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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洲烟草》来说，今年是我们缤纷多

《亚洲烟草》代表处

彩的一年。我们庆祝了25周年，推出了一系列特别

亚洲/中东/澳大拉西亚
中国/东欧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纪念活动。首先，我们从之前的每年五期杂志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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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每年六期，为我们的读者带来更多的中英
文专题报道和行业动态。我们还引入了《亚洲烟

InterSupply组织者多特蒙德展览公司在其Business

Nattira Medvedeva
副主编

Insights平台上播出的一个联合项目（详见

第24页）。我们在本期介绍了首届《亚洲烟草》高
管论坛（详见第10页），我们与行业高管们讨论过

去10年的发展，行业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的积极变革，以及他们认为未来
10年将发生哪些变革。
今年也是精彩纷呈的一年，我们报道了行业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
仅举几例：FDA对PMTA的审批（更多的是拒绝）和随后针对该机构的诉
讼；FDA批准已经停止生产的低风险产品；菲莫国际所谓的禁烟呼吁（媒体
误解了菲莫国际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话，制造了一场消费者风暴）；菲莫
国际和英美烟草之间关于加热不燃烧专利的法律之战；烟草与大麻；反烟草
操纵伪装成慈善事业，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呼吁以科学
为基础烟草减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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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明年还会呈现更多精彩，尤其是行业找到不同的方法利用数
字化来实现其效益，部分原因是2020和2021年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挑战。由于
封锁和边境关闭中断了我们以往经商的方式，因此新的销售和营销渠道以及
客户关系管理流程变得十分重要。现在，买家和卖家可以通过专门的在线烟
叶交易门户网站（详见第68页）直接开展业务。当旅行和亲自出席活动受限
时，数字化甚至成为会议（如COP9）和贸易展会的一个解决方案。上面提到
的Business Insights平台就是利用数字化的一个例子。

出版
十月多媒体有限公司
©十月多媒体公司
版权所有。原创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谈到贸易展，我们都期待着明年在多特蒙德举行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上，再次当面相互问候，届时可能有更时髦的碰肘礼，而不是像
世界各国领导人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的传统握手礼。
我们错过了两年的双展，对行业所有部门线下会面翘首以待。

《亚洲烟草》杂志或www.tobaccoasia.com
网站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受到版权保护。
没有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任何图
片、文字、信息进行复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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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ted knowledge
fostering real innovation

The latest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onnectivity, digital twins, smart machines, digital
assist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ore.
In G.D, the ado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re top priorities to mee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needs of today’s tobacco industry with the most advanc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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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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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球高管评估疫情之前、Q A
ANNIVERSARY

高管论坛

th

y e a r

文/托马斯·施密德

当下和未来的发展

我们针对10家公司提出了3个问题，他们的回复非常有趣。
烟草行业，包括从烟叶到纸张和包装的制造
商和供应商，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行业。不断
变化的法律法规、消费者趋势、自然灾害或经济
发展造成供应瓶颈，甚至还有不安分的反烟草游
说团体——这一切都会产生影响，有时会在全球
范围内产生影响。

在本次“高管论坛”的首期活动中，《亚洲烟草》
从全球各地所有相关行业部门精心挑选了高管，确保具
有代表性的传播。各位嘉宾拥有多年丰富的经验，我们
首先希望了解他们认为过去十年对行业影响最大的发
展：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烟草行业，特别是您所从事的商业
部门最重要的发展是什么？
Christian Adi Njoto Njoo
印尼东爪哇省PT Mangli Djaya Raya公司总裁		
烟叶供应商
“过去十年，包括大型跨国公司在内的大公司加速收购家族式小公司。这使更
多市场走向成熟。对于我们这家独立的烟叶供应商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客户群在逐
渐减少，尽管单个订单量平均增加了。但这也意味着，为了向跨国公司供货，我们必
须调整我们的运营实践，以符合他们的伦理和行为条款。为此，我们的管理费用在增
加，但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更负责任的供应商。”
			

MDR - Christian Adi Njoto Njoo.

Omar Rahmanadi
印尼西爪哇省Bukit Muria Jaya (BMJ)公司CEO		
特种纸制造商

“我认为，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HNB）产品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是过去十年的
主要标志。根据欧睿的数据，电子烟在2016年创收21亿美元。到2020年，已经飙升
至75.3亿美元。市场研究机构Research and Markets的数据表明，今年该市场将价值
106.3亿美元，令人震惊。但过去十年对可燃卷烟的监管也日趋严格，跨国公司菲莫
国际也开始倡导‘无烟未来’。这些发展要求我们特种纸公司加强创新，以支持HNB
产品，实现可持续性。”

Fabrice Taulane
瑞士瓦莱州MANE公司烟草部门全球经理
香精制造商

BMJ - Omar Rahmanadi.

“我们MANE公司认为烟草业务最重要的发展发生在两个特殊领域：首先是电子烟
等低风险产品[RRP]进入市场，使烟草市场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吸烟’方式。其次，在
可燃卷烟过滤嘴中嵌入调味胶囊。我们MANE在10年多的时间里率先采用了新的封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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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功地注册了调味胶囊的专利。这项发明当然是MANE五代人150多年经验的结晶。
我们未来发展的关键点是坚持研发。它使我们能够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使我
们成为当今行业的领导者。”

Bang Kyung Man
韩国首尔KT&G公司总部执行副总裁/COO/CSO
制造商
“最重要的发展是HNB市场的出现和扩张。作为一家全球烟草巨头，KT&G在近五
年前推出了自己的HNB产品，从那时起终端消费者的需求急剧增加。我们很早就发现
了这一趋势，扎实推进技术和产品研发，因此2017年在国内推出首款HNB产品lil SOLID 1.0。在接下来的一年中，KT&G发布了独家、差异化的HNB平台lil HYBRID。尽管韩
国HNB市场竞争激烈，但KT&G的lil品牌已成功地加强了其影响力，截至2021年第二季
度，其国内市场份额达到39%。与此同时，KT&G和菲莫国际达成了全球合作协议，lil
还将在10个国外市场销售。”

Sabine Loos
德国多特蒙德市威斯特法伦会议中心董事总经理
展会组织者（InterTabac&InterSupply）
“过去十年的核心发展之一是全球范围内产品种类的巨大扩张。这十年还出现了
许多新的参与者。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长期改变消费者行为的各种趋势，这在未
来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新一代产品，如电子烟和水烟、封闭式和开放式电子烟
系统以及加热不燃烧设备首次亮相。替代产品部门——包括CBD产品，以及尼古丁贴
片和含片——也推动了这一惊人的产品种类扩张。然而，在所有这些趋势中，我们应
该谨记：传统卷烟、雪茄、烟斗和吸烟配件制造商一直站在行业前沿，其在新产品方
面巨大的创新驱动力令人信服。自1978年以来，InterTabac一直在展现丰富的产品品
种，该展会帮助所有参与者了解全球烟草行业多样化的发展趋势。InterTabac致力于
创造更好的产品信息获取平台，提升采购机会，现已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烟草行业特
定平台。InterSupply在过去七年中经历了特别快速的扩张，成为我们长期成功历史
的又一亮点。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相辅相成，覆盖了整个行业的价值链。”

Michael Zercher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22世纪集团总裁兼COO
农业生物技术公司
“最重要和最令人鼓舞的变化是监管机构和烟草行业都接受了烟草减害政策。这
始于多年前，当时22世纪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古丁含量极低的烟厂，这促使公共卫
生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思考生产非成瘾性尼古丁的新工厂如何终结吸烟。卷烟替品——
包括电子烟产品、加热烟草和现代口腔烟草产品——已呈现分庭抗礼之势，可以说，
这使得烟草减害不仅可行，而且对烟草业有利。
虽然英国目前在鼓励吸烟者改用电子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新西兰正迎头赶
上，采取更大的举措，致力于到2025年实现全国无烟化。然而，美国FDA在2017年宣
布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在国内销售的卷烟必须含有非成瘾性水平的尼古丁，同时允
许毒性较低的新尼古丁产品宣传科学支持的“改良风险”，这是世界上对烟草减害最
大的承诺。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FDA授权销售22世纪的低尼古丁含量卷烟、瑞典火柴的鼻
烟产品和菲莫国际的IQOS，预计还会有更多的授权。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减害的可行
性，并向我们展示了全球烟草业的未来——烟瘾的终结和适当监管下替代品的广泛普
及。”

多特蒙德展览公司 - Sabine
Loos.

22世纪集团 - Michael Ze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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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ónio Abrunhosa博士
葡萄牙布朗库堡区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CEO
种植者组织
“卷烟和其他传统烟草产品的替代品的出现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行业发展之一。
最近加热烟草、电子烟产品和现代口腔尼古丁产品的增长正在重塑可燃烟草长期存在
的现状，为整个供应链创造新的现实。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卷烟仍将是最重要的
烟草产品。监管领域也有了其他重要进展，例如素面包装法的推广，但针对传统产品
和新兴产品的香料，以及最近针对可持续性举措的限制也在增加。从烟草种植者的角
度来看，一些关键的事态发展包括随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的实施而产生
的立法压力不断增加、生烟叶价格停滞不前，以及主要烟草种植国的里程碑式政治事
件，如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最终，上述所有因素都往往会对种植者和整个行业所依
赖的作物产生负面影响。”
ITGA - Dr. Antonio Abrunhosa.

Jay Barker
美国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市JEB国际烟草公司总裁
种植者、经销商和制造商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行业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垂直整合，以
各种方式影响了我们公司。在农场层面，我们看到了生产成本的全面大幅增加。这显
然从源头给供应链带来了压力，因为整个过程中必须吸收这些成本。从积极的角度来
看，良好农业实践（GAP）的实施创造了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更具
竞争力，并能够长期生存。对于我们的烟叶经销商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整合全球制造
商。这导致客户减少，竞争加剧，引发了一场极低的定价‘竞赛’，极大地影响了利
润率。我们发现在这种环境下取得成功并超越其他公司的最佳方法是提供优质产品和
优质客户服务。作为一家制造商，我们的零售产品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
审查。我们不得不在法律费用与监管备案上花费大量资金，更不用说还要维持一个人
员充足的合规部门，以跟上形势。”

Mark McQuillan
北爱尔兰科尔雷恩区Nicobrand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尼古丁制造商
“30多年来，我们一直生产高纯度尼古丁活性药物成分（API）。在过去的10-15
年中，我们见证了对这些现有尼古丁产品以及新的和更精细的尼古丁配方的需求不断
增长。与此同时，我们的客户群已经扩展到制药行业之外，包括下一代产品（NGP）
类别。快速创新加快了新产品的开发，如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以及尼古丁袋
等现代口腔产品。为此，Nicobrand致力于开发和生产更广泛的含尼古丁的中间体和
配方，以支持这些新兴产品。Nicobrand良好的药物合规背景使我们能够扩大业务范
围，提供最优质的新尼古丁产品，帮助建立和增强消费者信心。”

Hugo Azinheira
新加坡益升华公司全球创新与营销总监
过滤嘴制造商

益升华 - Hugo Azinheira.

“2011/2012年，电子烟诞生，2014年，菲莫国际的IQOS等加热烟草产品诞生，
新产品迅速流行起来，这可能是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发展。它们的出现也进一步加速
了可燃卷烟销量的下降。但对于益升华来说，这一发展为过滤嘴设计提供了新的机
会，特别是在这些下一代产品中。最近，可燃烟草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例如，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改抽细支烟，认为细支烟比长支烟产品‘更健康’。
此外，消费者偏爱含碳的过滤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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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为应对新冠病毒而采取的哪些
积极变革将持续到后疫情时代，
继续发挥作用？
Omar Rahmanadi
BMJ
“当然，在疫情期间，我们通过数字渠道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加强了合作。
推而广之，许多行业参与者制定的业务应急计划最终可能会受到考验。其中一个结果
可能是，企业重新审视了其供应链战略，以应对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健康和安全
领域的更多投资和持续改进可能也是新冠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然而，大流行所造成
的经济创伤将在疫情最终被战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持续存在。不只是烟草行业，
而是每个商业部门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恢复。”

Fabrice Taulane
MANE SA

Mane - Fabrice Taulane.

“每一家公司都必须‘改造’自己，以应对新冠大流行带来的挑战。在烟草行
业，这一特点体现在几个领域的发展：数字化进程非常重要，无论是在公司内部层面
还是与客户关系相关的任何方面。随着旅行受到严重限制，虚拟会议取代现场会议，
数字革命减少了公司的碳足迹。与此同时，公司不得不通过传统沟通渠道以外的渠道
开发新的销售技术。公司加强项目研发，在新的、更自然和更‘健康’的环境下，将
烟草定位为一种商品和消费品。”

Sabine Loos
多特蒙德展览公司
“新冠疫情无疑在数字化领域提出了关键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我
们不仅在展览领域，而且在其他行业部门都观察到了这一点。在接口、自动化和支持
工具的助力下，许多流程变得越来越高效。由于封锁，如今我们在家办公，禁止举办展
会，数字化甚至加快了速度，以确保与同事和营销部门保持沟通，同时也获得新客户。
这场大流行对InterTabac和InterSupply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要求多特蒙德展
览公司为新的展览和活动形式开发解决方案。就烟草行业而言，线上展示一系列熟悉
的主题和发展潜力是一个特别的挑战。线下展览体验将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但
将辅助以智能化和以用户为中心的特征。例如，截至2021年9月16日，我们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展活动’已通过一个新的在线平台Business Insights得到展
示。它不受时区或国家边界的限制，帮助烟草行业参与者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
了解情况。然而，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与客户和商业伙伴面对面交流的需求一如
既往地强烈。还有什么比多特蒙德的InterTabac和InterSupply能更好地实现这一切
的展会呢？”

Mark McQuillan
Nicobrand

Nicobrand - Mark McQuillan.

“我认为，烟草行业很明显正在经历一个转型过程，将推出更广泛的低风险产
品，能够满足成人消费者的需求。新冠病毒是一种全球性流行病，我们应关注人类健
康和福祉。我认为许多烟草公司都在实施转型过程，致力于为终端消费者提供危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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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选择，开发更广泛的产品组合，包括终端产品和现代口腔产品，印证了我们的看
法。我认为，随着烟草公司运用技术和知识开发新产品，加大市场准入，新产品将继
续增长，最终为消费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

Michael Zercher
22世纪集团
“这场大流行向我们展示了吸烟者戒烟有多么困难。事实上，尽管新冠病毒对呼
吸系统健康构成了风险，但许多国家的吸烟率仍在上升。随着呼吸系统并发症成为头
条新闻，全球烟草巨头承诺未来聚焦生产毒性较低的产品，我期待着他们在这一领域
加快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植物科学和公共卫生发挥作用的潜力，烟草被用
作疫苗开发的工具。虽然持续蔓延的疫情在许多方面都是悲惨的，但我希望对呼吸系
统疾病的日益关注将继续推动行业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结束卷烟成瘾，这仍然是
世界上可预防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

Bang Kyung Man
KT&G公司
“去年疫情加剧，KT&G尽最大努力将业务影响降至最低。为了实现到2025年将我
们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到200多个国家的目标，尽管存在疫情，我们的全球业务运营仍
需要取得一致的成就。由于广泛封锁，进入受限，与海外市场的直接互动受到限制。
为了克服这些限制，KT&G在整个销售和营销过程中实施了数字化。为了继续开拓新市
场，KT&G任用当地市场专家和研究公司。因此，仅去年一年，KT&G就成功进入了23
个新市场。KT&G全球业绩表现强劲，去年也实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销售额和营业利
润。我相信，这些成就是该公司应对疫情的快速敏捷反应和快速调整其业务战略以更
好地应对新挑战的结果。事实证明，数字化运营模式在疫情期间有效且高效，因此可
以合理地预测，在后疫情时代也将有用。”

KT&G - Bang Kyung Man.

António Abrunhosa
ITGA
“在疫情初期，ITGA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提高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在2020年全
年，我们监测了病毒的演变，向世界各地的烟农提供了最新信息，并协助应对市场。
例如，我们将运动翻译成当地语言，如斯瓦希里语，以确保它为农村、偏远地区更广
泛的农民所熟悉。我们还与ECLT基金会合作编撰了信息文件，并在全球分享。这些文
件旨在教育人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我们认为可以强调未来可能发生
的一些积极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烟草行业的灵活性及其迅速适应充满挑战性环境的意
愿。2020年，ITGA的年度股东大会首次在线举行。自那时起，不管外部环境如何，我
们具备了数字化能力，可持续工作并改进我们的运营。”

Jay Barker
JEB国际烟草公司
“自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看到了一系列不同的运营方式。许多工厂
永久性地分散员工。限制了餐厅人流。创建了洁净室。换班比以前更有组织，以防止
人员相互交叉感染。采购旅行减少，而烟草样本交易有所增加。虽然企业被迫做出这
些调整，但我相信这些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并将持续下去。”

Hugo Azinheira
益升华公司
“新冠病毒无疑使消费者更加关注健康意识和可持续性。当然，这只会加速加热
烟草产品类别的发展，大型跨国公司不断推出经改进的新产品。但这种流行病也加速
了发展用于卷烟过滤嘴的非塑料替代材料，包括益升华的ECO系列，该系列最近已由
一家跨国公司在欧洲推出。”

JEB - Jay B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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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十年将给行业以及贵司带来何种变化？
Christian Adi Njoto Njoo
PT Mangli Djaya Raya
“需要尽快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运费。如果从亚
洲到西方国家的运输成本继续像现在这样高企的话，亚
洲烟草对西方制造商的吸引力将下降。这也将使烟草产
品价格上涨，而目前已面临政府关税和税收的压力。印
度尼西亚的烟草税每年都在增加，这将导致更多的违禁
品和假冒卷烟充斥市场。为了控制这种情况不再恶化，
我们需要政府加强执法。
放眼全球产业，后疫情时代推动了合并和收购。
这将进一步缩小烟草供应商的客户群，导致更多供应商
倒闭。伴随世界范围内烟草税持续上涨，我预计替代产
品关税会降低，如Juul和IQOS等电子设备继续增长。
此外，我认为诸如高档雪茄这样的生活方式产品也将继
续增长，尤其是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中产
阶级迅速扩张。作为烟叶供应商，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
替代产品的市场增长中获利，那么我们仍然有光明的未
来。否则，情况可能会非常糟糕。”

Omar Rahmanadi
BMJ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表明，人们比想象的更能容
忍变化。这可能意味着人们可能愿意为了环境的可持续
性而牺牲便利，例如，愿意使用纸质材料，不愿意使用
塑料，更不愿意使用一次性塑料。”

Fabrice Taulane
MANE SA
“伴随欧盟新烟草产品指令（TPD2）的出台，烟草
行业在2020年初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活跃于烟草行
业的每家公司都必须找到适应这一新法律框架的解决方
案。很明显，TPD2将导致传统卷烟消费量进一步减少。
因此，电子烟、鼻烟和加热不燃烧装置等替代产品已大
规模进入市场。
这些新的低风险产品（RRPs）无烟雾或不含烟草，看
起来比传统卷烟‘更健康’，为吸烟者提供调整其消费习
惯的可行性。烟草行业也认识到了这些机会。主要参与者
正在通过低风险产品大力扩展其产品组合，并积极引导消
费者对气味和味道有新的认识。”

Sabine Loos
多特蒙德展览公司
“线上展会支持线下展会的特点将延续到后疫情时
代。这将为组织者、参观者和参展商提供多种新的、有
趣的参与机会，以及更多的外联和全新体验。同时提供
了探索新形式的机会。例如，公司简介发布在我们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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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网站Business
Insights上，可以吸引新的客户联系
人，而频繁更新的产品新闻、公司网站和产品商店的文
本链接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在Business Insights上
展现自己，各企业也可以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其知名
度。Business Insights使烟草行业首次体验了所有利益
相关者在未来如何看待交易展会，以及参与者从现在起
如何能够在交易展会间歇期彼此保持联系。
在未来几年，烟草行业还有一件事可以非常准确地
预测：消费者将最终决定他们接受和不接受的新产品或
创新。为此，烟草行业可能会比以往更加努力地推动创
新。零售业也一直在要求新产品，因此该行业真的责无
旁贷。此外，广告禁令和监管问题等话题也将对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

Michael Zercher
22世纪集团
“行业创新将继续创造低危害尼古丁产品，这将被
许多成年吸烟者广泛采用。然而，如果没有其他政策变
化，10%或以上的可燃产品吸烟者将继续保持吸烟的习
惯，发展中国家的比例甚至更高。为此，FDA需要成功
地强制执行其要求在美国销售的所有卷烟不致上瘾的命
令，尽管一些（但不是所有）烟草公司提出了激烈的法
律挑战。因此，美国的吸烟率将迅速下降到1%或更低。
许多国家将效仿FDA的做法。现代植物科学将继续快速发
展，22世纪集团拥有世界领先的生物技术，将继续开发
烟草、大麻、酒花和可能的一系列其他植物，以生产出
无数有益健康的化合物。在22世纪集团的转基因植物的
助力下，烟草公司也将成为大麻、制药、保健品和食品
饮料公司。”

António Abrunhosa
ITGA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预计替代产品在整个烟草
行业销售组合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特定类别的新
兴产品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的性质，例如税
收、易用性和广告机会，但也取决于每个市场以及区域
和全球层面的相关机构。
我们也看到新进程开启了，即烟草和其他行业之间
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主要制造商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
参与大麻、制药和基本保健业务。
对种植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需要在某些市
场上重塑自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完全放弃烟草种
植。烟草行业未来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问题。一
些有能力和资源的市场已开始改种，也有一些市场在竭
尽全力。鉴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做出重要决定，甚至有
相当一部分市场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Bang Kyung Man
KT&G公司
“近年来，全球烟草行业经历了各种变化。不同
类型和平台的电子烟被引入市场，如加热不燃烧产品
（HNB），各大烟草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为此，
可以合理地说，未来10年烟草行业将面临更多不同的变
化。消费者需求将多样化，制造商必须建立更广泛的产
品组合，以满足这些需求。与一些竞争对手一样，KT&G
也将建立广泛的产品组合，包括传统卷烟和下一代产品
（NGP），并将以消费者为中心。特别是在NGPs方面，我
们将开发多样化、革命性的平台，以便在未来市场竞争
中取得成功。”

Jay Barker
JEB国际烟草公司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看到制造商之间的整合。我们
整个供应链中仍有大量成本需要收紧。在产品方面，我
相信全球将进入HNB产品这一趋势。我相信消费者应该
有选择，传统卷烟在许多国家仍将有市场。但我非常清
楚：低风险产品正逐渐走强，将成为我们的未来。”

Mark McQuillan
Nicobrand
“我认为，在普通人群中，尼古丁文盲率很高。我
的意思是，许多人仍然认为尼古丁是一种不健康的消费
品成分，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烟草产品的风

险与尼古丁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好好反思一下30多
年的尼古丁替代疗法（NRT）的使用。历史证据告诉我
们，这些产品已经安全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
有害的健康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需要被更广
泛的受众理解。NGP类别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创新，继续寻
求开发以更安全的方式输送尼古丁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产品。我们Nicobrand的几个研发流程正在进行中，我们
正在开发尼古丁和非尼古丁配方，这些配方具有各种不
同的特征，例如释放特征和感官特征，服务于这一新兴
市场。所有这些进展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需要
确保一致的产品质量合规性，以及对这些产品及其供应
链的明确监管和控制。这最终将确保消费者安全和消费
者信心。”

Hugo Azinheira
益升华公司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同时，针对烟草行业的监管
愈发严苛，如素面包装法、某些香精禁令、一次性塑料
禁令以及降低焦油和尼古丁含量，这当然也将延续到未
来。例如，尽管益升华推出了其ECO系列产品，但我们仍
在继续努力致力于开发金标准非塑料过滤嘴，使其具有
醋酸纤维素过滤器的所有优点，同时仍具有可持续性和
可生物降解性。与此同时，在日本和英国等某些市场，
加热烟草产品的消费量将超过传统可燃烟草。为了迎合
这一新兴细分领域，益升华致力于启动针对加热烟草产
品烟弹的优化过滤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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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TC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次失败：应实施烟草减害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第九届缔约方会议
（COP9）召开在即，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不仅要实施烟草
减害政策，而且要针对其烟草政策采取现代化的方式。
英国卫生机构KAC的全球烟草减害状况（GSTHR）最新报告《打最后
一场战争：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烟草控制》显示，目前正在实施的FCTC
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失败”。
GSTHR表示，在实施烟草减害政策及控烟政策后，包括英国和新西兰
在内的FCTC缔约方的吸烟人数大幅下降，但这两个国家的控烟成果“现在
正在被世界卫生组织主动破坏”。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反对更安全产品方
面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这是受到“有影响力的慈善基金反对烟草减害的
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歪曲了全球的政策制定。”
KAC的格里·斯廷森（Gerry
Stimson）教授说：“在COP9上，政
府代表团必须防止陷入全面禁止尼古丁的圈套，不然，那些从未成功戒
烟的数百万人，将会重新开始吸烟。燃烧烟草和化石燃料的时代该结束
了。”
全球上百位尼古丁科学和政策专家在联名信中，呼吁FCTC的182个
缔约方“鼓励世界卫生组织将烟草减害政策”纳入FCTC，并呼吁对烟草
政策采取现代化的方式。
联名信显示，“令人遗憾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屑将烟草市场从高
风险产品转向低风险产品。WHO正在拒绝可以避免数百万吸烟者死亡的
公共卫生战略。”
在这封信中，专家建议FCTC缔约方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吸烟替代品立
场，采取质疑的态度，让烟草减害成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实现联合
国在卫生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他们还建议FCTC向消费者、公共卫生
专家以及拥有“专业知识”的企业开放，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控
烟团体。
1
https://gsthr.org/resources/thr-reports/fighting-the-last-war/122/

说：“PMEP正在寻求投资那些能够帮
助菲莫国际加速转型的公司，同时通
过我们领先于行业的专业知识来加速
对方企业技术和业务的成熟。”
迄今为止，PMEP通过其2016年
的融资计划，成功投资了13家公司。

美国卷烟销量20年来首次增长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最
近发布的《2020年卷烟报告》显
示，2020年美国卷烟销量小幅增
长，这在过去20年来尚属首次。这
种增长有悖于卷烟长期下降的趋
势，2020年的卷烟销量（2037亿
支）比2019年（2029亿支）略增
0.4%。FTC的报告数据来源于奥驰亚
集团、美国ITG控股公司、雷诺美国
及维克托集团。
公共卫生倡导者认为卷烟销量
增长主要受到疫情的影响。美国肺脏
协会负责宣传的副总裁助理埃里卡·
斯瓦德（Erica

Sward）对《华盛顿

邮报》表示，卷烟销量增加很可能是
因为戒烟者在疫情期间又开始吸烟造
成的，并表示压力是导致人们复吸的

菲莫国际向PMEP追加投资2
亿美元
菲莫国际近日宣布，计划通过

中，发展了多项一流的能力，包括

主要因素。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

生命科学前沿知识，临床前和临床

份报告中，戒烟服务倡导者北美戒烟

研究以及气溶胶等。

协会指出，由于“疫情带来的压力和

公司的企业风险资本部门PM Equity

菲莫国际首席财务官Emmanuel

Partner (PMEP)，再投入2亿美元用

Babeau表示：“公司拥有先进的科

于早期和增长阶段公司的少数股权

研能力，我们在努力实现无烟世界

FTC并未说明卷烟销售增加的原

投资。这笔拨款是在2016年PMEP全

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增加投资。当我

因，但指出，烟草公司的广告和推

额投资1.5亿美元承诺之后进行的，

们的地位更加稳固时，我们将向风

广费用从2019年的76.24亿美元增加

旨在支持菲莫国际宏大的无烟计划

险投资部门注入更多的资金，以期

到2020年的78.4亿美元，“向卷烟

和超越尼古丁计划。

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推动公司前

零售商提供批量折扣，以降低卖给

沿技术的研发和商用，菲莫国际和

消费者的价格。价格降低可能导致

被投资公司都会受益匪浅。”

吸烟者批量囤积卷烟。”

通过新一轮的融资，菲莫国
际将利用其优势帮助被投资企业将
创新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菲莫国
际在从卷烟转向无烟替代品的过程
18 tobaccoasia

PMEP负责人亚历山大·斯托
克尔（Alexander

Stoeckel）补充

焦虑”，只有少数吸烟者接受戒烟服
务。

然而，销量增长不会是一个长
期趋势，因为美国的吸烟率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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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降。盖洛普在8月份进行的一

一个志愿行动团体，由院士、专家

万美元。”尽管最新版本的HR 5376

项调查显示，16％的美国人吸烟，

及其他人士组成。

中没有提及烟草税，但在将来的版

与2019年15%有记录以来的吸烟率基

本中提税提案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美国暂时取消烟草提税提案

本相当。
FTC的另一份报告《2020年无烟

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迪克·

烟草报告》显示，美国无烟烟草的销

德斌（Dick

售总量从2019年的1.2598亿磅增加到

案，已从拜登政府“重建美好未来”

2020年的1.2683亿磅，销售额分别为

（HR

45.32亿美元和48.22亿美元。

除。该提案可能会筹款960亿美元，

Durbin）的烟草提税提

5376）最新版本的法案中移

包括将卷烟、小雪茄和自卷烟产品的

印度拟提高购买烟草的最低法
定年龄
国家保护儿童权利委员会

税率提高一倍，斗烟和鼻烟税率提高
1,600%，嚼烟税率提高2,000%以上，

芬兰吸烟率下降
增长

鼻烟使用率

芬兰国家健康与福利局公布的
《2020年烟草数据》最新结果显示，
芬兰居民每日吸烟率继续下降。
据统计，2020年，芬兰20-64
岁的居民中约有12%的人每天吸烟，
分别有14%的男性和11%的女性每日

对蒸汽烟征收新税率。

吸烟。男性吸烟率自2019年开始下

（NCPCR）敦促印度中央政府和各邦

人们担忧，实际上受提税提

政府，将购买烟草产品的最低法定

案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人群。税收

年龄，从18岁提至21岁，确保青少

基金会表示，“作为一般基金收入

长期来看，男性和女性的吸烟

年不会沾染烟瘾。

的来源，税收极具累退性。大部分

率均有显著下降，男性吸烟率下降幅

NCPCR主席Priyank Kanoongo表

吸烟者的收入比较低，而烟草是少

度更大。在千禧年之后，经常吸烟的

示，需要修订《卷烟及其他烟草制品

数几种与收入呈反向关系的产品之

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为30%和20%。

（禁止广告、交易、制造、供应及分

一，收入越低，烟草消费越多。”

2020年，芬兰20-64岁的男性

配）》法案，即COTPA 2003法案。

税收及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

中，约有7%的人每日使用鼻烟，比

2003法案，

示，提高烟草税对美国20%的高收入

2019年增长2个百分点。2020年，只

禁止销售散烟、单支烟对防止青少

群体影响不大，但是会让20%的低收

有1%的女性每日使用鼻烟。

年吸烟至关重要。这些措施可能会

入群体的税率提高0.4%。

“通过修订COTPA

降低年轻人吸烟的几率，因为销售

肯塔基州州长Andy

鼻烟在20-34岁年龄段中最为流
Beshear强

散烟和单支烟很容易让年轻人成为

烈反对提高烟草税，并公开批评称

老烟枪。”他说道。

这是“不公平的”而且“令人费解

Priyank

Kanoongo补充说，从

的”。

科学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在21岁之

Beshear在写给总统拜登的信中

前不接触烟草，他（或她）在以后的

表示，“国会的烟草消费税提案，会

人生中远离烟草的几率会更大。

大大增加肯塔基州农业的负担。如此

与此同时，卡纳塔克邦烟草控
制中心副主任M

Selvarajan博士表

示，人们通常至少在21岁时才会具

降，女性吸烟率则略微增长。

大规模的影响，将对整个农业供应链
产生严重的连锁反应，进而会摧毁这
个已经饱经风霜的产业。”

行，约12%的人每天使用鼻烟。2034岁年龄段中，五分之一的男性报
告称每日或偶尔使用鼻烟。
总体而言，14-20岁年龄段中
每天使用鼻烟的年轻人数量不断下
降。2021年，该年龄段每天使用鼻
烟的比例为5%，比2019年下降1个百
分点。
与2019年相比，职业学校的男

Beshear表示，提税将会对“美

生每日使用鼻烟的比例下降最快。

同时，消费者之声（Consumer

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损失可能

职业学校的女生吸烟比例则小幅增

Voice）首席运营官Ashim Sanyal控

高达6500万美元，包括将减少295个

长。小学和高中生的鼻烟使用率普

诉称，烟草制造商“正在利用法律

工作机会、工资方面的损失达1160

遍比职业学校的使用率低。

漏洞”引诱青少年吸烟。该组织是

万美元，州及地方税收会减少2880

备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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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大约扔掉4.5万
亿个烟头，是最杂乱的垃
圾之一。

聚焦烟头回收
烟头被认为是全球最杂乱的垃圾之一，估计每年有4.5万亿个烟头被丢弃。事实行动公

Staff Report

司（Truth Initiative，是美国致力于拒绝烟草的公共健康组织）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烟头每年一直占全世界沿海和城市清理所收集垃圾的30%-40%，鉴于估计有65%的吸烟者
将烟头丢弃，这一数字并不令人惊讶。
大量的烟头垃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烟头中的醋酸纤维素过滤嘴虽然可降解，
但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才能分解，在此期间，它们会污染河流、海洋、道路、排水沟、公园
等。环保人士认为，烟头中的砷、焦油和重金属等有毒化学物还会渗入环境，危害鱼类和野
生动物，损害土壤健康和植物发芽。

各国政府应对烟头垃圾
今年，法国政府宣布，烟草公司将支付费用，以确保烟头得到妥善处理。生态部长芭
芭拉·蓬皮利（Barbara Pompili）表示，法国每年大约要花费1亿欧元清理烟头垃圾。政府
将成立一个组织，确保烟草公司为收集烟头、分发烟灰缸和宣传活动捐赠8000万欧元，从而
不会使成本通过卷烟价格上涨而转嫁给消费者。
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政府也开始探索解决乱丢烟头问题的方案，其中之一是一项环
境法案，要求烟草公司支付烟草废弃物的全部处置费用，估计每年约4000万英镑（4735万欧
元）。这项措施是对英国垃圾战略的补充，该战略称，处理烟头垃圾的最有效方法是降低吸
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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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欧盟禁止一次性塑料指令也正式
生效，该指令限制了10种一次性塑料的销售和使

构。TerraCycle总部位于新泽西州，通过在泰国
的附属非营利机构开展业务。

用，包括棉签；餐具、餐盘、吸管和搅拌棒；气

TerraCycle的卷烟废物回收计划获得了美

球和气球棒；食物容器；饮料杯；饮料容器；烟

国圣达菲天然烟草公司的资助，收集的烟头累积

头；塑料袋；包和包装；以及湿巾和卫生用品。

储存在TerraCycle的当地仓库中，在那里进行加

由于还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该指令并未禁止

工。剩余的烟草和卷烟纸被分离出来进行堆肥，

烟头的使用，但旨在通过提高认识减少消费，要

同时过滤嘴被彻底清洗、熔化，并挤压进行粒

求印制标签，警告消费者烟头含有塑料，以及如

化。醋酸纤维素粉末随后被用于制造再生塑料木

何正确处置等措施来限制其使用，通过扩大生产

材，可用于建造公园长椅、野餐桌、围栏、甲

者责任（EPR）计划引入废物管理和清理义务，

板、游乐场设备等。

这意味着烟草生产者必须为烟头清理付费。然

法国MéGO公司与法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合作，

而，EPR和其他针对未完全替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专门为烟头提供B2B分类和回收服务。该公司为

（如烟头）的措施尚未实施，预计将在未来几年

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不同的方案，每个方案都提

生效。

供适合客户需求的收集容器，用于收集烟头，并

印度政府也起草了该国的EPR计划，国家绿

回收利用，还提供一份关于整个运营免于影响和

色法庭（NGT）已指示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制定烟

碳足迹的详细报告。收集到的烟头经过粉碎、清

头处理指南。

洁、去污染、干燥，并在高温下压制，制成塑料

在美国，纽约立法者正在审查一项新的减少
烟草产品废物法案，如果通过，将禁止过滤嘴卷

板，然后用于制作家具和其他物品，如铅笔罐、
烟灰缸、调色板等。

烟和一次性电子烟。缅因州于2018年签署了一项

印度第一家卷烟废物管理和回收公司Code

关于“垃圾”的法律，其中包括来自烟草产品或

Effort在其客户的场所安装了VBins来收集烟头。

与烟草产品相关的废物。加利福尼亚州的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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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每个月都收集到超过700万个烟头。收集

法案本来将禁止销售一次性烟草产品（包括卷烟

的烟头随后被交付给其承包商，然后被分离成纤

过滤嘴），并要求制造商制定回收计划以及支付

维、卷烟纸和烟草。烟草被送到农场进行堆肥，

废物设施费用，以收集和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组

而卷烟纸被磨碎并与有机粘合剂混合，然后制成

件，该法案在参议院获批，但由于该立法机构主

驱蚊片。纤维也被磨碎，然后在Code Effort开发

要关注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法案而被取消。

的稳定化学混合物中浸泡24小时，直至看起来像

在韩国，自1993年以来，烟草生产商和进口

棉花。然后，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使纤维变柔软，

商必须支付政府征收的每包24.40韩元的废物处理

将其填充玩具、座垫和钥匙链。最后，在网上或

费。今年8月，政府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以建

当地商店包装和销售Code Efforts公司的产品。

立一个有效的烟头收集、运输和加工管理系统计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的研究人员

划。该项目还将探索通过热回收来回收烟头的方

表示，也可以将回收的烟头制成砖。在副教授阿

案，并进行技术开发，通过过滤分离和预处理促

巴斯·莫哈杰拉尼（Abbas

进材料回收。

下，研究小组制造并测试了按重量计烟头含量为

Mohajerani）的领导

2.5%、5%、7.5%和10%的烧结粘土砖，并与不含

逃离垃圾填埋场

烟头的对照砖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利用回收

虽然各国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活动家以及私

的烟头制作砖块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生

营公司和个人都在努力收集烟头垃圾，但人们似

产出承重或非承重的砖石建筑材料，具体取决于

乎很少关注收集到的烟头用来做什么。

烟头的数量。他们还发现，只有1%烟头含量的砖

TerraCycle公司给出了答案。这个社会组

仍然可以提供烟头回收的解决方案，同时保持与

织与21个国家的公司、组织和个人合作回收废物

非烟头砖非常相似的性能。而且，根据他们的计

（不仅仅是烟头）。TerraCycle全球基金会是在

算，理论上，只需要全球砖年产量的2.5%就能完

2018成立的，由百事基金会提供种子赠款，并于

全抵消全球卷烟年产量的烟头。

2019被美国国税局认定为501（C）3公共慈善机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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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的首
期播客与FOREST
负责人西蒙·克拉
克对话。

《亚洲烟草》播客问世：
“烟草与电子烟，新闻与洞见”
《亚洲烟草》与多特蒙德展览有限公司

《亚洲烟草》在第一期播客中，托马斯·

组织的InterTabac/InterSupply展览会合作

施密德与英国吸烟者游说团体FOREST的负责人

制作了一个新播客，即“烟草与电子烟、新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谈论了“禁令和

闻与洞见”，于11月首次亮相。InterTabac

保姆国家以及捍卫吸烟权利的方式/原因。”

和InterSupply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展览

克拉克在谈话中强调，FOREST不是支持吸烟，

会，两大展会的新行业信息平台Business In-

而是支持选择。他说：“一切都关乎选择。我

sights每月将播出两期新播客。播客主持人

们反对的是强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们

是《亚洲烟草》的特约编辑托马斯·施密德

看到的许多限制或规定都涉及强制，而且越来

（Thomas Schmid）。

越糟……不是教育人们吸烟的风险，而是强迫

《亚洲烟草》发行人江格伦（Glenn

人们戒烟。”克拉克还指出，烟草是一种合法

Anthony John）表示：“我们很高兴能与多

产品，“如果人们选择吸烟，他们完全有权吸

特蒙德展览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每期播客将

烟，”同时澄清拥有吸烟权并不意味着应该允

帮助理清并阐明行业中的各种问题和发展动

许吸烟者随时随地吸烟，他们还必须考虑周围

态，或通过与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交谈，助您

的非吸烟者。

了解一些应该了解的内容。播客涵盖欧盟包

《亚洲烟草》在第二期播客讨论了“即

装指令等紧急问题，以及更多信息性主题，

将到来的欧盟塑料包装要求和烟草业务”。

比如欧盟为何禁止鼻烟？，试图了解如何在

益升华（Essentra）是烟草行业专业过滤嘴

中国销售雪茄和其他烟草产品，以及2025最

和科学服务的全球领先供应商，其全球创新

先进的电子烟。”

和营销总监雨果·阿齐赫拉（Hugo Azinh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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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水烟社区联盟经理Kamel
Jabbour

瑞典火柴公共事务总监Cecilia
Kirdstrand Isaksson

益升华全球创新与营销总监
Hugo Azinheira

亚洲雪茄专家Eric Piras

ra）向听众介绍了欧盟塑料包装要求以及这对卷烟制造和其他烟草制品行业的影响。阿齐赫
拉认为，该行业应开发对环境危害较小、降解速度更快的新材料或新产品，以解决烟头等一
次性塑料废物的问题。他说：“我认为醋酸纤维素还有待开发。如果醋酸纤维素丝束制造商
不在创新上投入一些精力和资源，我会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找到一些解决塑料
问题的解决方案。”阿齐赫拉还建议企业投入一些资源，教育消费者如何正确处理烟头。
《亚洲烟草》第三期播客的主题是“让我们谈谈鼻烟”。瑞典火柴公司的公共事务总
监Cecilia Kirdstrand Isaksson谈论该公司充满争议的标志性鼻烟产品，有人称之为独创
的低风险烟草产品，该公司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全球低风险产品。在谈到欧洲对鼻烟的禁令
时，Isaksson说，“我们已经两次将鼻烟案件提交欧洲法院，但都输了，因为欧洲法院倾向
于给予监管机构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我们将继续争取取消鼻烟禁令，这不合逻辑，对公众健
康不利。我们也认为这是正确的。”这违反了欧盟的基本原则，即类似产品应以同样的方式
处理，而市场上有许多其他烟草产品是合法的，却禁止有害程度最低的产品。”
《亚洲烟草》在即将播出的播客中将与埃里克·皮拉斯（Eric

Piras）进行对话，他

曾长期担任阿塔迪斯集团太平洋雪茄的亚洲雪茄专家，现在在香港经营雪茄吧，在中国大陆
经营一家雪茄咨询公司，在欧洲运营水烟社区联盟Kamel

Jabbour。与皮拉斯讨论的主题将

包括是否可以在中国销售雪茄，如果允许，基本结构是什么，如何公平竞争，以及是否值得
尝试，而与Jabbour将澄清关于水烟健康、消费者吸引力、成分、标签要求和不公平税收的
谬见和误解。
欲在线收听《亚洲烟草》播客，请访问https://business-insights.intertabac.de/
media-center，这是Business

Insights平台的一个烟草行业的数字平台，提供行业最新消

息、烟草界人士的洞见、关于最重要主题的知识数据库，以及各企业、出版商和协会各自产
品系列的众多简介，以及直接在线与他们建立联系的机会。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参展商可以在Business Insights平台上快速方便地向新老客
户展示自己，建立联系并展示其产品。该平台列出了“各公司”目录，为其在烟草业的商业
世界中提供了一个数字化舞台。进入该平台的所有公司都是按照行业特定类别列出的，每个
简介文件列表都提供有关公司的信息、图像和视频内容、产品和公司亮点、公司网站和产品
链接。公司可以在简介文件里向国际观众出色地展示其产品组合和服务。Business Insights
平台还为参展商提供虚拟展示空间、视频内容分发、联系机会以及举办网络研讨会。
https://business-insights.intertabac.de/media-center

1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25

PRODUCT NEWS

产品新闻

FDA批准停产的无烟产品 面临的诉讼越来越多
在第一例电子烟成功获批PMTA（上市前烟草申
请）后大约一周（此前已拒绝上百万份申请），美国
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美国无烟烟草公
司Verve品牌下的四款无烟型嚼烟产品。唯一的问题
是，这些产品上市7年后，被奥驰亚于2019年停产。
FDA批准的Verve产品含有从烟草中提取的尼
古丁，但不含烟草，包括Discs

Blue

Mint、Discs

Green Mint、Chews Blue Mint和Chews Green Mint。
奥驰亚于2017年11月提交了这些产品的PMTA。有趣的
是，FDA确定“这些产品的营销符合法定标准——‘适
合保护公众健康’”，即使它们是，或曾经含有薄荷
醇。FDA烟草产品中心主任Mitch

Zeller说：“虽然

这些是薄荷味产品，但提交给FDA的数据显示，青少年
摄入这些特定产品的风险很低。严格的营销限制将有
助于防止青少年接触。”尽管已获批的Verve产品已停
产，但奥驰亚表示，它在开始时应用了Verve口服尼古
丁开发过程的技术——尼古丁烟弹。该产品已上市，
并获批PMTA，正在等待FDA审查。

泰国考虑将电子烟合法化
最近，泰国数字经济和社会部

据彭博社报道，Zeller在食品和药物研究所在线
会议发言时表示，FDA仍有大约80,000种产品需要审
查，其中许多处于“最后阶段”。并补充说，FDA拒绝
200,000种产品继续出售，并面临着46起诉讼。
其中，Triton
Distribution提交了一份起
诉——质疑FDA拒绝其PMTA的申请并进行了搁置。美国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了这项申请。FDA“突然改变，
令人出乎意料”。早期的指南宣称，制造商获取PMTA
前，不需要提交长期研究报告。但在去年8月突然改变
了规则。该机构宣布，制造商需要提交长期研究，证
明使用他们的产品可以帮助成年吸烟者戒烟，给青少
年带来的风险也更小。

学会主席Amorn Leelarasamee签名，

用这些电子烟。这促使一些政界人

并得到其他组织负责人的支持。

士呼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遏制烟
草使用，包括在指定区域以外的所

长Chaiwut Thanakamanusorn表示，

Amorn博士在信中说，商务部和

他仍在探索电子烟销售合法化的方

公共卫生部没有制定允许进口电子

法，尽管遭到健康专家和反吸烟人

烟的政策。Amorn博士断言，电子烟

该法案禁止烟草替代产品（包

士的强烈反对。

是由烟草公司生产的普通卷烟替代

括草药卷烟）的进口、销售和制造。

品。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电子烟

目前烟草广告的限制范围将扩大到烟

对健康有害。

草替代产品。

据该部长称，至少有67个国
家批准将电子烟作为危害较小的烟
草替代品。而泰国仍拒绝接受电子

泰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长

有公共场所禁烟。

但是，有些人则认为香港应该

烟。这位部长表示，他相信电子烟

Pramuk

Mutirangkura教授在回应中

允许电子烟产品过境，并警告称该禁

对于那些努力戒烟的人来说，可能

声称，至少有67个国家已经证实，电

令会损害物流公司的利益。立法者却

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并补充说该

子烟比卷烟危害更小。在这些国家

投票否决了一项允许烟草替代产品过

国至少有1000万名吸烟者。

中，电子烟的销售并非没有限制。

境的修正案，以及一项允许进口该类

更重要的是，他坚持认为，如

产品以促进行业发展的修正案。

果将泰国种植的烟草转变为电子烟

香港电子烟法案六个月后生效

卫生署长陈汉仪对该法案的通

产品并出口，泰国烟草管理局和烟

立法者最近通过了一项拖延已

过表示欢迎，并驳斥了新一代烟草

久的法案，将于六个月后生效：禁

产品比传统烟草危害更小的论点。

止香港进口和销售电子烟和加热烟

她指出，许多被吹捧为证据的调查

草产品。

结果都出自烟草公司。

草种植者都将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泰国医学会强烈反
对该提议。该协会向泰国总理Prayut
Chan-o-cha发出一封公开信，请求他

虽然新法案针对的是当地的电

烟草事务联盟发言人表示，

警告这位部长。这封公开信由泰国医

子烟业务，但人们仍然可以自由使

对法案的通过感到非常失望，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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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at the future through
experience and innovation
SFT SASIB filter tube
make-pack line

SASIB SFT is the innovative way to support filter tube production.
Single rod maker with and a production speed up to 8,000 filter tubes per minute great flexibility.
High performance packer allowing the production of boxes up to 500 filter tubes, also
available with quick size change configuration kit to switch from different formats rapidly.
The whole line can be easily integrated even in high demanding production environments
thanks to its compact and flexible layout.

www.sasib.com - sales@sas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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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全面禁止烟草产品的决定不科

过9.02英镑。最低消费税将按照RPI

烟——其中大部分人以前是吸烟者。

学、不合理。

增加3%。部长希望此举将减少吸烟

卫生部部长Sajid

人数。

烟可能是降低吸烟率的重要工具。

英国决定提高烟草税

Javid表示，电子

在尝试戒烟的人中，成功率最

英国财政大臣Rishi Sunak决定
提高烟草税后，每包卷烟的售价将
超过13英镑（17.70美元）。

英格兰NHS系统可开具电子烟
处方
英格兰的（国民保健服务体

根据这项预算，最贵的卷烟价

统）可以开具电子烟处方，以帮助

格（20支/包）将上涨88便士（1.2

人们戒烟。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正

美元）至13.60英镑（18.6美元），

在邀请制造商提交相关产品。

而最便宜的卷烟价格将上涨63便士

高的是使用电子烟戒烟和当地戒烟
服务的人群，在2020年至2021年成
功戒烟的人数高达68%。

菲莫国际将转变加热烟草产品
销售策略

这意味着英国可能成为世界

由于供应链问题，菲莫国际正

上第一个将电子烟作为医疗处方

在改变其加热烟草产品的销售策略。

烟民组织Forest的负责人Simon

产品的国家。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

在面临设备组件限制时，优先考虑

Clark说：“因为烟草税的涨幅高于

（MHRA）正在更新指南，为希望戒

现有用户而不是新客户，首席财务官

通货膨胀率，吸烟者厌倦了每年成

烟的吸烟者开具药用许可的电子烟

Emmanuel

为（政府纳税的）目标。大多数吸

产品铺平道路。

报电话会议上表示。该公司还希望避

至9.73英镑。

烟者生活贫苦。许多人因疫情而遭

制造商可以联系MHRA提交他们

受经济损失。在他们无力负担的时

的产品，以通过与卫生服务提供的

候，不应该再次面临烟草成本的上

其他药物相同的监管批准程序。

涨。”

获得医学许可的电子烟，必

Babeau在公司第三季度财

免销售新设备之后导致“消费者使用
率较低”的问题。
但 设 备 更 换 也 会 影 响 供
应。Babeau说，在日本推出新的

他补充说：“提高烟草税率将

须通过比商业销售更严格的安全

IQOS

不可避免地刺激非法贸易，这会伤

检查。电子烟是试图戒烟的吸烟者

大的IQOS用户群在没有必要的情况

害合法零售商的利益。消费者将因

最常用的辅助手段。超过四分之一

下也在升级现有设备。“在正常供

假冒烟草面临更大的风险。”

的吸烟者依赖电子烟——比使用尼

应情况下，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

古丁替代疗法产品（如贴片或口香

消费行为，但在设备短缺时会增加

糖）的人还要多。

限制，”他解释说。

人们在Twitter上表达了他们沮
丧的心情，其中一个人称这个价格

ILUMA设备时，该公司发现庞

Sunak

除了在一些试点研究中使用之

该公司的加热烟草产品需求持

宣布，所有烟草产品的关税税率将按

外，它们从未在处方药中使用。然

续增长——出货量同比增长24%——

照零售价格指数（RPI）衡量的通货

而，在2017年，政府开始将它们作

但供应没有跟上。在日本以外的地

膨胀率增加2%。

为其年度Stoptober（十月戒烟月）

区，IQOS设备出货量同比增长7%。Ba-

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推广。

beau称其“显著低于”现有市场的销

很“荒谬”。财政大臣Rishi

手卷烟将按照RPI增加6%，这意
味着30克/袋手卷烟的零售价格将超

据估计，约有360万人使用电子

售增长。菲莫国际的目标仍然是，到
2025年，大部分销售额来自无烟产

WHO
SAID
WHAT?

品，而不是卷烟。这将需要更多的

“100位专家发言，消费者认为必须把电子烟产
品和其他烟草减害产品当作挽救生命的最重要
工具。WHO目前忽视了这一事实，但我们请他
们倾耳而听。2亿人使用这些产品。是时候结束
电子烟之战了。”
——世界电子烟使用者联盟（WVA）负责人Michael La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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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芯片来制造更多的设备。从
年初到现在，加热烟草产品占公司
总出货量的13%，而2018年为5%。
Babeau说，即使加热烟草产品
的增长率因供应限制而放缓，但它
仍有望在公司的产品组合中获得更
多份额。

图源：JEB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图源：JEB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晨雾蔼蔼，含苞待放的大麻迎来新的一天。

JEB国际烟草公司大麻卷烟中的大麻是100%有机生长
的。

烟草“遇见”大麻

大麻解放取得长足进展，一些公司已经开始用全新的产品类别来完善其烟草
产品组合。
文/托马斯·施密德

多年来，由于监管日趋严厉，税收调涨，反烟草运动充满敌意，传统烟草种植者和制
造商经历了需求持续下降。而且，电子烟技术和加热烟草制品（HTPs）的迅速崛起给他们带
来了新的压力。但最近的“大麻解放”引人注目。
就在十年前，主流媒体会摧毁任何宣布打算在其产品组合中添加大麻的老牌烟草公
司，更不用说政客和反不良行为倡导者了。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对大麻的态度开始
改变。美国几个州已将大麻合法化，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软化对大麻本身及其衍生
产品的立场。
神奇的催化剂当然是围绕CBD（大麻二酚）的大肆宣传，CBD是大麻中的一种物质，突
然因其各种健康益处而受到称赞。即使是THC（四氢大麻酚）——一种集中在植物的花蕾和
花朵中的著名精神活性化学物质，在遵循医嘱下适度服用也开始被认为是有益的。

JEB国际烟草公司
保守的传统主义者

该公司CEO杰伊·巴克（Jay

Barker）称，今天的JEB公司在19世纪末是一个简陋的家

族式烟草农场。他说：“我是第五代，我们生产晾晒白肋烟、传统的和有机的弗吉尼亚烤
烟。”在过去几十年中，JEB的业务范围大大超出了家族经营，当然，如今在美国和巴西签
约种植者，但也从希腊、土耳其、乌干达、印度和津巴布韦采购烟草。
JEB国际烟草公司还向子公司Firebird

Manufacturing

LLC供应烟草，后者是切诺基

卷烟和烟斗丝以及美洲蒲葵卷烟的独家制造商。另一家姐妹公司切诺基烟草有限责任公司
（Cherokee Tobacco Co.LLC）负责销售，1995年推出切诺基卷烟，2008年推出美洲蒲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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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JEB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图源：JEB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切诺基长支软包装烟

在JEB公司的6种风味和香味的“大麻烟”中，高端纯大麻烟是
其中一种。

烟。虽然美国仍是切诺基的唯一市

们的品牌标识是“纯”大麻，现有六种不同的品种，包括一种薄荷烟。”他

场，但在一些中东国家也可以买到

说所有这些产品由一家有机、食品级、经CGMP认证的工厂负责生产，各个方

美洲蒲葵卷烟。

面都合法。

2017年，JEB迈出了一大步，获

但是，还有一个警告：至少在美国，大麻卷烟混合物不得含有任何烟

得了弗吉尼亚技术学院授予的大学

草，因此巴克一再强调，他的“大麻烟”不仅名副其实，而且在含量上都

研究许可证，开始种植大麻。巴克

是“100%纯大麻”。虽然不可燃的CBD产品现在在美国各地都是合法的，但

回忆说：“2018年，我们开始在弗

巴克大麻烟目前在少数几个州无法销售。但是，放眼海外，他目前正在研

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商业种植

究“欧洲和亚洲离岸市场，以及南非市场”的可行性……

大麻，第一年收获5万英磅。这一数
字现在增加了十倍，每年超过50万
英镑。”
巴克说，在获得上述两个

22世纪集团

前卫的太空生物学家
22世纪集团总部位于纽约州布法罗市，远非典型的烟草公司。该公司

州的种植许可证以及弗吉尼亚州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迈克尔·泽切尔（Michael

Zercher）称其为“一家领先

的加工和经销商许可证后，该公

的农业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公司，专注于通过植物学改善全球健康状况。”

司目前种植大麻品种包括Berry

这里的“植物学”还包括烟草、大麻，以及最近的酒花。

Blossom、Baox、T1和“一些纯

大约十年前，该公司成功地培育出转基因烟草，其叶片中的尼古丁含

CBG[CBG是大麻萜酚，一种非精神活

量远低于传统种植品种，一时轰动全球。该公司负责监管科学的副总裁约

性化合物]品系。”“我们所有的

翰·普里查德（John

大麻品种都完全符合相关法律的要

和育种实践在烟草植物基因进步方面的全球领导者。我们在世界各地拥有大

求，THC最高总含量为0.3%，CBD含量

量与烟草植物中尼古丁生物合成相关的已发布和待决专利申请的知识产权组

约为12%，而我们的CBG品种的THC含

合。”基于这些专利，22世纪集团能够种植每克烤烟叶仅产生0.5毫克尼古

量低于0.2%，但CBG含量高达20%。”

丁的烟草植物。也就是说，仅用该集团的改良烟草制成的卷烟比传统烟草含

在大胆尝试种植大麻之后，JEB

Pritchard）解释说，“22世纪集团是利用各种技术

有的尼古丁低约95%。

下一步也会创造自己的“大麻烟”。

22世纪集团最初的定位是“消费品和生命科学公司的植物和植物提取

巴克对《亚洲烟草》表示：“我们现

物供应商”。然而，2011年，该公司还推出了一系列使用其转基因烟草的

在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大麻公

变量尼古丁“研究卷烟”。这些产品一直由学术界和公共卫生部门独家提

司，从2018年7月开始，我们一直在

供给真正独立的临床研究项目。普里查德解释说：“研究表明，低尼古丁

商业上提供100%的有机大麻卷烟。我

卷烟有助于吸烟者平均减少50%的尼古丁消费，增加戒烟尝试和不吸烟的天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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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称
Cherokee（切诺基）
Palmetto（美洲蒲葵）
纯大麻

推出时间
1995年
2008年
2018年

图源：22世纪集团

JEB可燃产品概述
配方
美式混合型
美式混合型
100%有机大麻，有6种风味和配方
（THC最高含量0.3%/支，CBD 15-75mg/支）

来源：JEB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数——所有这些都有轻微或无戒断症状或代偿性吸烟。低尼古丁卷
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吸烟者改善与吸烟的关系，我们对此感到非
常兴奋。”
令人鼓舞的研究结果，加之美国食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即将出台的计划，该计划要求未来在美国销售的所有卷烟具
有“最低成瘾性或非成瘾性”，促使22世纪集团向美国FDA提交上市
前烟草产品申请（PMTA），“我们的低尼古丁含量卷烟以MRTP（低
风险烟草制品）的品牌标识立足市场。”该集团专门为此创建的品
牌名为VLN。
一直拖到2019年，FDA最终批准了22世纪集团的产品的商业销
售，此前对该产品的应用进行了严格的科学审查，确定其“适用于保
护公众健康。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一种可燃卷烟，所以申请成功是
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普里查德说。迈克
尔·泽切尔补充说，“在撰写本文时，我们是仅有的三家获得FDA的
PMTA授权的公司之一，而我们的产品是唯一的可燃烟草产品。”
但是，成功的PMTA申请不会自动标记MRTP标签。22世纪集团
仍在追求这一极其复杂的授权途径，但预计很快就会实现。泽切尔
说：“一旦我们被授权MRTP，我们将把产品推向市场，并在包装和
广告中刊载大字标题‘尼古丁减少95%’。我们计划在MRTP获批90天
内在美国的试点市场推出VLN，也正在努力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在

“低产能”Vs.“低含量”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烟草行业专业人士偶尔也会混淆“低尼古丁产
能”和“低尼古丁含量”这两个术语；甚至互换使用。虽然市面上确实
有许多“低尼古丁产能”的卷烟，但目前世界各地没有一种“低尼古丁
含量”的卷烟在销售。因此，理解“产能”和“含量”之间的明显区别
很重要。
22世纪集团的约翰·普里查德（John
Pritchard）对《亚洲烟
草》解释说：“产能是在实验室中使用标准方案测量的烟草烟雾中的尼
古丁含量。然而，‘低产能’和‘高产能’卷烟中使用的烟草基本上是
相同的。”由于其特殊的结构，低产能产品每一次进入人体的尼古丁可
能较少，尽管闭塞过滤嘴通风口可以增加产能，即使是所谓的低产能产
品。太低的产能可能经常导致“补偿性吸烟”，即吸烟者在一天的过程
中消耗的“轻”卷烟比“普通”卷烟更多，以维持身体所渴望的尼古丁
水平。
相比之下，“低尼古丁含量”卷烟标示烟草本身中尼古丁的实际浓
度；而非烟雾中。普里查德说，如果尼古丁含量足够低，就不会导致补
偿性吸烟。“独立科学一再发现，如果尼古丁含量降低至少90%至95%，卷
烟的总消费量将迅速减少。产品中的尼古丁根本不足引起补偿性吸烟，
如闭塞过滤器通风或增加吸食强度，从而影响更高的尼古丁产能，而这
会导致吸烟增加。吸烟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会很快意识到。结果是减
少了消费，增加了戒烟尝试，为吸烟者和公众健康带来明显的好处，”
普里查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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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世纪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Michael Zercher

美国以外的几个市场推出VLN。”除了转基
因烟草特许经营权外，22世纪集团还将注意
力转向大麻市场。迈克尔·泽切尔说：“我
们在这一领域的任务是开发和商业化专有大
麻植物，使其具有宝贵的大麻素特征和理想
的农艺性状，从而实现大麻产业的地震式增
长。”他补充说，大麻产业目前依赖于使用
传统方法培育的植物品种。然而，泽切尔证
实这些传统品系不适合大规模生长，特别是
在户外。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能够提供的
科学，面对昂贵、不可扩展的遗传学，以及
不断进步的技术，该行业会负重难行。”
因此，在过去两年中，22世纪集团致力
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以尽力支持上游
价值链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包括植物分析，
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特定植物性状的研
发；也包括遗传，提供差异化的特性，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特定大麻素的产量，或提供特
定的风味或香味；还包括商业规模的植物育
种和栽培。泽切尔解释说：“由于这些合作
关系，我们现在掌控最全面、最具创新性的
大麻素上游价值链，预计到2021年底，大麻
将开始创收。关注22世纪集团！我们不断创
新，同时帮助一路走来的客户和消费者！”

今年9月，RELX悦刻发
起“空弹回收”计划，将其
制成水泥熟料。

空弹回收是业界不
可忽视的问题

文/烟草在线

近年来，电子烟大流行，就公共卫生健康层面来说，这的确不仅改善了传统烟草造成
的健康风险，同时解决了严重污染海洋的烟蒂问题。然而，电子烟自身也存在问题，由于烟
弹是一次性消耗品，而产生的“空烟弹”并没有被业界很好地回收。据vapingpost报道，有
研究人员估计，到2021年，将有5500万成人使用电子烟。如果处理不当，那么大量的设备可
能会造成巨大的回收灾难，这是业界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在大力提倡绿色发展的社会环境下，电子烟的回收利用是一大重点。烟弹有很多部件
构成，有金属部分，有塑料部分，有玻璃制品，在回收时也将面临拆解的问题。大部分组件
都属于可回收的垃圾，比如金属、陶瓷以及塑料的部分。然而，有电池的一次性小烟则应当
归属有害垃圾，当这些“有害”垃圾流入环境，对环境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采取行动迫在
眉睫。

不定期开展换购活动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至少已经有品牌商愿意思考如何回收电子烟废弃物，并尝试培养
消费者保护环境的意识。
2018年，中国电子烟领先品牌山岚科技携手Vaper用户，为了保护环境、在用户中更好
地树立绿色环保意识，首次发起“空烟弹回收计划”：集齐八个空烟弹可换一盒全新的烟
弹，鼓励大家用实际行动减少空烟弹可能给身边环境带来的影响。为期一周的回收活动最终
收到了烟弹共近500颗，换出50多盒新烟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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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ZQ和悦刻RELX也相继推
出了“不限品牌以旧换新”及“空
烟弹回收计划”等保护公共环境的
活动。此外，VINN和映卓等电子烟
品牌此前也曾推出过相关计划。通
过邮寄或实体店面兑换的形式，每
一支VINN一次性电子烟烟可兑换1.5
元人民币，数量不限，又或者5颗空
烟弹换一颗指定口味烟弹的方式来
回收产品。FLOW也发文号召大家将
废弃的一次性电子烟储存起来，虽
然自家暂时没有想好一个非常完美
的回收策略，但其态度表明早晚会
将回收纳入下一步的发展规划中。
显然，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回收
的问题，但从目前七零八落的活动
来看，大部分企业只能达到暂时的
效果，并没有一个长久切实可行的
回收方案。长远来看，让人们养成
回收的习惯才是关键。

足不同建筑场景的需求。在这个过
程中，空弹即可在环境友好的前提
下实现零废料循环再生，产生经济
价值。
同时，悦刻强调空弹回收项目
将面向全行业、全部品牌用户。用
户可在悦刻专卖店领取环保回收袋
收集空弹，并集中投放于店内的环
保回收箱，由悦刻统一处理。

首个全链路空弹回收解决方案
9月2日，RELX悦刻（雾芯科
技）宣布联合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
金会发起“空弹回收”计划。通过
将废弃电子烟弹资源化处理成水泥
熟料并投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
现空弹的资源化、无害化循环再利
用，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这是首个全链路空弹回
收解决方案。9月起，悦刻将在北京
率先启动“空弹回收”计划，预计
2022年2月覆盖10个城市，2022年年
底在全国专卖店推广。回收范围不
限电子烟弹品牌。
该计划将于一期投入2000
万元，其中1000万元用于乡村振
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我们
希望让空弹发挥社会价值，为可持
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做贡献。”RELX
悦刻创始人、CEO汪莹表示。
空弹如何变成水泥？尽管水泥
的主要原料是石灰石、粘土等，但
是由金属等固体废弃物制成的水泥
熟料也必不可少。通过水泥窑协同
处置技术，空弹中的铁质金属部分
将形成水泥熟料，同时还能极大减
少其他部分处理时产生的飞灰与炉
渣，这样可优化水泥性能，使其满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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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贩售机
怎么样才能使电子烟的用户自觉地将空烟弹放入
回收渠道?从前，人们没有定点扔垃圾的习惯主要是因
为垃圾桶数量不够，如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已经帮助人
们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么，运用电子烟智能贩售机来
回收电子烟，也是同样的思路。广泛布点，运用强大的
技术进行信息联网，即便是在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城市，
不同的两台贩售机也能快速识别用户的“回收积分”，
随时随地兑换。如果电子烟的智能贩售机都设置一个回
收口，回收一次根据数量予以积分奖励，积分达到一定
数量又可以在贩售机上兑换电子烟，如此良性循环则很
有希望达成很好的效果。智能贩售机不比专卖店，成本
低，很多地方都可以安装，因此可以达到“广泛分布”
的目的，一旦电子烟的智能贩售机达到一定数量，可以
设置“回收口”的点位也相应增多。

前路漫漫

其他品牌的电子烟使用者也可以参与RELX悦刻的空弹回收计划。

目前，关于电子烟的环境保育行动仍停留在意识形
态，实际行动需要考量到成本问题。但我们相信，只要
有品牌商愿意思考废弃物问题，烟弹及电池就有机会能
够找到更好的回收解决方案。毕竟环境保护不是一个人
的战斗，更多是整个电子烟行业对环境问题有所共识，
愿意共同承担、解决环境问题。若想实现真正的绿色可
持续发展，电子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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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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 Joyous
HOLIDAY SEASON
www.universal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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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新闻

BMJ乔迁新总部
BMJ（PT Bukit Muria Jaya）公司是为烟草行业提供纸张和包装产
品的全球领导者，目前新总部已迁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附近BMJ综合大楼
的右边。该建筑的定位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以完善其作为综合体扩建
部分的功能，优化BMJ运营的面积。为此，新建了一个单独的楼，作为综
合大楼的中心，部署最新的安全设施和访客设施。
BMJ称新总部“彰显了BMJ承诺将‘绿色绿洲’作为建筑主题，致力
于促进可持续性。身处一个高温高湿气候的热带国家，减少气候调节设
备的能源使用，成为实现最佳环境影响的主要挑战。绿色绿洲，顾名思
义，是利用办公室周围的大量绿化和游泳池，在几乎无需使用气候调节
设备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舒适的气候。”
鉴于这种实用性，在设计新总部时考虑了有效性和效率。该建筑
的工业设计因支持上述意图而得以实施。从设计细节可以看出其实施情
况，例如，流线型排班墙，文件存储作为活动区分隔器，以及便于维护
的外露天花板。
BMJ采用了独特的计算机化技术，对建筑正面和屋顶进行了编织设
计；藤条编织大师设计和手工制作了其建筑标志，遮挡印度尼西亚每日
12小时的阳光照射，减少太阳热量。白天，它提供建筑内部阴影，而在
夜间，织物形成了建筑视觉阴影景象，非常值得一看。

BMJ的新总部是一个“绿色绿洲”

该公司表示：“BMJ相信合作的价值。
交织的理念来自‘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思想
引领，是BMJ迁移新总部的原因。办公楼中的
互动是公司的灵魂，因此自然就开始讨论开
放的工作空间。”BMJ支持这一价值观，工作
空间采用最小分区设计，其所有活动场所均
互联互通。
“BMJ的新总部虽然是在疫情期间建造
的，但仍然巍然挺拔，它提醒我们不断前进
的韧性和精神。新总部象征着BMJ过去的每一
个‘尤里卡’时刻，并将成为BMJ未来尤里卡
时刻的灵感来源。”

益升华将审查烟草过滤嘴业务
的战略

过去四年中，其过滤嘴业务在所有

组合诱捕器是一种一体式卫生控制

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目

诱捕器，用于在烟草储存、运输、

益升华公司宣布其计划专注于

前具有诱人的长期增长前景。该公

加工和制造过程中控制烟草甲虫和

组件制造业务，其董事会将审查“

司表示，具体变化包括一家中国合

烟草蛾。

过滤嘴业务的全部战略方案”，预

资企业，目前已开端良好，每月销

计最早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结束。

量都在增加。

信息素技术的最新进展，伴随
几个国家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广泛现

益升华在向烟草制造商提供卷

益升华表示，尽管其过滤嘴业

场试验，已开发出一种含有两种害虫

烟过滤嘴方面拥有80多年的经验，

务发生了战略转变，但其创新团队

性信息素的单一信息素缓释聚合物。

该公司表示，对其过滤嘴部门的战

仍专注于向市场交付新产品。该公

使用MoBe®Combo

略审查是其成为纯粹的全球组件商

司还表示，预计这家中国合资企业

信息素诱饵可实现最佳效率，同时降

的第一步。

和进一步的外包业务将推动2021年

低产品和劳动力成本。在综合虫害管

第四季度过滤嘴的增长速度从2021

理计划中持续使用诱捕器和诱饵有助

年第三季度开始加快。

于减少杀虫剂的使用。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在
过去几年中，益升华将其投资组合
简化为三个全球业务，每个业务都

Mk.2诱捕器和组合

改进措施包括改变诱捕器侧入

Barrettine公司推出全新升级
版MoBe® Combo Mk. 2诱
捕器

口，以改善空气交叉流动和甲虫进

令人信服的回报，但每个业务处于

Barrettine环境健康公司（Bar-

相互作用，并减少信息素的挥发性迁

不同的发展阶段，协同效应有限。

rettine Environmental Health）对

移；其他改进包括一种在多变的大气

因此，董事会认为，为了最大限度

其MoBe®

条件下粘性更强、更具攻击性的可

地提高股东价值和各业务的潜力，

进和增强，从而推出了MoBe®

益升华应逐渐成为纯粹的全球零部

Mk.2。

具有领先的市场地位以及明确的目
标和战略。它们都具有光明的前景
和强大的潜力，能够为投资者提供

件商。这将聚焦战略重点，加速有

Combo诱捕器进行了多项改
Combo

20多年来，Barrettine为烟草

入；诱捕器内表面新增了层压阻挡
层，以减少胶水和诱捕器之间可能的

靠胶水，以及一个不会影响甲虫进入
诱捕器的表面；使用非排斥性印刷油
墨，同时考虑视觉和嗅觉。

行业提供害虫防治产品。该公司与

实 验 室 和 独 立 现 场 试 验

益升华过滤嘴部门的营业额是

业界密切合作，开发了一种组合昆

均证明，在烟草卫生控制计划

3.81亿美元，2021年第三季度的销

虫监测诱捕器，可作为烟草甲虫和

中，MoBe®Combo Mk.2系统对烟草甲

售额增长了2.8%。该公司表示，在

烟草蛾的早期预警检测系统。MoBe®

虫和蛾都非常有效和敏感。

机和无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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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ettine目前正在寻找分销合
作伙伴。有关MoBe®Combo Mk.2烟草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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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工厂的环境足迹，最终目标是在

成员卡西尔·伊克巴尔（Qaiser

2023成为碳中和的工厂。

Iqbal）、TTS项目总监塔里克·谢

控制系统的更多信息，请联系Barret-

奥托潘尼工厂是全球8家生产

tine公司，电话+44（0）1179 672222，

IQOS耗材的工厂之一。自2017年以

行官阿里·汗（Ali

邮箱：beh@barrettine.co.uk，或访问

来，该工厂创造了300多个新工作岗

了此次活动。

其官网www.barrettineenv.co.uk。

位，目前拥有850多名员工。其92%

塔林对FBR在烟草行业的这一

的产量出口到全球54个市场，其余

项目表示赞赏，“TTS是一个非常全

8%用于国内市场。

面和强大的电子监控系统，它是传

菲莫国际对奥托潘尼工厂投资
1亿美元
菲莫国际公司（PMI）宣布，将

赫（Tariq Sheikh）以及PTC首席执
Khan）也出席

统物理监控系统的一个范式转变。

巴基斯坦成功推出全新TTS系统

相信在指定行业安装TTS将力挽狂

在2022-2023年期间向罗马尼亚奥托

巴基斯坦联邦税务局（FBR）

潘尼的工厂投资1亿余美元。该工厂

成功推出了新的跟踪和追踪系统

制造IQOS设备的烟弹。

（TTS）。总理伊姆兰·汗（Imran

TTS的推出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事

从2017年开始，菲莫国际将

Khan）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个好消

件。FBR尝试了12年，五次尝试均失

之前的一家卷烟厂改造成了一家生

息，并表示“这将增加额外收入，

败，最后第六次尝试成功。

产IQOS耗材的工厂，整个过程需要

实现经济数字化，遏制假冒产品，

FBR主席阿什法克·艾哈迈德表

5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发展制造能

所有这些都是实现有效和透明治理

示，在工业产品上使用独特的识别

力、培训员工和实施可持续性解决

的举措。”

标志将有助于识别、隔离和遏制未

澜，提高收入并遏制市场上的假冒
产品。”

方案。在这项投资中，仅2021年就

财政部长肖卡特·塔林在杰

征税、假冒和走私货物的生产、供

投资了近1亿美元。2022—2023年的

赫勒姆市的巴基斯坦烟草公司启动

应和流动，并加强巴基斯坦的治理

新投资将继续发展国内外市场的生

了该系统。FBR主席阿什法克·艾

和法治。FBR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

产能力，扩大产品组合，并尽量减

哈迈德（Ashfaq

糖、化肥和水泥行业实施TTS。

Ahmed）、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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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日烟国际亚洲生产公司（JTI-AMC）

图源：日烟国际亚洲生产公司（JTI-AMC）

日烟国际亚洲生产公司（JTI-AMC）最先进工厂的鸟瞰图

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国内市场总部办公楼

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打造亚
洲及全球的制造和分销中心
亚洲许多国家的吸烟者都很确定，只要他们吸的卷烟是日烟国际的品牌，那
很可能是来自菲律宾。
JTI-WMC总裁Elena
Trusova

2017年，日烟国际正式将菲律宾定位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制造和分销中心。当时该公司
在吕宋岛主岛的八打雁省开设了一家大型工厂，名为日烟国际亚洲生产公司（JTI-AMC）。

慎重考虑的结果
文/托马斯·施密德

据JTI-AMC总裁Elena Trusova表示，选择东南亚国家是出于地域、物流和经济考虑，确
保整体业务包括供应替代品的可持续性。她说，“在菲律宾设立工厂，提高了我们的运营效
率，满足了业务需求，特别是在扩大产能、提升出口潜力和确保所有供应市场产品质量一致
性等方面。该工厂目前共为15个市场提供服务。除菲律宾外，还包括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
等市场。Trusova表示，最近市场扩展到了蒙古国和柬埔寨。该中心还为亚洲和全球其他一些
区域提供免税产品。
这家先进的工厂位于八打雁经济特区，占地13公顷，员工约900人。最近，烟叶仓库投
入使用，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大。Trusova说，自我可持续性也在JTI-AMC发挥着重要作用。该
工厂的光伏太阳能电池板超过17,000个，覆盖屋顶区域27,000平方米的面积，可满足工厂白
天运营所需的能量使用。晚上，工厂使用电力，因而获得了绿色认证。

为18个国家提供商业服务
据总经理Akhtar Hannan称，2020年，日烟国际在马尼拉又开设了一家子公司JTI-GBS（全
球商业服务公司），“为日烟国际分布在亚洲和美洲18个国家的26个地区提供服务。”这家子
公司提供资金、营销和销售、人力资源、采购到支付（P2P）、客户服务及信息技术建议等多
项服务，有效应对各项业务挑战和无缝工作服务流程。该中心目前拥有员工300多名（并且仍
在招聘更多员工），这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Hannan表示，“2020年，尽管发展仍受新
冠疫情的影响，我们仍然建立了GBS中心。这说明我们始终致力于增加就业机会，支持该国的
持续发展，并突出了我们对菲律宾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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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名称
万宝路
Mighty
Fortune
云斯顿
Marvels

品牌所有者
PMFTC（菲莫国际）
JTI（日烟国际）
PMFTC（菲莫国际）
JTI（日烟国际）
JTI（日烟国际）

图源：托马斯·施密德/duk

菲律宾五大卷烟品牌
市场份额（%）
42.9
20.9
11.7
10.2
4.1

（来源：尼尔森零售审计，截至2021年8月）

在国内，该公司在菲律宾全国设立了39个销售办事处，雇用员
工2,700多人。菲律宾位列日烟国际十大市场，截至2021年8月，占本
地市场37％的份额。该国市场份额最大的烟草公司是菲莫国际子公
司——菲莫福川公司（PMFTC）。其余1.6％的市场被当地的几家公司
和英美烟草瓜分。英美烟草通过经销商公司开展业务。然而，据业
界流传，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JTIP）获得目前的市场份额，并不是
通过四处收购得来的。事实上，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迄今为止的第
一项收购，是在2017年收购了当地制造商Mighty公司。“收购资产包
括Mighty公司的分销网络、制造设备、库存和知识产权，”日烟国际
菲律宾公司总经理John Freda对《亚洲烟草》表示

依赖五个品牌引领市场
而且，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的市场份额仅依赖于五个卷烟品
牌。“我们在菲律宾推出了五个品牌，即全球旗舰品牌中的云斯
顿、骆驼、梅维斯、Mighty和Marvels。后两个品牌原先归Mighty
公司所有，是菲律宾当地特有的品牌，”Freda说。根据2021年8月
发布的Nielsen零售审计报告，其中三个畅销品牌排名位于该国前5
位：Mighty（20.9％）、云斯顿（10.2％）和Marvels（4.1%）。菲
律宾最受欢迎的品牌是菲莫国际的万宝路，市场份额为42.9％。
日烟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8.3％的菲律宾成年人吸烟，
其中71％是男性，29％是女性。加香卷烟虽未禁止，但菲律宾消费
者更喜欢天然的烟草味卷烟和薄荷味卷烟。Freda引用Nielsen零售
审计报告表示，标准包装的国际卷烟品牌平均零售价格是131.17比
索（合2.60美元），而Mighty等当地品牌的零售价格为100.51比索
（合2.00美元）。

简单直接的税收计划
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相当复杂的烟草税收制度相比，菲律宾采
用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平衡法。“20支装的卷烟征税50比索，”日烟
国际菲律宾公司事务和通信总监Mildred Sabarre说。
2023年及以前，这一税率将每年增加5.00比索。从2024年开
始，税率将每年增加5％。加热烟草制品和电子烟液产品也同样采用
这种简单的税收制度。
菲律宾烟草业受烟草机构（IACT）的监管。IACT由贸易和工业
部秘书处牵头，若干政府机构负责人组成。“IACT的主要职责，是管
理和实施《2003年烟草监管法案》（RA 9211）的规定，”Sabarre表
示。例如，该法案禁止在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吸烟。“然而，当地
政府单位还有相当多的条例，而且限制了吸烟区域。这些吸烟区域
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

日烟国际东南亚的零售品牌几乎都是在菲律宾生产的，
并以当地包装形式出口。图为出口到泰国市场的骆驼
（硬包装）烟。

菲律宾领先的烟草公司
公司名称

市场份额（%）

PMFTC（菲莫国际）

61.4

JTI（日烟国际）

37.0

其他公司（包括英美烟草

1.6

BAT，美国烟草公司ATC，
菲律宾La Suerte公司）
总计

100%

（来源：尼尔森零售审计，截至2021年8月）

蒸汽烟产品和加热烟草制品合法化
与大多数邻国不同，蒸汽烟制品和
加热烟草产品在菲律宾并不违法，有效
避免了其它国家存在的灰色或黑色市场
的出现。通过单独对蒸汽烟产品和加热
烟草制品的消费税进行分类，以及对加
热烟草制品的独立消费税进行分类，根
据《共和国第11467号法案》和《共和国
第11346号法案》，这两项产品类别都是
合法的。据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的Mildred Sabarre所说，这两种产品类别在
2019年通过《共和国第11346号法案》，
正式合法化。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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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海关人员使用警犬检查大箱非法烟草产品中隐藏的
毒品。
菲律宾当局查封
的大箱非法卷
烟。

与此同时，《共和国法案10643》规定了

到12,000比索之间（约118-236美元）。相比之

有关健康警语的要求。Sabarre解释说，“图

下，一大箱合法的本地品牌的成本为50,000比

形健康警语至少覆盖卷烟包装正反面50％的面

索，国际品牌的成本更高。当这些非法卷烟以每

积。此外，还必须在至少一个侧面上印制健康

支2-3比索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时，它们会产生

警语。这些警语模板由卫生部制定、发布，所

极高的净利润。

有卷烟制造商必须使用，警语设计须每两年更
换一次。”

为了遏制非法贸易，当地的烟草制造商正
在与执法机构密切合作。Freda说：“日烟国际
菲律宾公司与海关局、国税局和菲律宾国家警

永久的祸害：非法烟草

察进行了密切合作。”为了更明确的表达公司

与东盟的邻国和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对非法贸易的立场，他说：“非法烟草制造商

菲律宾也同样面临着非法烟草问题。“非法烟

直接窃取国家税收。作为合法企业，我们是非

草在该国仍然是一个大问题，”John

Freda说

常守法的纳税人。即使存在非法问题，我们也

道。非法卷烟贸易尤其影响政府收入，因此成

不会涉足非法贸易。非法贸易欺骗了所有人：

为若干国会调查的重点。最近，众议院筹款委

政府、消费者和合法的企业。”

员会主席Joey

Salceda预计，年度财政收入损

失为300亿至600亿比索（合6-11.8亿美元），
无论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Freda说，“基于之前的执法行动，很明
显，本地和跨国联合企业都与非法贸易有关”
。他担忧“继续提高税率将进一步加剧非法贸
易问题”。因此，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倡导“
实行适度、合理、可预测的税率提升，代替
过度的烟草税收政策”。Freda补充说，仅在
2020年，边境当局扣押了5亿支非法卷烟。他指
出，“这一数字甚至没有包括实际已经流入市
场的卷烟。由于卷烟税率继续增加，这只会鼓
励更多的走私行为。”

无法抗拒的利润诱使犯罪
交易利润丰厚，令人无法抗拒。Freda提供
了一个相当精确的计算方式：在菲律宾遭受新
冠疫情之前，根据市场需求的情况，犯罪团伙生
产一大箱非法卷烟（10,000支）的成本在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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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至上
最近，JTI-AMC荣获2020

PEZA“杰

出雇主”奖。这是该公司因为社区服务
第二次获得该奖。两次获奖是JTI-AMCS
在开展社会福利计划方面付出重大努力
的结果，非常利于菲律宾社区的发展。
他们还认可该公司在就业方面做出的贡
献，以及为改善员工关系、培养人才和
发展技能，维护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增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努力。PEZA颁奖
典礼于10月28日举行。该活动由菲律宾
贸易和工业部下辖的经济区管理局组
织。此外，日烟国际菲律宾公司近年来
三次获得了人力资本投资者（IIP）的认
证，嘉尚其优秀的员工管理措施。IIP评
估需要对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代表
进行采访。






 

  

 

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在德国工厂预先安装。
图源：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
公司

除尘
烟草粉尘具有潜在爆炸性，不仅危害健康，而且会损坏机器。因此，综合性
除尘系统必不可少。

文/托马斯·施密德

空气中的粉尘以及某些气溶胶，可对工厂或仓库产生爆炸风险。我们通常认为烟草粉
尘不是高度可燃物，但它与空气悬浮颗粒物的大小有关。粉尘颗粒越小，危险度越高。按照
爆炸规律，可以说，任何直径为420μm或更小的颗粒，都被认为是可燃粉尘。虽然烟草行业
罕有爆炸事故，但也并非闻所未闻。如果不采取防范措施，一个火花或一次明火，就可以引
发惊人的毁灭性爆炸事件。
就烟草行业而言，粉尘颗粒通常会在烟草初级加工及干冰膨胀烟草加工过程中产生，
也可以在卷烟制造过程中聚集。极精细型烟草也可用于生产烟草薄片浆料。其次，吸入微型
烟草颗粒会对工人造成严重的健康风险，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烟草公司来说采用综合
性除尘系统十分重要，无论是供应商还是制造商。烟草除尘的实际工作原理，与滤除空中其
他固体颗粒，如碳（煤）或岩石粉尘的实际工作原理非常相似，因此过滤系统供应商通常能
够满足多种行业的需求。

ASII：亚洲工程服务专家
ASII过滤系统服务公司（以下简称Asii）总部位于菲律宾，已在亚洲多个烟厂安装了
综合性除尘系统。“2018年，我们在菲莫国际初级加工工厂引入了灰尘和蒸汽过滤项目，以
及深加工区的防火系统，”公司所有者兼首席执行官Rene Tacuban告诉《烟草亚洲》。十多
年来，他的工程公司一直与瑞典粉尘和除尘系统制造商Nederman，以及德国火花检测和防火
系统供应商Grecon进行合作。Tacuban表示，“我们正在日烟国际位于菲律宾的一个工厂中
进行火花和防火安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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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必要的硬件和电子元件由瑞典和德国这
两家公司提供，但负责在现场安装和测试系
统的则是ASII。Tacuban强调了个性化方法
的重要性。他说，“每个设备都不同，需要
进行定制设置。为此，ASII配备了一支能够
处理系统设计的工程团队，并根据Nederman
和Grecon的解决方案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包括在不同的位置提供完整的集成系统。”

风险评估是首要准则
合理的设计必须确保安全的工作环
境。“设计不充分或者机械维护不善，会导
致粉尘快速累积，”Tacuban说。但是，他
也指出，设计要求可能因国家而异。“符合
某个国家的规定，并不一定可以在另一个国
家进行相同地处理。”然而，无论是否需要
除尘系统，加工工厂或制造工厂的规模不是
安装标准。相反，关于火灾、爆炸和健康风
险预防的考虑才是标准。“因此，我们的标
准程序始终是进行风险评估，以便在开始设
计定制解决方案之前更好地理解工厂的流
程”。

中国初级加工厂的文丘里除尘器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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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尔过滤技术公司：
专业服务一个世纪
ASII作为专业的工程公司，主要通过合
作公司的元件设计和安装定制系统。德国的
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则是研发和制
造自己专有的除尘和过滤系统。成立一个世纪
以来，其全球定制服务遍及各行各业。“除了
重点服务烟草业外，Riedel还涉足众多其他行
业，如食品、汽车、化工和大宗材料等，”销
售总监Frank Puschmann说。
Frank

Puschmann表示，除了某些设置

中潜在的烟草粉尘燃火点外，还需要考虑活
性炭。因为它通常用于制作各种类型的卷烟
滤嘴。当悬浮物为粉尘颗粒时，活性炭实际
上比最细小的烟草粉尘更容易爆炸。他说，
如果在卷烟制作中使用活性炭，滤棒制造机
和卷烟接装机的除尘系统必须配备爆炸保护
装置。

很少发生意外
Frank

木炭粉尘提取过滤器。

典型的除尘/收集装置*
组件名称
袋式除尘器
（织物）

功能
分离灰尘与空气

Puschmann指出，至少在欧盟，

除尘系统必须符合ATEX防爆规定，远离火
技术细节
• 在清洁空气中清洁<5 mg/m3的
空气粉尘
• 全天候运行
• 结合建设性防爆措施，预防爆
炸风险

源。通常情况下，火花检测、灭火系统，以
及防爆组件，也是除尘系统的一部分。然
而，Frank

Puschmann说，他几乎未听过任

何烟草粉尘爆炸事件。他说，“这非常罕
见。”不过，这可能证明了现代除尘系统设

• 不锈钢
• 在清洁空气中清洁低于10 mg/
m3的空气粉尘
• 带式过滤器将除尘器中的水与
灰尘分离
输送空气并提供负压 • 工业风机设计
• 建议在风机叶轮和电机轴之间
使用挠性联轴器

计的正确性，以及必要时使用爆炸防御技术

变频器
（VSD）

控制风扇以确保稳
定运行

除尘过滤器配备了爆炸保护装置，爆炸没有

排气管

将清洁空气释放到外 • 稳定的碳钢或不锈钢设计
部环境
可降低吹出的噪音
• 根据当地法规，可将噪音降低
至85 dB（A）或以下
系统控制
• 配备西门子PLC/TP的威图机
柜，或根据客户规范配备

文丘里除尘器 从潮湿空气和/或蒸
汽中分离灰尘

KXE/MXE风扇

消音器
控制柜

• 建议优化用电量
• 可利用风机储备

*以上仅是示例。实际组件配置可能因现场要求而异。未包括排气罩、阀门和开关等
次要部件。
来源：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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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性。
Frank

Puschmann想起了在滤棒制造工

厂的一次爆炸事件。进入除尘过滤器的活性
炭颗粒阴燃触发了爆炸。火花是由切刀设备
内组合器的颗粒被点燃引起的。幸运的是，
造成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烟草粉尘不只会造成爆炸。它也可以
在机器内部聚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造成损
坏。烟草含有大量的硅酸盐，通过摩擦可能
导致机械磨损。Frank

Puschmann表示，这

主要影响了输送机轴承和其他移动或旋转部
件。然而，如果未检查粉尘收集器，卷烟制
造商可能会受到类似的影响。除尘系统可以

图源：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图源：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中央真空清洁系统

有效解决这些问题。Puschmann表示，“良
好的系统通过连续去除粉尘颗粒来减少机械

独立机组

磨损，从而帮助节省配件、维护或修理的成
本。”为了完善除尘系统，他建议额外部署
中央吸尘系统，用于机械和地板清洁。

升级现有系统
实际上，所有的大中型加工和制造
工厂都有一个或多个除尘系统，可能使用

可供所有人选择的解决方案

了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当然，技术

Tacuban的看法一样，Frank

在不断进步。法律可能要求工厂遵守更严

Puschmann也认为，“除尘系统不依赖于

格的规定。但是，并非需要完全用一个全

工厂规模，而应满足机械和设备的安装需

新的系统替代过时的除尘系统。根据现有

求。”然而，规模较小的公司，特别是在

的系统技术规范，可以升级或翻新。

与Rene

法规执行力度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公

事实上，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司，可能并不总是能够为安装全方位系统提

的Frank

Puschmann表示，“近年来，除

供大量资金。但是埃德尔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尘系统的返修和升级数量显著增加。”在

也为这样的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于除

对现在系统完成彻底的审查和技术评估

尘量相对较小的公司来说，我们提供了在机

后，这家德国公司可以提供升级或翻新计

器旁边安装的独立单元”，他解释说。“这

划。“可能需要改变管道系统或更换风

些单元不必配备专门的除尘管道，安装规模

扇。大多数时候，控制软件也必须更新或

也不需要太大，因而具有成本效益。”

调整。”Frank Puschmann说。

Frank Puschmann专业知识精湛。毕竟，

他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例如，过

他在数十年间一直为国际烟草业提供服务，

时的卷烟制造设备被排气量更大的新型设

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各种规模的除尘系统。该

备取代，或者初级加工厂的产量显著增

公司在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

加。“只要我们的技术评估认为可以继续

亚、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

使用现有的除尘设备，我们会建议相应的

新加坡、台湾、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升级解决方案。但是，如果现有的设备确

越南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厂都提供过

实无法使用时，我们会提议更换新的除尘

除尘解决方案。

系统，”Frank Puschman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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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新闻

SAI将在土耳其开设农业分支机构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决定从2022年产季开始进军当地种植的弗吉尼亚烤烟
（FCV）和白肋烟市场。此前，土耳其政府决定，所有在土耳其生产并在土耳其销售的卷烟
必须含有30%的土耳其烟草。根据目前的卷烟消费量，当地制造商每年将需要25000-30000
吨当地生产的FCV和白肋烟。
因此，SAI于2021年11月4日在土耳其东部的穆什开设了其农业分支机构，作为项目中
心。该办公室毗邻土耳其烟草合作联盟，SAI将大力依靠该联盟的农民成员生产烟草。该项
目设想到2025年，烤烟种植量达到5000吨，届时将建成一个面积为11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
包括生烟叶储存、烤房、生烟叶打叶生产线（GLT）、手工抽梗中心、烟叶加工仓库、膨胀
梗丝（CRES）生产线、再造烟叶生产线和工厂管理。该综合楼计划于2022年和2023年分阶段
完工。该项目最初将由Yagiz Turk管理，在技术方面由Furkan Aslan 协助，在烟叶方面由

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进军土耳其市场，在当地
种植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图为该公司在穆什
的烟叶种植基地。

Gokhan Akca协助。伊斯坦布尔其他职能部门将根据需要提供支持。这是SAI将承担的一个重
要项目，是该公司继喀麦隆雪茄烟叶种植园之后第二次直接参与烟草种植。预计将刺激穆什
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就业。

日烟国际烟叶马拉维公司努力保护自然森林
日烟国际烟叶马拉维公司已加大努力，减少农民对
从自然森林中砍伐树木用以建造烤房、在烤炉中烘烤烟
草的依赖。
日烟国际的通信和企业事务总监Limbani Kakhome
表示，该公司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推广使用现场烤房。
现场烤房均按照白肋烟烘烤烤房的形状进行设计、布局
和搭建。三到五年等树木完全长大后，可以使用现场烤
房。他解释说：“与我们签约的每一位农民，每种植一
公顷烟草，都必须至少搭建一个现场烤房。”每个现场
烤房需要213棵树，比传统的烤房有更多的优势，如降低
生产成本和提高烟草质量。
该公司还发现了一种利用煤灰的方法，煤灰是工厂
废弃物的副产品，可以用来生产耐火、防水、成本效益
高、维护费用低的混凝土砌块。日烟国际可以用这些砖
块建造学校的教室和教师住宅。
此外，日烟国际与TLC（Total Land Care，全面土
地维护）合作种植树木和竹子，促进树木的自然再生，
在需要较少木柴的地区使用改进的家用炉灶。截至目
前，日烟国际已经种植了2585308棵树和竹子，分发了
7520台家用炉灶。

巴基斯坦烟农要求成立“农业商会”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KP）的烟农要求政府成立
一个“农业商会”，类似于商业商会，旨在保护他们的
利益，并建立烟草作物生产和采购机制。烟农说，他们
面临着许多问题，但相关政府部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烟农是农业社区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受到烟草公司和
政府部门的双重剥削。
除了希望成立一个农业商会，烟农的要求还包括
修改1968年巴基斯坦烟草委员会（PTB）条例，他们认
为该条例不保护他们的权利，还要求为烟农设立福利基
金。烟农代表称，烟草为联邦政府贡献了1350亿卢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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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为烟草发展税贡献了8.6亿卢比，为地区税贡献了
3.6亿卢比，但政府没有给他们花一分钱的福利。
他们还建议，巴基斯坦烟草公司（PTC）和菲莫国
际公司（PMI）等烟草公司拨出资金，在疾病、灾难和自
然灾害期间援助受影响的种植者。他们说跨国公司提供
包括高薪、医疗保健，为员工及其家属提供住宿，但不
愿为“勤劳的农民”提供帮助和奖励。

菲律宾NTA就调整烟草价格与农民进行协商
在调整烟草拍卖场价格之前，国家烟草管理局
（NTA）与各分支机构的农民进行了协商。
10月11日，在北伊罗戈省、维甘省和拉乌尼翁省的
NTA分支机构同时举行了会议；10月13日，卡加延省举行
了会议；10月14日，阿布拉省、伊莎贝拉省和邦阿西楠省
同时举行了会议；10月15日，坎通举行了会议。NTA在发
布的声明中表示，“在NTA官员的协助下，经过小组协商
和审议，烟农代表提出了每种烟草类型和子类型的统一生
产成本，这将是修订当前烟草拍卖场价格的一个因素。”
调整后的拍卖场价格将涵盖弗吉尼亚烤烟、白肋烟
和本地烟草，以及各种子类型的烟草，如中性烟草或填
充烟草和顶部烟草。新的拍卖场价格将在2022年和2023
年烟草交易期间实施。
2020年，菲律宾烟草产量从2019年的4660万公斤
增长到4750万公斤，增幅近2%，与2019年的39.2亿菲律
宾比索的产值相比，2020年的产值为39.3亿菲律宾比
索。2019-2020产季的烟农人数也增加了39%，从29830人
增加到2019-2020产季的41516人。然而，烟草农场面积
从2018-2019年的29839公顷下降到2019-2020年的27765
公顷，降幅为7%。

印度卡纳塔克邦烟农有望获高价
今年，烟农在卡纳塔克邦拍卖场获得了较高价格，
均价为每公斤154卢比，而去年为119卢比。

LEAF NEWS

烟叶新闻

去年，农民抱怨说，由于大部分农作物品级较低，
导致价格低廉。卡纳塔克邦烟草种植者协会烤烟品种联
合会主席贾瓦雷·高达（Javare Gowda）表示，今年收
获的烟草质量明显好于去年。尽管销量有所下降，但今
年烤烟品种的比例显著增加。他说：“烤烟品种的增加
和产量的下降应该确保今年价格更高。”
这是四年来烟农第一次期望烟草价格有所改善。均
价在过去三年一直在下降，从2018-19年的136卢比下降
到2019-20年的124卢比，再到2020-21年的119.87卢比。
农民还敦促烟草委员会减少对卡纳塔克邦农民未经
授权烟草的处罚，就像在安得拉邦那样。未经授权的烟
草包括未持有许可证的种植者种植的烟草，以及持有许
可证种植者种植的超过批准配额的烟草，今年委员会将
每个烤房的最高限额定为1750公斤。高达建议委员会将
罚款降至每公斤2卢比，以及许可和无许可农民种植的未
经授权烟草收益价值的5%。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家庭农场可申请补助金
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投资公司（NC
AgVentures）向
家庭农场和社区组织（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协会和农
场合作社）提供高达8000美元的补助金，以开发新的创
新项目，增加农场利润。优先考虑现烟草种植者或前烟
草种植者、前配额持有者、烟草工人或家族后裔，或；
以前未从北卡罗来纳州烟草信托委员会、RAFI或北卡罗

来纳州农业投资公司获得资金的农场，或；从农场经营
中赚取至少50%个人总收入的申请人，或；提出新方向或
创新机会的提案，多样化、扩大或实施新的农场经营创
业计划，这些计划可行并将增加农场利润。申请人必须
是家庭农场和社区组织，这些组织与以下各县的农民合
作：阿拉曼斯、亚历山大、亚利加尼、安森、阿什、卡
瓦鲁斯、卡斯韦尔、卡托巴、查塔姆、戴维森、戴维、
达勒姆、埃奇库姆、富兰克林、福赛斯、加斯顿、格兰
维尔、格林、吉尔福德、法克斯、哈尼特、艾德尔、约
翰斯顿、林肯、马丁、梅克伦堡、纳什、北安普顿、奥
兰治、佩尔松、匹兹堡、伦道夫、罗丁汉姆、罗恩、桑
普森、斯坦利、斯托克斯、萨里、联合、凡斯、威克、
韦恩、威尔逊、威尔克斯、沃伦和亚德金。
补助金有两种类型：一是对依赖农业的家庭农场的
个人补助金；二是对有项目想法的社区团体和组织的社
区补助金，将直接使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农场受益。
项目标准要求增加农场收入或弥补烟草经济衰退造
成的收入损失；进行充分研究，制定一个现实的预算；
申请人必须具备完成项目的技能，或已确定有助于成功
实施项目的技术援助；该项目必须自给自足或提高申请
人保持农业生产的能力；提案必须由北卡罗来纳州合作
推广代理进行审查和提交。申请人必须在2021年12月15
日前通过线上门户网站提交其补助金申请。有关更多信
息，请访问www.ncagventur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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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烟叶印尼公司
注重STP和CSR

几近完成晾制的茄衣

文/托马斯·施密德

环球烟叶在印度尼西亚的运营非常注重可持续烟草种植（STP）以及社区和
社会责任（CSR）。
Tempu
Rejo是环球烟叶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其总部位于爪哇东端任抹市周围的印
度尼西亚主要烟草区。该公司自2011年以来
参与了各种可持续增长计划。随着时间的推
移，“许多可持续农业活动事实上早在第一
个社区和社会责任项目最终正式确定之前就
已经落实到位，”Tempu Rejo的常务董事理
查德·伍德（Richard Wood）说。该公司负
责业务增长的副总裁兰迪·尼茨坎普（Randy Nijkamp）补充说，方法和范围都在不断
改进，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可以说，我
们的参与，例如在合同农业领域，已经成熟
到真正的一体化，不仅包括作物，还包括农
业社区和环境，”他对《亚洲烟草》表示。
伍德称，可持续性措施最初侧重于减
少农用化学品的使用，供应残留物在容许范
围内的烟草。他说：“这样做也是为了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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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作物保护剂符合行业趋势和客户期
望，并降低潜在的环境影响。”当时另一个
关注焦点是二级风险，其中包括尽量减少非
烟物质（NTRMs）的存在，定期进行土壤化
学分析，以及进行灌溉和饮用水质量检查。
伍德说，合同农业的引入是“与我们的农民
建立稳定关系的一种手段，并确保他们实施
和保持良好农业实践。”

制定政策和目标
环球烟叶公司总部在多个方面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各地的所有子公司制定
政策和可持续性目标。伍德称：“我们尽一
切努力确保实现持续改进，毫不妥协。”但
环球烟叶的客户同样也参与了这项宏大的计
划。“他们各自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对我们的
运营方式有重大影响，”伍德说。“我们

对当地了如指掌，Tempu
Rejo能够优先考虑我们的
行动，并定制计划以满足
这些需求。”
用兰迪·尼茨坎普
（Randy Nijkamp）的话来
说，“真正成熟的整合”
当然也包括由专门的可持
续发展计划和农艺团队对
农民实施监督，而总体方
法是基于治理、作物、环
境和人这四大支柱。尼茨
坎普解释说：“每一个支
柱都接受风险评估的指
导，允许对某些措施进行
优先排序，如培训、供
应、启动试点项目等。”
理查德·伍德说：“作
为一家企业，我们的行动确实
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生计
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农民、
雇员、当地社区还是我们的客
户。”他认为，一家不关注利
益相关者的公司从长远来看将
无法采取积极措施，最终可能
导致缺乏可持续性。“我们需
要慎重对待，并朝着共同的利
益迈进。因此，环球烟叶公司
倡导一种文化，让我们的行动
惠及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人，”
他解释道，“可持续性和良好
的企业公民意识密切相关。”

CSR：绝非简单的福
利项目
同时，兰迪·尼茨
坎普将社区和社会责任
（CSR）解释为“支持任何
与烟草种植社区没有直接
关系的事情”。他说，CSR
项目“为需要帮助的人提
供商品、原材料和资金支
持，此类项目大多是临时
性的。”例如，包括紧急
救援洪灾，为受影响的社
区紧急安装淡水塔或为重
建受损基础设施提供援助。

机械播种计划

Tempu Rejo公司目前的CSR和STP活动*
名称/发布时间
CSR：儿童游乐场
2020年6月

申请细节
• 由农民+工人家庭共同参与
• 定期出勤评估

目标
• 提供课外活动，消除童工
现象
• 关于童工法的互动教育
• 社区关系建设

CSR：缝纫和刺绣微型生意
2019年6月

• 定期出勤率+商业可行性评
估

CSR：废物银行微型生意
2019年6月

• 在农场和社区收集废物
• 废物分离
• 增值废物处理
（例如木炭、堆肥）

•
•
•
•
•
•

CSR/STP：灌溉和饮用水质
量
2019年

• 评估农场和社区的农药污
染率
• 肥料污染评估

STP：烘烤隧道
2017年8月

• 全面的农场基础覆盖率

STP：灌溉
2019年5月

• 示范农场的概念验证

STP：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胶体金试剂
2015年2月

• 通过研发证明技术
（2015-2016年）
• 农场部署（2017年至今）

CSR/STP：农业劳动实践
(ALP)先锋
2018年
STP：大规模播种机和培训
2019年

• 每年拜访所有农民社区
• “前后”评估

*只列出了部分活动。
STP=可持续烟草生产
CSR=社区和社会责任

工艺教学
女性赋权
收入多样化
教授新技能
收入多样化
减少垃圾焚烧和乱扔垃圾

• 公司层面的“了解您的影
响”评估：生产计划是否会
导致风险升高？
• 检查、平衡化学品的使
用。
• “新的最佳实践”
• 提高生产效率
• 减少烘烤预算
• 降低NTRM率
• 新技术测试
• 提高生产效率
• 减少灌溉预算
• 测试新技术
• 监测特定农用化学品
• 消除不符合要求的农用化
学品
• 安全、最佳实践、ALP、公
平劳动实践等农民教育。

• 提供机械化播种机
• 评估覆盖率+淡季盈利能力
• 其他作物的安排
（烟草淡季）

• 机械化的广泛可用性
• 创造微型商业机会
• 确保烟草淡季期间的收入

来源：Tempu Rejo/环球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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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好的例子是该公司引入了“缝纫和刺绣”等微型业务，培育了
一个不错的家庭手工业，促进了女性赋权，并在烟草淡季创造了家
庭收入。项目启动后，将由社区自行运行。
还有“弃土堆”计划。尼茨坎普说，“该计划基于循环经济
概念，超越了‘取、用、弃’的方法，并将‘废物’重新定义为一
种有价值的资源”，例如将有机材料转化为堆肥或将木屑转化为木
炭，供农民家庭出售或使用。他说：“我们不是一个慈善机构，而
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组织，致力于设计能够自我循环的CSR项目，在
社区中留下持久的积极影响。”
无论该公司何时制定新计划，都会考虑理查德·伍德所说的最
终的“移交时间表”。他说:“举例来说,我们最近推出的缝纫机计
晾制前的机械化缝纫过程

划一旦启动,并投入运作,便会移交给社区,让他们可以自行承担责
任,继续运作。”

还有其他一些举措至少不仅仅是慈善
和家庭福利。然而，他们间接地帮助实现了

推广惠农项目

某些与可持续性相关的CSR目标。兰迪·尼

除自愿倡议外，Tempu Rejo的计划包括符合印度尼西亚法律或

茨坎普指出：“以我们在农村地区建立的儿

法律之外的强制性内容，包括遵守禁止童工和其他违反劳动法的要

童游乐场为例。Tempu Rejo制定了严格的政

求以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某些方面。尼茨坎普指出：“仅遵守最低

策，禁止使用童工，禁止儿童接触农业相关

法律标准并不能解决所有根本问题。我们培训、教育、赋权我们的

的危害。我们一直担心在田里或烤房里工作

合同农民及其家庭，希望走得更远。”

的母亲可能会带着孩子。游乐场是防止儿童

除了启动创收产业项目外，Tempu Rejo还组织和举办了关于农

进入农田的好办法。”尼茨坎普补充说，这

场和环境安全、良好农业实践、水资源保护、劳动和财务管理等方

种风险在采收季节是最高的，因为劳动力需

面的培训课程。“我们培训这些技能，是因为一个经济稳定、训练

求正处于高峰期，母亲们无法呆在家里照顾

有素的农民比一个未经训练、茫然无知的农民更有可能保持成功、

孩子，可能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孩子去工作。

可持续的经营，”尼茨坎普保证说。

此外，位于社区中央的游乐场是为成年村民
举办教育或社区活动的理想场所。

STP和CSR自然需要持续的努力，不断改进。尼茨坎普解释
说：“我们未来三年的重点是将目前的项目推广给越来越多的农
民。”该公司与其签约农民之间积极的商业关系也将有助于后者改

“自持”项目

善其生计和收入。签约农民将烟草直接出售给Tempu

虽然提供游乐场等举措主要是出于
利他主义原因，但与其他烟草生产商一
样，Tempu

Rejo，从而消

除了农民对以佣金驱动的中间商销售产品的依赖，降低了农民的成
本。尼茨坎普称：“这就是我们需要项目取得成功的充分理由。”

Rejo当然首先是一家商业运营

商，其持续经营依赖于向投资者提供回报。
因此，许多倡议包括自持要素。这方面的一

监督项目成功
即使怀揣最好的初衷和计划，项目仍然需要监督才能成功。尼
茨坎普讲述了一个烟草灌溉项目的案例，该项目是Tempu

Rejo农场

机械化运动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建立的滴灌设施效率很低，这
是因为农田主要种植水稻。每年种三季，烟草是其中一个产季，另
外两个产季专门种植水稻。”
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必须在每次烟草采收后拆除滴灌管。“如
此频繁的拆卸和重新安装造成了不可持续的高维修和维护成本，”
伍德透露。该公司认识到了这些挑战，并通过一项行动计划来应对
这些挑战。半永久性架空灌溉系统或可提供解决方案，目前正在进
行测试。
茄衣烟叶——大型幼苗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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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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晾晒香料烟

成熟的弗吉尼亚烤烟烟叶

土耳其烟草种植业
负重前行
文/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Iqbal Lambat博士

土耳其的烟草文化史独具特色。首先，

下一季的种植量。在烟草业的全盛时期，约

它是除古巴以外烟草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国

85万个土耳其家庭种植烟草，每年的烤烟产

家。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曾横跨半个欧洲、

量达到25万吨。这里以“家庭”而不是“农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北非，种植传统的土耳

民”计数，是因为土耳其香料烟在种植、采

其香料烟，品种多样。由于含糖量高、尼古

收和晒制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株香

丁含量较低，这种香料烟独具甜味。土耳其

料烟通常能长出多达40片“手掌大小”的

目前仍是全球第一大香料烟草种植国（其次

烟叶，而弗吉尼亚烤烟的烟叶数量为14-16

是马其顿、希腊和保加利亚），尽管与2008

片。因此，香料烟种植需要全家参与，妻子

年相比，香料烟的产量已经大幅下降。了解

和孩子也有着不同的分工。由于Tekel能保

该国的历史，读者就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之

证收购所有的烟草，烟草种植成为土耳其国

手”在过度监管烟草行业过程中是游戏规则

内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20世纪90年

改变者了。

代初，土耳其政府放开了烟草专卖，允许外

在20世纪初，土耳其烟草业受政府垄断

国卷烟公司进入其国内市场，但外国公司的

企业Tekel监管。Tekel掌控着所有的烟厂、

生产和分销业务需在当地运营。各大跨国公

品牌和烟草分销渠道。显然，当时它控制了

司相继涌入土耳其市场，在这个曾经“没有

100%的市场份额。依照法律，Tekel必须采

竞争对手的天堂”，随着市场上优质烟草产

购土耳其种植的所有烟草，不能设定生产配

品的出现，Tekel的市场份额大幅下滑。

额来限制或管制生产。支付价格决定着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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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烟农

弗吉尼亚烤烟试种

21世纪初，正义与发展党获得政治领导权，热衷于通过投资促进经济
增长，并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私有化。2008年，Tekel的市场份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额暴跌至30%左右，出售给英美烟草后，根据交易条款，Tekel的新东家没有
义务收购农民的烟草。因此，许多农民转而种植替代作物或从事其他行业。
此外，随着城市经济增长的复苏，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包括许多来自
种烟家庭的年轻人。自此以后，土耳其烟草年产量降至55000吨，从事烟草
种植的家庭大约有50000户，烟农平均年龄为55岁，成为全球烟农人口年龄
最大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美烟草公司和菲莫国际公司在配方中采
用土耳其的香料烟外，其他制造商的烟草都是从国外进口。
鉴于土耳其经济目前出现结构性下滑，加上东部贫困地区烟农施加的
压力，土耳其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立法，要求所有在土耳其制造并出售给土耳
其国内市场的卷烟，必须含有30%的土耳其烟草，否则制造商进口烟草将面
临处罚，以弥补这30%的缺口。目前，土耳其每年进口的烟草约80000吨，估
计进口价值为4.5亿美元——政府认为这是外汇浪费，可以更好地利用外汇
进口更多生活产品。现行法律规定，进口未加工烟草需缴纳25%的进口税，
加上18%的增值税（基于到岸成本）。那些不履行30%国内配额的本地制造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Use 100% expanded fine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商，每公斤烟草将支付大约2美元的罚款，该规定令人望而却步。而且，该
立法已经实施，土耳其烟草的最低含量在2021年为18%，在未来三年将增至
30%。这意味着土耳其本地产量将达到25000吨。
目前，土耳其只种植香料烟（伊兹密尔、萨姆松、巴斯玛品种），其
中大部分用于出口，其余则进入国内chop-chop自卷烟非法市场。为了兑现
30%的承诺，必须在国内种植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
土耳其国内还没有成功种植过弗吉尼亚烤烟和白肋烟。种植弗吉尼亚
烤烟的投资成本很大——主要是投资于弗吉尼亚烤烟的烤房、打叶设施等。
政府虽然已经立法，但并未加强烟草相关的激励措施，而且大多数当地银行
都不愿意为烟草相关活动提供资金。业界对此有何反应？目前尚不清楚。未

AircoDIET has supplied more than
55 DIET plants worldwide,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urn-key. We
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refine
the DIET process and our DIET
plants have above 95% uptime
with a dry yield better than 98.5%
through the plant.

来两三年将发生巨变，或者根本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每当政府过度干预时，
无所不在的“违禁品”可能会趁虚而入！

www.aircodiet.com
2021: Tobacco Asia’s 25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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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的烟草价值链转型计划（TVCTP）致力于为农
民提供更多的融资方案。
太平洋卷烟公司是津巴布
韦烟草行业最大的公司之
一，图为该公司制造的部
分卷烟产品。

文/塞雷罗·姆波

津巴布韦的烟草价
值链转型计划
津巴布韦已开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
划，即将年产量增加到3亿公斤，并在2025
年前将烟草价值链发展成为一个价值50亿美
元的产业。
根据9月批准的烟草价值链转型计划
（TVCTP），除了合同承包商资助95%的烟叶
种植之外，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格瓦政府希
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筹资方式。为此，政府
已为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的产季向农民
直接提供6000万美元的预算。TVCTP的另一
个关键目标是在未来四年内将烟叶的本地加
工从年产量的2%提高到30%。
自2011年以来，塔法兹瓦·尼亚库切纳
（Tafadzwa

Nyakuchena）一直在首都哈拉

雷东北100公里处的马龙德拉（Marondera）
承包了7公顷的农场来种烟。他说，政府战
略承诺的扩大融资方式将帮助农民选择最具
竞争力的一个，有助取得成功。
他对《亚洲烟草》表示：“我一定会
考虑如何选择，但这个产季已经结束了，我
已获得投入。我们种地都是为了挣钱，所以
会选择合理承诺。农民一直抱怨合同商抬高
投入品价格，操纵生产价格，损害他们的经
营，政府计划将帮助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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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
估计，60000名小农今年将共获得6000万美
元，每公顷1000美元。该战略希望最终到
2025年将烟草生产的地方融资从总成本的
30%增加到70%。关于烟草烘烤，TVCTP希望
确保在未来四年内，所有当地种植的烟草都
将使用可再生能源，从而减少传统上对木材
燃料和煤炭的过度依赖。
津巴布韦今年的烟叶产量为2.1亿公
斤，比2020年的1.84亿公斤有了显著提高。
年产量的98%以原材料或半加工形式出口到
亚洲、中东、欧洲和其他非洲国家。尽管津
巴布韦是非洲的烟叶种植大国，也贡献了全
球产量的7%，但TIMB说该国的烟草收入仅占
全球烟草价值的0.17%。
信息部长莫妮卡·穆茨万瓦在宣布批准
TVCTP时说，尽管烟草是该国最大的农产品
出口，在价值链的上游平均雇用了15万名以
上的农民，但它尚未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
根据TIMB的数据，包括跨国巨头英美烟
草和本地公司太平洋公司在内的7家公司，
每年仅将2%的烟草加工成约31亿支卷烟。然
而，该行业有150亿美元的全加工烟草潜在
出口价值，而目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平均出口
价值为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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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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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free. No passwords. No paywall. Just click and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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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商业农民联盟前主席Wonder

Chabikwa赞

扬TVCTP倡导本地增值，称该方法将以与政府主导的铂金
项目相同的方式引进更大的价值。“我们邀请采购生烟
叶的国家在这里建厂，”他说。

Kirk）今年7月对美国之音（VOA）表示，五年来，他在
250公顷的农场上主要种植烟草，但也包括大麻。
柯克说：“我之所以选择大麻，是因为它是一种出
口作物，拥有更稳定的市场。然而，土豆等当地市场作

“在吸引买家的过程中，津巴布韦投资和发展署可

物的种植人数非常不稳定。因此，我希望市场在需求方

以询问他们希望在这里投资的条件，当局会努力创造理

面略为稳定。”然而，津巴布韦烟草协会主席乔治·塞

想的投资落地环境。对他们来说，设定一个必须在当地

雷姆韦（George

增值的年度总产出配额也至关重要，而制定一项全面禁

医用大麻的许可费保持在40000美元，那么烟农不太可能

令将给该行业带来冲击。”

大量种植工业大麻和医用大麻。

Seremwe）认为，如果许可费，特别是

关于农民的生存能力，Chabikwa说，20%的农民做

他说：“其他地方的研究和经验表明，大麻比烟草

得很好，30%的农民表现不佳，而其余的农民由于融资方

更赚钱，所以我们热衷于种植大麻。然而，最大的障碍

式有限以及“合同商对种植者的高度不公平”而陷入困

是准入，如果你想种植医用大麻，就必须支付高昂的许

境。国家媒体最近援引TIMB首席执行官Meanwell Gudu的

可费，并且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场安保，导致许多

话说，除了促进卷烟生产外，国内无烟烟草和尼古丁液

人放弃尝试。”

体的生产也存在机会。

TIMB相信，到2025年，将超过年产量3亿公斤的目

他说：“资本重组所需的外汇短缺是烟草生产和加
工扩张的一个巨大障碍。使用的大多数设备都已过时，

标。预计垂直增长将增加5000万公斤，水平增长将增加
3000万公斤，采收后损失减少将增加2000万公斤。

需要大量升级才能以最低的运行成本高效工作。需要为

尼亚库切纳（Nyakuchena）也是一位农学家，他领

出口商设立出口基金、提供出口奖励和有利的外汇保留

导着北方烟草集团（Northern Tobacco）签约的100名农

门槛，为增值创造有利环境。烟农可以投资于终端烟草

民。北方烟草是一家承包和出口公司。他说，TVCTP应该

产品加工，例如水烟或用于手卷烟的优质包装烟草。”

不仅向种植者提供种子、肥料和化学品，还应该提供拖

多年来，烟草研究委员会（TRB）一直在研究大
麻、水烟、芡欧鼠尾草、甜叶菊等作物作为烟草替代作
物的适用性。

拉机。
他说：“我与小农一起工作，他们面临的反复挑战
是缺少拖拉机。”

TRB总经理Dahlia Garwe表示，没有研发，TVCTP就
没有机会成功。“TRB并非只等着TVCTP研发，”她说。

“他们靠手工劳动，一些牵引功率也没有起到多大
帮助，往往只能种一两公顷烟叶，但是如果他们有一辆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对各种烟草品种以及其他作

拖拉机，就会将种烟面积翻一番，甚至翻两番，从而赚

物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目前已经有一家私营组织在推

更多的钱。因此，若要这种支持机制（TVCTP）发挥作

动芡欧鼠尾草的商业生产。大麻刚刚被提上议程，我们

用，必须将支持农民购买拖拉机纳入其中。他们可以购

也在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已经确定了专为欧洲和美国研

买拖拉机并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分期付款。这将大大有

发的一些品种，加上一些当地品种，看看哪些品种最适

助于实现并超过3亿公斤的目标。”

应当地条件。”

政府称该国有33000辆拖拉机的缺口。为了填补这

博卡拍卖场（Boka Floors）是津巴布韦最大的烟草
拍卖场，该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鲁多·博卡（Rudo

一缺口，目前已经建立了三个工厂，所有农民都可以从

Boka）

中购买机器。大约两年前，美国的约翰·迪尔（John

正在领导全国种植更多的芡欧鼠尾草，这是一种耐旱作

Deere）投了一个价值5000万美元的工厂，生产了1500辆

物，也是一种超级食物。她领导的芡欧鼠尾草种植者津

拖拉机以及一些联合收割机。Nyakuchena说，白俄罗斯

巴布韦公司与全国许多大小农户签订了合同，为他们提

的明斯克拖拉机厂和一家巴西制造商均有单独的设施，

供种子和培训服务。TRB正在评估芡欧鼠尾草对烟草轮换

是面向商业农民的，而不是资源不足的小农，虽然他们

的适应性如何。2018年4月，津巴布韦成为继莱索托之后

占该国烟叶种植者70%以上。

第二个将大麻作物当地生产合法化的非洲国家，截至今

总之，Seremwe警告说，尽管TVCTP很受欢迎，但它

年10月初，该国已经颁发了约60个药用大麻和工业大麻种

的一些目标不可能在四年内实现。“年产量3亿公斤的目

植许可证。财政部预测，今年大麻出口可创汇12亿美元。

标是可以实现的，2019年，我们生产了2.62亿公斤。有

许多烟农和承包公司已经开始种植大麻。津巴布

可能将融资方案本地化到70%。但是，到2025年，我们很

韦的一家烟草承包和出口公司Voedsel烟草国际公司

难使用可再生能源烘烤100%的烟草作物。在四年内建立

（Voedsel Tobacco International）在哈拉雷西北部的

制造厂并将当地卷烟产量提高28%，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

沙姆瓦农场种植了四公顷大麻。杰斯珀·柯克（Jesper

务。”

60 tobaccoasia Issue 6, 2021 November / December

PRE- REGISTER
%
AND SAVE 50 !
DISCOUNT EXPIRES TUESDAY, NOVEMBER 30, 2021

JANUARY 26 – 28, 2022 • LAS VEGAS

TOBACCOPLUSEXPO.COM

FRANK LAYO ALL SAINTS CIGARS

如果预防措施失效，烟叶
遭受破坏，国家烟草专卖
局（STMA）将帮助农民
将损失降至最低。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
烟草行业如何应对？

文/烟草在线

洪灾、旱灾、冰雹……等等自然灾害随时会对烟叶种植产生影响，每当受灾之后，烟
民的损失也难以估量。近段时间，河南、山西相继发生了洪水灾害，对当地的烟田生产带来
了极大的损失。
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烟草行业有办法提前预防吗？受灾之后如何降低烟农损失呢？
我们来看看烟草行业是怎么做的。

生态移栽
7月中旬，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河南许昌市接连出现暴雨、大风，接连3天暴雨，有些
地方的最大降雨量达591毫米，导致很多烟田严重积水，全市烟叶倒伏近两万亩，绝收上万
亩。然而，有地方的烟叶却并未受影响，这是为什么？
原来，是生态移栽的功劳。
生态移栽，简单来说即起垄覆膜后，以滴管滴水的方式浸润土地，再用移栽器打出25厘
米的孔洞，放入小苗。这种移栽方式可以将移栽时间由5月初提前到4月中旬，延长生长周期；
移栽后，烟苗在孔洞内生长，避免与外界接触，既保温保墒又可避蚜，有利于促进根系生长，
62 tobaccoasia Issue 6, 2021 November / December

促进早生快发，同时减轻了病害发生。生
态移栽让烤烟根系更加发达，抗倒伏能力更
强，也是成功应对此次灾害的重要因素。
去年以来，许昌市局（公司）开始试点
推广生态移栽，今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
围。今年他们试点推广的840亩生态移栽烟
田，基本没有出现倒伏现象，为抗击灾害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鉴于生态移栽的良好
表现，他们对明年进一步扩大推广生态移栽
具有充分的信心，相信这种新的移栽方式能
为烟农带来更大效益。

精准防雹
“冕宁九片瓦，年年遭雹打。”这是，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当地的一个顺
口溜，背后，是无数烟农的心酸。
冕宁年均大风日数38.4天，大风常伴随
雷雨、冰雹天气出现。因此，这里是凉山州范
围内雹灾最重的县份，年均降雹14次，最多年
达27次。冰雹又是烤烟生产的主要气候灾害之
一，高发期又和烟叶的生长期高度重合。
以前，烟农们种烟怕冰雹，不敢大面积
种植；现在，有了精准防雹手段，烟农们终
于安心大面积种烟了。
2018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烟草专卖局
（公司）在冕宁县引入专业化气象服务，当
地新增5台天气雷达，实时动态监控天气变
化，实施精准人工影响防雹作业。在冕宁主

灾后理赔
面对突然袭来的自然灾害，如果做不到
事前预防的话，灾后有什么补救措施吗？这
不，烟草公司协调灾后理赔给烟农带来了极
大安慰。
7月中下旬，河南鲁山县境内遭遇持续
强降雨，看着眼前本应翠绿而如今枯黄一片
的烟田，徐朝辉愁眉不展，他的95亩烟田受
损严重，几近绝收。种了20多年烟的徐朝辉
愁得几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烤烟区有6个炮点，每个炮点作业覆盖的范

自灾情发生后，鲁山县烟草局烟叶主

围为方圆五公里，能够对冕宁县的5万亩主

管经理郝伟宏带领烟站职工一直奔走在田间

烤烟区实现基本全覆盖，在4月-10月烟叶的

地头，一方面协调中原农业保险公司及时开

生长期，炮点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待

展现场勘查，做好灾情汇报、补偿申报等工

命。只要雷达观测到对流云系发展，指挥人

作；另一方面协助烟农将受损烟田的烟叶进

员便立即向空管中心申请防雹作业，一旦申

行筛选，指导烟农进行烘烤，并且鼓励烟农

请通过，指挥人员一声令下，炮点的炮手们

将受损严重烟田改种其他作物，尽量把损失

便要立即作业。

降到最低。

不只冕宁，整个凉山的烟区都构建了烟

据了解，像徐朝辉一样因洪灾遭受损失

叶生产精准防雹体系。对于烟农来说，这意味

的烟农，鲁山县共有12家。截至8月10日，

着，他们不再只是“听天由命”，而是可以主

已全部完成理赔统计工作，受灾烟农获赔30

动出击，能够更有准备地应对自然灾害。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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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防雹措施现在可帮助
冕宁县烟农更好地种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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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夫有望重新执掌FDA
据悉，拜登政府正在审查前局
长罗伯·卡利夫（Rob
Califf）博
士，以接替FDA代理局长珍妮特·伍
德科克（Janet Woodcock）博士，领
导FDA。根据法律规定，伍德科克在
11月中旬之后卸任该职务。
当年，奥巴马政府发布最终
烟草控制法案时，卡利夫时任FDA
局长，该法案对包括电子烟、其他
ENDS设备、电子烟液、尼古丁袋等
低风险尼古丁产品在内的烟草产品
制定了认定规则。
卡利夫在2016年5月发布这项
规定时表示，“有了这项规定，FDA
将能够防止误导性声明，向消费者
提供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风
险，”并引用了推定规则和2009年
通过的备受争议的烟草控制法案的
授权。
卡利夫在2016年请求确认。他
遭到了几位民主党人的反对，参议
员乔·曼钦（Joe
Manchin）批评
了他与制药行业的关系，并认为“
如果我们有任何希望阻止我们国家
肆虐的处方药滥用的话，那么现在
就行动起来，改变FDA的文化。”然
而，该问题未被接纳。
2016年，卡利夫以89票赞成、4
票反对获任FDA局长。

神奇蘑菇助戒烟
使用神奇蘑菇戒烟似乎是天方
夜谭，但研究人员还有其他发现。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医学院的马修·约翰逊教授（Matthew Johnson）在过去13年一直在研
究裸盖菇素（psilocybin）的疗效，
这是一种在神奇蘑菇中发现的化合
物，对烟草成瘾有治疗作用。
约翰逊说：“我们知道，强
烈的裸盖菇素确实提供了一种截然
不同的心理体验，具有持久的重要
性。在吸烟者戒烟过度到非吸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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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这种体验就发挥了一种
心理作用。”
约翰逊在最近的研究中说，在
受控环境中，大约60名患者服用了
大约5克干燥的药丸形式的纯裸盖
菇素。患者在实验室里的沙发上休
息，接受观察，随后安排了爱人接
送，所以约翰逊强调吸烟者不应该
独自前来。
“只需要一剂，”约翰逊
说，“这一领域真正令人惊讶的
是，不需要持续使用这些物质。它
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深刻而有益的心
理体验。”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刚刚从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近
400万美元的美国拨款，以便在未来
三年与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和
纽约大学合作进行更多研究。

45岁前戒烟
新数据显示，年轻时戒烟的吸
烟者死于肺癌和其他烟草相关癌症
的风险显著降低。
在一项涉及40多万美国人的研
究中，吸烟者癌症死亡率，特别是
肺癌死亡率，是非吸烟者的3倍。但
45岁之前戒烟的吸烟者将其风险降
低了89%。而35岁之前成功戒烟的人
则完全消除了该风险。
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人员说，
他们的发现强调了尽早戒烟的重要
性。不过，首席科学家布莱克·汤
姆森（Blake Thomson）强调，戒烟
永远不晚。
研究发现，45-54岁之间戒烟
的，风险降低了78%。55-64岁之间
戒烟的，风险减少了56%。
人们开始吸烟的年龄对癌症死
亡率也有影响。研究发现，18岁之
前开始吸烟的人死于癌症的风险至
少是正常人的3倍。而10岁以前开始
吸烟的人的风险是正常人的4倍。
美国肺脏协会的志愿者发言人大

卫·汤姆·库克博士对《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表示：“关键信息是
戒烟永远不会太早，也永远不会太
迟。”。
该研究的数据收集自1997年至
2014年间进行的联邦健康调查。该
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
学》期刊上。

英美烟草提拔古森斯
英美烟草（BAT）在领英发布消
息称，已于10月提拔罗伯特·古森
斯(Robert Goossens)为营销总监。
古森斯已在英美烟草任职17年之
久。在晋升之前，古森斯于2019年8
月至2021年9月担任亚太中东地区消
费者营销总监，熟悉各个市场。在
担任地区职务之前，他是日本市场
的品牌总监。
他还为该公司欧洲分部工作。
从2014年5月至2017年5月，古森斯
担任瑞士、奥地利、希腊、以色
列、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多个市场
的品牌、数字和消费者投入营销总
监。在职期间，他领导数字、品牌
和消费者投入团队，推动了整个集
群的短期、中期和长期业务盈利能
力、共同增长和可持续性。
古森斯于2004年以营销管理培
训生的身份加入英美烟草，多年来多
次获得晋升。他出生于瑞士，在全球
快速消费品市场的营销和销售方面拥
有丰富的经验。古森斯说，作为一
名战略和商业领导者，他对人充满热
忱，并将“挑战定义为以可持续的绩
效驱动心态取胜的机会。”

STG提拔贾斯汀·安德鲁斯
斯堪的纳维亚烟草集团（STG）
最近宣布，迪赛（Diesel，雪茄品
牌）高级品牌经理贾斯汀·安德鲁
斯（Justin Andrews）已晋升为该
公司北美品牌和世界其他地区分部
的新业务发展经理，自11月1日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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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新的岗位上，贾斯汀将继续
对迪赛品牌进行全球监督，并承担
STG雪茄制造团队与公司现有/未来
合同制造客户之间的联络职责。贾
斯汀还将努力实现STG和其他高端雪
茄制造商之间开展合作并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以供通用雪茄和Forged
雪茄公司分销。他将向营销副总裁
克里斯·塔尔（Chris Tarr）报告。
贾斯汀在高端雪茄行业已经
有11年的从业经验，他于2010年加
入该行业。2015年，他被通用雪茄
公司聘请为品牌经理，并于2017年
晋升为高级品牌经理。在过去六年
中，他在STG内部接受交叉培训，在
销售、营销、调配和第三方制造领
域担任过各种职务。
贾斯汀·安德鲁斯说，“我在
新职位上继续与STG的优秀团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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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与许多我敬佩的雪茄制造商合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在手工雪茄类别
上留下印记的机会，虽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幕后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许
多令人兴奋的合作，在STG的助力下，我们会成功的。”

菲莫国际最新任命
菲莫国际公司（PMI）最近宣布，正在为其无烟和可燃卷烟业务建立
一个类别管理架构，以加速实现无烟未来。PMI现任首席消费者官Stefano
Volpetti已被任命为无烟产品类别总裁兼首席消费者官。PMI现任高级商务
副总裁沃纳·巴特（Werner Barth）已被任命为可燃烟草类别和全球可燃烟
草营销总裁。
新的类别管理架构通过产品、生命科学、运营和IT等相关职能部门的
持续合作，确保从开发到部署的端到端责任制得到加强。这两项领导任命于
2021年11月1日生效。
Stefano Volpetti是一位全球领导者，拥有成熟的消费者专业知识和在
复杂商业环境中实现品牌转型的良好履历。Volpetti于2019年加入PMI，担
任首席消费者官，为市场部署提供“适合使用”的解决方案，推动以消费者
为中心，涵盖IQOS品牌建设、创新、服务和全渠道体验的整个领域。在加入
PMI之前，Volpetti在宝洁工作了22年。沃纳·巴特（Werner Barth）是PMI
的坚定支持者，对商业有着深刻的了解，因其勇敢的领导力、战略思维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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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商业专业知识而得到认可。巴特
自2018年起担任PMI的商业高级副总
裁，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下游组织，逐
步灌输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并确
保产品和计划的无缝部署。Barth于
1990年加入菲莫国际德国公司，从实
习生做起，逐步完成重大任务，建立
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日本将取消Taspo IC卡
2026年3月底，日本将取消从
自动售货机购买卷烟时证明已成年
的Taspo IC卡。日本领先的移动通
信运营商NTT Docomo将按计划终止
其3G通信网络FOMA，该网络用于读
取卡上注册的信息，此举促使Taspo
IC卡被取消。
日本烟草协会和全国烟草销售
合作社联合会今年10月宣布取消Taspo IC卡服务。
2008年引入Taspo是为了防止未
成年人轻易地从自动售货机购买卷
烟。截至去年年底，已发行约1000
万张Taspo卡。
然而，一些吸烟者没有办理该
卡，因为申请过程需要面部照片和
身份证。
随着越来越多的烟民在便利店
购买卷烟，Taspo的使用越来越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店在收银
机后面储存烟草产品，并在确认顾
客年龄后出售。
服务结束后，卷烟自动售货机
将需要配备一个可以读取驾驶执照
的装置，或者财政部认可的可以证
明成年的其他装置。

在单支卷烟上印制“吸烟致死”
警告
根据下议院议员提出的一系
列严厉措施，单支卷烟上可能会印
上“吸烟致死”字样，实现卫生部
长强制实施图形健康警告的命令。
英国癌症研究院和代表医院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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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医师学院支持该计划。这一举
措背后的工党议员玛丽·凯利·福
伊（Mary Kelly Foy）表示，只有“
大胆的行动”才能帮助政府实现到
2030年英国无烟的目标，即只有5%
的人吸烟。
卷烟包装上已经有“吸烟导致
癌症”等警告信息，以及患有吸烟
相关疾病的住院患者的照片。福伊
还希望烟草公司在包装内印制健康
信息。福伊的修正案还将授权政府
对烟草公司的利润征收新税，所得
收入将用于资助戒烟活动。
支持吸烟的组织Forest的总监
Simon
Clark批评了福伊提出的举
措。“每个人都意识到吸烟对健康
的危害。每包卷烟上都有大幅、不
可忽视的健康警告，包括与吸烟有
关的疾病的怪诞图像。
“烟草以标准包装出售，禁止
在商店展示。这已经足够了。如果
成年人仍然选择吸烟，那是他们的
事，而不是政府的事。”

Mukherjee说，MANT进行的调查
表明，出售含有烟草成分的gutkha
的部分小贩甚至不知道这项禁令。
加尔各答的商店和商业机构也在出
售含有的烟草成分的gutkha烟。

KT&G为印尼政府捐赠物资
10月15日，总部位于韩国的全
球公司KT&G在Zatarta当地政府卫生
部举行了紧急救援物资运送仪式，
以帮助印度尼西亚应对持续蔓延的
新冠疫情。
KT&G捐赠的紧急救援物资是与
印度尼西亚政府以及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KOTRA）合作提供的。根
据印度尼西亚卫生部的建议，KOTRA
鼓励韩国企业向韩国贸易和经济合
作的主要伙伴印度尼西亚提供医疗
设备（氧气设备）。KT&G迅速提供
了救援物资。
KT&G捐赠的物品是印度尼西亚
医疗机构所需的10台制氧机和KF94
口罩。捐款总额达19亿印尼盾（13

延期Gutkha烟禁令
西孟加拉邦政府已将其禁止制
造、储存、销售和分销含有烟草和
尼古丁的gutkha烟（一种装在塑料
盒里的嚼烟）和panmasala烟的禁令
从11月7日起再延长一年。
该禁令由食品安全专员办公室
发布，原因是gutkha烟和panmasala
烟是“使用烟草和/或尼古丁作为成
分的食品”，可能对健康有害。
自2013年以来，邦政府一直在
延长对所有含有烟草和尼古丁的产
品的禁令。反对烟草使用的组织指
出，在西孟加拉邦，大约20.3%的成
年人使用咀嚼烟草制品。
提倡限制烟草销售的非政府组
织MANT的主任Niirmalya Mukherjee
说：“虽然烟草消费量有所下降，
但包括gutkha烟在内的咀嚼烟草的
使用量几乎保持不变。”

万美元）。
KT&G作为一家在印度尼西亚经
营业务的公司，一直在不断提供有
针对性的支持，以帮助该国克服当
地的新冠疫情。
去年5月，KT&G向印度尼西亚
政府提供了价值12亿印尼盾（9万美
元）的新冠病毒诊断试剂盒。KT&G
捐赠的物品是国际公认的韩国制造
的新冠病毒诊断试剂盒，能够诊断
6300人。
此外，KT&G还支持印度尼西亚
医务人员的运动，捐赠韩国红参，
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支持当地弱
势群体自力更生，为克服危机做出
了贡献。从去年年初至今，KT&G已
为社会捐助项目捐赠了74亿印尼盾
（53万美元），以帮助印度尼西亚
克服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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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meda是在UTA平
台采购所有烟草批次指定
的物流合作伙伴

烟草交易门户网站会是未
来的发展趋势吗？
在线交易平台已经存在多年了，但专门的烟草门户网站在新冠疫情期间才开
始获得较多关注。
交易门户几乎与互联网同步成长。当然，这里指的是商品和工业用品的交易平台；而

文/托马斯·施密德

非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线上购物网站。然而，烟叶交易始终是一种相当私密的交易，依赖于卖
家和潜在买家之间的直接互动。日常互动包括参加行业展会、查看报价、拜访商家、现场挑
选烟草批次或在拍卖会上出价。
新冠病毒颠覆了烟草世界。展会被取消，商务旅行几乎停滞，供应链中断等等。然
而，为了使生产活动尽可能正常运转，仍然需要接单和交付订单。随着整个供应链因疫情陷
入停滞状态，烟草交易平台突然成为了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可行选择。

UTA Products：浴火重生
2006年，行业标杆人物Rainer Busch成立了一家新公司UTA，成为世界各地剩余烟草库
存的在线拍卖平台。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公司在后来的15年中几乎处于休眠状态。直到
2021年，Busch才决定联合一批业内元老，以股东身份重振公司。
该公司在阿联酋的哈伊马角重新注册为UTA Products FZE-LLC，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摒弃
昔日的现场拍卖概念，转而专注于在线交易系统，以解决同时席卷企业的快速数字化问题。
改进后的运营模式还允许股东和员工在全球烟草生产和交易的任何地方办公。该公司与电子
交易开发商Eazitrade合作建立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平台。在物流方面，UTA与专门从事烟草
运输的Andromeda运输与物流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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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优势
•
•
•
•
•

用户友好性平台，包括产品搜索
“实时”发布报价的价格更新
向多个卖家发出采购询盘
立刻核实库存情况
全程运输T&T和在线文档存储

图源：UTA Products FZE-LLC

两大平台买卖双方的优势比较
卖方优势
UTA Products
• 用户友好性平台
• 剩余商品的补充销售渠道
• 完全匿名
• 交易完成后担保付款
• 全程运输T&T和在线文档存储
TobaccoBlender
•
•
•
•
•

易于对特定产品进行采购和价格比较
产品质量保证
付款担保
经济的运输方案
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
•
•
•
•

低销售成本
付款担保
产品展示的额外销售渠道
避免欺诈性纠纷
扩大客户群

来源：UTA Products FZ-LLC / SEO4U Ltd.

Alan Rosenthal, c.e.o.,
UTA Products FZE-LLC.

注成本效益的推动者，为未分配的烟草库存提供一个中

肩负使命 促进全球销售

立的全球销售平台。”

当然，UTA不必为其电子市场平台做重复工作。该

UTA营销和客户联络经理贝琳达·范·伦斯堡（Be-

Rosenthal）表

linda Van Rensburg）说，库存肯定不会短缺。她解释

示：“多年来，香料和散装化学品等其他商品一直在使

说：“事实上，库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良合同、政

用强大的软件成功地进行在线交易。石油行业也是一个

治态势，大自然千变万化，经常让贸易商手头上的烟草

成功的案例。”本着同样的精神，UTA认为自己“肩负着

比他们确认的订单还要多，这使他们面临成本控制的压

一项使命，即成为一名真正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关

力。”UTA（“Uncommitted

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伦·罗森塔尔（Alan

Tobacco

Auction”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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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SEO4U Ltd.

为进一步推动交易，UTA的物流合作伙伴Andromeda
随后向成功的买家提供货物运输的运费报价。如果买方
接受所有安排，他们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将到期总金额
存入UTA托管账户。只有在买方接收货物并确认商品规格
正确且状况良好后，UTA才会付款。

如有争议，正式仲裁

TobaccoBlender的创始人Mauro Anzidei

称）只是为这些公司提供了一个额外的销售渠道，并非
致力于代替传统的烟叶交易系统。

确保匿名和安全
使用UTA

Products等服务最显著的优点之一是门

户网站严密的匿名性。范·伦斯堡说：“大多数烟草商
不愿直接向竞争对手出售或采购烟草，匿名性提供了克
服这种心理障碍的解决方案。此外，在线销售大量折扣
烟草的商家非常担心给顾客留下‘常规’报价过高的印
象。”UTA匿名交易流程消除了这些顾虑。交易伙伴仅分
别被确定为“买方”和“卖方”。
当然，这就产生了潜在欺诈的问题。各方如何确
保其交易伙伴实际上是合法的？为此，UTA

Products公

司也建立了一套程序来防范这种情况。各公司必须申请
加入交易系统，UTA会仔细审查其合法性。范·伦斯堡
说：“只有拥有良好声誉和良好业绩的注册烟草公司才
能获得批准并加入该平台。”申请人不仅需要提交完整
的KYC详细信息，还需要正式指定一名授权代表公司的联
系人。“我们的条款界定并管理着我们与注册和批准的
买卖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范·伦斯堡保证道。

执行固定价格或投标
经批准的卖家可以开始在线发布产品批次。注册买
家可以要求通过UTA接收他们感兴趣的批次的产品样品。
如果他们最终想要成交，买家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以立
即以发布的固定价格采购相关批次，或者提交投标价
格，卖家可以接受或拒绝。一旦买方执行固定价格方案
或卖方同意投标，采购过程即视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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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争议，买方必须在收到货物后七个工作日内提
出索赔。UTA将首先尝试协商友好解决方案。若协商不
妥，将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其裁定对双方均为最终结
论。艾伦·罗森塔尔（Alan Rosenthal）说：“仲裁员
将裁定哪一方有过错，过错方必须支付与仲裁有关的所
有费用。委员会的裁决在任何国家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和
可执行性。”
虽然UTA不向任何一方收取佣金，但罗森塔尔透
露，“我们为促进交易增加了一小部分利润。”并且，
为了只吸引严谨负责的公司，UTA向注册为卖家的商户
收取2500美元的一次性注册费。但罗森塔尔也很快指
出，“如果一家卖方公司拥有多个分支机构，注册费只
需支付一次，而且并非每个分支机构都必须单独注册并
支付。”此外，以买家身份注册的公司“不必支付任何
注册费，只需提交适当的证件来证明其合法性。”

TobaccoBlender：总部设在
意大利
另一个烟草交易平台新门户网站为TobaccomBlender，
成立于2020年中期。该网站由SEO4U有限公司运营，总部
设在意大利，成立该交易平台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影
响。TobaccoBlender的创始人毛罗·安齐迪（Mauro Anzidei）回顾过去整整十年的烟草行业时说，“新冠疫情
几乎颠覆了整个烟草行业。在新冠爆发之前，人们在烟
草博览会上会面，频繁出差以达成交易。新冠疫情阻止
了所有进展，这就是我创建此门户网站的原因。”

汇集买卖双方
安齐迪说：“在烟草行业，互相信任是至关重要
的。因此，除直接的个人社交网络之外，总是很难建立新
的业务联系。”全球封锁措施对该行业产生了冲击，他立
即采取了行动。他认为，他的门户网站不仅是一个汇集供
应商和客户的地方，而且还“派遣当地团队，代表潜在买
家检查烟草批次”，从而保证所提供的产品质量。
UTA
Products网站非常重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保
持交易方的匿名性，而TobaccoBlender让卖家和买家直
接接触，但前提是要确定他们各自的身份以及烟草批次
报价和采购请求的真实性。该公司就其联络服务向双方
收取“相当于（各自销售价格）2%的佣金”，安齐迪保
证，“不会对任何一方产生实质性影响”。

存在初期问题 但坚持完善
虽 然 安 齐 迪 欣 然 承
认，TobaccoBlender仍处于早期阶
段，需要进一步开发，但他表示，这
个想法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用户。目
前，供应商简介（和批次报价）仍需
要由TobaccoBlender员工手动设置和
发布。他承诺道：“我们将很快开发
一个系统，允许经过审查的卖家创建
自己的简介。然后，任何通过验证认

证的人都可以直接上传他们的产品报价。”对于潜在买家来说，这个过程几
乎是一样的。为促进该烟草交易平台的进一步发展，安齐迪计划充当代管代
理，为支付提供便利，“我们目前正在与多家金融运营商进行谈判，以敲定
细节。”
与UTA Products类似的是，TobaccoBlender坚持整个交易必须完全只能通
过该平台进行，哪怕只是为了“利用门户网站提供的所有服务”。除了保证
产品质量和成功完成货币交易外，安齐迪说还包括，“在发生货物交易纠纷
的情况下，公正和专业的仲裁员会进行干预。”然而，运输方式仅是买卖双
方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就运输、过境和关税、进出口条例以及对任何一个
潜在交易伙伴都很重要的其他事项提供咨询和建议，”安齐迪表示。

未来会流行吗？
可以预见的是，新冠疫情的威
胁最终将会消失，世界有望恢复到
正常节奏。但这是否意味着烟草交
易门户网站将失去其效用？这两家
公司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坚信，他
们的理念在后疫情时代的烟草行业
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UTA成立以来，技术和
社会发展引起了人们对在线平台的
兴趣。新冠疫情迫使许多活动转到
线上进行，而且技术发展也能够顺
利支持这些活动。在线业务使许多
行业的效率显著提高，进而提高
了利润。UTA

Products公司的贝琳

达·范·伦斯堡对《亚洲烟草》表
示：“即使是传统上保守的烟草行
业也对在线交易感到满意。全球电
子交易业务迅速发展，大家可以看
到，它已经深入期货和外汇市场，
以及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我
们相信在短时间内，烟草的实际交
易也将主要通过我们这样的电子交
易所来进行。”
TobaccoBlender的媒体专家
Jawè De Pietto指出：“在线烟草
交易将来可能相当普遍，我们当然
认为像我们这样的门户网站有着
光明的未来。新冠疫情改变了商
界的思维方式，我们迅速适应了
新形势。在线会议将成为开展业
务的正常方式，即使在相当传统和
保守的烟草行业也是如此。在线烟
草交易未来将成为现实，因此，作
为一种新的经营方式的真正先驱和
设计师，我们将处于非常有利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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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展会

2021年12月

2022年1月

2022年5月

2021年12月9-10日

2022年1月26-28日

2022年5月18-20日

阿联酋迪拜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保加利亚索非亚

worldshishadubai.com

tobaccoplusexpo.com

wtprocessandmachinery.com/europe

主题：展会

主题：蒸汽烟、电子烟、烟草制品、烟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世界水烟迪拜展

烟草制品博览会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草物资展会

2022年9月

全球最大的烟草博览会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2年9月15-17日
德国多特蒙德
www.intertabac.com

www.intersupply.com
邮箱：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全行业博览会，包括雪茄、卷烟、水烟等烟
草制品，还包括配件、电子烟、下一代产品、加热
不燃烧、烟机、机械、物资、服务、原料以及OEM/
ODM产品/服务

Advertiser’s Index*
广告索引

Airco Diet
www.aircodiet.com
(Pag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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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www.moon-smoking.com
(Page 65)

Alliance One
aointl.com
(Page 71)

Hengfeng Paper
www.hengfengpaper.com
(Page 33)

Nemuno Banga
www.nemunobanga.lt
(Page 35, 73)

Barrettine Environmental
Health
Tel +44 (0) 117 967 2222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Page 67)

Hitkari Multifilters
Tel +91 22 2269 4051/52/53
hitkari@hitkari.net
(Page 36)

Sasib
sales@sasib.com
www.sasib.com
(Page 27)

InterSupply/InterTabac
Tel +66 818 299 409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www.intersupply.com,
www.intertabac.com
(Page 55)

Socotab Frana
Tel +41 22 908 35 00
frana@socotab.com
www.socotab.com
(Page 49)

BMJ
www.bmjpaperpack.com
(Page 8-9)
Boegli Gravures
www.boelgi.ch
(Page 50)
Cherokee Brands LLC
Tel +1 434 575 8881
www.purehempsmokes.com
(Page 13)
CNT Contraf Nicotex
sales@nicotineusp.com
www.nicotineusp.com
(Page 17)
G.D
sales@gidi.it
www.gidi.it
(Page 7)

JT International S.A.
www.jti.com
(Page C-4)
KT&G/Kardien
Tel +82 42 939 6563
kardien@kardien.co.kr
tobaccolove@ktng.com
www.kardien.co.kr
(Page 21)
Mane
www.mane.com
(Page C-3)
PT Mangli Djaya Raya
www.ptmdr.co.id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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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Agritech
info@staragritech.com
www.staragritech.com
(Page 5, 51)
NV. STTC
Tel (0622) 755 2981
Fax (0622) 755 0410
Sole Agent:
Unico Trading Pte. Ltd.
Phone (+65) 633-72981
itss9@unicotradingpteltd.com
(Page 63)

Tengda Machinery
Tel +86 573 87266822
yjs_td@126.com
www.tdjx.cn
(Page 39)
Tobacco Authority of Thailand
(TAOT)
Tel +66 2229 1621-22 export_
ttm@thaitobacco.or.th
www.thaitobacco.or.th
(Page 29)
Tobacco Technology
Tel +1 410 549 8800
sales@tobaccotech.com
www.tobaccotech.com
www.eliquditech.com
(Page 43)
TPE22
tobaccoplusexpo.com
(Page 61)
Universal Corp
www.universalcorp.com
(Page 37)
US Tobacco Cooperative
usleaf.com
(Page 3)
Zhejiang Techmay
Tel 0086 5707567520
techmay@techmaypaper,com
www.techmaypaper.com
(Pag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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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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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DO MORE TO SUPPORT FARMERS
We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our growers and leaf merchants to help them
implement strong Agricultural Labor Practices (ALP). The aim is to tackle child
labor, respect the rights of workers, and ensure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We are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ALP in all sourcing countries by 2025.

W W W. J T I .CO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