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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推动产业转型
无烟世界基金会的创立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根
除吸烟现象，改善人类的健康。终止吸烟行为的
真正意义，是使全世界终止使用香烟和其它可燃
烧烟草产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积极了解
和支持发展中世界的特别需要，配合全球致力打
击吸烟的进程。我们的工作势不容缓，因为世界
上仍有超过10亿人在吸烟，而每年因为抽烟而死
亡的就有700万人以上。

我们预计过程中需要收集和制定一些针对不同范
畴的可验证指标，包括研发、资本性支出和市场
营销开支的转变，以及在终止香烟生产方面的投
资等。此外，获得委托的机构还会落实有条不紊
的措施，从而收集可验证的数据，以及有关非法
行为和违反企业行为规范的特别案例。
这份报告是基金会执行工作的重要基础。报告内
将检视主要的尼古丁供应商，以至它们的产品组
织和地域分布，并显示其相对输出量。我们希望
继往开来，通过“无烟指标报告”评估全球约15
至25家规模最大的尼古丁供应商。

基金会以“促进全球烟草业和尼古丁生态系统转
型”为目标。我们正积极徵求提案以制订和推
行高效战略，以 (1) 谨慎地评估业界在这方面的
进程，和 (2) 评估为创建无烟世界而实现的措施
的可行性。有关调研和分析结果将载于2020年
初发布的年度“无烟指标报告”(Smoke-Free
Index©) (注一) 内。最终获得委托的机构将提供
可量化的实证，显示业内企业如何推动产业
转型。
注一：2018版权属于无烟世界基金会所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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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丁市场现况
香烟、可吸食烟草和无烟烟草等不同产品类别的零售
总额有所增加，主要的因素是价格而不是零售量。整
体而言，这些产品的零售量稳定下降，反而雪茄及小
雪茄近年的零售量却节节上升。至于电子烟和加热烟
草产品，虽然市占率仍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无论
是销售额和销售量都呈现大幅度增长。2017年的数据
显示，电子烟的销售增长比其它大部分含尼古丁产品
整整超出一个数量级(即十倍)。不过不同国家的实际
情况有很大分别，所以有关数字不足以反映全球的整
体状况。NRT 戒烟辅助品的市场份额也比较小，虽然
销售量渐渐上升，但增长幅度并不算大。

迄今為止香烟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含尼古丁产品。由
于烟草业是十分集中的产业，市场由几家大厂商垄
断，所以全球的尼古丁生态系统也变得高度集中。以
下是市场上主要的含尼古丁产品：(1) 烟草产品，包
括香烟、雪茄和小雪茄、可吸食烟草及无烟烟草; (2)
电子烟草产品，包括开放和封闭式系统电子烟，以至
加热烟草产品；(3) 尼古丁替代疗法 (NRT) 戒烟辅
助品。
我们估计尼古丁生态系统相关产品2017年全球零售总
额大约为7,850亿美元。以销售价值计算，香烟约占
89.1%；可燃烧烟草产品 (包括香烟、雪茄和小雪茄，
以及可吸食烟草) 的零售总额占95.8%；无烟烟草产品
大约占1.6%；开放和封闭式电子烟仅占约1.5%；加热
烟草产品占0.8%；NRT 戒烟辅助品占0.3%。这些数字
已包括最终购买价格的相关税款。

尼古丁的主要供应商
我们估计全球6大烟草公司的含尼古丁产品总零售量
(以香烟支数等值计算)，在2017年的市场份额高达
80%。最大生产商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销售量占市场
的38%。另外5家公司都是上市的烟草公司，总部分
别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包括同样占13%市场份额的
英美烟草公司和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占9%的日本
烟草产业株式会社，以及分别占4%和3%的帝国烟草
和奥驰亚集团公司。虽然这些公司在不同烟草和电子
烟产品市场中名列前茅，不过在整个尼古丁生态系统
中有不少其它厂商纷纷加入。这包括亚洲和非洲中一
些国有和半国有的独家经营烟草公司，还有來自世界
各地规模较小的私有和上市公司、中国深圳的电子烟
生产商，以及好几家全球制药厂商。

2017年全世界共销售了54,000亿支香烟。假如把非法
销售也计算在内，我们估计数目达到59,000亿支；假
如再把不同地方生产的可燃烧烟草产品 (例如印度的
比迪烟) 包括在内，更有可能达到64,000亿支。2014
至2017年的3年间，虽然全球香烟零售量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以2.4%持续下降，但在多方面的因素交织下，
不同国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这些因素包括税收制度
的改变、规管条例的执行和消费者的口味等。
这份报告以“从量定额”的方法显示不同国家在全球
尼古丁生态糸统中所占的比例。有关比较全部以香烟
支数等值为单位。我们估计2017年的总零售量约为
61,000亿支；假如把非法销售和不同地方生产的可燃
烧烟草产品也计算在内，便接近71,000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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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特色
具体的占有率排名如下：非洲为14%/2%；美洲
为13%/21%；东地中海地区为9%/3%；欧洲为
12%/30%；东南亚为26%/6%；西太平洋地区为
26%/38%。这表示美洲、欧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
区的香烟销售量正在收缩。相比之下，非洲和东地中
海区的正在稳定增长。

地区分布方面，虽然尼古丁生态系统出现了一些变
化，但基本态势依然是保持不变 ，香烟始终是最主要
的含尼古丁产品，生产来源也是几家大型烟草公司，
但是有些跨地区和国有烟草公司正努力抢占市场份
额。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的运作也出现了变化， 特别
是电子烟产品。比方说，科技创新带动电子烟市场蓬
勃发展，过去几年的零售价值已超过了NRT 戒烟辅助
品市场。
此外，我们也以世卫组织 (WHO) 的地区分布作为参
考。调研结果显示欧洲、西太平洋和美洲的尼古丁生
态系统与人口相比都更大。这个现象并不稀奇，因为
全球最大的尼古丁市场都来自这些地区，包括中国、
美国和西欧。反过来说，东南亚、非洲和东地中海地
区的尼古丁生态系统规模就比人口小。这些研究结果
在某程度上受数据的本质所影响 ， 因为非法销售和
本土制造的可燃烧烟草产品销量并没有计算在内。此
外，我们按照2017年世界人口百分比和尼古丁生态系
统零售值 (以美金计算) 百分比这两个标准分析。

地区分布方面，虽然尼
古丁生态系统出现了一
些变化，但基本态势依
然是保持不变 ，香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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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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