桶或的粘土炉（有时让人想

起窑）中一层一层地紧密堆叠起来，逐渐烧

焦。堆叠可防止氧气到达缓慢阴燃的椰子

壳，从而获得最多的碳（煤！）产量。“这

种方法绝对不需要任何技术，非常便宜，因

此最常用。”Shabaev说。“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工人持续专注，保持椰子壳燃烧并根据

需要堆放新的壳。”另一方面，热解是一种

相当先进的技术，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

使用专门的机器以更可控的方式烧焦椰子

壳。“虽然这种方法设置复杂，成本昂贵，

但从总体上来看，并没有真正带来明显的质

量差异；至少终端消费者不会有所感知，”

他指出。

Shaman	Charcoal公司
参加水烟行业绝大多数的
展会。

图
源
：
Shaman Charcoal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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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an	Charcoal公司市场销量排名

来源：Shaman Co.

排名	 市场	 所售规格
1 欧洲 26mm + 28mm立方体

2 中东 26mm立方体+六边形

3 巴西 26mm立方体+六边形

4 北美 所有规格

5 澳大拉西亚 所有规格，以及日本的22mm立方体

Credit: Shaman Charcoal

Credit: Shaman Charcoal

Shaman的水烟碳是全球
畅销品（上图为俄罗斯市
场的产品）。

Shaman水烟碳推广人员在俄罗斯一家水烟吧演示产品。

首选立方体形状
尽管其他一些水烟炭制造商已决定将

碳粒子压制成颗粒，但Shaman专门生产立

方体，目前最常见的规格是26毫米和28毫

米。Shabaev说，一种特殊的22毫米的立方

体在日本很受欢迎。该公司还生产六角形产

品，但主要在巴西和中东销售。Shabaev表

示，“立方体是理想的形状。它们散发的热

量均匀，持续时间足够长，是任何水烟吧的

首选。”

但这并不意味着S h a m a n忽视了研

发。Shabaev透露，该公司将很快推出“一

系列新的水烟炭，形状将升级，旨在进一

步改善热量分布，同时减少本已很低的灰

分。”虽然预计普通用户不会立即注意到这

些调整，但他坚持认为“新产品将使终端用

户的水烟体验比以前更加愉快。”此外，该

公司目前正在研发一种“速燃水烟炭”。

顾名思义，Shabaev透露该产品将“适合旅

行”，因为它“可以在几秒钟内用一个简单

的打火机点燃，并且持续时间足够一次便携

式吸食。”

德国不再是水烟碳“圣地”
直到不久前，Shabaev和Roizman还习

惯将德国视为“所有水烟炭市场的圣地”。

但是，二人后来意识到，德国市场已经过度

饱和，竞争产品琳琅满目，“他们都给自己

贴上了‘优质’的标签。”因此，二人决定

不再像以前那样将营销重点放在德国，而是

专注于波兰、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其他

欧盟国家。无论是否纳入德国，欧洲仍然是

Shaman产品的最大市场，紧随其后的是自

然是中东。令人惊讶的是，排名第三的是巴

西，接着是北美和澳大拉西亚。

专注于水烟市场
Shaman的每一批炭都经过严格的强制

性实验室测试，以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自

燃。但也经常进行质量测试，例如灰分含量

和开裂，以保持产品的高质量标准。“太多

的炭公司从事每一种产品类型，从水烟炭到

卷烟过滤嘴用碳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产

品，”他说，如此广泛的分布很容易损害整

体产品质量。因此，Shaman决定只迎合水烟

市场。“我们相信，这种专注的精神是我们

每天从世界各地收到数十个寻求成为我们经

销商的请求的原因之一。”Shaman的魔法似

乎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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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2006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00336.HK），核心业务包括香精、香原料、烟草原料及再造烟叶、香精胶

囊、电子烟相关产品等新型烟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贸易。华宝国际

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坚持“同心多元化”发展战略，

现已发展成为一家现代化、国际化的跨国企业集团。

再造烟叶产品专家
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GDGL）成立于1999年，2010年成为华

宝集团的子公司。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有员工600余名，是国家

烟草专卖局（STMA）批准的再造烟叶（RTL）研发基地。

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天然植物原料和农副产品的

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最全面的烟丝条材料生产基地，包括造纸法再造烟

叶生产线、稠浆法再造烟叶生产线、干法再造烟叶生产线。

2012年11月，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完成第二期再造烟叶生产

线，获得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并投产。这是首条通过认证的标志性造纸法再

造烟叶生产线，被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定为中国技术最先进的造纸法再造烟叶

生产线。2016年，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广东中烟联合成立的“烟

草行业再造烟叶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被认定为中国唯一的再造烟叶领域的

重点实验室。

华宝国际：HNB产品
综合解决方案专家

高浓度薄荷胶囊香味持久。

华宝拥有全球唯一一条干法再造烟叶生产线。

稠浆法再造烟叶，用于加热烟草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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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ed Post

华宝印尼公司稠桨法再造烟叶生产线。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设备更新，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再造烟叶生产线在设备、管理、技术、操作、包装、运输等方面

均达到了高水平的专业水准。该公司积极满足客户的要求，生产他

们需要的定制口味和大小。该集团洞察客户对再造烟叶产品需求的

变化，因此其产品始终符合需求。

同时，华宝集团率先为全球烟草行业提供香精，在特色香味物

质和高档烟用香精的研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广东省金叶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与华宝专业的香精研究团队合作，为客户定制不同的香

料，生产香气十足的加热不燃烧卷烟。

华宝印尼公司投资全新的再造烟叶工厂
为向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服务，华宝印尼公司于

2020年底开始在印尼建设再造烟叶生产线。2022年3月，印尼工厂的

稠浆法再造烟叶生产线正式投产，年产能为1000吨，未来计划持续

增长。华宝印尼为许多客户提供再造烟叶。同时，广东省金叶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派出多名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到华宝印尼，确

保其产品的一流品质。

借助印尼工厂，华宝加强了对国际客户的开发和服务，同时也

提升了集团的品牌知名度，以开发更多的海外客户。此外，华宝将

扩大海外生产基地规模，提升再造烟叶产品产能。同时，华宝集团

拟在近期为创新烟草领域的其他相关产品建设延伸生产线。其国际

化服务团队现为国际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2022年9月15-17日，华宝集团将在德国多特蒙德举办的主要烟

草展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2上展示其印尼工厂生产的再造烟

叶产品。客户将进行终端烟草产品填充材料评估。华宝欢迎参观者

光临其展位。

再造烟叶：稳定且可调控
再造烟叶广泛用于加热不燃烧(HNB)烟草产品，其中包括一些

与传统卷烟相同的投入，但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使用不同

的工艺和生产线来生产多种烟草材料以打造不同的体验。

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最大的生产线属于造纸法再造烟

叶生产线。年产能3万吨，供应国内烟草行业。产品具有清香淡雅的

特点，给人以极大的满足感。物理和化学特性可调控，尝起来像传

统卷烟。

除了造纸法再造烟叶外，稠浆法再造烟叶材料也是HNB烟芯的

绝佳选择。其对风味物质的高效保留和特征还原技术具有烟草口味

的明显特征：香气浓郁饱满、强度高、满足感强。广东生产线年产

能600吨，印尼生产线年产能1000吨。

重要的是，广东省金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拥有干法再造烟叶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拥有全球唯一一条获得科技成果认证的、年产能

1000吨的干法再造烟叶生产线。干法再造烟叶具有香气细腻、填充

力高、韧性强等特点。

香精胶囊香味丰富
2015年，华宝集团成立云南芯韵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占地5000多平方米，拥有经过

认证的“十万级”恒温恒湿洁净厂房，管理

模式先进，总投资超过1500万美元。

华宝集团是国内最早研发烟用香精胶囊

的企业之一，现已具备胶囊生产核心技术的领

先优势。客户可以依托华宝集团的研发资源。

芯韵拥有120多名敬业的专业员工，其

中20名具有多年烟草行业从业经验的管理

人员。研发部和品管部（中日平台）有20多

人。此外，生产线上有80多名经验丰富的工

人，确保每个流程标准化。胶囊出厂前需经

过多道机器筛选和人工筛选步骤，以确保各

项性能指标符合客户要求。

芯韵在员工培训和管理方面均属上乘，

实现了完善的ISO质量控制体系，不断改进

生产流程，打造了一支集生产工艺与研发于

一体的高效团队。

芯韵胶囊获得多项质量认证。壳料和芯

液的使用达到食品级，所有颜色均通过烟用

材料许可使用物质名单YQ15-2012批准。目

前，芯韵生产的香精胶囊尺寸在2.6-4.4mm

之间不等，香味类型丰富，有花香、果香、

茶香、酒香、草本香和其他独特的香精，还

可以定制香精。

芯韵质量控制体系先进，胶囊产品稳定

可控，在高速机中运行性能优越，“捏爆”

感好，防潮性强等。该公司从日本引进全套

六线滴注机组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总投

资超过4000万美元。该自动化生产线日产

烟用无缝胶囊可达800-1000千克，年产能达

30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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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烟

草
在

线

“互联网+”，指利用信息和互联网平

台，使得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利用互联

网的优势特点，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

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

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创

造新的发展机会。

烟草行业一直在探索更好地利用互联

网技术，2003年4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启动

了“行业卷烟生产经营决策管理系统”工程

建设，被认为是“两化”融合的典范。随着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2020年，国家局提出

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

通过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互联

网＋”创新应用在更广领域中拓展、在更深

层次上延伸，技术与烟草产业在广度和深度

两个维度持续融合：智能制造让传统生产插

上“科技翅膀”，智慧平台让烟农踏上“数

中国烟草成立40年以来
的数字化转型变化

字大道”，“数据上云”让卷烟营销拥有“神

经中枢”……智慧农业、智能制造、零售新模

式、“互联网+监管”硕果累累，农工商政数

字化转型持续推进。

智慧工业：建强网络	平台赋能
像四川中烟这样的传统卷烟工业企业，

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赋能主要赋在

哪里？他们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实现生产效

率、产品质量、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和产品

研发周期的缩短、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充

分激发数据新要素驱动作用。

2021年，四川中烟编制完成了企业“十

四五”网信规划，绘制出了“十四五”时期

数字化转型的“路线图”和“施工表”。目

前，四川中烟已完成了省级节点专有云和数

据中心建设，建设完成了企业云端的“中枢

”互联网+“持续推动中国
烟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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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编制完成了《四川中烟数据管理标准及规范总纲》，畅通数据流通

渠道，保障数据管理工作规范运行，加快推进“业务数据化”向“数据业务

化”转变。聚焦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建设目标，四川中烟各工厂相继开展数

据中心机房改造，加快5G专网建设，为各类“5G＋”创新应用场景提供高速

稳定的网络环境。什邡、绵阳、西昌卷烟厂在学习成都卷烟厂CPS智能工厂

试点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为生产过程中设备、工艺、质量等海量信息提供

可靠的数据汇聚管理平台，建强了工厂“神经网络”。

在提高产品研发效率上，四川中烟基于产品数据管理、集成产品研发和

产品过程项目管理等理念，打造了卷烟、雪茄烟等全品类产品研发大数据平

台。2021年，四川中烟着力探索中台化组件应用和“大数据＋”应用，实现

了原料保障能力的提升，重点品牌原料保障及使用预测有效率提高60%以上；

产品开发及维护方面，新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50%，产品维护频次下降60%。

智慧农业：一部手机种好烟
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线上完成烟叶种植合同签订、信息查询，实现“合同

签订让烟农少跑路”；可实时监控育苗大棚的温湿度，即使远在“千里之外”，

也能化身烤烟育苗的“大管家”；在线下单预约，便有一项项专业化服务送到田

间地头，让烟农轻轻松松种好烟……这些智慧场景的实现，得益于云南烟草商业

深入开展“一部手机种好烟”建设，推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与烟叶生产经营管理

深度融合。

“现在种烟真是轻松多了，手机下载个APP，从签订合同到请工帮忙都

能轻松搞定。”家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李浩寨乡李浩寨村的邰洪

伟，种植烤烟已有20多年，“一部手机种好烟”让他大开眼界。

中国烟草行业各个领域有效实施数字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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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邰洪伟的熟练操作下，可以看到专业

服务模块的界面，不仅可以选择包括育苗、

机耕、起垄等9个烟叶生产环节的专业服

务，也可以选择由哪家合作社提供相应的服

务，所有服务价格透明。在技术服务模块，

整合学习资料、主推技术等信息查阅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模块专门设置“农技咨询”

并引入烟叶生产专家，为烟农提供一对一技

术咨询服务，实现线上实时答疑，及时解决

烟农种烟问题。在惠农服务模块，烟农可以

购买地膜、有机肥等烟用物资。

烟叶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依托“一部

手机种好烟”构建开放数字创新发展环境，

云南省局（公司）积极推进“互联网+现代

烟草农业”模式的广泛运用，全面打造云南

烟叶“自然禀赋+数字内涵”发展新优势。

智慧物流：“点、线、链”上新成效
说到物流方面，可以看看安徽省安庆市

烟草专卖局（公司）物流中心是怎么做的。近

期，安庆烟草以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在进一

步盘活物流资源存量，深化资源共享、信息互

通、流程衔接，持续提高物流运行效率上发

力，取得物流管理“点、线、链”上新成效。

“点”就是基础设施。一方面，运用物

流综合管控平台串联信息孤岛，整合离散数

据，深挖数据资源价值，释放数据资源效能，

增强数据对业务挖潜增效的支撑能力。另一方

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新投产的细标合一分拣

线，实现分拣效率、作业时间、故障点、故障

时间等数据实时在大屏中监控显示，推动数字

车间建设，推进全要素、全环节的动态感知、

互联互通、数据集成和智能管控。

“线”是指业务流程。运用采购系统实

现采购流程数字化管理，研发“工业到货入

库排队系统”实时显示入库次序，使用“精

益卫士”App实现设备维修流程无纸化运行，

搭建“简道运”小程序实现电子化的用章、

培训、出差、报销等环节审批，逐步将物流

业务流程“上云”，实现业务流程化，流程

数字化，全面提升管理运行效率。

“链”是指物流供应链融合通过搭建“卷

烟分拣及配送信息追踪平台”“车载监控系

统数字化运用”等，向供应链数字服务云平

台方向发展，与供应链上各环节共同构建生

态系统，促进物流全链条数字化升级。

智慧网建：“量体裁衣”精准服务
近年来，广西区局（公司）从普惠服

务、增值服务、增强服务时代性入手，为零

售客户提供更多“量体裁衣”的精准服务。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从终端形象改造、非

烟经营拓展、金融信贷支持、客户教育培训

等多方面入手，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

急，为零售客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去年以来，广西烟草商业系统积极与各

大银行对接，搭建线上金融支持服务平台，

累计为零售客户提供了超过9亿元金融贷款

支持。同时，依托互联网平台，广西烟草商

业系统面向零售客户累计开展26.5万场次培

训，培训零售客户超过65.8万人次。通过大

规模、多层次、立体式培训，将现代经营知

识和经营技能传递给零售客户，零售客户经

营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在增强服务时代性方面，广西区局（公

司）与时俱进，深入推进数据营销，不断丰

富“线上+线下”立体式服务，为零售客户

提供了更多经营支撑。他们还研发了支持全

商品扫码、全方式支付、全店铺管理的一体

式记录仪，让智能好用的现代经营工具助力

客户经营；搭建“组组对标”“户户对标”

平台，让科学实用的现代经营方法助力客户

增收；广泛开展零售客户“开口营销”大

赛，让有效好用的品牌推介技能助力客户致

富。此外，直播频道、云上课堂、智享平台

也在八桂大地广泛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与

卷烟经营深度融合，更多的零售客户广泛应

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智能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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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烟草合作公司成功退出破
产保护

美国烟草合作公司（USTC）于7

月14日成功退出破产保护程序。该公

告是在联邦破产法院于6月23日批准

USTC第11章重组计划，以及批准与路

易斯集团的和解条款后发布的。USTC

最初于2021年7月申请破产保护，以

履行对其成员种植者的合同义务。同

时，该公司消除了正在进行的路易斯

集体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

“今天退出破产保护程序，标

志着1946年至2005年的联邦价格支

持计划终止后，超过17年的集体诉

讼的结束，”USTC首席执行官Oscar 

J.House说。“我们的退出使我们现

在可以只专注于合作社知名的服务

和产品。我要感谢我们的客户、员

工、供应商、董事会，特别是我们

的会员种植者在整个破产程序中的

持续支持。我们现在正式退出了这

些程序。”

根据该计划，除了支付路易斯

集体诉讼的和解款外，USTC还将付

清有担保的贷方、供应商和无担保

债权人的款项。

“我们精力充沛，”House继续

说道。“而且业务强劲。农民成员

签订了今年秋天的收成合同，客户

订购了我们的产品，每天都在处理

货物。凭借我们经验丰富的管理团

队、敬业的员工以及我们强大的市

场地位，我们已准备好迎接成功的

未来。”

澳大利亚当局打击非法烟草贸易
最近，澳大利亚当局在打击非

法烟草活动中，捣毁了维多利亚州

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涉嫌金额

达4亿澳元。

维多利亚警方、澳大利亚边

防部队（ABF）和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突击搜查了位于墨尔本以北

90公里处布罗德福德的一处厂房。

该处厂房涉嫌在国内种植、制造、

进口、分销和销售非法烟草。

多机构组成的非法烟草工作组

（ITTF）自2月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以

来，维多利亚州农村地区已查获并

销毁多种非法烟草作物。

此外，ATO和维多利亚州的警方

还查获了用于烟草种植和加工的设

备以及车辆、现金和武器。

自2021年7月以来，ABF查获了

超过2.83亿支卷烟、8吨散烟叶。该

犯罪集团试图将这些产品进口到澳

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种植烟草如未取

得消费许可证，就是违法行为。

该犯罪集团与国际执法机构有

利益关系的海外实体有关联。

非法烟草利润通常会流入参与

贩毒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津巴布韦场外烟草销售造成
5700万美元损失

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表示，去年有5家烟草出口

商因场外销售损失了5700万美元，并

誓言要加快行动遏制这种违约行为。

场外销售是一种合同违约形

式。合同协议规定，烟草只能出售

给向种植者提供投资的承包商，合

同烟草种植者却违反合同协议，将

烟草出售给第三方。

农民或非法购买者包括未取得

许可证的承包商都有可能违约。

TIMB在其网站上发表的最新文

章中说：“这种犯罪行为每年造成

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并有可能扼杀

烟草业。”

“TIMB无法准确确定每年的损

失程度。仅在2021年，就有5家出

口商由于多种因素损失了5700万美

元，其中主要因素是场外销售，”

它表示。

有许可证的烟草采购者（承包

商）向农民提供烟草种植所需的投

入，承包商保证以等于或高于拍卖

场的价格（按照烟叶等级）采购所

有合同烟草。如此一来，农民的收

益就会增多。

在此类非法交易中，TIMB表示

无法仲裁定价或在承包商延误收购

时迫使承包商付款，因为这无异于

助长犯罪。

农民对联一国际印象深刻
参观联一国际烟草加工厂的120

多名农民赞叹其烟草价值链的运作

方式。

农民们表示，他们已与联一国

际合作了较长时间，在工厂参观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还感谢联一国际按时采购

烟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挑战。由

于政府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投入

补贴计划，农民表示在2022/2023产

季将扩大种植规模。

在参观加工厂期间，联一国际

生产总监David Mayunga表示，公司

决定邀请也是农民的Amcos领导，来

了解烟草价值链的运作过程，并见

证作物加工、储存和运输到出口市

场的过程。

他说，邀请是活动的一部分，

以确保农民见证他们的作物如何增

值，并学习到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2022年，该工厂从Sikonge、 

Tabora、Urambo、Kasulu和Kahama

采购了2250万公斤烟草。Muyunga

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将产量提高到

2990万公斤，并呼吁农民提高烟草

质量。

津巴布韦烟草合同销售将继续
进行

自3月份开始的烟草拍卖季于

近日结束，共计售出烟叶逾1.8亿公

斤，平均每公斤3.0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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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还不错，虽然不

如去年好，”来自哈拉雷东南部农

业区Rusape的小规模烟农Tafadzwa 

Mugwagwa说。

“今年的降雨反复无常，有一

段干旱期，而且雨季较迟。我们施

肥时作物受到影响，采摘时又遇到

下雨，这就是作物没有按时拍卖的

原因，”他告诉新华社。

然 而 ， 由 于 大 量 烟 草 陆 续

到达拍卖场，烟草业营销委员会

（TIMB）表示，合同销售将继续进

行，直到另行通知。预定8月17日进

行扫尾销售。

大多数农民在销售季节结束前

已将他们的农作物送到拍卖场，但

马尼卡兰省的许多农民表示，烟草

还没有交付完毕。

津巴布韦许多种植规模较小的

农民认为种植烟叶可以摆脱贫困。

津巴布韦的烟草业以小规模烟

农种植为主，该国50%以上的烟草

年产量由他们种植。烟草对小规模

烟农更具吸引力，因为75%的销售收

入以外币支付。由于该国通胀率很

高，外币收入使得投资成为可能。

马拉维德勤公司因审计违规被
罚款

马 拉 维 特 许 会 计 师 协 会

（ICAM）发现马拉维德勤公司在对马

拉维烟叶公司的审计案件中有违法行

为后，对该审计公司进行了处罚。

ICAM通过道德与调查委员会进

行了调查，并通过纪律委员会就其

成员的案件召开了纪律听证会。

在某案例中，ICAM表示，德勤没

有对拍卖控股有限公司（AHL）子公

司马拉维烟叶公司（MLC）的审计程

序进行尽职调查。德勤保证称AHL集

团履行了适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该公司因此被判有罪，ICAM委员会对德勤处以严厉的谴责和最高150万

克瓦查（1,451美元）的罚款。

ICAM表示，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德勤没有对存在错误和错报的年

度财务报表的审计程序进行尽职调查。其中包括使用发票编号048/13向东方

烟草公司进行1,215,000美元的虚构销售。

然而，德勤在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财务报表中高估股票有关的

第三项指控中被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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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烟草行业继续广泛使用化肥。增长地区各有各的原因。政府或农业合作社经常以

高额补贴价格提供化肥，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如果使用得当，化学产品还可以在植物成

熟时更好地控制营养，从而提高产量和作物质量。然而，化肥也带来了许多不太好的方面。

例如，如果使用过多，它们很容易破坏土壤，甚至污染淡水资源。某些肥料的暂时供应短缺

也是前所未闻的情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们会使农民陷入困境，并对作物生长发育产

生不利影响。

有机堆肥使用率很低
但话说回来，“可持续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包括烟草种植在内的农业界最大的流行语

之一。因此，人们可能认为，从大量可免费获得的有机废物中生产的堆肥，特别是在印度尼

西亚等热带国家，将是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伟大途径。有机堆肥还将给生长期的作物

提供更均衡的营养，同时为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的农民节省一大笔钱。至少换用部分有机

堆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然而，现实根本不是这样。

虽然“可持续性”已成为烟草行业的热门词，但相较于化学产品，印度尼西亚
对天然肥料的使用仍然不足。

印度尼西亚未充分
利用天然肥料

Dian	Haruno（中间偏
右）培训农民和工人如何
施加有机肥。
图源：M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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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有机肥后的任抹县Besuki农场。

图
源
：
MDR

爪哇岛东端任抹县的庞大地区是印度尼西

亚最重要的烟草种植中心之一，Mangli Djaya 

Raya（MDR）是该区最大的独立烟草商之一。

该公司在任何产季都与数百名当地农民签订合

同，而且还从无数自由市场供应商那里采购农

产品。

公司总裁Christian A.Njoto Njoo（Chris）

在《亚洲烟草》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作为其

良好农业实践（GAP）的一部分，MDR坚持“可持

续的烟草政策，包括鼓励我们最密切的种植者更

多地使用天然肥料。”他还承认，与化学肥料相

比，天然肥料目前只占一小部分。他指出，制作

堆肥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比获取化学品的成本更

高。“虽然我们要求我们的农民使用堆肥，但我

们不能强迫他们这样做，”他说。

化肥价格飙升	有机堆肥“因祸得福”
尽管所有这些都表明前景不乐观，但Chris

坚持认为MDR的农学家们一直在教育种植者使用

天然肥料的好处。最近的经济形势可能对此非

常有帮助。Chris解释说，化肥价格最近开始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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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抹县燃烧作物废弃物，
印尼全国普遍存在这个问
题。

像任抹县这种制造有机肥的堆肥坑很少见。

图
源
：
MDR

图
源
：
MDR

升，同时由于全球开始衰退等各种原因，市

场供应量也在下降。“光是这一点就可能推

动我们的天然肥料运动，从而因祸得福。”

天然堆肥优势众多
MDR农学家Dian Haruno表示，使用天

然堆肥也有明显的优势。他对《亚洲烟草》

表示，最明显的一点是土壤质地和质量的显

著改善，包括细菌和真菌活性的增加。其

次，由于天然肥料固有的有益健康的营养成

分，需要以人工制剂的形式补充较少的氮、

磷和钾。此外，天然肥料向土壤中释放养分

的速度较慢，时间较长。它还大大降低了所

谓的“肥害”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普遍的问

题，过度施用化肥时，会导致植物枯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土壤“中

毒”的危险实际上也被否定了。“很难用天

然堆肥给土壤过度施肥，即使过渡使用，它

也会缓慢地释放出养分，”Dian解释道。此

外，一旦天然肥料的使用率超过化学药剂的

使用率，它将成为烟农的长期成本节约解决

方案。“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和预计未来

几年将持续的异常天气模式，增加天然肥料

的使用是一个值得农民乃至我们行业整体追

求的机会，”Dian说。

农民喜欢简单处理
支持大规模使用天然肥料的观点是令

人信服的。那幺，为什么印尼种植者如此不

愿接受这种做法呢？当然，这与当地的现实

有关。MDR管理人员Ferry A.Setiawan说，

印尼大部分烟草农场都是小农户家庭经营，

只有0.5-2公顷的可耕地。许多人甚至没有

自己的土地，而是从大土地所有者那里租来

的。Ferry说：“无论小农户还是大地主，

农民通常不想处理过于复杂的东西。他们喜

欢简单的东西，包括农业废物。将这些废物

转化为堆肥需要时间和金钱。因此，他们宁

愿将废物卖给周围为数不多的几家工业化生

产堆肥的公司。”

堆肥投资太大
此外，累积的废物量往往不足以保证

对昂贵的现场堆肥设施进行投资。这促使许

多农民干脆焚烧他们的农业残留物。Ferry

说，“这样速度更快，麻烦更少。”他补充

说，收获后的农田焚烧“几十年来一直是印

尼的一个问题，主要是由于烟雾污染。但

是，稻壳和稻草等一些较难处理的废物的费

时分解是另一个障碍。“稻壳需要20多天才

能转化为堆肥，需要持续关注。例如，分解

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可以燃毁整个草堆。在相

当干燥的收获季节，这种火灾很容易失控、

蔓延。”

农民喜欢立竿见影的化肥效果
Ferry的同事Dian Haruno指出，“不可

否认，如果没有廉价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天

然肥料仍然比现成的化学品昂贵得多。”然

而，MDR总裁Christian a.Njoto Njoo提到，

最近化肥价格飙升以及市场短缺可能恰好

是“推动以高成本效益的方式生产足够数量

的天然肥料的绝佳机会”。但这也需要最终

赢得种植者的支持。Dian表示，这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天然肥料发挥效用总是慢得

多。农民已经习惯于看到化肥使用后迅速返

青。因此，他们往往轻视天然肥料的优势，

不理会鼓励使用天然肥料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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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塔基亚烟草是一种特殊的烟草，目前种植在美洲、欧洲和日本海

岸。由于Prestige Leaf公司大力营销，这种烟草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进军中

国和东南亚。该公司估计今年将向其客户提供大约50吨该产品。

拉塔基亚烟草是一种经日晒和熏制的烟草产品。它起源于叙利亚，以

主要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命名。后来由于该地区的一些政治原因，一些生产转

移到了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的缺点是，它不种植自己的烟草，依赖从不同国

家进口烟叶。这就产生了关于统一性和采购的问题。

近年来，土耳其率先推出了伊兹密尔(İzmir)型烟草，这种烟草的熏制

方式与叙利亚拉塔基亚烟草相同。这为市场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和统一的产

品，赢得了主要制造商的认可。

拉塔基亚烟草在低温下发酵，然后要经过几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熏制，

这是形成其复杂香味的决定性因素。拉塔基亚燃烧时，散发出一种特有的林

烟香气，同时伴随着花香甜味。拉塔基亚传统上用于烟斗烟草的配方，但一

些前卫的雪茄和卷烟生产商也使用它。大多数烟斗烟配方使用拉塔基亚作为

调配，并非主要原料，而是用于增加复杂性，控制燃烧速度。

土耳其拉塔基亚烟草
将进军中国和东南亚
ASTAB-CRAMER和PRESTIGE计划携手推广一种新兴的烟
草——拉塔基亚烟草（Latakia	tobacco）。

拉塔基亚烟草经日晒和熏制有林烟香气，同时伴有花香甜味。

拉塔基亚烟草在低温下发酵，然后要
经过几个月的熏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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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月的熏制，获得均匀、优质的拉塔基亚烟草。

经过几年的试验，位于土耳其伊兹密尔市的Astab 

Cramer Tobacco公司已成功生产出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

土耳其伊兹密尔拉塔基亚烟草。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烟

草是经典的伊兹密尔型香料烟，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它

得到了世界烟草行业的高度认可。爱琴海地区有生产/

供应，并与个体农民签订合同。在完成烟草采收和日晒

后，由公司代表采购并运至主要储存设施。日晒后的烟

草采用现代设备和筛子进行加工，去除沙子、灰尘、碎

叶、任何劣质烟叶以及非烟原料。

在第二阶段，烟草被转移到现代熏制烤房，再使用

每天从森林中新鲜运送的乳香灌木进行熏制。通过连续

测量温度和湿度来监测烤房，经过几个月的熏制，获得

均匀、优质的拉塔基亚烟草。然后将这些烟草再次送往

加工厂，筛出细烟末和碎烟叶，使用标准尺寸的纸箱包

装成品，准备出口。

欲了解有关拉塔基亚烟草或市场详情，请联系

Prestige Leaf公司。

香港Prestige Leaf Trade Limited

香港九龙长沙湾荔枝角道838号励丰中心3楼305-7 

企业注册号：2457129         

纳税人识别号（TIN）：66967311

www.prestigeleaf.com

+6697318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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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烟草种植

者协会（ITGA）于2022年8月5-6日首次回归

线下会议。事实上，2022年美洲区域会议是

在成员组织2019年最后一次开会的地方举行

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拥有500多年

烟草生产历史的国家。来自阿根廷、巴西、

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的ITGA成

员参加了讨论，都各抒己见。令人鼓舞的

是，该行业仍然团结一致，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众志成城。此外，ITGA地区会议的价值再

次被证明是种植者及其协会的重要资产。

然而，我们目前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

环境中。很多问题影响着该行业，比如乌克

兰持续的战争导致生产成本飙升、通胀加剧

和农业不安全。我们正越来越多地研究气候

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作

物的异常天气状况。全球监管环境使本已不

堪重负的全世界种植者更是雪上加霜。世

ITGA加紧努力将烟草种
植者纳入全球监管磋商

烟农长期不准参加FCTC	COP会议，未来将通过ITGA施加必要的压力，以获取参会
的权利。 8月5-6日，来自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

共和国以及美国的ITGA成员参加了2022年美洲区域会
议。

INTABACO总监Rafael	Almonte；多米尼加共和国农
业副部长Dario	Vargas；COPROTAB的Jose	Javier	
Aranda出席了ITGA的2022年美洲区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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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WHO 

FCTC）正在领导一场反烟草运动，这远远超

出了该公约生效时致力于消费对健康的影响

的初衷。今天，根据WHO FCTC提出的论点，

烟草及其内在供应链是世界上最消极的社会

和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

WHO FCTC第17条是关于经济上可持续

的烟草种植替代品，对农民来说极为重要，

但我们认为，这是该公约中最被忽视和轻

视的条款之一。FCTC始终强调该行业的耻辱

化，聚焦其他领域。过去15年来，我们一直

目睹这种敌意和不受尊重。各地的烟草种植

者意识到可行的多样化机会，在大多数情况

下，特别是在高度依赖烟草生产的国家，这

种多样化根本不可能。根据第17条，种植者

希望得到支持，以找到烟草的替代品。遗憾

的是，第17条工作组未能向种植者提供技术

支持，各国的执行情况很差或根本没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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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由于WHO FCTC工作组对第17条

采取了不切实际的做法，通过该条

约的国家进行了10多年的投资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该工作组对种植者

来说完全无用，替代烟草的挑战仍

然存在。ITGA强烈认为，FCTC缺乏

关于烟草种植的知识，并且没有向

种植者提供有意义的技术或财政支

持。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要

求将其纳入讨论、政策演变和政府保护，以促进可能影响种植者生计的适当

措施。我们世界各地的成员主张他们作为不可否认的伙伴有权合法表达他们

的关切。十多年来，一场关于WHO FCTC政策可能对种植者生计造成威胁的宣

传运动揭示了一些现有建议所带来的危险。ITGA要求WHO FCTC切实执行第17

条，并将重点放在高度依赖烟草种植的国家。至关重要的是，国际机构和农

民组织也应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各国应根据数据和证据指导

教育方案和宣传活动，以避免误导烟草种植者和工人可选择的替代和可持续

生计。WHO FCTC的目的不是惩罚烟草种植者和工人，而是促进经济上可行的

替代品。

对第5.3条（行业干预）的错误解释一直是FCTC用来阻止种植者代表合

法参加每两年举行一次的缔约方大会（COP）公开会议的最有力工具。根据

FCTC议事规则第32条，观察员有权参加缔约方会议的公开会议并在会议上发

言，但无表决权。缔约方会议主席团在COP4上提出的将公众排除在公开会议

之外的理由与第5.3条的法律属性关系不大。出席COP4的大多数代表反对这

一决定。

国际法协会（ILA）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律师协会。ILA设立了一个国际

组织问责制委员会。ILA声誉良好，其关于国际组织协会的善政原则是，决策

过程以及制度和业务决定的执行都必须透明。它还指出，善政意味着“充分

获取信息是任何国际组织负责任运作的基本要素”。

目前的FCTC议事规则不能使FCTC COP尊重其公开透明的法律义务。COP

会议可被视为在参与和提供信息方面存在非法漏洞的环境中运作。每次FCTC

适用第5.3条，将所有COP会议向公众关闭，都是在损害和不尊重国家主权，

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履行这些义务，而非COP。对于声称有权跟随、出席COP并

在会议上发言的种植者代表，没有给予任何尊重。由于COP运作违反了它们

自己的规则和适用于政府间组织的国际议事规则，因此现在是纠正这些会议

的程序的时候了。

根据FCTC第5.3条规定的范围，行业干涉是公众不应参加COP会议的原

因。然而，由于FCTC秘书处的武断解释，非政府组织在本条中也受到了同样

的歪曲。根据这一假设和对本条的错误解释，ITGA和其他合法实体被拒绝参

加所有缔约方会议。

从现在起，烟草种植者将施加巨大压力，以确保他们参与其中，并将

尽最大努力在未来的COP上获得合法代表。15年来，FCTC一直剥夺种植者及

其代表的这一权利，违反了自己的议事规则。ITGA作为唯一一个代表世界各

地烟草种植者的全球协会，不会像过去15年那样在FCTC上浪费时间。ITGA及

其各国种植者协会将要求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以确保

在COP上尊重适用于国际协会的规则的完整性。下一次会议将于2022年在巴

拿马举行。

鉴于烟草生产是就业的重要来源，在种植烟草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

济利益，因此，烟草种植者呼吁该行业内外的所有合作伙伴，主要是政府、

企业和价值链中的其他相关参与者，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共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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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DA前任高级官员将加入
菲莫国际

菲莫国际表示，非常期待FDA前

高级官员马特·霍尔曼（Matt Hol-

man）加入公司团队“创造无烟未

来”。

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烟草制品中心（CTP）科学

办公室主任马特·霍尔曼离开该机

构后，将加入菲莫国际公司。但菲

莫国际没有透露有关霍尔曼新职位

的信息。

菲莫国际一位发言人向《国会

山报》（The Hill）表示，霍尔曼“

致力于在保护青少年的同时，帮助现

有的成年吸烟者获得经科学证实的无

烟替代品。我们期待他加入我们的团

队，继续追求无烟的未来。”

在霍尔曼离任之前，CTP烟草

制品中心主任米奇·泽勒（Mitch 

Zeller）于今年四月退休。泽勒的

继任者布莱恩·金（Brian King）

于7月1日接任。“我知道他领导该

部门度过了一个关键时期，包括对

大量PMTA（上市前烟草产品申请）

审查的准备和监督工作。我对马特

多年来的贡献和坚定不移的承诺表

示感谢，祝愿他在新的职业生涯中

一切顺利，”金在一份内部备忘录

中说。

备忘录显示，霍尔曼一直在休

假中，并回避了所有的CTP和FDA项

目，同时正在谋划政部门以外的职

业机会。在给《国会山报》的一份

声明中，FDA没有提供霍尔曼回避项

目的开始日期。

“FDA雇员可以在政府部门之

外自由寻找工作，但是必须及时披

露他们正在寻求政府之外的工作机

会，”FDA的一位女发言人说。

“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

下，一旦我们发现霍尔曼博士打算

寻求新的职业机会，并符合政府道

德规则，他会被拒绝参与该机构所

有与烟草相关的监管决策。这是人

事问题，因此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

论，”FDA补充道。

CAPPA呼吁尼日利亚政府对
烟草行业加强监管

非洲企业责任和公众参与组织

（CAPPA）呼吁尼日利亚政府采取更

多措施，对烟草业在虚拟空间的活

动进行监控和规范。

“自《2015年国家烟草控制

（NTC）法案》和《2019年国家烟草

控制（NTC）条例》实施以来，尼日

利亚在监管烟草业活动方面取得了令

人骄傲的进步。但显然，在监控和规

范烟草业在虚拟空间的活动方面仍有

很多工作要做，”该组织表示。

该报告称，截至2022年1月初，

互联网用户已超过1.092亿，由于年

轻人口迅速增长，占其2亿多人口的

70%以上，尼日利亚的互联网用户不

断增加，使其成为一个非常理想的

烟草市场。

报告称，因此，尼日利亚的控

烟倡导者、政策制定者和国家当局

关注这些新挑战和现实尤为重要，

以应对并揭露烟草业在虚拟空间中

的主导作用。

报告指出，尼日利亚政府应紧

急应对烟草业在虚拟空间中带来的挑

战，并呼吁审查《2015年国家烟草控

制法案》中的法律条款。这些条款含

糊不清，缺乏解读，很可能被烟草业

及其盟友做出主观的解读。

研究显示烟草生长不受污染物
影响

乌拉尔联邦大学在《园艺》杂

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专家

已证明，花卉和烟草在受污染的土

地上也可以茁壮成长。这些植物可

以限制茎叶中的金属聚集，来吸收

土壤中的铜。

“菊科和茄科植物，例如百日

草和烟草，可以吸收铜，它们的根

系具有铜积累的功能，”联合研究

者Anastasia Tugbaeva解释说，“

拥有维持、恢复自然和转化生物系

统组成部分的生物技术”。

“以百日草为例，我们首次证

明它可以在铜污染的土壤中生长，甚

至比在无污染土壤中开花更快。也就

是说，它可以用于园林绿化区域，而

且长势良好。烟草是一种重要的农作

物和有用的肥料，在我们的实验中也

能够长期适应铜污染的环境。尽管基

质中的铜含量很高，但其生长情况与

对照植物基本相当。”

在调查中，科学家根据现实情

况设定了湿度和温度，而且测试了不

同浓度的硫酸铜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并分析了植物的各种生理特性。

吸烟者倾向于隐藏带有图片警
语的烟盒

2022年6月2日JAMA Network 

Open网络版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

美国吸烟者收到带有图片警语标签

的烟盒时，隐藏烟盒的频率增加了

38%。然而，当吸烟者收到没有图片

警语标签的普通包装时，他们不再

隐藏卷烟。

“在一项随机临床试验中，

我们证实，接收带有图片警语标签

的卷烟包装时，美国吸烟者不太愿

意在公共场合展示这些包装，”第

一作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赫

伯特·韦特海姆公共卫生与人类长

寿科学院的杰出教授约翰P.皮尔斯

（John P. Pierce）说。

研究参与者包括居住在圣地亚

哥的357名吸烟者。他们同意从研究

网站购买他们喜欢的卷烟品牌。参与

者会随机收到其中的一种包装，这三

种包装分别是带有图片警语标签的包

装、空白包装或美国标准包装。参与

者大约收到了19,000包卷烟。

赫伯特·韦特海姆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资深作者David R.Strong

指出，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在长

达一年的研究中，没有发现任何证

据表明带有图片警语标签的包装会

改变吸烟行为。”

吸烟者在研究前和研究后的吸

烟习惯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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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非法卷烟消费增加了，尽管同一时期
的卷烟消费量下滑了。

菲律宾急需建立机构间联系		
遏制非法烟草贸易

在 菲 律 宾 经 济 区 管 理 局

（PEZA）、国税局（BIR）和海关局

（BOC）之间建立机构间联系，可以

遏制非法烟草贸易，并产生急需的

收入来资助新的政府项目。

国 会 议 员 杰 利 克 · 乔 纳 斯

B.诺格拉雷斯（Jericho Jonas B. 

Nograles）是众议院非法烟草贸易

和农业走私筹款委员会主席。他强

调要明确国税局在自由贸易区的执

法限制，以及部署税收官员的重要

性，并任命第三方审核员和安装闭

路电视。

在提出建议时，诺格拉雷斯表

示非法烟草贸易会造成巨额收入损

失，估计每年损失260亿菲律宾比索

（4.6613亿美元）。

诺格拉雷斯援引欧睿国际的一

份报告称，在棉兰老岛出售的每10

支卷烟中，就有6支是非法卷烟，因

为有大量非法烟支泛滥，而且价格

便宜。“走私卷烟每包仅售35比索

（0.63美元）或每支2比索——几乎

是已纳税卷烟（每包72比索）一半

的价格，”诺格拉雷斯在一份声明

中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数据，全球每年烟草税收损失

400-500亿美元，估计约为6000亿支

卷烟，或相当于全球10%的消费量。

马来西亚非法卷烟贸易卷土重来
非法卷烟比例从2020年63.8%的

高位下降到2021年的57.3%之后，在

2022年上半年再次上升。

根据尼尔森公司最新的《2015-

2022年马来西亚非法卷烟研究》，非

法卷烟比例在2022年3月增至58.4%，

然后在5月回落至57.7%。

日烟国际马来西亚公司总经理

Khoo Bee Leng表示，财政部长加强

了措施管理转运政策，马来西亚皇

家警察和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也采

取了一系列执法行动，非法贸易大

幅下降，确实令人鼓舞。

然而，Khoo认为2022年上半年

非法贸易呈增长态势，是因为马来

西亚领海以外的船只通过转运走私

非法卷烟。

为了遏制非法贸易，Khoo呼吁

政府成立一个由水警、马来西亚海

事执法局和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组成

的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行动。此

外，她还建议拦截所有关闭AIS转发

器的供应船只和接收船只。

Khoo说，非法卷烟与合法完税

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大，也会诱使

消费者选择违禁品。

英美烟草2030脱碳目标获英
国SBTi支持

英国SBTi批准了英美烟草的目

标，即到2030年，与2020年基线相

比，将范围1、2和3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减少50%。

SBTi确定英美烟草2030年目标与

1.5°C的轨迹一致，并赞扬英美烟草

设定了SBTi流程最雄心勃勃的目标。

英 美 烟 草 首 席 营 销 官 金 斯

利·惠顿（Kingsley Wheaton）表

示：“我们很高兴2030年减排目标

获得SBTi的肯定。SBTi是一家全球

领先的机构，与世界各地的公司合

作，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继续将可持续性融入从

能源使用到包装设计等业务的各个

方面。我要感谢所有业务部门同事

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作为一家致力于

打造‘更美好明天’的目标驱动型公

司，我们为自己的承诺感到自豪。”

获得SBTi批准，进一步证明了

英美烟草致力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发挥的主导作用。例如，2021年英美

烟草连续第20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

展世界指数，代表该公司跻身全球

ESG 10%的行列。2022年，《金融时

报》连续第二年将英美烟草确定为气

候领导者，使其跻身欧洲3%实现范围

1和范围2排放强度降低的公司行列。

欧盟非法卷烟消费量持续增长
由菲莫国际委托毕马威在2021

年开展的非法卷烟年度消费研究显

示，去年，欧盟非法卷烟消费量预

计增加了3.9%或13亿支，欧盟成员

国的卷烟消费量达到355亿支。同

时，该研究估计欧盟卷烟消费总量

在同一时期有所下降。

研究显示，欧盟非法卷烟消费

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假冒

卷烟消费量预计增加了33%，去年

消费量增长到80亿支。总体而言，

法国仍然是欧盟最大的非法卷烟市

场，2021年共消费151亿支非法卷

烟，占该国卷烟消费总量的29%，较

2017年13%的消费总量显著增长了。

毕马威的年度报告重点关注欧

洲30个国家（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

英国、挪威和瑞士）的非法卷烟消

费和流动情况。报告指出，如果这

些卷烟通过合法渠道购买，欧盟各

国政府的税收将增加104亿欧元。

该研究还显示，2021年，27

个成员国中约有一半的成员国（16

个）非法卷烟消费量出现下降或保

持稳定。在这些国家中，波兰的非

法卷烟消费量下降幅度最大，降幅

达3.7%。

假冒卷烟消费是欧盟非法贸易

的主要驱动因素，假烟消费量估计

达到123亿支，占非法卷烟消费总量

的34.6%。该报告显示，由于新冠疫

情导致旅行和边境限制，有组织的

犯罪集团将业务转移到欧盟境内，

直接在当地制造假冒卷烟。毕马威

对七家不同执法机构进行的采访发

现，非法制造场所越来越多地向欧

洲西部迁移，以接近法国和英国等

价格较高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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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ed Post

Mac Bailey先生11岁时开始了他的烟

草职业生涯。当时他的小学在五朔节的一个

传统是，需要系上丝带，举行庆祝活动。然

而，学校没有钱。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想方设

法挣到钱。小麦克想到，他的同学都生活在

弗吉尼亚州卢嫩堡县，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

点烟草。他把同学们带的烟草集合在一起，

然后拿到市场上销售。这样就筹到钱了！这

是他第一次销售烟草，也是整个社区的一次

成功。

他的公司诞生于FCV老区。

1979年，GLT公司（Golden Leaf Tobacco 

Company）成立了。Fredrick “Spider” Cook

也在那一年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的父亲为

Mac工作，Spider四十多年的忠诚不仅体现了

他对贝利家族的奉献，也体现了他对客户和

GLT团队成员的承诺。现在，Cook是GLT烟叶

部门的执行副总裁/总监。

1994年，Mac Bailey决定在弗吉尼亚州的

基斯维尔成立自己的卷烟公司，再接再厉，继

续为乡村农民而奋斗，向五代先辈及其在FCV

老区的烟草种植遗产表示亲切的敬意。

GLT公司成立于1979年，
与美国种植者签订合同，
为全球合作伙伴供应烟
叶。

Golden	Leaf	Tobacco公司为本
地以及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服务

几十年来，Mac	Bailey成功运营烟草企业，为乡村烟农
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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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SO 9001:2015, ISO 14001:2015,
ISO 45001:2018 & SA 8000:2014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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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Bailey希望帮助海外的烟草制造商以及
行业。

Mac发现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

的种植者能够提供马里兰州类型的

烟草，于是他在那里投入了时间和

精力。截至目前，GLT公司仍然是该

地区种植者的主要承包商以及合作

伙伴。

2019年3月，Mac出售了他打

造的非常成功的卷烟业务品牌S&M 

Brands。他做出的这个艰难的决

定，是他一贯的作风，并且得到了

家人的支持。

故事还未结束。然后，Mac养成

了一项“爱好”，在自己老家9000

多英亩的GLT农场管理着至少10000

头肉牛。

这位南弗吉尼亚州绅士及其

创办的GLT公司的故事非常简单。

就是一位喜欢烟草的农民的故事。

他创建了一家公司，在当地销售烟

叶，支持他的社区。现年78岁的

Mac Bailey希望帮助海外制造商和

行业。Cook和国际销售经理Anne 

Froke现在在世界各地出差，直接与

全球合作伙伴合作，满足他们的烟

叶需求。GLT公司与美国种植者签订

了合同，有能力和资源服务于所有

潜在客户——正如67年前Mac Bai-

ley为他的小学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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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新西兰首次宣布出台一项

法律，禁止向2008年后出生的任何人出售烟

草，引起全球关注。这一大胆举措将从根本上

结束新西兰的吸烟问题，或者至少到2025年将

吸烟率降至人口的5%以下，这在世界上尚属首

次。这也启发了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在制定自

己的控烟法规时模仿新西兰的计划。

新西兰拟议的新法律将禁止向2009年1

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人出售烟草产品。理论

上，这意味着13岁或13岁以下的人将永远无

法获得卷烟或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烟草。但

在实践中，肯定会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想方

设法沉迷于被禁止的烟草，最有可能的方式

是质量可疑的非法产品。新法还将大幅降低

烟草中的尼古丁含量，使其不致上瘾，并将

可出售烟草的商店数量减少90-95%。新西兰

将电子烟作为吸烟的替代品，对于该国的吸

烟者来说，一个小小的缓解措施是，他们仍

然可以吸食含尼古丁的电子烟。

马来西亚计划分代
终结烟草

新西兰和马来西亚争先恐
后地试图消灭所有人的吸
烟行为。
图源：Freepik

新法的一读几乎在议会获得一致通过，

尽管一些支持该法律的议员对此表示担忧和

保留。大多数担忧包括该措施尚未在世界任

何地方实施，带有实验性质，禁令增加非法

贸易可能性，以及对低收入者的影响。该法

案目前正在审查中，预计将在今年年末通过

成为法律。

马来西亚的无烟草一代法案
马来西亚正在推进自己的无烟草一代法

规草案，似乎要与新西兰“齐头并进”。卫

生部长Khairy Jamaluddin似乎是新西兰拟议

禁令的强烈拥护者，并早在今年1月，即新西

兰宣布禁令一个月后，就表示他将提出一项

新的烟草和吸烟控制法，以取代目前的烟草

产品管制立法。

Khairy在卫生部的新年致辞中说，“我

必须为这个分代终结进行调配，确保有一天，

这个国家的新一代人将不再知道卷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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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拟议禁令将扩展至卷烟之外，纳
入电子烟。

分阶段逐步停止吸烟，直到有一天，

马来西亚将成为无烟国家。”

就 在 新 西 兰 法 案 一 读 一 天

后，Khairy向议会提交了他的法案，

并且比新西兰的法案更高一筹，还纳

入了电子烟和雾化烟监管。此外，除

了禁止向2007年1月1日后出生的人出

售卷烟、烟草和雾化产品外（Khairy

最初的分代终结计划是面向2005年后

出生的孩子，允许实施、社区教育和

执法计划），该法案还将禁止这些人

吸烟和持有烟草产品。相比之下，新

西兰的法案仅限于禁止销售烟草产

品，而不禁止持有烟草产品。

议会卫生、科学和创新特别委

员会建议将该法案的实施推迟三年，

直到议会批准的执行框架得以建立。

委员会还建议，分代禁令应仅适用于

2008年之后出生的人，而不是法案中

提议的2007年出生的人。

此外，委员会呼吁政府修订该

法案，纳入一项强制性评估条款，

进行两次强制性评估。第一次强制

性评估将在三年内进行，以审查政

府是否准备好全面执行分代禁令以

及法案是否成功。它还将确定可燃

和非可燃烟草产品以及雾化产品是

否需要单独的法律法规。第二次强制性评估将在10年内进行，将审查法律的

合规性和有效性，并在必要时新增基于新兴科学的规定。

马来西亚拟议法案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授予能够进入任何场所（包

括住宅）的官员广泛的执法权力；打开并检查个人的行李和包裹；拦截、搜

查和扣押车辆；打开计算机访问信息；甚至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搜查

和扣押，包括搜身。而新西兰的法案只授权官员进入和搜查非住宅场所，而

且需要有搜查令。

议会特别委员会主席Kelvin Yii博士说，“必须严格控制检查、可能

的身体检查和惩罚儿童的权力，以防止虐待。因此，执法指南必须对此非常

明确和具体，以确保弱势群体不会成为法律的受害者，特别是穷人。”

委员会还“强烈”建议，对被发现违法的青年的惩罚不应包括监禁，

也不应记录在一个系统中。相反，对初犯的惩罚应该是社区服务、强制咨询

和“合理”罚款。

反对党议员兼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MUDA，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以青

年为主的政党，代表新法最可能影响的人群）主席Syed Saddiq Syed Abdul 

Rahman担心该法案会损害零售商的销售，侵犯个人自由，并可能损害消费者

的利益，引发连锁反应，导致酒精和糖甜饮料等其他商品被取缔，增加非法

贸易，并损害消费者的人身自由。

Datametrics研究和信息研究中心（DARE）及其市场研究合作伙伴

Green Zebra的一项研究发现，83%的马来西亚人认为，一旦禁止向2005年后

出生的人出售卷烟的分代禁令生效，非法卷烟贸易将激增。有趣的是，三分

之二的受访者报告说，雾化烟帮助他们完全戒烟或减少吸烟。

日烟国际总经理Khoo Bee Leng表示，如果政府不能执行现有法律来防

止年轻人吸烟，拟议的法案将毫无意义。她说，“这项法案将无法实现其目

标。相反，它将继续把消费者推向黑市。除非能够保证执法，否则烟草行业

不是开始实施这项法规的合适市场。”

英美烟草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内Nedal Salem也认为，这项禁

令将助长马来西亚的非法烟草市场，并将对公众健康产生负面影响。Salem

说，“[拟议的禁令]从未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过测试，缺乏任何有效的科学证

据，很可能对我国的健康议程有害。助长非法烟草市场，中饱犯罪分子的口

袋。马来西亚经济艰难地从全球疫情中复苏，禁令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烟

草行业、就业和增长将受到影响，政府收入将大幅下降。”

然而，卫生部长Khairy认为，这项禁令对该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

微。Khairy在议会辩论该法案之前的一次新闻采访中说，烟草业只占马来西

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8%。“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参与卷烟行业，而

吸烟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对经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Khairy说，这项禁令将分阶段实施，不会对经济造成直接影响。他

说：“从2007年、2008年、2009年等出生的人开始，整个卷烟市场将逐渐

萎缩……市场萎缩需要很长时间，也许20-30年。每年都有更多的人不能吸

烟，但那些已经吸烟的人将继续购买卷烟产品。”谁将成为第一个正式启动

分代烟草终结的国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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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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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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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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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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DING CARTON

ˍ Unmatched  
 productivity

www.bob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