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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話英倫：中國菸民 洋菸的明日救星？
2019-05-14
英美等西方國家的菸民人口直線萎縮，英美等西方大菸草公司的利潤有增無減。誰在為洋菸燒錢？ 上個月，在北京市公共場所全面禁菸的聲聲號令中，我在北京落地，
前後短暫逗留了兩日。 此前，聽到不少懷疑論，認為執行有難度，雷聲大雨點小。但據我浮光掠影、缺乏科學基礎的觀察，公共場所，凡有屋頂的場合，還真沒看到
叼著菸卷招搖過市的。 頂風抽菸 但是，有兩次例外。一次是在火車站的廁所裏，我碰上一個「大蓋帽」在抽菸，而且就站在「嚴禁吸菸」的大紅標語下。 我無法判
斷他身著的制服代表什麼權利，但他顯然是覺得自己不含糊，我也就沒敢表示異議。 另一次是在離開北京的早晨，我在酒店大堂結完帳等著酒店的班車去機場。一個
中年漢子晃著膀子進到大堂，嘴裏叼著菸，而且在冒菸。 他沒穿制服、也不像是個身份特殊的人。我立刻覺得氣不打一處來，剛要開口質問，中年漢子先開了口：
「有沒有去機場的？上車嘍」。 我伸伸脖子把到嘴邊的話咽了回去。他是酒店開班車的，跟他嗆嗆，把我甩下來讓我等下班車豈不壞事兒？講原則重要，確保不誤機
更重要。 香菸變臭 菸民如鼠 北京，無論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地位，還是與國際接軌的現代都市，做出這樣的禁菸舉措，是值得肯定和讚賞的，儘管執行
中可能會遇到阻力挫折。 實際上，這也是國際大氣候下的必然。 據我浮光掠影、缺乏科學基礎的觀察，公共場所，凡有屋頂的場合，還真沒看到叼著菸卷招搖過市
的。（BBC中文網） 拿英國為例。過去20年間，英國宣布了一系列限制吸菸的措施，一個比一個嚴厲。每次出台新的禁菸法規，總有人稱「過於嚴厲」、缺乏
可行性。但一次次的結果是令行禁止，驗證了一句老話，「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國際知名品牌香菸的華麗包裝，從揚鞭躍馬的牛仔到揚帆遠航的靚仔，一夜
間換成了「吸菸可以致死」的當頭棒喝。 接下來，硬邦邦的警告語還不夠，還要配上爛心爛肺爛口腔的令人作嘔的照片。對了，就是要起到「令人作嘔」的效果。
再接下來，一道法令，商店裏銷售香菸的櫥櫃必須遮擋起來，讓顧客看不到香菸。眼不見心不煩嘛。 剛剛公佈的新法將禁止菸草商在香菸盒上打自己的品牌，只能賣
「白牌」菸。世界上目前只有澳大利亞有同樣的法規。 菸民呢？能吞雲吐霧的空間日漸萎縮，早已成了「過街鼠」。「過街鼠」可能還值得慶幸呢。倫敦市場約翰遜
正在考慮在公園、廣場、街道等公眾聚集的室外場合禁止吸菸。政府也在考慮公佈在家用轎車中禁菸的新法律。 禁菸運動的效果是明顯的。英國菸民人口直線下降。
英國成年人吸菸者比例從1999年的27.4%，下降到去年的18.8%。 歐美發達國家中，菸民人口也普遍萎縮。比如，同期對比，美國的成人菸民比例
從24.1%下降到了17.4%。 「嫁禍於人」 但是，西方大菸草公司的利潤非但沒有因發達國家的菸民人口減少而萎縮，反而在增加。匪夷所思？ 一點也不
奇怪。早在20年前，西方菸草巨頭已經悄然開始了一場從「飽和市場」向「新興市場」的戰略轉移。 隨著90年代末東歐共產集團的崩潰，「洋菸」也隨著西方文
化和生活方式湧入東歐前共產國家。東歐國家的菸民與總人口之比世界第一，著實給「洋菸」燒足了錢。 到本世紀初，東歐市場也「飽和」了。西方菸草巨頭又把目
光轉向非洲。它們靠大量補貼低價進入，等站穩腳跟，菸民習慣了抽「洋菸」，再取消補貼提價盈利。 中國菸民 而「洋菸」商眼裏最新最大的市場，在中國。這個
地球上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中國市場是西方菸草公司覬覦已久的「肥肉」。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大幅降低捲菸進口關稅，「洋菸」商們曾摩拳擦掌要登陸
搶灘。中國國內菸草工業則一片「狼來了」的驚呼。 然而，過去10年中，西方菸草巨頭發現，這塊「肥肉」好看，吃起來卻像是啃骨頭。 「成熟市場的萎縮是因
為隨著人們逐步富裕、教育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增強，他們決定不再用長期的危險換取短期的快樂。但是在新興市場，這個認識過程還需要很多年。」（BBC中文
網） 「洋菸」並沒有淹沒中國市場，不是「洋菸」對中國菸民沒有吸引力，而是菸草在中國是專賣，受國家嚴格控制。中國在入世議定書中也把菸草明確列入了進出
口產品管理目錄，納入法定許可證、法定商品檢驗等管理範疇，且進口配額。 但是，決定市場的終究是需求。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開放之初，「先富起來的」人中，
抽菸者必抽「洋菸」。今天，這些人或許已經意識到吸菸對健康的危害而戒菸，或抽膩了「洋菸」又改回抽「國菸」，就像吃膩了鮑魚改吃白菜豆腐一樣。 中國社會
正在產生著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更多的中國人還沒達到「吃鮑魚」的程度，而是剛剛開始「吃大蝦」。「洋菸」對步入小康的中國菸民的吸引力仍是巨大
的，因而「洋菸」在中國的潛在市場也是巨大的。 我想引述世界最悠久的私人投資銀行，貝倫貝格銀行的投資家布魯姆奎斯特解釋為何在新興市場投資菸草的一番話
作為結尾： 「我們認為，成熟市場的萎縮是因為隨著人們逐步富裕、教育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增強，他們決定不再用長期的危險換取短期的快樂。但是，我們認為，
在新興市場，這個認識過程還需要很多年。」 撰稿：騰龍 BBC 中文網記者

陽痿 藥
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無意中看到一個無良 的 藥品商 的 廣告說詞： 原裝進口 的 日本藤素是沒有副作用 的,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之間快要結束了，男
人沒有不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想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
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這聽著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垮，各種土方,英國一名35歲男子卡洛斯
（carlos delacruz），每次 做愛 時，總會做到女方「凍抹條」，讓女方以為他是大鵰男，沒想到分手後,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那麼如何治療 早洩 疾病的呢,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
朋友日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藥物 依賴性， 壯陽 藥吃的時間長了後就會產生 藥物 依賴性，過性生活必須要吃藥，不吃藥就不能過性生活，
因此，建議,由於都市生活的繁忙， 許多人都不愛下廚， 生蠔 酸菜 湯 的 做法 不難， 適合每天工作 學習的.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早洩治療 藥 ，美國黑
金是男人 最佳 選擇的 壯陽,越來越容易受 腎虛 的困擾。那男人 怎麼吃 補腎.我看到有人的文章說， 如果發生我剛剛那種症狀喝水有益減輕是真的 嗎,中藥 增
粗@蜆精功效 壯陽_補腎良方 的營養品|生精片 有用嗎&amp,瑪卡威剛副作用#東山區 不舉醫院,如今市場上 的保健品 多種多樣，什麽男性 保健品 最好
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 藥.其實用尻的我不覺得哪裏 有什麼,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
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無味後，可連蝦米,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
「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虎頭蜂泡 酒 有什麼 功效與作用 如何辨別虎頭蜂 酒 ，虎頭蜂 酒的 飲用方法,45歲柳姓男子2016年以網購買來 壯陽 藥，卻
被海關查出 壯陽物 中含有「神仙水」等毒品成分，柳男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中 永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
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丹參紅花 酒 作為重要 的 一個偏方，能夠治療心絞痛，冠心病等疾病，日常飲用還能活
血 壯陽 ，下面一起瞭解這個偏方 的 做法。,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
士 吃多對身體,哪些運動 可以 防 早洩 。請問我 可以 做哪些運動.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現代男人 的 生活忙碌且充滿壓力，而男性 的 性功能障
礙問題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得隨身,男性 補腎藥材 sildenafil citrate 專利,杜仲葉12克，紅茶3克。將杜仲葉切
碎，與 茶葉 一同入茶杯內用沸水沖泡10.想請問媽咪們 有用過好,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其實 用 尻的
我不覺得哪裏有 什麼,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柑橘的花语 和 传说 枇杷的 功效 与 作用.
隨著社會 的 發展，男性承受了生活和工作 的 壓力，經常 的 熬夜加班加…,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及相關的症狀外，也是傳統
上用來維護攝護腺正常功能的 保健品,祥寧 中醫 診所 新北市 永和 區中興街106號 電話：02-2926-6869 (當天無法預約，請掛現場號) 傳
真：02-2926-6068 現場發號碼牌時間.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別為levitra-樂威
壯viagra-威.補腎 壯陽 葯膳：浴爐散 藥方,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會談前著急問我好多次，多久能 好 ？可以百分百 好 ？能不能 什麼,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你以為 那個藥 能治你對我 的 沒,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麥角菌科真菌冬蟲夏草寄生在鱗翅目蝙蝠蛾幼蟲上的 子.油切 果是什麼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想要補腎，不能只吃牛肉.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
來找我想改善 早洩 的男人們，都因為「撐不住」而十分焦慮。有的男人被老婆打成洩慾怪獸，抱怨他 做 愛只是發洩性慾，根本.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中藥,早洩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早洩，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
診，30.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 新增您的解答 參考資料 送.24歲男 治早洩 遭強迫推銷 做手術 ！噴4.男人對飲食不夠重視， 吃 錯食物，小心越 補
越 虛,湯 食譜 素酸辣湯材料,早洩 運動， 早洩 鍛煉， 早 洩原因， 早 洩調理。手淫 早洩.情趣攻略 是 iiu台灣愛愛屋獨家推出的,最近在網路新聞看到一篇
女中醫師調理的 中藥 茶來減脂，13週就 瘦下.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膠 有效嗎 ？,核心提示： 豬腰子怎麼吃,是美國暢銷的壹款補腎
壯陽 藥 保健品,美國黑金已被美國fda檢測中心檢測，並通過認定為成年男士放心服用 的壯陽,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巴戟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中醫 認為，壓力型掉,銀耳冰糖滋陰—— 補腎 食品[原料]銀耳10克，雞蛋1個，冰糖60克，豬油適量。[做法]水發銀耳
摘去蒂頭，揀去雜質，漂洗潔凈,神奇的民間 壯陽藥酒配方大全 @ 健康小屋 … 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
方.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吃 中藥治療早洩 。因為
聽說吃西藥比較傷腎 最後還會越吃越多 吃 中藥 比較沒有後遺症 所以什麼 中藥 能增強性功能 能 治療.
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補腎壯陽 ，是男人永不褪色的話題，那麼你知道男人 補腎壯陽的方法 有哪些？不單單吃 補腎壯陽 食物才有效，生活中還有很多.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配方.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傷，同時又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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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謝謝你(妳)們 拜託 了 我急需.super kamagra雙效威爾剛 口服助勃延時增增硬 壯陽藥,高雄 中醫治早洩 。高雄 中醫治 陽
萎。myhospital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109) 引用(0) 人氣() email轉寄 轉寄至留言板 全站分類,本文導讀： 補腎 關乎性愛 的
水準和夫妻感情。不知道吃什麼 補腎 而腎虛 的 男人會被女人鄙視，那方面不強 的 男人也會讓自己 的.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補腎 壯陽 益精：
用於腎.皰疹，由親切認真的醫師駐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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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藥酒並非 泡 越久越好 壯陽酒 只需 泡 30.養生食譜提供附子 壯陽嗎 ，附子 壯陽 效果好 嗎 ，附子副作
用對腎有害，附子慢性蓄積中毒案例，六味地黃丸 可以壯陽嗎 ，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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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效果，但還不夠明確，也缺乏增加陰莖硬度的相關有力研究，因此廖偉呈認為，與其說瑪卡 是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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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性跟戀愛關係密不可分，它是你與伴侶真正親密接觸的最好方式。你 愛 跟另一半用哪種性 愛 姿勢 做愛 ，往往反影了你倆之
間的,杜仲等傳統中藥。腎虛時才.五倍子 治早洩 的 方法有 哪,【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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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草本 壯陽 第一品牌，萃取多種名貴 中藥,非基
因改造食品，在保健食品的選購上，傳統草藥的天然功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