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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年底，我们已经历了近三年的疫情

封锁、旅行限制等，对即将来临的新年充满期待。

虽然2022年仍是多事之秋，但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苦亦有乐。

首先是InterTabac/InterSupply重磅回归；

今年9月，我们再次回到多特蒙德参展。无论是参

展商还是参观者，双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证明了该行业渴望重新恢复商业交流（详见第70页

托马斯·施密德对展会的报道）。

2022年，我们还与多特蒙德会展中心的Busi-

ness Insights数字平台一起推出了《亚洲烟草

播客》，主持人是《亚洲烟草》的通讯编辑托马斯·施密德，他与行业

领袖开展对话，了解他们对烟草行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看法。（播客网

址：https://business-insights.intertabac.de/en-gb/media-center。)

今年9月在InterTabac和InterSupply上展示的一些新产品开发（详见

第36页的报道），足以证明该行业有效地利用了疫情的“停工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中，企业继续多样化其业务，包括无烟烟草产品和大麻

等替品。例如，英美烟草最近投资了德国大麻公司Sanity Group，此前还投

资了一家有执照的大麻生产商Organigram和一家生产水溶性CBD的技术供应

商Trait Biosciences。然而，尽管消费者对低风险产品的兴趣与日俱增，

特别是在高收入的西方国家，但传统烟草产品仍然是全球大多数烟草公司的

主要产品。

今年发生了一些对电子烟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美国FDA终于开始

陆续公布PMTA授权；FDA的CTP主任履新；中国关于电子烟产品制造和分销的

新法规生效（详见第40页）；JUUL正在进行法律诉讼。值得注意的是，FDA

也获得了合成尼古丁的监管权。该机构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尚未可知。

当前烟叶短缺，引起全球“供应危机”，影响因素包括严重的洪水和

干旱，疫情后可用库存的减少，种植烟草的农民减少，当然还有化肥和能源

成本的提高。主要的行业参与者预计这场危机将持续2-3年（详见第20页的

更多信息）。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不胜枚举。这凸显了该行业在面对挑战和逆境时

的韧性、实力和创造力，未来一年我们肯定会见证更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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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雪茄协会（CAA）主席大卫·奥兹

戈（David	 Ozgo）向《亚洲烟草》介绍了

美国高端雪茄行业的最新情况，以及美国食

品与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拟议的”调味

雪茄”禁令。

《亚洲烟草》：CAA也许是美国雪茄业

最知名和领先的贸易协会。贵组织的首要目

标和职责是什么？

大卫·奥兹戈：美国雪茄协会代表美国

雪茄业的各个层面。许多大型雪茄制造商是

我们的成员，他们既有大众化价格的产品，

也有高端产品。但我们也代表众多的行业供

应商，以及一些零售商。虽然我们的总部设

在华盛顿特区，但我们的成员遍布50个州，

几乎在每个州都有成员。毕竟，这是真正意

义上的关键时刻。雪茄行业必须遵守的许多

法规都来自于各州首府。

《亚洲烟草》：您能不能介绍一些关于

美国雪茄消费状况的事实和数据？

美国雪茄市场盛极一时，
但禁令忧心

大卫·奥兹戈与COO汤姆·科比一起参观Nu	Way烟草公司。

图
源
：
CA
A

大卫·奥兹戈

大卫·奥兹戈：没问题。关于大众化价

格的雪茄和高端雪茄，大约75%是进口到美

国的。但是，如果只看高端市场，在美国享

用的所有东西中，有90%到95%是进口的。就

2021年的总市场规模来看，这是美国雪茄的

一个特殊年份。大众化价格的雪茄和高端雪

茄的数量都增长了14%以上。超过150亿支雪

茄的营业额。严格地看一下高端市场，进口

量增长了26%，达到近4.6亿支。从这个角度

来看：2021年实际上是我们自1996年以来首

次超过4亿支高端雪茄的年份。因此，这对

我们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

《 亚 洲 烟 草 》 ：高 端 雪 茄 增 长 了

26%......这实际上增长的很多。这一部分

的主要来源国是哪里？

大卫·奥兹戈：我们进口高端雪茄的三

个主要国家分别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

瓜和洪都拉斯。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向我们

出口，但这三个国家是主要产地。

《亚洲烟草》：那古巴雪茄呢？美国官

方仍然禁止吗？

大卫·奥兹戈：是的，禁令仍在实施。

因此，我们从我提到的这三个国家进口高端

雪茄，他们制造卓越的产品。你可以看一看

国际排名，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的雪茄与古巴雪茄的评分一样高。

《亚洲烟草》：大卫，您是否认为美国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端雪茄市场，特别是

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产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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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奥兹戈：虽然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但美国无

疑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很显然，我们是一个大国，对高

端雪茄的需求确实在明显增长。当然，增长的部分原因

是雪茄在美国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爱好。在新冠疫

情封锁期间，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在封锁之前，美

国人每天会花上两个小时通勤。那么......随着这么多

人突然在家工作，他们突然发现，“天哪，我每天多了

两个小时，现在可以把这些时间用于娱乐活动。”顺便

说一下，我们看到高端雪茄的销售增长了26%，保湿盒的

销售也与此同时大幅增长了。

《亚洲烟草》：我理解。但话说回来，还得看美国

FDA，该局最近提出了关于调味雪茄的新规定。具体是什

么规定？

大卫·奥兹戈：美国FDA自从2009年通过《烟草控制

法》以来，对烟草产品享有充分的监管权。他们现在提

出的是禁止在雪茄中使用“特征性味道”。美国政府机

构任何时候提出一项法规，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明确的程

序。然而，关于调味雪茄，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过程的

终点。8月2日，最后的意见应提交给FDA。显然，我们提

出了广泛的意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美国

FDA总共收到了7万多条意见，其中大部分是反对拟议的

禁令。监管机构现在必须审查所有这些意见，然后才能

发布最终制定的规则。我们预计要到明年某个时候才能

收到他们的回复，但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提出了反对该

禁令的压倒性理由，我们有理由希望FDA将决定不实施该

禁令。

《亚洲烟草》：大卫，也许现在是澄清哪种口味的

雪茄是潜在禁令的事实目标的好时机。每支雪茄都是有

味道的。它是烟草味的，有烟草的香味。那么，FDA的目

标是什么？

大卫·奥兹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看

一看大众化价格的雪茄市场，37%到47%的[目前所有的产

品]可能最终会被定性为调味雪茄。这在很大程度上与

美国FDA说“除烟草味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属于这一范

围有关。但是，天哪，烟草是一种植物，经常会蕴含附

近植物的特征。如果你在种植咖啡豆的田地附近种植烟

草，它就会带有一些咖啡豆的特征性味道。美国FDA最终

将如何定义什么是“特征性味道”，这一点并不明确；

因此，什么属于禁令范围，什么不属于禁令范围，是非

常、非常值得怀疑的。

《亚洲烟草》：也许他们说的是添加的香精？比如

巧克力味的雪茄，还有咖啡味、香草味、焦糖味的雪茄

等等。

大卫·奥兹戈：如果添加了巧克力香精，是的，这些

类型的产品将被禁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烟草

本身是通过自然过程加入的，那么这些产品是否也会受

到禁令的约束？美国FDA公布的是任何一种“特征性的味

道”。遗憾的是，这是非常模糊的措辞。

《亚洲烟草》：也有的在烟草晾制过程中加入朗姆

酒或苏格兰威士忌。这也许是美国FDA对“特征性味道”

的分类吗？

大卫·奥兹戈：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

这说明，也许FDA不应该再继续走这条路，因为很难界定 

“特征性味道”到底是什么。

《亚洲烟草》：FDA提出这一禁令的理由是什么？

大卫·奥兹戈：美国FDA认为，拟议禁令会在某种

程度上减少青少年的烟草使用。这就是当初通过《烟草

控制法》的所有初衷。然而，我们反对禁令最有力的论

据之一是，未成年人根本不使用调味雪茄。根据政府的

数据，我们知道12至17岁的青少年中只有3%的人在过去

一个月里使用过调味雪茄。2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从

酒精到大麻到各种非法药物的未成年使用率，我从未见

过这么低的数字。在任何情况下，零售商向21岁以下的

人出售[烟草产品]都是非法的。归根结底，从公共政策

的角度来看，禁止调味雪茄确实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认

为，拟议的禁令实际上是自找麻烦。

《亚洲烟草》：假设他们还是推行了这一禁令，那

么事实后果会是什么？

大卫·奥兹戈：虽然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没有什

么好处，但却有很多损失。首先是个人自主权的问题。

应该允许成年人做自己。前总统奥巴马在签署《烟草控

制法》时说，法律仍允许成年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但

是，如果你提出禁止某种东西，成年人就不再有选择的

权利了。第二，从经济角度来看，拟议的禁令将是一场

灾难。我已经提到，37%到47%的雪茄将属于禁令范围。

禁令将使零售额减少约38亿美元，使各级政府损失7.5亿

的消费税收入。更重要的是，我们估计该禁令还将导致

约16,000个就业机会的丧失。没有公共健康的好处，只

有可怕的经济后果。这是最糟糕的公共政策。

《亚洲烟草》：大卫，谢谢您对这次采访提出的非

常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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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PAGE NEWS 卷首新闻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	
“2022年度最佳回归”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停展两

年之后，于2022年成功回归。不仅举办

了全系列活动，而且展商阵容强大，吸

引了来自69个国家的600余家参展商，

其中有160家参展商是首次参展。

今年的展会颇为成功，这是新冠

疫情爆发两年后InterTabac和Inter-

Supply的首次回归。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烟草制品和吸烟配件贸易展览会，

以及烟草制品、电子烟、斗烟和水烟

国际贸易展览会，本届展会吸引了

12,100名参会人员，这又是一项了不

起的成就。

“出色的数据和业内始终如一的

积极态度表明，即使这两年来被迫停

展，多特蒙德的双展仍然是全球烟草

行业最重要的会议平台。”多特蒙德

展览馆的拥有者兼运营者威斯特法伦

企业集团董事总经理萨宾·卢斯（Sa-

bine Loos）表示。

“大环境非常艰难。全球的政

治形势、不稳定的供应链、新冠疫情

以及签证问题等，给参会者和我们

展会组织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很高兴今年的展会

成就能够超过2019年，”卢斯在谈

到展商较高满意度时说道。实际上，

本届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展会的参观
者约有12100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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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卷烟市场规模2026年将达6435亿美元
ResearchandMarkets.com预测，2026年亚洲卷烟市场规模将达到6435

亿美元，2022-2026年期间将以5.61%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推动亚洲卷烟市场规模取得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年轻人口不断增长，

女性吸烟者增多，人们压力越来越大，叠加通货膨胀和国内总收入的增长，

导致卷烟价格上涨，从而将推高卷烟市场价值。不过，市场增长将面临非法

卷烟、下一代烟草产品不断增长，以及习惯性吸烟者数量减少的挑战。

2022-2026年，预计亚洲卷烟市场销量将以0.78%的负复合年增长率下

降，原因是人们健康意识日益提高

导致卷烟消费降低，下一代烟草

制品等烟草替代品销量不断增加，

通过教育系统健康意识得以提高，

以及卷烟价格上涨等。预计市场将

呈现一些趋势，如加香卷烟销量增

加，广告宣传力度加大等。

2021年，亚洲市场占主导地

位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尼西

亚、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和

马来西亚。

日烟国际继续投资菲律宾市场
业务

日烟国际承诺将继续在菲律宾

进行投资。明年将投入巨资，在全

球业务服务中心（GBS）招聘更多员

工，甚至可能在八打雁制造中心生

产加热电子烟。

据《马尼拉公报》报道，日烟

国际菲律宾公司总经理约翰·弗雷

达（John Freda）表示，尽管烟草

市场销量下滑，非法烟草贸易令人

担忧，但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在菲律

宾进行投资。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日

烟国际在菲律宾开设了全球业务服

务中心。弗雷达表示，公司今年将

再扩招150人，共享服务中心的员工

人数将达到600人，可更好地满足亚

太和美洲地区等子公司的需求。

虽然近期还没有规划，但弗雷

达并未排除公司在菲律宾生产Ploom

烟弹的可能性，毕竟菲律宾是日烟

国际在亚太地区的生产中心。目

前，Ploom在欧盟和日本进行生产。

弗雷达还补充说，日烟国际也“计

划在菲律宾推出”这种加热卷烟，

但未透露具体时间。

日烟国际位于八打雁马尔瓦尔

的卷烟厂，超过50%的产量用于出

口，主要销往亚太地区的16个国家。

日烟国际在菲律宾的营销团队

多达4000多人，为该工厂及其800名

员工提供支持。

超过92%的InterTabac参展商希望能

再次参加展会，这一比例高于2019

年。InterSupply展会的满意度也显著

上升，近90%的参展商已经计划明年再

次参展，较2019年增长了7%。

今年，全球烟草业的众多知名

企业重返多特蒙德，包括著名的生产

商、批发商和零售业代表等。多特蒙

德云集了来自海内外的12,100名参

会者，涵盖了所有主要的核心目标群

体和业务领域，包括传统烟草零售

贸易、服务站运营商和报刊经销商

等。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的外

国参会者比例非常高，接近50%，其

中大部分参会者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双展也吸引了诸多亚洲参会者，主要

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

本。还有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参会者，

主要来自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

哥等国。

这两个展会还吸引了来自西班

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法国和土

耳其等大量欧洲参会者。德国国内的反

响也很好，约占参会者总数的50%。

“过去两年里，新冠疫情肆虐全

球，对烟草业和其他行业带来了重大

挑战。我们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开发

了很多新内容。在本届展会上，参会

者对新老产品的认可程度都非常高，

人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扩大交

流、开展业务。行业的反响也很好，

通过展位预订和门票销售情况可以看

出，行业100%支持InterTabac和In-

terSupply。我非常期待2023年的In-

terTabac和InterSupply了，”萨宾·

卢斯补充道。

2023年InterTabac和Inter-

S u p p l y计划于9月1 4日至1 6日举

行。欲了解更多展会信息，请访问

www.intertabac.de和www.intersuppl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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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弗雷达指出，日烟

国际目前关注的重点是该国的非法

卷烟，目前增速已经达到了令人震

惊的地步。据报道，非法卷烟已占

据市场的16-18%。在棉兰老岛的部

分地区，走私卷烟的市场份额可能

高达60%。

菲律宾最新的一项提案将非法

烟草走私定性为“经济破坏行为”，

得到了日烟国际的大力支持，该公司

占该国卷烟市场37.5%的份额。日烟

国际表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

一步，因为“走私者的利润规模非常

大。”

ITG	Brands公司须向佛罗里达
州支付烟草和解金

据美联社报道，特拉华州的

一名法官裁定ITG Brands在2015年

从雷诺美国公司收购库尔、云斯

顿、Salem和Maverick四个烟草品牌

后，有责任向佛罗里达州支付烟草

和解金。

雷诺美国将这些品牌出售给

ITG，以期联邦政府批准其收购罗瑞

拉德公司。雷诺美国的子公司——

R.J.雷诺烟草公司在此项收购完成

前，一直向佛罗里达州支付与吸烟

相关的医疗费用补偿，这是早期达

成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收购完成

后，雷诺美国公司不再拥有这四个

品牌，因而停止支付相关和解金。

根据资产购买协议，ITG公司有

义务尽最大努力加入佛罗里达州的

和解协议，并每年向佛罗里达州支

付其从雷诺美国购买的品牌的销售

费用。ITG尚未支付任何款项，也未

加入与佛罗里达州的和解协议。

佛罗里达州对雷诺美国和ITG公

司提起诉讼并胜诉，法官命令雷诺

美国继续为ITG的品牌支付费用，除

非ITG加入佛罗里达州的和解协议。

在最新的裁决中，副大法官洛里·

威尔（Lori Will）裁定ITG必须

赔偿雷诺美国应有的损失，并补充

称，资产购买协议的“明确条款”

支持雷诺美国的诉讼，即ITG须同意

承担佛罗里达州判决的责任，必须

赔偿雷诺美国。

菲莫国际寻求撤销针对IQOS
的进口禁令

菲莫国际请求美国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撤销针对IQOS设备的进口禁

令，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在决定颁布这项禁令之前，应该与

美国FDA进行更多的咨询。

FDA已经明确，IQOS相较于传

统卷烟释放的有毒物质有所减少，

更有利于公众健康。菲莫国际的代

理律师格雷戈里·加尔（Gregory 

Garre）辩称，ITC公开要求就其禁

令发表评论，并不等同于联邦法律

所要求的与FDA进行的“咨询”。

据路透社报道，上诉法院的法

官对菲莫国际的论点持怀疑态度。

此案是英美烟草公司（R.J.雷

诺母公司）和奥驰亚集团（菲莫国

际2008年从该集团剥离）之间全球

专利诉讼的一部分。雷诺美国于

2020年在ITC起诉菲莫国际。该公司

针对菲莫国际在弗吉尼亚州提起的

类似专利诉讼暂时搁置中。

英美烟草再次收购大麻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再次投资大麻领

域，收购了德国领先的大麻公司——

Sanity集团的非控股少数股权。

去年，英美烟草投资约1.75亿

美元，收购了持牌大麻生产商Or-

ganigram控股公司19.9%的股份，今

年又向Organigram投资510万美元。

去年，该公司还投资了Trait生物科

学公司，后者提供CBD水溶性技术。

总部位于柏林的Sanity公司在

英美烟草牵头的B轮融资中获得了

3760万美元，这是欧洲迄今为止大

麻行业最大的一笔投资。这轮融资

使该公司总融资额超过1亿美元。据

彭博社报道，近一半的资金将用于

加强Sanity的医疗业务，其余资金

将用于为娱乐用大麻在德国实现合

法化做准备。

Sanity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芬

恩·阿格·汉塞尔（Finn Age Hän-

sel）表示：“这笔资金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德国

和欧洲大麻未来发展的一个强烈信

号。我非常感谢新投资者和现有投

资者所表现出的信心。我们的目标

是充分利用大麻植物的潜力，探索

利用不同的大麻素。新资本将有助

于加快医疗和消费业务部门的进

度，同时为德国大麻合法化做相应

的准备。”

英 美 烟 草 首 席 增 长 官 金 斯

利·惠顿（Kingsley Wheaton）表

示：“投资Sanity集团是英美烟草

探索尼古丁以外众多领域的又一个

例子，未来英美烟草将在诸多领域

和地区的投资组合中取得增长。我

们将继续进行业务转型，深入了解

当前和未来的消费者，促进‘更美

好明天’目标的实现。”

Sanity集团成立于2018年，目前

在医疗、消费者健康和科学领域约有

120名员工。该公司的目标是通过使

用大麻素提高生活质量，重点发展药

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Sanity集团的

投资者包括音乐制作人Will.I.Am (黑眼

豆豆创始人)、好莱坞女演员艾丽莎·

米兰诺（Alyssa Milano）、经纪人斯古

特·布劳恩（Scooter Braun）、瑞士的

VC Redalpine、说唱歌手Snoop Dog的Casa 

Verde Capital、HV Capital、Calyx、TQ 

Ventures、Atlantic Food Labs、Cherry 

Ventures、Bitburger Ventures、Seven

Ventures、GMPVC、Navy Capital和SOJ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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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明星农业科技公司CEO伊克巴
尔·兰伯特（Iqbal	Lambat）

《亚洲烟草》（TA）：据悉，津巴布韦、

马拉维甚至巴西的烟叶本产季都出现了歉

收，歉收的比例大约分别是多少？

兰伯特：津巴布韦今年的产量约为20万

吨；歉收20%。马拉维的产量将比正常产量低

35%左右，白肋烟的产量约为10万吨。巴西预

计将生产45万吨弗吉尼亚烤烟（FCV），而其

通常的目标是60万吨，整整减少了四分之

一，即25%。至于巴西的白肋烟，正常产量

在10万吨左右，但是今年不会超过4万吨，

下降幅度达到惊人的65%。

《亚洲烟草》：在最近的世界烟草展苏

腊巴亚（WT Surabaya）展会上，印度尼西

亚供应商疯狂催促。印尼的供应情况如何？

烟草也快用完了吗？

兰伯特：适合生产“白烟”的龙目岛作物

已经从5.5万吨下降到略高于2万吨，产量几

近腰斩。而雪茄烟叶贝苏基（Besuki）在过

全球烟叶短缺引发行业恐慌
在全球陷入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烟叶供应危机之际，《亚洲烟草》就形势的
影响采访了四位高管。

土耳其明星农业科技公司
的CEO伊克巴尔·兰伯特
图源：明星农业科技公司

去十年中不断减少，从以前的10万吨减至去

年只有7000吨。然而，晒烟品种，如马杜罗

（Madura）、Jatim和Phyton一直保持在15

万吨；我们预计今年也是如此。

《亚洲烟草》：印度的情况怎么样？

兰伯特：迈索尔（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

旧称）的作物产量为6.2万吨，比正常产量

10万吨下降了38%。其他在3月和4月采收的

传统作物同样也至少下降了30%。

《亚洲烟草》：在这场供应危机中，谁

是赢家，谁又将受到最大影响？

兰伯特：赢家大多是烟叶商，他们很早就

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来临，并正确地认为这

是从“买方市场”到“卖方市场”的转折

点。与去年相比，未生产的烟草的价格已经

上涨了30-50%。现在产地基本上没有不受合

同约束的库存。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

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溢价才能买到烟草。

《亚洲烟草》：目前的短缺情况何时会

缓解？您预测和估计的时间框架是何时？然

后供需会如何？

兰伯特：我预测，这场危机将至少影响未

来两到三年，然后需求和供应才能恢复平

衡。但是，巴西已经预测2023年的作物产量

不足，而且很有可能和2022年差不多。巴西

和津巴布韦主导着调味FCV的供应。他们打

个喷嚏，全世界都会感冒！

Malburo国际烟草公司CEO诺尔·扎
曼·汗博士（Dr.	Noor	Zaman	
Khan），该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巴基
斯坦/马拉西亚均有业务运营

《亚洲烟草》：巴基斯坦的供应情况正

明显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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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buro国际烟草公司
CEO诺尔·扎曼·汗博士
图源：托马斯·施密德

Khan：造成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众所周

知，巴基斯坦今年遭遇洪涝灾害，基本上淹

没了许多农作物。叠加新冠疫情，在此期

间，种植者难以卖掉库存。所以他们削减了

种植面积。鉴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巴基斯

坦的烟草产量比疫情前减少了50%。

《亚洲烟草》：巴基斯坦哪些地区受洪

灾影响最严重？

Khan：有很多，特别是马尔丹市（Mar-

dan）周围地区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有

些地区积水达5英尺。农作物被淹。但农民

也一直在调整作物。他们非常担心，如果种

得太多，可能无法出售，导致作物在仓库里

腐烂。然后突然间，作物又出现短缺，大家

都震惊不已。

《亚洲烟草》：这里的“大家”是指哪

些人？

Khan：包括农民，还有商人和出口商。没

有人预料到这种突然的短缺。

《亚洲烟草》：所以，巴基斯坦烟草很

难满足外国进口商和制造商的订单？

Khan：是的。外国企业已经向我们下了数百万公斤的订单，但我

们没有足够的库存，无法完成这些订单。

《亚洲烟草》：这是否一直在推动价格上涨？

Khan：是的。现在的价格确实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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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烟草》：目前的中间价位是多少？

Khan：手剥烟叶将近4美元。

《亚洲烟草》：之前是什么价格？

Khan：以前是在3.30-3.50美元之间。

《亚洲烟草》：这种情况将如何发展？如果明年农民再次

加大种植，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善？

Khan：农民当然非常清楚目前市场的短缺情况。所以我相

信，下一产季，他们将只种植烟草。但是，目前的价格太高

了，他们现在也有杠杆。他们要4美元一公斤。如果你不想以

这个价格采购，他们会说，“好吧，没问题，你走吧。我会

以4.2美元卖给别人。”但话说回来，我相信下一个产季会恢

复正常。明年我们将有大量的产品供应。

《亚洲烟草》：请谈谈贵公司及其参与的烟草贸易的一些情况。

Khan：当然可以。Malburo国际烟草公司在巴基斯坦、马

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有业务点，但我们的主要办公室设在

苏腊巴亚。我们供应全叶、脱粒烟叶、烟丝和混合烟草。我

们出口到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从美国、中国、巴西和津

巴布韦进口。

香港Prestige	Leaf公司董事总经理扎菲尔·
阿蒂科（Zafer	Atici）

《亚洲烟草》：扎菲尔，您专门从事土耳其香料

烟。请介绍一下今年土耳其的情况。

 

阿蒂科：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年

里，土耳其的烟草生产确实出现了问题，主要是因

为全球供应链出现了瓶颈。土耳其农民无法以合理

的成本获得化肥和其他供应。例如，土耳其的化肥

成本平均上升了600%。燃料油则上涨了一倍多。第

二个问题是气候。夏季炎热，乡村有史以来最高温

度达47℃。

《亚洲烟草》：但烟草作物是需要灌溉的，不是吗？

阿蒂科：香料烟几乎不需要灌溉，但由于夏日炎

炎，烟田还是受到了影响。因此，农民们急于抢救

作物，提前收割，尽量保存，这当然会降低产量。

今年土耳其主要烟草品种的收获目标最初估计超过4

万吨，但现在已经缩减到只有3.1-3.2万吨左右。很

难完成终端产品制造商的香料烟订单。但这些并不

是唯一的问题。

《亚洲烟草》：其他问题是什么？

香港Prestige	Leaf公司董事总经理扎菲尔·阿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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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 Packing Solutions: 
Excellence goes global

Part of Regulated Market Solution division of Coesia Group, G.D, SASIB and Molins offer a 
complete and wide range of making-packing solutions to produce cigars and cigarillos, combining 
their expertise and know-how. 
SMK is the SASIB high flexibility maker which is also suitable for cigars, at 3.000 cpm, and 
cigarillos, at 5.000 cpm. 
The Molins Mark9 cigarillos maker is the most fitting solution up to 3.000 cigarillos per minute. 
The G.D cigarillos finishing machine Cut & Turn Unit, CTU, trims the ends, applies the additional 
cork paper, cuts and turns the double rods coming from the maker. Finally, the cigars can be 
wrapped singularly by the G.D IS800.
Find out more online!

www.gidi.it | www.sasib.com | www.mol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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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Lukowa	Tobacco公司CEO米罗斯拉夫·派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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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蒂科：全球逐渐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来，

需求量大增，所以现有库存迅速耗尽。其

次，关于本地制造商必须在其混合物中使用

国内种植的烟草的比例的法律已经发生了变

化。现在是最低使用比例是21%。当然，包

括香料烟、FCV或白肋烟等所有的烟草类

型。而这一法律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减少可

供出口的烟草量。

《亚洲烟草》：所以，炎热的气候叠加

过早收割，疫情后的高需求，高价的肥料和

燃料......可谓祸不单行。

阿蒂科：正是如此。疫情期间生产放缓已

经够糟糕了。而现在又叠加其他因素。雪上

加霜的是，俄乌之战增加了供应链和能源方

面的担忧。土耳其过去主要从俄罗斯采购化

肥和石油。

《亚洲烟草》：您能否举例说明这一切

是如何影响香料烟的价格的？

阿蒂科：我不再举例了。我想说的是，生

产成本增加了一倍多，农民很沮丧，他们出

售产品，最后却无法弥补成本。我从事这个

行业30年了，还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

《亚洲烟草》：形势会稳定吗？

阿蒂科：我相信这取决于大家的做法。印

度曾试图解决短缺，但后来那里的天气又出

了问题，破坏了作物。未来六个月，中国、

巴西、津巴布韦、美国等生产大国的作物将

进入采收期，因此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作物

规模合理，同时设法增加下一产季的产量，

我认为形势会开始稳定下来。

波兰Lukowa	Tobacco公司CEO米罗
斯拉夫·派考洛（Miroslaw	Pekala）

《亚洲烟草》：波兰的烟草种植部门目

前有什么计划？

派考洛：2022年，我们在波兰面临着烟草

作物产量大幅下降。这是由于该国的经济形

势和笼罩欧洲的能源危机造成的。

《亚洲烟草》：实际数字如何？

派考洛：去年，波兰的烟草产量约为18000吨，我们预计今年的产

量会减少不少，大约为15000吨。

《亚洲烟草》：怎么会这样？

派考洛：超过20%的波兰烟农今年没有种烟。部分烟农春天开始移

苗，但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放弃种烟，改种其他作物。

《亚洲烟草》：请详细介绍一下经济形势。

派考洛：比如说，烘烤烟叶会消耗大量能源，几乎没有利润可

赚。农民担心会被生产成本吞噬。化肥的价格也从去年开始上涨了

4-5倍。其次，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因素，那就是秋天采收季开始后，

市场价格会如何，农民收入会怎样。从2月初开始播种到秋天收割，

这期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亚洲烟草》：所以这是一个销售价格不确定和生产成本飞涨的

复杂问题？

派考洛：是的。一切都如此昂贵，尤其是用于烟草烘干机的天然

气。而且天然气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难以预测。所有这些因素

导致我们的产量下降了。

《亚洲烟草》：您预计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派考洛：没有人可以确定何时会再次走上正轨。但如果让我猜

测，也许是两年，甚至三年。这也取决于能源价格和生产成本是否

会整体下降，但话又说回来，也可能依然高企。谁又能预料呢？





26 tobaccoasia Issue 6, 2022 November / December

Staff R
eport

英国约克大学研究人员最近在《柳叶

刀-区域健康（东南亚）》上发表了一份新报

告——《烟草控制中可能不适用于东南亚的

常见假设》，研究结果强调了早在此之前就

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烟草控制政策，特别是低

收入至中等收入国家的控烟政策，应该满足

当地需求，而不是基于高收入国家的假设。

该报告指出关于烟草控制的常见假设

不一定适用于东南亚，因此可能误导政策和

执行。这一有效的观点并未引起许多国家的

监管机构和公共卫生官员的重视，他们在制

定烟草控制措施时选择遵循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反烟信条，即使对人民不利。

根据WHO关于2021年的全球烟草流行报

告，全球有13亿烟草使用者，其中4亿多人

生活在东南亚区域（SEAR）的11个国家，包

括孟加拉国、不丹、朝鲜、印度、印度尼西

亚、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

泰国和东帝汶。东南亚区域的烟草使用率最

控烟不可“一刀切”
约克大学研究人员发现，
卷烟并非东南亚国家流行
的烟草使用形式。

高，为27.9%，其中男性是46%，女性是9.7%，

也是重要的烟草种植中心，印度和印度尼西

亚位列全球五大烟草生产国。

根据研究人员Kamran Siddiqi、Monica 

Arora和Prakash C.Gupta的研究，东南亚国

家的烟草控制进展缓慢，许多政策尚未完

善。他们认为，关于烟草使用及其控制的一

些常见假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这

些假设可能不适用于该区域，但仍然牢牢扎

根于东南亚烟草相关研究和政策标准中，从

而误导了政策方向。

Siddiqi等人举了一些常见假设的例

子，比如“吸烟”和“烟草”这两个术语在

科学文献、运动、立法、政策和服务中互换

使用。Siddiqi解释说，“在科学文献、政

策和运动中使用‘吸烟’一词而不是烟草，

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东南亚地区，无烟烟草

比吸烟更常见，因此政策没有解决其使用的

驱动因素以及如何生产和销售。”



Tobacco Asia  27 

图1：目前，东南亚国家成人无烟烟草使用者
的百分比。资料来源：K	Siddiqi,	S	Husain,	A	
Vidyasagaran,	 A	 Readshaw,	 MP	 Mishu,	 A.	
Sheikh；《成年人无烟烟草消费造成的全球疾
病负担:对127个国家的最新数据分析》；BMC	
Med,	18(2020)

研究人员表示，在瑞典和美国

等高收入国家，吸烟是最普遍的烟

草使用形式，鼻烟被视为可燃卷烟

的一种低风险替代品，但在东南亚

国家，鼻烟等无烟烟草并不是一种

低危害产品。与东南亚使用的低成

本无烟烟草产品相比，鼻烟降低了

疾病风险。

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占全

球无烟烟草使用者的85%，其相对

风险和人群归因分数明显更高。因

此，Siddiqi等人认为，在东南亚

国家，无烟烟草的使用更为普遍，

其相关的健康风险远高于瑞典和美

国，因此，在这些国家推广无烟烟

草产品作为减害的工具，有可能破

坏当下的烟草控制举措。

此外，研究人员指出，直到

最近，大多数关于烟草对健康影响

的报告主要是基于高收入国家的研

究，往往没有强调研究人员所称的

烟草诱发的疾病，而这些疾病在高

收入国家相对不常见，如结核病。

相反，这些报告往往不加限定地将

慢性阻塞性肺病作为一种常见的烟

草诱发病症。另外，肺癌通常被认

为是由烟草使用引起的最常见的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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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草使用，高收入国
家的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
中低收入国家，因此不应
采用一刀切的控烟政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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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这适用于吸烟是烟草使用普遍形式的国

家，但在东南亚国家，口腔癌是最常见的烟

草相关癌症，这主要是由于无烟烟草是该地

区普遍使用的烟草形式。

Siddiqi等人在报告中认为，由于烟草

的生产、推广和销售方式众多，东南亚国家

的烟草控制工作十分复杂。东南亚国家独特

的人口、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烟草产

品的使用和暴露模式。因此，这种特殊情况

需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WHO FCTC）制定和实施更符合实际的

解决方案，同时也需要制定和实施突破性的

解决方案。

虽然这一结论是基于东南亚国家，但这

一概念性原则也可以而且应该适用于其他国

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短视的、一刀切

的方案和行动不能成为解决之道。政府的技

术专家应该认识到，像传播福音书一样谄媚

地遵循WHO FCTC的规定，往往会使他们误入

歧途，迫使他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并造

成大量意想不到的后果。但话又说回来，永

远不应该低估积极行动者以公众健康和福祉

的名义把事情搞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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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和其他可燃烟草产品仍是烟草公司的主
营产品。

可燃烟草仍是全球主流烟草产品
根 据 第 二 版 烟 草 转 型 指 数

（TTI），2021年，卷烟和可燃烟草

仍然是主流产品，占全球15家大型

公司零售量的95%左右。

该指数是无烟世界基金会的一

项倡议，针对世界上15家大型烟草

公司在减少其产品危害方面的努力

进行排名。

瑞典火柴公司在2022年的指数

中排名第一，菲莫国际、奥驰亚和英

美烟草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四。

指数结果显示，烟草公司未能

在中低收入国家投资减害产品，其

绝大部分的低风险产品（RRPs）销

往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市场。值得注

意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禁止使

用低风险产品。

2022年8月28日至9月1日，民

主研究所在《全球烟草减害进展报

告》中针对美国人对电子烟、加热

烟草（HTP）和鼻烟的态度进行了一

项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美

国人对低风险产品持反对态度。当

被问及RRPs是否应该合法时，59%的

人赞成；只有35%的人反对。

当被问及雾化烟是否比吸食卷

烟更安全时，47%的人不认可。当被

问及加热的烟草产品是否比吸食卷

烟更安全时，54%的人持否定回答；

只有34%给予肯定回复。

对于雾化产品是否应该像烟草

产品一样被监管，以及雾化产品是

否应该和烟草产品一样被征税，美

国人的意见不相上下（43%的人赞

成，42%的人反对）。

美国2020年一次性调味电子
烟销量急剧上升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关

于全美范围内电子烟销售和广告的

第二份报告显示，2020年一次性电

子烟和薄荷味电子烟烟弹的销量急

剧上升。 

自1967年以来，联邦贸易委员

会每年都报告烟草销售情况，自1987

年以来报告无烟烟草销售情况。去

年，该机构扩大了行业研究，首次发

布了关于电子烟的报告。

今年的电子烟报告涵盖了2019

年和2020年的销售和广告数据，在

此期间，美国FDA公布了禁止销售除

薄荷以外的调味电子烟烟弹的执法

政策。总体而言，报告发现，电子

烟总销售额从2015年的3.042亿美元

增加到2018年的20.46亿美元，2019

年增至27.03亿美元，但2020年降至

22.4亿美元。FTC的报告指出，鉴于

主要的行业转变，2020年的下降可

能不代表市场变化。

公开资料显示，一次性电子烟

因不受FDA 2020年的政策监管而使

销售大幅增加，2020年12月，“其

他”口味的一次性产品占所有一次

性电子烟的77.6%。FTC的数据没有

显示一次性电子烟销售的增加。然

而，FTC的数据可能并不代表一次

性电子烟市场的准确情况。在提交

2019-2020年数据的五家公司中，只

有两家公司在2020年继续销售一次

性电子烟，而且提供的产品更加有

限。报告还发现，剩余的非FDA禁止

的调味烟弹——薄荷醇的销售大幅

增加，在2020年销售的所有烟弹中

占63.5%。

JUUL起诉美国FDA
由于FDA拒绝公布支持其禁止

Juul Labs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电子

烟的命令的文件，后者对该机构提

起诉讼。

Juul在提交给华盛顿特区一家

联邦法院的申诉中，指责FDA利用 

“广泛滥用的”审议程序特权，错误

地扣留了对理解6月23日销售禁令背

后的理由“至关重要”的科学材料。

Juul称，这些材料将证明FDA是

否从法律上平衡了公共健康利益与

其设备的危害，包括它们帮助吸烟

者戒烟的说法，以及该机构的理由

是否有科学依据。

Juul还声称，FDA隐瞒销售禁令

基于的大部分“科学纪律审查”，

违反了联邦《信息自由法》。

CTP主任对雾化烟立场有所改观
美国FDA烟草制品中心主任Brian 

King履新至今已3月有余，他对雾化

烟的态度似乎已有所改观。

King于7月份就职，众所周知，

他坚决反对雾化烟。最近美联社采

访了King，在被问及许多成人认为

电子烟与传统卷烟一样危险时，他

表示，“我很清楚公众存在误解，

与现有科学不符。我们都知道整个

电子烟品类的风险明显低于可燃卷

烟产品。因此，我们开展基于科学

与证据的宣传活动至关重要。我们

必须谨慎考虑，以确保我们的影响

最大化，并避免意外的后果。”

当被问及雾化烟在帮助减少

成人吸烟方面的潜力时，King说， 

“近年来，该行业发生了许多真正

重要的科技创新”，最引人注目的

是电子烟中的尼古丁盐。

“我们知道，当你吸食烟草产

品时，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跨越血

脑屏障传递尼古丁的方式。因此，

要在另一种产品中与这种效率相媲



A Concentrate 
of Pure Innovation

Comas presents its latest patented technology: a new process for extracting nicotine from tobacco 
leaves as well as from its processing residual parts.
This innovative process allows to obtain a concentrated solution suitable for all new trends not only 
in the tobacco industry, including also the non-tobacco-based products.
With this extraordinary solution, the level of nicotine purity achievable is up to 99.7%. 
By adopting this revolutionary system, customers can benefit of energy saving, high production 
capability, waste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just some of the main advantages available.

Contact Comas to learn how to extract the best from your new products.

www.comasitaly.com - comas@comast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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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非常困难的。但尼古丁盐有可

能为吸烟者更有效地提供足够的尼

古丁，帮助他们完全过渡，这可能

有益于公共卫生。但你也必须考虑

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年轻人开始

吸烟的固有风险。我确实担心这个

问题。”

“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我

认为这可能是个机会，也可能是危

险。但我认为重要的是，科学在驱

动。”

美国FDA称合成尼古丁审查取
得重大进展

美国FDA表示，在处理和审查非

烟草尼古丁产品的上市前申请方面

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该机构办理了5月14日截止日期

前提交的所有申请，审查了超过85%

的申请，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接受

进一步审查的最低要求。

拒绝接受（RTA）信函是针对

80多万份不符合接受要求的非烟草

尼古丁（NTN）新产品的申请发出

的，包括8月3日以来发出的70多万

份新RTA。RTA信函宣布，在未获得

上市前授权的情况下，在美国市场

销售或分销任何新烟草产品都是非

法的。

FDA称，截至5月14日，200多家

公司提交了近100万份NTN申请。FDA

说，这些申请准备好接受审查，涉

及多个步骤，而且提交的数据的组

织、数据规模和质量有很大不同。

这对处理数据的时间有影响。

该机构总共批准了350多份NTN

商品的申请，其中电子烟和电子

烟液商品占大多数。根据FDA的说

法，接受并不代表确定产品的授权

状态。被接受的申请将经过其他审

查，以确保满足一些要求。

因NTN产品违规，FDA已向制造

商发出44封警告信，向零售商发出

300多封警告信。FDA称，如果违规

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可能会采

取民事罚款、扣押和/或禁令等额外

措施。

自8月3日以来，FDA向NTN产品

制造商发出了25封新的警告信，因为

他们在没有必要的上市前批准的情况

下推广他们的商品。这些制造商忽视

了为其NTN产品提交申请。此外，102

名零售商因向未成年购买者销售NTN

产品而收到FDA的新警告信。

美国俄勒冈州法官否决调味烟
草禁令

在俄勒冈州华盛顿县，21岁以

上的成年人仍然可以购买调味尼古

丁产品，此前巡回法官安德鲁·埃

尔文（Andrew Erwin）否决了该县

2021年对此类产品的禁令。

该法官表示，州法律优先于禁

令，他在判决书中写道：“不准许

此类产品的特许零售的决定必须来

自于州，而不是县。当然，县有广

泛的权力来监管如何销售，但他们

不能完全禁止销售”。

华盛顿县的委员们在去年11月

投票决定取缔这些商品，以减少青少

年和年轻人对尼古丁的使用，他们声

称，根据参议院587号法案（该法案

是2021年的一项法律，赋予公共卫生

机构监管烟草销售的权力），有权颁

布地方禁令。调味烟草禁令是俄勒

冈州的第一项禁令，于1月生效，但

从未强制执行。

哈伯纳斯公司参加2022年In-
terTabac展会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Inter 

Tabac展会停展两年，今年再次向热

爱烟草的参展商敞开大门。世界顶级

烟草商业化的领导者哈伯纳斯公司参

加了新一届的InterTabac展会。

哈伯纳斯公司与其德国、奥地

利和波兰的独家经销商5TH Avenue 

Products Trading GmbH共享一个

250平方米的展位，展示今年的新产

品，以及面向德国和全球市场的其

他优质烟草产品。

最苛刻的雪茄客也能在该展位

发现并亲眼看到一些最新的哈瓦那款

型，如Partagás Serie E No.2 Gran 

Reserva Cosecha 2015，La Gloria 

Cubana Glorias，H. Upmann Super 

Magnum，Partagás Legados Edición 

Limitada，H. Upmann Magnum 52（中

国年）或La Flor De Cano Elegidos。

该展台还展示高希霸琥珀（Co-

hiba Ambar）和高希霸55周年限量版

（Cohiba 55 Aniversario Edición 

Limitada），这是最近在哈瓦那举

行的独家活动中的纪念产品。

很多人出席了本届InterTabac

展会，其中包括古巴驻德国大使

Juana Martínez González阁下、商业

顾问Anamary Suarez Quiñones、演员

Ralf Möller、哈伯纳斯公司的联合

总裁Inocente Núñez Blanco及其物流

副总裁Lisbeth Alonso Miró。

展会期间还举行了雪茄杂志

（Cigar Journal）2022年颁奖典

礼，其中帕特加斯D系列和帕特加斯

D系列4号被认为是最受雪茄客欢迎

的古巴品牌和型号（vitola）。哈

伯纳斯公司的联合总裁在领取奖项

时说，“我们当然要和自己竞争，

我们拥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

产地，希望年复一年地超越自己，

满足最苛刻的雪茄客，为哈瓦那雪

茄爱好者提供独特的体验。这种认

可有助于我们每年了解雪茄客对我

们的品牌和推出的产品的看法。这

正是我们学习的最有用的方法之

一，确保所有的哈瓦那雪茄都是同

类产品中最好的。”





加热设备(IHEA)
IHEA英文的意思是“我用加热

烟草替品”。在安徽中烟的研发支

持下，JPSI对各种加热方法的实验

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一众公司中脱

颖而出。 

JPSI开发了一种通过红外线辐

射加热的加热芯，实现创造性的革

新。该产品是基于“电磁加热”的

理论开发的，使设备能够在没有任

何“接触”的情况下加热该公司的

烟弹。这使IHEA显著区别于市场上

的其他产品，给用户带来了更方便

更满意的吸烟体验。

产品优势如下：

1)使用方便；

2)加热效率更快更稳；

3)温控更精准；

4)续航更长，可快充；

5)干净整洁（无烟灰或残留物）。

截至目前，已经申请了21项专

利，包括3项国际PCT专利。

JP	Signature	International	Sdn	Bhd	(JPSI)
2007年，JPSI于马来西亚吉打州的亚罗士打市注

册成立。JPSI是安徽中烟和中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在马来西亚的指定代理公司。截至2019年，JPSI在马来

西亚代理的品牌有都宝的烟弹Toop（专利的HNB烟草产

品）和IHEA（专利的红外加热设备），并有权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销售和分销。

JP Signature是在马来西亚进口和销售加热烟草产

品/设备的极少数许可持有人之一。

“我们希望将这些产品引入马来西亚，

给加热烟草产品的用户和吸烟者提供一

个替代方案。我们将继续探索，不断完

善，在当前的烟草或尼古丁输送产品的

浪潮中为市场带来全新的体验。我们的

目标是始终走在吸烟技术创新的路上，

为我们所有的用户找到更好的替品。”

JP SIGNATURE INTERNATIONAL SON BHD 
l	+604 735 1339  l	www.jpsi.asia / www.ihea.my 

l	admin@jpsi.asia  l	No.201-A, Jolan Perok, Kowosan Perusahaan Mergong 2, 05150 Alor Setar, Kedah Darul Aman, Malaysia.

JPSI公司CEO	James	Lim先生

颗粒型烟弹(都宝烟弹TOOP)
安徽中烟在烟弹的结构上取

得了重大突破。采用调配设计，并

与最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相匹配，

极大地提高了给用户平稳传递烟草

的过程。

JPSI开创了一种能够量产的

烟草产品，具有全新的创新专利技

术，给用户带来无与伦比的感官体

验，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主要技术特点如下：

1）独特的颗粒型烟草（确保热量

均匀分布）；

2)胶囊滤棒，增强风味；

3)专利的烟弹结构；

4)专利的调味；

5)减少燃烧时排放的有害物质或成

分的比率。



在马来西亚推出全新HNB产品

JP	Signature	International	Sdn	Bhd（简称“JPSI”）与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安徽中烟”）携手在马来西亚推出他们最新专利的HNB（加热不燃烧）

烟草产品——IHEA和Toop，二者代表了新专利技术的技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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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eChi——中国（香港）	
加热烟草设备当然已经成为终端消费者的支柱产品，但技术从

来都只有更好。大多数设备仍会配备一个加热针，穿过烟弹。即使

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当设备使用时间过长时，这种方法也不可避

免地会导致所含烟草最终烧焦。总部位于香港的HeeChi Technol-

ogy公司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开发其专利设备，使插入的加热针永

远不会与烟弹或加热仓本身接触。它悬浮在加热仓内，受到热空气

的“烘烤”，不会烧焦，这会使烟草的味道更醇和，减少了苦涩之

味。

详情请见：heechitech.com.

Greenbutts——美国	
二醋酸纤维丝束滤棒是地球上随意乱丢的塑料物品之一，估计

每年产生100万吨废物，而（取决于环境条件）需要15年才能分解。

美国公司Greenbutts为二醋酸纤维丝束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其

100%可生物降解的滤棒材料由天然植物纤维制成。将Greenbutts的

滤棒浸泡在清水中，几小时内就开始分解成细丝，仅仅几周就可完

全分解，不再需要数年时间。也可以将用过的滤棒安全地扔在后院

的堆肥堆上或放入生活垃圾中。

详情请见：greenbutts.com.

ShishAir——德国
水烟木炭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CO）排放，尤其是在不

通风的房间里，引起严重的健康危害。不乏有水烟吧因顾客一氧化

碳中毒而不得不撤离的案例。ShishAir设备由于集成了接触剂“海

绵”，只需将其放置在点燃的水烟碗上，即可有效消除高达90%的CO

排放。另一个好处是，不需要像正常情况那样频繁补充木炭，可以

节省多达60%的木炭块。

详情请见：shishair.de.

2022年InterTabac/
InterSupply展会上的新品
今年的双年展再次成为众多新产品的发布平台。为此，
《亚洲烟草》随机挑选了一些最有趣的产品在此分享。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等知名展会一直是制造商或供应商

进军烟草行业、向未来客户展示自己的最佳平台。本届双展依然在

德国多特蒙德举办，吸引了至少160名首次参展商，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新公司。来自世界各地的12000多名参观者来此物色烟草行业的产

品，双展也为新老公司提供了推出最新产品的绝佳机会。《亚洲烟

草》在展厅中搜寻了我们认为最杰出的展品，并在本期杂志予以简

要介绍。

Buho是西班牙经销商Algarix推出的首款专利
的卷纸品牌。
图源：托马斯·施密德

HeeChi部署了全新的加热技术，只“烘烤”烟草，不会
烤焦。

Greenbutts可完全生物降解的滤棒由天然的植物纤维
束制成。

ShishAir的海绵接触剂（右）在替换前可使用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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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最新的高端雪茄品牌Casa	1910亮相于2022年
InterTabac展会。

德康生物技术公司的Naniel	Liu和Nicolae	Nemes及其
最新创新的产品QUUQ（前排右）。

Casa	1910——墨西哥
肥沃的韦拉克鲁斯山谷是墨西哥主要的烟草种植区。最

近，它还成为该国最新的高端手卷雪茄公司Casa1910（体现1910

年墨西哥革命的精神）的所在地。该公司由合作伙伴Manolo 

Santiago、Jamie Baer等共同持有和经营，坚定不移地坚持雪茄卷

制的最佳传统，该公司奢华、醇和的雪茄吸引了许多参观者来到

Casa 1910的InterTabac展位。墨西哥可能还未跻身于古巴、尼加拉

瓜、洪都拉斯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雪茄行列……但Casa 1910很可能

正在改变这一观念。

详情请见：casa1910.com.

德康——中国
中国的德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直处于创新的前沿，尤其是在

水烟领域。在今年的InterTabac展会上，该公司带来了全套设备，

包括令人惊叹的原始的水烟石和水果味烟膏。同时，该公司还展示

了其在加热烟草领域的卓越的专业知识，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完全

无烟的HNB设备QUUQ及其兼容的DKiss烟弹。即使在之前允许使用HNB

的地方，消费者也越来越多地面临HNB的吸烟限制。然而现在，他

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优雅地、低调地享受加热烟草，不会引起过度关

注。

详情请见：dekangeuropa.com.

Buho	–	Algarix——西班牙
多年来，西班牙Algarix公司一直是各种卷纸品牌的主要经销

商，包括Rizla、Pay Pay、OCB、Smoking、Raw等。但最近，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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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1采用了合成尼
古丁，而非烟草衍生
尼古丁。

乌克兰-香港公司Hokord在InterSupply展会上推出了
其原型CCM-900麻辊轧机.

Chateau	Diadem的联合所有人Thierry	Farah和Emily	
Sahakian与其宝贵的产品。

El	Petaquero公司上等的保湿盒与雪茄盒由最优质的西
班牙皮革制成。

图
源
：
 H
ok
or
d

德国的Fluxcode是市场上
最新的T&T系统，可确保安
全可靠的产品分销管理。

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品牌Buho，在InterTabac展会上将其推向国际市

场，在参观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Buho纸有多种规格，包括漂白

卷纸、未漂白卷纸、有色纸，由有机大麻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卷纸。

详情请见：algarix.com.

ESC	1——瑞典
卡尔·加利亚诺（Karl Galiano）出生于智利，但有德国血统，

多年前移民到瑞典。最近，他意识到鼻烟和其他无烟烟草产品在消费

者中迅速流行起来，决定加入潮流，创建自己的品牌ESC1。该品牌因

其奇特的包装设计而深受InterTabac参观者的欢迎。此外，ESC1只使

用合成尼古丁，而不是烟草衍生的尼古丁。ESC1在InterTabac展上首

次亮相国际舞台，卡尔·加利亚诺对该活动给ESC1带来的推广价值感

到非常高兴。

详情请见：esc1.se.

Hokord——乌克兰/中国（香港）
Hokord是乌克兰和香港的一家合资企业，在InterSupply上展

示了其原型麻辊轧机CCM-900，引起了客户极大的兴趣。原型主要用

作现场样品，第二代机器CCM-2000更为出色，将于2023年3月推出。

它每分钟能生产多达2000个锥管，长度、直径和其他参数可以通过

直观的界面自由选择。

详情请见：hokord.com.

Chateau	Diadem——多米尼加共和国
Chateau Diadem公司的注册地是毛里求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西

宝山谷（Cibao valley）经营着一家工厂，成为今年InterTabac展会上

最年轻的高端雪茄公司。共同所有者蒂埃里·法拉（Thierry Farah）

和艾米莉·萨哈基安（Emily Sahakian）表示，该公司在展会前3天成

立。Chateau Diadem的首发产品是优质长茄芯“Conviction”，采用尼加

拉瓜Criollo Esteli Dominican Criollo 98和多米尼加Piloto Cubano卷

制而成。它的茄套采用多米尼加Olor，茄衣采用厄瓜多尔Habano 2000。

详情请见：chateaudiadem.com.

El	Petaquero——西班牙
西班牙以其优良的皮革和丰富的皮革制品而闻名于世。该国同

样出名的还有手工保湿盒和雪茄盒等奢华的吸烟配件。家族经营的El 

Petaquero公司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小镇普拉多·德尔·雷伊(Prado del 

Rey)，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皮革工艺品业务。在InterTabac展会上，现任

老板安东尼奥·卡布雷拉·博雷戈（Antonio Cabrera Borrego）自豪地

向《亚洲烟草》介绍了他的工匠们生产的各种精美卓越的雪茄配件。

详情请见：puroart.es/en/.

FluxCode——德国	
如今部署全面的跟踪和追踪（T&T）系统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几

乎是所有地方的法律要求。InterTabac展会推出了由德国公司Flux-

code开发的全新Fluxcode系统，可轻易集成到现有的生产线和聚合系

统中。UID请求在几分钟内予以申请和确认，并提供给打印机，而复

杂的算法可以防止多个UID传输。使用FluxGenerate附加模块，制造

商甚至可以创建自己的UID。当然，该系统还检查一致性和有效性，

并提供广泛的生产和物流数据。简言之：它具备所有功能。

详情请见：fluxcod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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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今年是电子烟诞生20周年，自韩力申

请了首支电子烟专利以来，该行业已保持20

年的持续研发。2003年，韩力在中国创立了

如烟科技，开始在国内小批量销售如烟电子

烟。一年后，姚继德创办了昌宁德康，开始

开发和生产电子烟油，随后其他制造商也加

入进来。当时的电子烟和电子烟油只在中国

国内市场销售。

2006年，以出口为导向的电子烟制造商

在深圳宝安成立，如知名的行业参与者合元

中国的电子烟环境：
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年9月，德国多特蒙德举行了InterTabac展会。深圳两个至上科技有限公
司兼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的Jason	 Tian概述了中国的电子烟环境
以及新法规生效后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电子烟新法规将加
强从制造到出口的监管，
加速标准制定和品质提
升，为全球监管树立典
范。

集团、思摩尔和康尔的前身——RILF。这些

制造商利用土耳其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中转

站，将中国的电子烟推向世界。

在随后的2007-2011年期间，越来越多

的制造商成立，电子烟也不断创新，从卷烟

形状的设备，到引入标准雾化器接口，再到

性能改进的烟弹。

2013年，帝国品牌收购了如烟品牌及其

所有知识产权。汉森也成为第一家在海外建

立生产设施的中国电子烟公司，工厂设在波

兰。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8月，深圳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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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烟协会成立，10月，深圳市电子烟行业协

会成立。该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电子烟生产国和出口国。

2015年，相继开发了尼古丁盐电子烟油

和先进的封闭系统设备等创新产品，举行了

第一届IECIE展会。

当时，该行业早已意识到应该确立明确

的电子烟和电子烟油标准，2016年，在宝安

区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卢俭的监督下，由汉森

和来福士起草的《电子烟/雾化液产品通用

技术规范》正式发布。

2017年，深圳市电子烟协会和深圳市电

子烟行业协会两会合并成为中国电子商会电

子烟行业委员会（ECCC）。ECCC将继续推动

该行业的合法化和标准化，并在当年12月发

布了两套标准——《电子烟装置通用规范》

和《电子烟雾化液规范》。

2018年，RELX悦刻成立，国内电子烟市

场爆炸式增长。在海外，奥驰亚集团收购了

JuulLabs 35%的股份。

二十年来，中国的电子烟
行业保持研发，不断推出
创新的电子烟产品。

2019年，美国监管机构牢牢盯上了电子

烟，指责其导致该国的EVALI肺部疾病。后

来证明，疾病的原因不是电子烟，而是非法

添加到THC电子烟油中的维生素E醋酸酯，但

官方或主流媒体均未对电子烟予以澄清。美

国FDA也终于宣布电子烟和电子烟雾化夜在

美国市场合法销售的烟草产品上市前申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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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同年，中国监管机构宣布国内禁止在线销售电子烟

产品，导致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不得不从其平台上下架产

品，但线下商店迅速增长。

2020年，思摩尔在香港交易所上市，2021年，RELX

悦刻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21年，美国FDA还首次批

准电子烟Vuse Solo上市销售。

现在
中国生产着全球90%的电子烟，主要在“雾谷”深

圳。两个至上预测，今年全球电子烟市值将达到1080亿

美元，中国的电子烟出口预计将达到1870亿元（260亿美

元）。202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的65%是一

次性设备，17%是开放式系统，8%是烟弹系统，10%是电

子烟液和本草或CBD等产品。

2022年，中国电子烟行业的主要出口市场分别是美

国（58%，105.4亿美元），欧洲（24%，48.9亿美元），

俄罗斯（8%，97亿美元），东南亚（5%，69亿美元），

以及中东（4%，55亿美元）。

中国的电子烟行业以创新研发而闻名全球，2022年

第一季度申请了1771项电子烟专利，预计全年的申请总

数为7084项。2020年和2021年，中国电子烟专利申请的

数量分别为5738件和5818件。

未来
今年，国家烟草专卖局（STMA）发布了《电子烟

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发布了电子烟的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包括雾化物应

含有烟碱；含烟草的加热不燃烧装置不被归类为电子

烟，而是卷烟；电子烟应具有封闭结构，防止人为填

充；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不

允许合成尼古丁，应使用烟草中提取的烟碱；雾化物

中的烟碱浓度不应高于20mg/g，烟碱总量不应高于200 

mg，每口的烟碱释放量不应高于0.2 mg；只允许使用列

出的101种添加剂。

根据新标准，尼古丁供应商也需要获得生产许可

证，并受到配额限制，电子烟油和配件供应商也是如

此。然而，电池和包装供应商未被纳入电子烟的监管体

系中。国内销售分销商必须持有烟草批发许可证，并通

过产品要求的市场前审查。出口分销商需要经过出口产

品备案，优先考虑符合目的地国家标准的产品。国内零

售商必须持有包括电子烟在内的烟草零售许可证，并且

不允许实施品牌专卖。中国目前有大约5万家电子烟零售

商和550万家烟草零售商。

中国的电子烟监管政策非但没有阻碍中国电子烟产

业的发展，反而通过许可证制度帮助加速完善产业标准

和质量，同时也为全球监管树立了典范，加速全球相关

电子烟政策的出台。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加强监管，越来

越多的中国电子烟品牌将加速其全球发展，这将推进全

球电子烟的渗透率，加剧市场竞争。此外，在新的成熟

的监管环境下，企业将更勇敢地增加研发投资，烟草味

道、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其他一些领域都将成

为研发的重点。

对于希望与中国电子烟行业合作的外国公司，应确

保他们的中国供应商持有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确保有

足够的生产配额来支持他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确保产品

有注册商标，并且符合销售国家的产品标准要求。

为此，两个至上编制了一个许可制造商数据库，详

见https://www.2firsts.com/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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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卷烟产量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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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上半年卷烟产量同比增长10%
巴基斯坦统计局（PBS）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

至6月，该国卷烟产量同比增长10%，达到291.5亿支。最

新数据延续了2021年以来的增长趋势，去年卷烟产量570

亿支，比2020年同比增长16%。

2022年上半年月均卷烟产量48.6亿支，高于2021

年上半年的44亿支，接近2018年月均51亿支的最高产

量。2018年4月，月均卷烟产量达到创记录的62.7亿支。

据《商业记录者》报道，该国两大烟草公司——菲

莫（巴基斯坦）有限公司（PMPK）和巴基斯坦烟草有限

公司（PAKT）的财务报告显示，该国2022年上半年的卷

烟产量增长了10%。菲莫（巴基斯坦）公司的净营业额增

至101.6亿巴基斯坦卢比（以下简称卢比），同比增长

10%。巴基斯坦烟草公司的净营业额同比增长21%。在此

期间，两家公司的营业利润由于顶线收入增加实现了两

位数的增长，但底线收入/净利润出现了两位数的萎缩。

两家公司的净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0%和11%，降至85.1亿

卢比和15.3亿卢比。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今年6月对包

括烟草在内的多个行业征收了10%的“超级税”。

今年8月，该国宣布对卷烟和烟草征收360亿卢比的

新税，可能给该行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财政和收入部

长Miftah Ismail表示，征收新税是为了填补150亿卢比

的零售税减免带来的缺口。该部提议征收180亿卢比烟草

税，联邦政府决定翻番。

50包（1000支）的一级卷烟税额从5900卢比增加到

6500卢比，二级卷烟税额从1850卢比增加到2050卢比。

烟草税提高了3800%，从每公斤10卢比提高到每公斤380

卢比。

菲莫国际斥巨资扩大菲律宾烟弹生产线
菲莫国际公司宣布，将向菲律宾子公司菲莫福川烟

草公司再投资88亿菲律宾比索(合1.5亿美元)，增加无烟

产品烟弹生产线。

这是跨国烟草公司的第一笔重大投资，未来两年将

用于扩建位于八打雁省塔纳武安市的菲莫福川卷烟厂。

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生产。

菲莫国际预计，新的生产线将创造220个专业岗

位，促进当地烟草种植业发展。菲莫福川烟草公司将使

用当地种植而且已被批准生产烟弹的烟草。

菲莫国际在声明中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对菲律宾

替代卷烟类别最大的一笔投资，菲莫福川烟草公司向实

现无烟菲律宾的愿景又迈进了一步。”

菲莫福川烟草公司总裁Denis Gorkun表示：“我们

很高兴向菲律宾进行投资，向继续吸烟的人提供更好的

替代品，最终帮助社会摆脱卷烟，同时帮助政府创造收

入，为人民创造工作机会。”

菲莫福川烟草公司是菲律宾领先的卷烟制造商，占

当地烟草市场90%以上的份额。

UTC结束东方烟草公司卷烟制造垄断地位
国有东方烟草公司数十年来在埃及卷烟制造市场的

垄断地位，被菲莫国际子公司——联合烟草公司（UTC）

打破。

2022年初，该公司获得了建立卷烟厂的政府许可。

此前，埃及菲莫Misr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成立，是菲

莫国际产品在埃及的许可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方烟草公司开始在埃及生

产菲莫国际全球最畅销的万宝路卷烟。东方烟草公司首

席执行官兼总经理Hany Aman向Ahram Online表示，该公

司以1000亿埃及镑的价格收购了UTC 24%的股份，两家公

司正在“以一体化的方式进行合作”。

“UTC的运营并没有给我们的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收购UTC的股份弥补了菲莫国际在埃及市场的缺

失，”Aman补充道，“菲莫国际产品在当地市场上以UTC

制造的标志出售。”

在20 2 1 / 2 0 2 2财年，东方烟草公司的收入从

2020/2021财年的638亿英镑增长到679亿英镑，同比增长

6%。收购协议完成后，东方烟草公司向埃及证券交易所

（EGX）提交了一份披露文件，概述了针对UTC制造业务

达成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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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文件显示，为继续生产菲莫国际的产品，UTC

需要从东方烟草公司租赁三年的场地和目前的生产线。

2022年6月2021/2022财年结束前，东方烟草公司需

要用这些生产线生产菲莫国际的产品。

在达成协议后，菲莫国际发布了一份声明，重申将

全力履行与供应商和经销商的现有合同协议，以确保埃

及市场的产品供应。

菲莫国际进一步表示，将继续以相同的价格和相同

的包装提供所有产品。由于制造成本上升和埃及镑兑美

元贬值，东方烟草公司和菲莫Misr公司自2022年至今，

已两次上调卷烟价格。

Aman解释说，“东方烟草公司正试图消化不断上涨

的生产成本。由于近期原材料成本上涨，欧洲持续冲突

造成供应链中断，生产成本不断上涨。”

菲莫国际有多个品牌，价格从每包28-52埃及镑不

等，该公司的产品仍然是埃及的畅销优质品牌。

巴基斯坦政府上调可调节联邦消费税
为提高烟草业的税收收入，巴基斯坦政府将未加工

烟草的可调节联邦消费税（FED）从每公斤10巴基斯坦卢

比（以下简称卢比）（0.05美元）提高到每公斤390卢比

（1.76美元），适用于绿叶打叶阶段。

详细资料显示，卷烟制造商负责缴纳可调节消费

税。这一举措旨在加强烟草业的交易记录，同时减少非

法贸易。上调可调节消费税，目的是提高非法卷烟制

造商欺骗税收系统的成本。制造商提交申报表时，消费

税可以调整。在出口方面，制造商和出口商都可寻求退

税。巴基斯坦烟草公司（PTC）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农

民无需缴纳每公斤390卢比的可调节消费税，这是卷烟制

造商的责任。

巴基斯坦烟草公司的代表表示，关于可调节消费税

会影响农民的错误陈述，没有任何根据，而且不符合事

实。通过传播这种虚假的陈述，非法生产者试图使政策

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

官员表示，打叶是卷烟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步骤，烟

农与绿叶打叶阶段没有任何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18年10月，政府在短期预算

中将可调节消费税从每公斤10卢比提高到每公斤300卢

比。后来由于某些方面的压力，在绿叶打叶开始之前，

这一税率被取消了。

专家认为，在绿叶打叶这个关键的阶段调整预收

税，是防止逃税的最佳方案。目前，在巴基斯坦、查谟

和克什米尔约有40家卷烟制造商和13家绿叶打叶工厂。

在执法方面，与其在40多个卷烟制造商或数十万个

零售场所派驻执法人员，不如监督13家绿叶打叶厂在管

理上更有效。在绿叶打叶阶段征收可调节消费税，可作

为该阶段向制造商征税的衡量标准，也可作为提交退税

调整比例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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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

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近

几年来，中国烟草行业小到烟叶虫害防治、

大到一个工厂的能源管理，都在加速拥抱绿

色低碳。其中，新技术，新能源的体现无处

不在。

一只小飞虫织就生物防治技术网
“一亩烟地大约投放30到50头蠋蝽。连续投

放三四年后，虫子基本绝迹了。”贵州黔南

烟农杨彩荣说，以前烟叶常常被虫子咬破

洞，要靠农药来灭虫，现在以虫治虫，绿色

防控，叶面干干净净。

“以虫治虫”是生物防治技术的一种，

在中国有悠久的应用历史，尤其是利用害虫的

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防治害虫，具有杀虫

目标明确，不污染环境，无残留、可持续等优

点，生态效益十分显著。利用蚜茧蜂防治蚜虫

就是“以虫治虫”的典型案例，蚜茧蜂会将虫

卵寄生到蚜虫体内，卵在蚜虫体内发育为幼

虫、蛹，直至羽化为成蜂，蚜茧蜂新生命的诞

生过程也是蚜虫生命消亡的历程。

新技术，新能源	助推中国烟
草行业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已开始蚜茧

蜂的利用研究，但一直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历经20多年的潜心研究，云南省烟草人员终

于攻破难关，形成了自主掌控的“繁、收、

储、运、用”全链条专利技术，建成了全球

最大的蚜茧蜂僵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了农

田生态系统蚜虫的高效精准生物防控。自

2010年以来，该技术在农作物上累计推广2.1

亿多亩，直接受益农户达100余万户；累计减

少防治蚜虫化学农药5000多吨，节约防治成

本60.89亿元，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从云南走向世界，从烟叶种植推广到大

农业，“烟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的推广应

用撕开了一道中国生物防治技术的开口，以

生态农业的方式让农业与生态文明建设达到

自然融合。

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仅是烟草行业科技

创新支撑引领绿色发展转型的一个缩影。通

过加大科技创新和先进适用技术应用力度，

烟草行业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烟叶生产经营

全过程。推进烟草生物育种重大科技专项，

成功选育抗性良种，从源头减少烟叶生产过

贵州瓮安的蚜茧蜂和蠋蝽
扩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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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环境的损害。持续加强面源污

染治理，推广可降解地膜，积极开

展地膜、秸秆等烟田废弃物回收利

用。种植绿肥、增施有机肥，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减少

化肥使用量，2021年有机肥施用面

积占烟田比重达到94%。

叶产区亩均化学农药用量在“十

三五”期间降低41%，2021年烟蚜茧蜂

生物防治面积占烟田比例达到96%。一

个生态、高效、低碳的烟叶生产体系

构建成形。

一堆废料“变废为宝”走进智能
烤房
在贵州瓮安县岚关乡茶海村一个叫

四方井的小地名，有一处新建的生

物质颗粒燃料烤房群。两排烤房中

间，作业工人正在编烟、上炕、下

炕，一片繁忙景象。烟农张权录

说，烤一炕烟大约需要1900斤生物

质燃料，变黄期投料一次可燃烧24

小时，减少了用工数量，降低了劳

动强度，温度、湿度自动控制，烘

烤效率大大提高。和原煤燃料相

比，使用生物质燃料一炕烟可节约

300元左右，达到了节能减排、减工

降本、绿色环保的目的。

这种生物质燃料的原材料也

很普遍，就是农民们堆积了好多年

的废木头、树枝、树干和苞谷秆等

废物。与这种燃料配套的烤房设备

是进行智能自动化管理的现代化烤

房，只要保持烤房内机器的‘燃料

斗’有生物质燃料，调试好温度湿

度等指标，就能烤出上好的烟叶。

烘烤环节的革新，也只是烟草

行业推进烤烟产业绿色化发展的一

个小小缩影。近年来，中国烟草行

业加快转变烤烟产业发展方式，大

力推广密集式烤房和专业化烘烤，

积极探索推进清洁能源烘烤，有效

减少煤炭等传统燃料资源消耗和污

染排放。近年来，各大烟区持续推

进绿色能源烘烤变革，推广生物质

颗粒燃料、电能、太阳能等低碳能

源烤房。

除了刚刚提到的贵州生物质颗

粒燃料烤房群，山东省临沂市局烟草

专卖局（公司）自主研发的碳晶烤

房，节能减排效果也十分明显，据试

验检测结果显示，粉尘颗粒物排放降

低100%，有效推动了烟叶烘烤向节能

减排和低碳清洁环保转变。2021年，

山东省临沂市推广碳晶烤房91座，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不仅新能源烤房逐步代替燃煤

烤房；烟草行业还积极与农机厂家

开展合作，谋划新型燃料农机的研

发、推广工作，引导烟农有序开展



50 tobaccoasia Issue 6, 2022 November / December

从“柴油机”“汽油机”到“新能源农机”

的过渡转型，力争在烟叶生产的每个环节都

做到节能、低碳、环保。

一束阳光开启节能降碳新思路	
充分利用自然能源，湖南中烟常德卷烟厂厂

区室外照明采用太阳能照明系统，每年可减

少用电1.47万度。全厂采用LED灯具，同时配

合启用工业照明控制系统，照明灯具管控实

现了可视化、规范化，有效减少了照明“无

效能耗”，每年可节约30%左右的照明能源消

耗。图为该厂区内的太阳能照明路灯。

太阳能作为清洁能源，具备多重利用

价值。除了联合工房内的自然光导管，浙江

中烟杭州卷烟厂还将太阳能的光能转化成热

能，用于生活和生产供热。

在杭州卷烟厂的办公楼、联合工房和废

品库楼顶，都能看到整齐排列的太阳能集热

器。它们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后，加热屋顶

热水箱，为厨房、浴室、卫生间等处供应热

水，卷包车间清洗热水也来源于此。

作为国有企业，各中烟公司践行新发展

理念，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中彰显出了责任担当。例如：2022

年上半年，安徽中烟合肥卷烟厂卷烟综合

能耗水平与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7.9%。

这一指标刷新了企业10年来半年度能耗水平

的最低值；四川中烟继续投资绿色节能项

目，2021年，企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进一

步降低，烟尘排放总量、粉尘排放总量均实

现两位数下降，包装箱循环利用率大幅增

长；湖北中烟能耗指标始终保持在行业前

列，2021年碳核查排放量同口径下降13%，

碳排放强度下降16%。

生物防治、变废为宝、发展烟叶产业综

合体、启用新能源等等都只是中国烟草行业

探索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这一个

个饱含着“绿色”“低碳”元素的新技术、

新材料、新产品……彰显的是中国烟草行业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所蕴藏的巨大科技创新推

动力以及产业发展新机遇。
图为杭州卷烟厂的太阳能
集热器

贵州省镇远县金堡镇魏家
屯村村民展示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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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农业科技公司加速拓展非洲业务
在过去的12个月中，明星农业科技国际公司（SAI）

开始在非洲大陆大举投资。该公司计划设立多个办事

处，经营烟草、烟丝和水烟等业务，将业务渗透到非洲

地区。非洲是潜在的增长区域，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

SAI在埃及设立了办事处，负责埃及和中东市场。

开罗办事处由亚历山大一个仓储充足的烟草仓库支持。

该公司还通过扩大突尼斯的业务，整合整个非洲大陆市

场，并对其进行管理。突尼斯的项目包括烟草种植、打

叶和再造烟叶烟厂。

SAI将于2022年11月进入津巴布韦，全面开展烟叶

种植和打叶业务。该公司还计划在雅温德开设“Star 

Cameroon”，采购和种植雪茄烟叶。

SAI的员工有120余名，来自10个国家，自公司成立

14年以来员工人数达到了最大规模。SAI目前在巴西有两

家工厂，在印度尼西亚有一家工厂。

SAI善于挖掘客户需求，能够为烟草公司提供合适

的产品，帮助它们在行业中脱颖而出。SAI产品的多样化

颇受行业领导者的青睐。SAI在4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

有100多个重要客户，目标是到2025年成为烟草衍生品生

产和销售的全球领导者。该公司在这一领域拥有不可估

价的专有技术和专利。

津巴布韦37,000农民注册资格被撤销
今年，津巴布韦烟草业营销委员会（TIMB）撤消了

37,000名农民的注册资格。该委员会怀疑上个季度存在

场外销售行为，因为这些农民未在任何拍卖场或合同销

售点交付烟草。

4月15日公布的2022年第77号法律文书，将烟草场

外营销定为犯罪行为。任何人参与场外营销或被罚款、

或六个月监禁，或两者并罚。

在2022/23年度销售季，共有106,067名农民注册种

植烟草，较上一季的80,069人有所增加。

尽管有大量农民的注册资格被撤销，但TIMB表示，

本季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种植4,000多公顷早期

灌溉烟草，超出去年同期的种植面积。

古巴收拾伊恩飓风后的残局
古巴正在制定计划，准备开始2022-2023年的烟草

收割工作。飓风“伊恩”袭击了古巴最大的烟草种植

省——比那尔德里奥省，摧毁了该省80%的基础设施。古

巴国内超过70%的烟草产自比那尔德里奥省。

Tabacuba商业集团总裁Marino Murillo表示，有一

些关键任务需要完成。首先是收集所有保存在养护室和

仓库中的烟草。全国有41,000吨烟草，其中33,000吨储存

在该省。为了腾出这些养护室和仓库，在紧急恢复苗床

灌溉的同时，将把15,000-17,000吨烟草运到其他省份。 

下一个要完成的任务是拆除条件良好的房屋和自然养

护室，回收所有可用的材料，因为目前该国最缺乏木材。

Murillo表示，比那尔德里奥省的种植面积尚未确

定，古巴将集中精力在全国种植15,000公顷的烟草作

物。这一项目将依赖于修复和重建养护室的情况。

津巴布韦TRB推动烟草价值链转型计划
津巴布韦烟草研究委员会（TRB）积极推动可持续

烟草种植，农民开始接受有关浮盘技术、低能耗烤房、

作物轮作计划和烟草品种改进的培训。预计到2025年，

烟草产业价值链将达到50亿美元。

烟草价值链转型计划（TVCTP）是TRB努力促进烟草

种植实现可持续集约化、研究和支持替代作物发展使农

民收入多样化的结果。

TRB植物卫生服务部门负责人Cleopas Chinheya博士

说，“全球市场现在对我们如何生产作物、使用何种化

学体系、哪种劳动方式、采用何种养护方法非常敏感，

所有这些都聚焦在可持续生产上，以避免砍伐森林。”

TRB研究人员在新的移植指南中指出，对农民而

言，选择在所在地区有种植记录的烟草品种至关重

要。TRB还建议，理想的预移植浮苗应有8-12厘米高，茎

厚6-8毫米，有强健的根系系统，幼苗必须经过充分的硬

化，以便在野外恶劣环境中最大限度地提高存活能力。

Chinheya表示，“TRB正在倡导通过综合病虫害管

理系统、文化管理实践以及使用更温和、更绿色的化学

品来减少化学品的使用。TRB的烟草品种能抵抗九种疾

病，加上对病虫害的栽培管理，可以将病虫害威胁降低

到非危害性水平。”

英美烟草津巴布韦公司烟丝发货量增长74%
由于国外需求增加，英美烟草公司在津巴布韦的烟

丝发货量增加了74%。

英美烟草津巴布韦公司董事长Lovemore Manatsa在

介绍集团业绩时表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该业务在面

临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政府要求企业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也要利用这一机

会增加国内的外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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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烟国际马拉维公司与劳工部密切合作，致力于改善烟草供应链的工
作条件。

在此期间，英美烟草的营收受到价格上涨的驱动，

较2021年同期增长了71%，达到69亿津巴布韦元（合

1.843亿美元）。毛利润增加28亿津巴布韦元（7,480万

美元）。

销售和营销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144亿津巴布韦

元（840万美元），增幅达65%。原因是为提高销量增加

了营销支出，以及通货膨胀导致整体成本上升。

行政成本为2.146亿津巴布韦元（合574万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2%，主要原因是为了推动销量增长，增

加了营销支出，以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津巴布韦元迅

速贬值导致成本普遍增加。

此外，营业利润下降14亿津巴布韦元（合3,740万美

元），降至6.786亿津巴布韦元（合1,815万美元）。去年

同期净利润为14亿津巴布韦元，相比之下降幅达149%。

赞比亚烟草收入预计达到9200万美元
根据国家综合数据，赞比亚预测，尽管受到降水减

少、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到销售季结束

时，该国烟草产量将增加25%，收入将达到9200万美元。

据《非洲农民评论》报道，在8月12日收市时，拍

卖场的销量达3500万公斤，超出预计的3300万公斤。原

来预计弗吉尼亚烤烟销量为2700万公斤，晾制白肋烟销

量为600万公斤。

据农业部长Reuben Mtolo说，该行业在本季度表现

良好。一系列挑战，加上投资减少，对绝大多数主要依

赖降雨的小规模种植者的产量产生了影响。Mtolo在国际

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非洲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令

人高兴的是，通过大力推广、开展农民教育项目以及履

行对烟草行业的承诺，该国的表现超出了预期。

他向行业参与者保证，政府致力于提供优惠的政

策，吸引农民投资和新农业技术，以释放该部门尚未开

发的潜力。

他说:“我向你们保证，将会提供有利和稳定的政

策及激励环境。为此，政府正在为烟草行业制定一个新

的法律框架，这将带来有效的监管，并在烟草价值链中

提高私人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

日烟国际马拉维烟叶公司推动供应链的体面工作
作为其在烟草供应链中促进体面工作承诺的一部

分，日烟国际公司向马拉维劳动部捐赠了两辆汽车和两

辆摩托车，帮助该部官员解决执行职务时所面临的交通

工具问题，特别是在现场办事处。

日烟国际马拉维公司事务和传播总监Limbani Kak-

home表示，该公司在2019年进行了一项供应链影响评

估，将租赁确定为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人权风险。为了

应对风险，日烟国际制定了几项措施，包括向所有签约

种植者发放农场记录簿，记录农场员工的工作时间，每

月的最低工资，并确保所有农场员工都有书面合同。该

公司还在2021年发起了一场工人权利运动，以提高日烟

国际所有合约农场工人的权利意识。

Kakhome说，“我们有应对人权风险的历史，包括

供应链中的童工现象。我们的旗舰童工项目于2011年启

动，名为‘减少童工，支持教育’(简称ARISE)，旨在帮

助与日烟国际有直接合约的烟草种植社区预防和消除使

用童工。”

Kakhome表示，捐赠的车辆将用于ARISE项目，而且

将为这些车辆提供一年的运行费用。

劳动部部长Vera Kamtukule在接受捐赠车辆时说， 

“日烟国际马拉维烟叶公司的这个举动体现了真正的伙

伴关系，这正是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一种方式。我们的

谅解备忘录正在发挥作用，通过这份谅解备忘录，我们

保证将加快对农学官员的劳动标准培训，并加强对日烟

国际马拉维烟叶公司所影响的地区农场种植者的劳动检

查。”



54 tobaccoasia Issue 6, 2022 November / December

文
/ITG

A
经

理
兼

烟
草

行
业

分
析

师
Ivan	G

enov

国际烟草种植者协会（ITGA）的会员遍

布全球五大洲，洞悉烟叶产季最新动态，具

有独特的优势。在经历了新冠疫情近三年的

困扰后，2022年8月，ITGA终于恢复了线下

会议，第一次线下会议在美洲地区召开。五

大区域市场——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目前的烟草种植情况

揭示了共同的挑战。

阿 根 廷 所 有 的 销 售 均 为 合 同 销

售，2021/2022年产季现已结束。目前，正

在为2022/2023年产季做准备，该产季将从

2022年7月持续到2023年6月。过去两年受到

拉尼娜气候模式的影响，导致了风暴等异常

现象。虽然这种现象偶尔会发生，但这次约

有30%的作物受到影响。2021/2022年的烟草

种植者人数从17404人下降到16470人。就总

产量而言，2021/2022年产季结束时售出了

9160万公斤，低于前一年的1.007亿公斤。

总产量的约70%归功于弗吉尼亚烤烟（FCV）

烟草，其次是白肋烟，约占28%。生产成本

急剧上升，约60%的成本增加来自于这两个

主要品种。然而，定价也在上涨，但仅为

美洲地区的烟草种
植业现状

2022年8约，ITGA在多
米尼加共和国召开大会。

20%左右。2021/2022年，FCV烟草每公斤的

交易价格略高于2美元。

巴西已开始2022/2023年产季的种植。

在2021/2022年产季，超过17000名农民遭受

冰雹破坏，而主要的产烟区经历了长期的

干旱。历史上，5%的作物遭受与气候波动有

关的损害。最近一个产季有超过60.3万人种

烟，比之前的产季少了4万人。2021/2022年

的总产量为5.695亿公斤，低于2020/2021年

的6.285亿公斤，下降了约9%。生产成本上升

了25%以上，而FCV的定价超过了每公斤3.4美

元，白肋烟的定价约为每公斤3.15美元。

哥伦比亚不久前还是一个繁荣的烟草

种植市场，但后来由于主要制造商的迅速退

出而受到影响。因此，该国目前的烟草面积

只有1000公顷，但新买家宣布进入该市场，

可能会导致在2027年之前的种烟面积增加6

倍。将要开发的品种是FCV和白肋烟。当地

农民万般无奈，已经开始寻求替代解决方

案，其中之一是种植药用大麻，目前正在进

行一个试点项目，旨在分析生产成本、生产

力和作物的可行性。



Tobacco Asia  55 

2022年8月，ITGA成员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参会。

多米尼加共和国出现了降雨周期的一些

不规则现象，2021/2022年产季的种植者人

数为3552人，比前一年减少了约140人。销

售量为1300万公斤，低于2020/2021年产季

的1260万公斤。虽然定价上升了25%以上，

达到每公斤0.30美元，但每公顷的生产成本

增加了近40%。值得一提的是，多米尼加共

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雪茄业务，创汇约

10亿美元。

美国2022年产季的总产量为4.54亿磅

（或约2.06亿公斤），低于2021年的2.17亿

公斤，其中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占全国

总产量的近80%。在过去的五个产季，美国

的产量受到异常潮湿的生长季节的影响。美

国种植者表示，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包括

创纪录的肥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目前种植

烟草作物的成本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值得

注意的是，本产季白肋烟的产量估计为2700

万公斤，低于前一年的2900万公斤，定价约

为每公斤4.85美元。另外，美国的深色烟草

种植面积（公顷）比2021年增加了15%。

美洲地区所有烟草种植者提出的关键

问题之一是生产成本的暴涨。虽然定价也在

普遍提高，但往往低于投入的水平。为使该

行业能够生存并供应必要数量的烟叶，公司

需要回应以适当的价格。这是种植者长期生

存的基本的先决条件。因此，ITGA下一届年

度大会于10月26-28日在葡萄牙的Castelo 

Branco市举行，主题是”行业对话”，种植

者和主要行业利益相关者齐聚一堂。这是

2022年唯一一次由全球各大烟草种植国和公

司代表参加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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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津巴布韦的合同拍卖场迎来

了农民的最后交付，产季马上就要结束了。

今年的降雨不稳定，限制了产量，但烟叶品

质和价格均较高。

2022年的销售季于7月20日正式结束。

拍卖场当天关闭，但合同拍卖场被允许继续

接受交货，通常持续到9月底。

在销售季正式结束之际，非洲第一大

烟叶种植国津巴布韦的农民已售出1.87亿

公斤，比2021年售出的1.967亿公斤减少了

4.92%。虽然产量下降，但今年的烟叶品质

与2021年（当时该国的降雨量正常或略高）

相比更好，因此价格要高得多。截至7月20

日，农民销售了5.69亿美元，比2021年的

5.46亿美元收入猛增了4.17%。今年产季的

均价从上季的2.78美元/公斤提高到3美元/

津巴布韦烟草产量
略低，但价格较高

津巴布韦烟农喜迎烟叶丰
收。
（TIMB供图）

公斤。农民Believe Tevera对《亚洲烟草》

表示，“我们在艰难的生长条件下生产了高

质量的作物。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好，但干旱

导致我们减产。”

截至2022年9月29日，即本销售季的

第120天，根据行业监管机构烟草业营销委

员会（TIMB）的数字，全国产量已上升到

207,997,515公斤，而去年同期的销量为

210,725,122公斤。合同商赞助了当地95%以

上的作物生产，他们采购了195,408,428公

斤，而拍卖场则采购了12,589,088公斤。在

收入方面，农民获得了636,163,454美元，

比2021年的588,860,366美元增长了8.03%。

根据TIMB发布的消息，合同商支付了

595,875,081美元，均价为3.05美元/公斤，

拍卖场支付了40,288,373美元，均价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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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烟农接受培训。
（TIMB供图）

3.20美元/公斤。2022年，合同商和公开拍

卖场的均价为3.06美元/公斤，而上一年为

2.79美元/公斤。

爱德华·杜恩（Edward Dune）在首都

哈拉雷东北部的鲁萨佩（Rusape）从事农业

生产，他说，“我们今年未能适应气候变

化，这一点很明显。雨季来得很晚，而且不

稳定，以至于农民种植的大约50％的烟苗都

报废了。然后是一段持续不断的降雨，随之

而来的产季中期的长期干旱持续到产季结

束。因此，本产季之初很艰难，时好时坏，

间或有大雨，然后产季提前结束。”

这个非洲南部国家是非洲大陆的第一

大烟草生产国，在全球排名第六。年产量的

98%主要出口到中国、南非和中东地区，平

均创汇10亿美元。

在对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产季的审

查中，政府说2021年12月下旬开始有效的降

雨，有的地方下雨较早，即从10月的最后一

周至11月中旬，时机不对。整个雨季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分布都很差。开始时比较干燥，

之后在2022年1月出现了大面积的降雨，但

从2月的第一周到3月底，始终干旱无雨。

“本产季之初的不利条件导致作物

移栽失败，迫使大多数农民重新种植了几

次，”4月底发布的报告说。

“雨季开启的晚，导致种植时间晚，

后来在生长阶段受到长期干旱的影响，造成

作物受损，特别是在该国的中部和南部地

区。4月份的大雨来的迟缓，这应该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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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烟农给烟叶分
类。
（TIMB供图）

津巴布韦哈拉雷的烟草拍
卖场。
（TIMB供图）

晚播的作物。这些降雨的积极影响尚未得到

评估，但总的来说应能提高大多数作物的产

量。不间断的降雨造成了氮和其他作物营养

物质的过度浸出。”

今年，政府允许买家以美元向农民支付

75%的交货量，其余的以津巴布韦元支付。

这是对种植者呼吁的回应，美元是这里最受

欢迎的硬通货，种植者需要美元支付投入。

然而，津巴布韦烟草协会主席乔治·

塞雷姆韦（George Seremwe）表示，农民仍

然对付款方式感到不满。“合同商以美元扣

除投入成本。投入占用了很大一部分外汇，

实际上，农民只剩下30%的本地货币部分。

我们提议政府将付款改为100%外币。这是第

一个要点。第二个我们认为非常有帮助的要

点，就是由当地资金来推动烟草，而不是由

合同商来推动。这已纳入了去年通过的烟草

价值链转型战略，所以我们敦促政府将这些

制度落实到位。”

他补充说，农民很难自筹全部资金并在

拍卖场上自由出售他们的作物，因为拍卖场

上的价格由合同场上的价格决定。

“如果农民决定自筹资金，有可能情况

会更糟，因为他们在拍卖场上得到的价格最

终是由合同商决定的。”他说。

本产季还因所谓的“代理”买家的一些

不正常活动而受到损害，他们实际上是该国

一些大商人的跑腿，其中一些人被指控未向

他们签约的农民付款。为了清除这些冒名顶

替者，政府于9月22日通过TIMB宣布引入一

个合规管理框架，该框架将从2022年10月的

产季开始，要求有意与种植者签订合同的人

提供更全面的投入，如肥料、用于烘烤作物

的煤炭和部分劳动力成本。

塞雷姆韦认为，新规定将迫使五大合

同商更直接地参与签约过程，他们分别是

Northern Tobacco (BAT)、Premier Leaf 

Tobacco、天泽烟草有限责任公司、津巴布

韦烟叶公司和马绍纳兰烟草公司。

然而，有的农民从某个合同商那里获取

投入，最后卖给其他合同商或拍卖场，监管

机构对这些农民进行了严厉打击。在过去几

个产季，有37000多名农民注册，随后种植

了作物，但没有向拍卖场或合同销售点交付

任何作物，因此，监管机构取消了他们的注

册。这让人怀疑这些种植者参与了“场外销

售”，这是一种合同欺诈。

尽管2021-2022年的烟草产季喜忧参

半，但2022-2023年烟草产季开始后，该行

业仍积极行动起来。9月1日，一些农民开始

灌溉移栽烟叶。到9月2日，他们已经采购了

925公斤烟草种子，足够184,999公顷使用，

而2021年为798公斤，够159,664公顷使用。

截至9月22日，共有106,067名种植者登记种

植烟叶——该国第一大农业出口产品，比去

年同期的80,069人有所增加。虽然农民抱怨

支付模式使烟草种植没有竞争力，但气象部

门在8月份预测，该国降雨量可能会保持正

常水平或高于正常水平，这可能是一个激励

因素。

Tevera对《亚洲烟草》表示，“旱地

的种植者正在做准备，那些有灌溉系统的种

植者已经开始工作了。目前仍然存在制约因

素，比如外币支付系统的困难，以及一些农

民在代办人收到作物后失踪仍未得到付款的

情况，但烟草是我们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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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是烟草行业的基础，而烟叶稳则离不开烟农稳，近年来，烟草行业积极发挥体制

和资源优势，推动烟叶产业与多元产业融合发展，高标准落实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持续拓

展烟农增收空间，让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这种新模式帮助实现了烟农的多元化增收。

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历程
努力促进烟农持续增收是烟草行业一直在做的事情。2017年至2019年，行业连续三年

召开烟农增收现场会。

2018年6月，在皖南烟区召开的烟农增收现场会上，“烟叶+N”的特色产业模式蹚出了

一条烟叶产业与多元产业“双环”驱动的烟农增收新路子。所谓“烟叶+N”，即以烟叶为烟

农的主业，N则是多元化配套产业帮助烟农增收。

“烟叶+N”资源共享、管理共通、生态互益、良性循环的“双环”驱动发展新格局，

使烟叶产业与多元产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降低了双方的生产成本，又提高了彼此的生

产效率与效益，为烟农增收、烟区振兴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新模式。

2019年的烟农增收现场会上，云南烟区在探索实践的基础之上，将促进烟农增收全产

业链发展推向新的高度，总结出“自主品牌、共建渠道、产业融合”三大要素，为烟区产业

综合体发展勾勒出更为细致的轮廓。

2020年，行业在云南、贵州、四川等14个省（区、市）39个地市推进51个烟区产业综

合体建设试点，探索烟叶转型升级、核心烟区稳定和烟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新模式；2021

中国烟区产业综合体建
设新模式助力烟农增收

文
/烟

草
在

线

烟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
发展，在中国广阔乡村落
地生根。



Tobacco Asia  61 

•   Double your resource value

•   Use 100% expanded fine-  
     cut for MYO and RYO

•   Untouchable product quality

•   Impex – pressure/vacuum  
     technology

•   DIET - Dry Ice Expans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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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aircodiet.com

Over 100%
tobacco 
expansion

年，在首批51个试点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各产区积极推进综合体建设，

经过申报与评审，新增行业试点67个，同步提升综合体建设数量与质量，持

续发挥综合体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据统计，目前118个综合体烟叶种植面积达30.9万亩，烟叶与多元产业

总产值28.23亿元，带动超过1万户农民就业，稳烟区、强产业、促增收效果

显著。

多元化产业助烟农增收
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依托不同烟区的特色优势资源，因地制宜打造烟

草农业全产业链条。

在湖北宜昌，宜昌市局（公司）着力推动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促

进“烟叶+蔬菜”“烟叶+旅游”“烟叶+苗木”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烟农

增收样板，助力村民迈上致富大道。

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上洋晾晒烟试验基地，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热

火朝天，花卉、李子、雪茄烟叶长势喜人，上洋村发展“特色水果+乡村旅

游”农旅融合配套第三产业让美丽资源转化成美丽经济；在兴山板庙村，曾

经闲置多年的烟叶收购站经过资产盘活，摇身一变成为板庙烟区产业综合体

电商物流中心。该中心占地500平米，内设烘干房、熏房、冷藏库，建有一

套烘干、腊肉加工生产线，可用于蔬菜清漂、烘干和成品包装等。示范引领

着当地粮食、蔬菜、小水果等高山农产业的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宜昌烟农增收9亿元、创造税收1.8亿

元；烟草行业累计投入5.9亿元，配套建设烟区烤房、道路和水利设施，极

湖北省鼓励烟农实施“烟叶+蔬菜”等融合发展，促进烟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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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CT MONITORING
PROTECT YOUR INVESTMENT, YOUR PROFIT, YOUR REPUTATION!        

The MoBe® Combo Mk.2 tobacco monitoring trap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your 

tobacco product. Early assessment of any potential infestation 
of the two key insect pests of stored tobacco is vital.

EFFECTIVE FOR THE:
•  Early detection of insect pests within the tobacco industry.
•  Post treatment assessment of control measures.

APPROVED FOR USE IN:
•  Tobacco storage facilities and warehouses.
•  Tobacco supply chain and shipping containers.
•  Tobacco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  End user applications where tobacco products are stored.

St. Ivel Way, Warmley, Bristol, BS30 8TY. UK.
T: +44 (0) 117 967 2222  F: +44 (0) 117 961 4122  E: beh@barrettine.co.uk  www.barrettineEnv.co.uk

大改善了烟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援助资金1.3亿元修建水库2座，

灌溉农田3.6万亩；直接投入4650万元，助力13个村出列、4343人脱

贫，走出了一条烟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三义乡，三义乡地处渝鄂交

界处，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这里曾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2019年实现整乡脱贫后，2021年，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牵头组建市第十八产业指导组，

选派专人进驻三义乡，引导、支持当地发展“烟叶+N”产业。

为在现有条件下提高三义烟农的收入水平，通过调研、论证，

重庆市局（公司）决定走一条提高烟田复种指数、实行粮烟套种的道

路。2022年，三义乡累计推广“烟叶+紫薯”“烟叶+大豆”复合种植

500亩，粮烟双优项目综合产值有望达到300万元以上。除了推广粮烟

双优项目，产业指导组还支持有条件的村子建设有机蔬菜示范基地、

农特产品直采基地，培育600余户农户发展小经果园、小花卉园、小瓜

菜园、小水产园、小养殖园“五小”庭院经济，增加群众收入。

不仅要把客人引进来，而且要把产品卖出去。在三义乡电商运

营中心，包装精美的龙阳大米、莲花羊肚菌、龙合大脚菌、干笋子、

洋芋片、干豇豆等整齐地陈列着，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准备送往快递

点，村民自己生产的这些洋芋片、干笋子、四季豆都能变成钱！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以点带面到全面推进，一批以烟为

主、多业共生的特色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在广阔乡村落地生根。烟区

产业综合体以创新发展绘出了大地丰收、烟农增收的新蓝图。

中国烟农也打包出售种植的其他作物，增加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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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烟草公司被指控逃税
最近发布的《非洲烟草业和非法资金流动》报告显

示，跨国烟草公司被指控在非洲从事避税、逃税和非法

资金流动等行为，涉案金额多达886亿美元。

该报告分析了2010-2021年期间，南非、马拉维、

坦桑尼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加纳、埃及

和摩洛哥等国家主要烟草公司及其子公司、收入等方面

的趋势。

该报告由公民社会立法倡导中心与非洲税收正义网

合作编写，并于近期发布。该报告重点记录了烟草业在

非洲避税和逃税的情况。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和税收司司长Tiem-

tore Salifou表示，滥用烟草是造成每年600多万人死亡

的罪魁祸首，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该委员会官员Lucia Ametchowu代表Salifou表示，

减少烟草消费是解决这一挑战最有效的方法，该委员会

正在竭尽全力减少烟草消费。

他说：“世界各国政府在减少烟草消费方面取得了

重要进展，其中包括提高烟草制品税率。”

“西非国家的情况表明，在烟草控制方面不仅缺乏

税收手段，而且缺乏研究、宣传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协同

作用。”

帝国品牌任命英国及爱尔兰公司总经理
奥利弗·库茨（Oliver Kutz）在烟草行业拥有20

多年的经验，他将为帝国品牌英国及爱尔兰公司总经

理这一职位带来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策略。2021年，他

曾被任命为帝国品牌中欧和东欧地区总经理。在此之

前，Oliver Kutz担任过ITG Brands（帝国品牌子公司）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奥利弗拥有德国汉堡大学的市场营销博士学位，经

常在汉堡大学的国际MBA项目上演讲，并撰写过关于商业

战略和品牌管理的书籍和文章。

奥利弗·库茨表示，“我很期待新职位，希望能进

一步巩固我们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

推动帝国品牌公司的下一代烟草制品业务，创造一个更

健康的未来，并根据成人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发展

可燃烟草业务。”

日烟国际任命全球旅游零售总经理
日烟国际公司任命克劳迪奥·费雷拉（Claudio 

Ferreira）为全球旅游零售总经理，自11月1日起生效。

费雷拉于2002年加入日烟国际，最初担任美洲市

场总监，后来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骆驼品牌集团和东欧

地区担任不同职务。自2018年以来，他一直负责日烟国

际在巴西的国内业务。现任美洲市场总监西蒙·沃伯顿

（Simon Warburton）即将退休，他在日烟国际的工作年

限长达25年以上，其中13年都在负责旅游零售业务。

费雷拉表示，“很高兴能在现有的新机遇下，参与

全球旅游零售业务。多年来日烟国际和我们的贸易伙伴

信任有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承诺将继续支持

双方的共同发展。”

沃伯顿表示，“祝贺克劳迪奥即将走上新的职位。

我相信以他丰富的经验，将会进一步巩固日烟国际在旅

游零售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

“从事旅游零售业务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激动

人心的时期。我一直鼓励团队利用烟草在旅游零售中的

重要地位，寻求维持日烟国际和合作伙伴共同增长的方

法。”

研究发现水烟含有多种细菌	 或对健康产生潜在
影响

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助理研究教授Leena Ma-

layil和艾米·萨普科塔（Amy Sapkota）教授的一项新

研究表明，水烟是滋生多种细菌的温床。他们两个都在

马里兰应用环境健康研究所工作。

萨普科塔说，“我们担心烟草中的细菌会进入呼吸

系统，最终导致人体内微生物群发生变化，这可能对健

康产生潜在影响。”

水烟通常含有水果味或糖果味。Malayil、萨普科塔

和他们的团队在研究中测试了两个畅销品牌水烟的三种不

同口味，Al Fakher（两种苹果口味、薄荷和西瓜口味）和

Fumari（白色小熊软糖、美味糖和薄荷巧克力冰镇口味）。

在两周的时间内，这些产品被储存在模拟房间、口袋和冰

箱等三种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然后从烟草中提取DNA，并

在巴尔的摩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基因组科学研究所进行测

序。

研究小组发现，不同的商业品牌和口味都含有不同

种类的细菌。该研究发现了几组细菌（属级别）所包含

的人类病原体：假单胞菌、芽孢杆菌、鞘氨醇单胞菌和

甲基杆菌。不过，需要采用更精细的测序方法确定细菌

种类，更清楚地了解与水烟细菌相关的潜在风险。

免税烟草行业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和维护
全球免税委员会（DFWC）主席Sarah Branquinho

表示，免税烟草部门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最透明的供应

链之一”，必须坚决捍卫该部门不受“全面限制”的影

响，因为“全面限制”会损害合法和守法企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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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店领域是全球最安全最透明的供应链，
必须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她将希望给予明年举行的世界

卫生组织（WHO）《非法贸易议定

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MOP3）。

该议定书于2018年9月生效，第二次

缔约方会议（MOP2）延期至去年才

召开，与会成员讨论了世卫组织关

于免税对烟草非法贸易影响的研究

计划。

长期以来，全球免税委员会和

其他行业组织一直认为，免税烟草

是非常安全的行业，任何研究都必

须客观地进行。

Branquinho说，“全球免税委

员会敏锐地意识到，面对免税会助长

非法烟草交易的不实指控，有必要为

我们的行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我们

的行业是世界上最安全、最透明的供

应链之一，而且该行业愿意进一步实

施《非法贸易议定书》要求的措施，

例如跟踪和追踪系统、了解客户协议

和合法需求流程，表明我们致力于成

为打击任何形式的非法贸易和犯罪行

为的一部分。”

Branquinho说，对免税烟草部

门的威胁“明显不合理”，她认为

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努力与当局沟

通，确保他们充分了解这个问题。

比利时查获大量非法烟草制品
比利时在行动日查获了5700多

万支卷烟和超过48吨的烟丝。这项

行动由比利时海关组织，在开展密

切合作的基础上，还获得了欧洲刑

警组织的支持，成功阻止总价值超

过3200万欧元的烟草制品的流通。

行动日得到了比利时当地执法部

门、比利时联邦警察、波兰边境警

卫管制局以及立陶宛刑事警察局提

供的支持。

比利时海关当局对比利时的仓

库和一处私人住宅进行了搜查，其

中包括根据立陶宛刑事警察局提供

的情报展开的一些搜查，该局怀疑

有向比利时境内地址运送可疑货物

的行为。执法人员发现了两条生产

各类知名卷烟品牌的完整生产线。

被查获的卷烟在英国价值7300万欧

元，据推测，其中大部分产品的目

的地是英国。此外，执法人员还查

获了大量空包装、滤嘴、卷烟纸、

胶水、硬纸板和包装膜，以及7台准

备安装新的生产线和包装生产线的

新机器。

搜查结果发现了各种隐秘的生产

地点以及储存大量烟草制品的仓库。

在一些地点，没有发现工人宿舍。

欧盟是否需要制定烟草减害战
略引热议

公共卫生利益相关者在欧盟是

否需要制定烟草减害策略上存在分

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吸烟

每年导致欧洲近700,000万人死亡。

新型烟草制品已成为传统卷烟

的替代品，支持者引用了几项全球

性研究称，这些产品比传统卷烟的

危害性小得多，应该作为减害产品

使用。

另一方面，欧盟和科学界的大

多数人仍对新型烟草制品持谨慎态

度，他们认为缺乏关于长期影响的

确切证据。

加拿大律师、渥太华大学教授

大卫·斯威诺（David Sweanor）表

示，我们50多年前就知道，人们生

病和死亡的原因不是尼古丁，而是

尼古丁通过吸烟进入肺部的方式。

他补充说：“我们知道，有很

多方法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可接受的

尼古丁，而且不需要吸入烟雾……

我们知道，只要转向符合一些基本

成分标准的不燃烧产品，我们就可

以将风险降低近99%。”在欧盟层

面，欧盟委员会“战胜癌症计划”

的目标是到2040年实现无烟的一

代，而目前，并不是所有的新产品

都是布鲁塞尔计划的一部分。

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对《烟草

产品指令》进行评估，该指令对电

子烟、可补充烟弹和新型烟草制品

进行监管。

菲莫国际调查显示受访者支持
颠覆性创新

菲莫国际最新发布的一项国际

调查显示，公众广泛支持通过颠覆

性创新应对全球挑战，但缺乏获得

创新的平等机会，可能会阻碍进步

的步伐。

由菲莫国际委托独立研究机构

Povaddo开展的这项调查显示，来自

14个国家的89%的成年人认为，新技

术和创新可以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然而，38%的受访者

认为，在他们国家并非所有人都能

接触到这些创新。

菲莫国际外部事务高级副总裁

Grégoire Verdeaux表示：“颠覆性

创新可以推动世界进步，实现直到

最近才有人认为可能实现的事情。

但当这种颠覆带来的好处不能平等

地惠及所有人时，创新就无法充分

发挥其潜力。”

这项国际调查还强调了积极的

颠覆性创新在减少烟草危害方面的

潜力——64%的受访者表示，新技术

和创新在帮助继续吸烟的成年人使

用危害更小的替代品取代卷烟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公共政策未能跟上创

新的步伐，阻碍了颠覆性创新的发

展。在许多国家，卷烟是唯一可以

合法销售的烟草或含尼古丁的产

品。在有更好替代品的市场上，成

年吸烟者往往无法获得这些产品或

了解相关产品的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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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著名的德国香料制造商Hertz Flavors公司，为其印度尼西亚新工厂举行了

盛大的开业典礼，这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事件。虽然其他为各行各业服务的香料公司确实在

亚洲设有生产设施，但Hertz的工厂绝对是第一家完全致力于生产烟用香精的欧洲公司在该

地区建立的一个完整的设施。当然，印度尼西亚并非随心所欲选择的。该国是目前世界第二

大烟草市场，仅次于中国。而印尼消费者对丁香烟的喜爱也使该国成为烟用香精消费最多

的国家之一。该工厂是Hertz与当地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注册名称为PT. Hertz Flavors 

Makmur Indonesia，工厂位于Mojokerto镇附近的Ngoro工业园区，距离泗水市（苏腊巴亚）

约35公里。

印尼工厂	计划已久
Hertz Flavors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汉堡郊外的赖恩贝克镇（Reinbek）。早在几年前，

该总部就初步计划设立亚洲合资企业。该公司负责亚太区销售的董事总经理萨沙·佩奇

（Sascha Pages）说，“我们很早就计划了，但不得不等待合适的行动时机。虽然工厂在

隆重开业之前已经开始生产，但一开始的任务并不复杂。开始时的流程相当简单，从我们在

Hertz	Flavors的印尼
工厂促进其全球足迹

Hertz	Flavors的印尼工
厂设有研发实验室和质控
实验室。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Hertz 

Flavor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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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亚太区销售的董事总经理萨沙·佩奇

Hertz	Flavors全新的印尼工厂的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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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主要工厂进口主要的香精，

然后在印尼工厂将它们稀释到我们

客户订购的比例。”但随后，该工

厂就开始了新的发展，现在也开始

按照德国的配方从头开始制造香

精。“我们的印尼工厂很快将生产

各种各样的最优质的香精。”

坚守烟用香精领域
与赖恩贝克的工厂类似，印

尼的工厂将继续专注于烟草，可能

还有水烟香精。佩奇说，“Hertz 

Flavors公司最初就是靠着这个起家

的，也是我们要坚守的领域。”印

尼的工厂是专门为“亚太地区而建

的，对Hertz Flavors公司来说，该

地区是一个关键市场”。因此，该

工厂目前是两班制运作，年最大产

能“足以轻松地供应印尼以及更广

泛的地区”。然而，佩奇强调，如

果有需要，可以引入三班制来进一

步提高产能。“尽管我们目前还远

未达到产能，但已经对市场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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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工厂也配有行政办公室和会议室。

生产大厅里还没有机器。一大亮点是落地大
窗，有助于为生产人员创造一个更愉悦的工
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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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未来需求
佩奇说，这个工厂将应对未来

的需求。该工厂面向未来的产能，而

且超级现代化、设计时尚。佩奇对《

亚洲烟草》表示，从双层玻璃窗到钢

制管道等建筑材料，甚至大部分实际

机械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该工厂在

100年后仍将屹立不倒，甚至可能会

成为未来备受关注的旅游景点，”佩

奇开玩笑说，“但说真的......我们

的目的不仅是要建一个公司代表处，

而且希望证明德国工程的卓越。我们

想在印尼的中心地带创建一个德国工

厂。”佩奇列举了过去德国企业和印

尼之间在知识转让和投资方面强有力

的经济联系。“我们为来到这里而感

到自豪。”他说。

打造多赢
Hertz的印尼工厂也将为当地

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佩奇承认，

虽然目前当地员工只有20人左右，

但到2022年底将达到至少110人。该

工厂也将有助于解决Hertz Flavors

公司的物流问题。区域客户总是得

应对至少4-6周的交货时间，而从德

国运往亚洲则需要三个月。“新工

厂带来很多好处，印尼和该地区的

制造商现在可以减少冗长的交货时

间。运输将更快，成本更低，”佩

奇解释说。另一个好处是节省了进

出口关税。“我们将在印尼采购大

部分原材料，不再需要出口到德国

进行加工，然后加工后的香精也不

必再向印尼回运。”

对冲停滞的欧美市场
展示德国工程，促进更紧密的

经济联系，提供当地就业机会，缩

短交货和运输时间，节省成本。这

些都是希望实现的良好且体面的目

标。但Hertz Flavors公司决定进军

印度尼西亚，还有战略目标。随着

电子烟的兴起，该公司十多年前在

迪拜建立了香精分支机构，专门服

务于电子烟油市场。而现在，印尼

工厂不仅在地理上扩大了该公司的

全球足迹，而且还将相当大的业务

转移到亚太增长地区，来对冲该公

司日益停滞和低迷的欧洲市场。关

于北美洲，虽然该公司目前与当地

代理商合作，“未来可能会在那里

建立代表机构”。然而佩奇指出，

北美基本上面临着与欧洲相同的衰

退。“而且，如果美国计划禁止薄

荷味以及调味雪茄，那么香精公司

的业务就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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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等待，InterTabac & InterSupply终于回归

了，行业媒体恰当地称之为“年度最佳回归”。这是何等重

要的盛事啊!在经历新冠疫情之后，两大展会的各支持体系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自信。来自

69个国家的600多家参展商向12,100名参观者展示了他们的产

品和服务，比2019年疫情之前的数字实际增加了。两大展会

为期3天，在德国多特蒙德市威斯特法伦会议中心举行，规模

巨大，覆盖8个大厅（外加一个中庭！），除了诸如环球烟

叶、Gizeh、哈伯纳斯、Hertz Flavors、Nicos Gleoudis等

长期的展商之外，本届展会还迎来了约160家首次参展的展

商。“这些出色的数据和行业内一贯的好评表明，即使强制

停展两年之后，多特蒙德的双展仍然是全球烟草行业最重要

的交流场所，”场馆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威斯特法伦会议中心

集团的总经理萨拜因·罗斯（Sabine Loos）说。

InterTabac和InterSupply双
展强势回归
连续两年停展后，InterTabac	 &	 InterSupply最近精彩
回归。《亚洲烟草》在此回顾了这一”年度最佳回归”。

IMA公司T&T部门的销售经理Simone	Capponcelli自
豪地与产品样品合影。

像往年一样，德国卷纸公司Gizeh的展位上，参观者络绎不绝。

德国香精香料公司Hertz	&	Selck亮相InterSupply展会，展位小而精。

烟叶商联一国际吸引了很多参观者，奖品是苹果手表。

鸟瞰InterTabac的10个展厅之一，参观人数众多

来自InterTabac/InterSupply展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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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纸张供应商BMJ的Yohanes	Priatama（右）	
在与一位客户交谈。

在每一届InterSupply展会上，都能看到德国Hertz	
Flavors公司的身影，本届展会还代理其阿联酋电子烟
分支机构Flavoriq。

Nicos	Gleoudis	Kavex公司的希腊烟草吸引了大批买家。

环球烟叶公司素来与烟草科技公司共享展位，前者的产品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买家。

美国Burley	Stabilization公司在InterSupply上的展台
非常引人注目。

然而，尽管双展惊喜归来，但也仍然不得不应对一些挑战。

罗斯说，“全球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缓慢，叠加新冠疫情和签证

问题，给参与者和我们组织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已预订的参展商

中，有少数人没有出席，他们可能无法应对仍然困难重重的旅行和

物流状况。然而，在那些最终赶到多特蒙德的参展商中，约有90%的

人表示明年还会参加。来自欧盟以外的参观者在本届展会所占的比

例接近50%，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一支重要团队。来自亚

洲，特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参观者人数也很高。

南美和中美洲的参观者也很踊跃，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智利、巴

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参观者。”

活动第二天，前世界拳击冠军迈克·泰森（Mike Tyson）来

到InterTabac的Futurola展台，宣传他自己的电子烟系列。第三

天，前健美运动员兼好莱坞演员“格斗士”拉尔夫·莫勒（Ralf 

Moeller）作为明星嘉宾出席了展会，在社交媒体墙前与参观者合

影。出席InterTabac的还有美国职业扑克玩家丹·比泽里安（Dan 

Bilz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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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姆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产品首屈一指。

尽管印度今年面临着严重的作物短缺(请阅读我们的相
关报道)，但印度烟草委员会仍然在InterSupply展示了
大量的烟草品种。

Villiger的“Green	Tubos”在InterTabac展会上吸引了
很多买家的注意。

保加利亚最大的卷烟制造商KTI公司的品牌经理Milena	
Stoyanova以及该公司最畅销的出口品牌“The	King”。

FCV德国烟草公司在InterSupply上展示了当地的产品。

中国著名的电子烟和HNB制造商合元集团在
InterSupply展厅设了一个大展位。

今年，波兰作物严重歉
收，但Lukowa	Tobacco
公司一如既往地带来了该
国品质最佳的烟叶。

来自中国的卓力能公司在
和顾客交流。

InterTabac展会怎能少了
哈伯纳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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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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世界烟草博览会中东展
2022年11月15-16日

阿联酋迪拜

www.wtprocessandmachinery.com/ 

middle-east

主题：烟机与机械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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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NXT
2023年3月10-11日

西班牙马拉加

www.evo-nxt.com

gaj@octobermultimedia.com

主题：CBD，雾化烟，HNB，

电子烟

2023年9月
全球最大的烟草博览会
InterTabac/InterSupply 
2023年9月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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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电子烟展会
2023年6月21-23日

阿联酋迪拜

worldvapeshwo.com/

dubai



www.hertz-selck.com

We are fl avour composers and scientists, developing customised 
premium fl avours for the tea industries. Creativity and passion are 
in our DNA, as our 90-year tradition and unique fl avour expertise – 
Made in Germany.

We deliver complete concepts, from the idea to the end product.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info@hertz-selck.com

WE 
FLAVOUR

THE 
WORLD



Essentra’s ECO Range of filters are made from innovative materials that meet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for plastic-free and biodegradable solu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y maintain the unique sensorial attributes,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ur customers have grown to expect of Essentra’s Filters.
 
As the global leader in filters within the tobacco industry, we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innovations that are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alternatives to conventional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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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ourney continues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 2022 Essentra Filters. All Rights Reserved. 

*tested against monoacetate

BIODEGRADABLE ECO FILTERS
4 TIMES LOWER CARBON FOOT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