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做优烟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深化烟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

随着全国烟叶计划资源收紧，工
业企业对中高端原料的需求更加旺
盛，供需结构矛盾成为烟叶工作的主
要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
足工业企业对烟叶数量、质量的需求，
助力烟区高质量发展。

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公司）局顺势
而为，以“一优两转”（把无市场需求的
烟叶在田间优化掉；把柠色烟转化为桔
色烟，把上部烟转化为上等烟）为抓手，

积极推进烟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
“技术+管理”，有效提升上等烟比例，增
加烟农收益，满足市场需求。2018年
全市收购上等烟比例达到 68.9%，结构
指标创历史新高。在有效缓解供需结
构矛盾的同时，烟农因结构提升，每担
烟收入还同比增加了218元。

对于结构优化到位的烟农，烟草
部门给予每亩 50—150 元的补贴，保
障烟农稳定增收。全市 2018 年投入

补贴资金 800余万元，预计 2019年将
投入1500万元以上。

对于贫困地区烟农因计划调整减
少的种植面积，由烟草行业每亩补助
400元（连续补贴三年），积极支持烟农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持续增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
不仅使三门峡烟叶以过硬的质量特色
赢得了市场的广泛青睐，也为助推烟
农持续增收探索了有效路径。

完善烟叶产业组织服务体系2

积极推进现代烟草农业生产组织
模式，完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现烟叶
生产持续降本减工增效。

育苗工场化。投入 7174 万元建
成烟叶育苗工场89个，实现集约化、集
中育苗，既保证育苗质量，又节约了育
苗成本。仅烟叶育苗一项，每亩可减
少烟农育苗投工、投入成本80元，每年
累计减成本1000万元以上。

服务专业化。投入 1.3 亿元建设

综合服务型烟农专业合作社 13个，入
社烟农 9600 户。组建各类专业化服
务队 214 个，主要生产环节实现了社
会化、专业化、互助式服务。投入 2.61
亿元建设 8896座自动控制密集烤房，
实现烟田全覆盖。2019年选配烘烤师
500余人，服务烤房5200余座，辐射面
积近70%。

防灾体系化。针对自然灾害易
发多发的情况，组织建立灾害预警

机 制 ，建 立 快 速 响 应 机 制 ，做 到 人
员、资金、物资、技术“四到位”，切实
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加强与气象部
门协作，设立人工增雨防雹作业点
33 个 ，适 时 开 展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持续完善烟叶保险与专项救助
相结合的灾害救助机制，为每亩烟
田投了 45 元的自然灾害保险，每亩
保底理赔 900 元，有效解除了烟农
的后顾之忧。

服从和服务于脱贫攻坚大局3

坚持从脱贫攻坚大局出发，在计划
资源分配上，注重向贫困地区倾斜，优
先保障贫困烟农烟叶种植计划。仅
2018年全市贫困地区种植烟叶达7884
亩，涉及贫困乡镇23个，贫困村116个，
贫困户 911户，贫困人口 3706人。截
至 2018 年年底，全市 1156 户烟农、
4384口人通过种植烟叶稳定脱贫。

在补贴政策上，年均投入 9000万

元以上用于肥料、地膜、农药等烟农生
产补贴，降低烟叶生产成本。积极争
取水源工程项目，改善烟区生产生活
条件。烟草定额援建 1.92 亿元的陕
州 大 石 涧 水 库 主 体 工 程 已 完 成
93%。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够解决陕
州区店子、宫前、观音堂、西李村等 4
个乡镇 162 个村的 10 万亩农田灌溉
问题，还可以解决 3.3万城镇居民生活

用水问题，为三门峡市区城市用水提
供备用水源。

据不完全统计，烟草行业在全市
投资的基础设施，产权全部移交了所
在种烟村，累计增加村级固定资产近
4.6亿元，通过多元化经营增收5378万
元，有力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劳
动力就业2万余人次，为全市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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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

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近年来，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主动站在助力乡村振兴、服务脱贫

攻坚的高度，谋划推进烟叶产业发

展，在计划资源持续调减的大背景

下，实现了烟叶产值、烟农收入、烟

叶税收“三提升”。近三年来，全市

累计收购烟叶 139.8万担，实现烟

农总收入 18.5亿元，烟叶税3.9亿

元，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黄河岸边，天鹅湖畔，三门峡

公安民警以忠诚担当为警徽增辉

添彩，用钢筋铁骨筑牢“河南西大

门”安全屏障，凭着“中流砥柱”般

的毅力，推进平安三门峡建设，坚

定守护230万群众安居乐业，守卫

黄河明珠的祥和平安。

近年来，三门峡市公安局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务实的

工作作风，铁人一般的战斗意志，战

胜了一个个挑战，打赢了一场场硬

仗。一组闪亮的数据指标，凝聚着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使命和担当，印

证了三门峡公安风餐露宿、任劳任

怨的付出与奉献：三门峡市群众安

全感指数连年提升，由 2016 年的

92.38%到2017年的94.04%，再

上升到2018年的95.28%；排名由

2016年的全省第4到2017年的全

省第3，提升到2018年全省第1位，

三门峡市成为全省最具安全感的城

市，被评为2018年度全省综治和平

安建设优秀市。中共三门峡市委书

记刘南昌作出批示：“全市公安系统

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大局、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展现了新作

为，在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中呈现了新气象，在全面

从严治党、从严治警中迈出了新步

伐，为我市平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向同志们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辉

守护黄河崤函天险 力保豫西门户平安

专业化服务——无人机植保

忠于使命 担当履职

三门峡市公安局党委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引领全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情
报先导、预警防控、专业打击优势，坚持科
技信息、人员管控、风险化解三管齐下，严
密防范、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
恐怖、民族分裂等活动，信息预警和风险化
解处置能力不断提升，有效维护了社会大
局持续稳定。豫陕界公安检查站树立“三
战”意识，筑牢安全屏障，去年以来启动二
级以上勤务 295天，有效过滤风险因素，坚
决守好了“河南西大门”；探索创造了打击

“全能神”邪教活动“灵宝模式”“三五排查
法”，省委政法委召开全省反邪教基础数据
排查现场会推广其成功做法；三门峡市承
办的国际黄河马拉松赛、国际黄河旅游节
暨经济贸易洽谈会、第十二届中国摄影艺
术节暨国际摄影大展等大型活动安全举
办，实现了“大事不出，小事也不出”的既定
目标。

惩治犯罪 打造平安

三门峡市公安局始终坚持重拳出击，
强化公安打击主业，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近年来，不断深化扫黑除恶，强化命案侦
办，纵深推进“雷霆行动”，打防犯罪破案
攻坚能力增强。截至目前，三门峡市共打
掉涉黑涉恶犯罪组织 31 个。其中黑社会
性质组织 4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
团伙 27个；共抓获 516 人，破案 305起，查
封冻结扣押资产共计 156717.5 万元，依法
对 247 名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分子进行了
判决。现行命案连年全部破获，命案等严
重暴力犯罪发案数连年下降。2018年，全
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27.80%，刑事立案同
比下降 6.91%，公安机关刑拘、逮捕、公诉
总数同比分别上升 22.2%、41.2%、15.9%，
百警公诉盗抢骗数全省第一，打击虚假信
息诈骗犯罪破案、公诉、返还金额数同比
上升 81.7%、252.9%、66.7%，打击经济犯
罪战果保持全省领先，禁毒领域实现了易

制毒化学品“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
“零发案”，圆满实现了年初确定的“三下
降”“两提升”“一争创”目标。

服务大局 构建和谐

三门峡市公安机关始终把服务大局、
服务发展、服务民生作为主线，不断强化
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平
安三门峡。“一村（格）一警”162 个警务
室、1323 个警务工作站全部建成，660 名
党员社区民警、辅警兼任“两委”副书记，
861 名非党员社区民警、辅警兼任“两委”
副主任，全面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枫
桥式优秀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全面铺
开。扎实推进道路交通、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严格民爆物品、剧毒危险物品管理，没
有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群死群伤火
灾事故，没有发生重大监所安全事故；在
民爆物品使用管理方面，实现了危爆物品

“零流失、零被盗、零炸响”。充分运用大
数据、万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力量，
创新手段方法，公安机关核心战斗力不断
提升；统筹推进文明城市创建、百城建设
提质、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行车
难”“停车难”问题有效缓解，交通事故指
数明显下降。公安“放管服”改革持续深
化，12345 社会公共平台与 110 报警服务
台联动协调有序，省公安厅推广其成功做

法。连年推出便民服务承诺项目，进一步
简化办事程序、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办事
效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

薪火相传 正气昂扬

这是一支薪火相传、英模辈出，奋发
向上、正气昂扬的队伍。三门峡公安突出
政治建警这一根本，狠抓从严治警、从优
待警，大力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
业化建设，队伍管理和纪律作风建设在重
大考验中得到提升，队伍向心力、凝聚力、
战斗力不断提高。广大民警牢记职责使
命、忘我奉献，两名同志被追授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3名同志荣立一等功，
10 人荣立二等功，涌现出“全国优秀公安
局”湖滨分局、“全国先进监管集体”三门
峡市看守所、“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慕守文
等一批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广大公安民警
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守
初心、担使命的动人赞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荣
誉属于过去，使命引领未来，三门峡公安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
障人民安宁，努力把三门峡市建设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平安建设首善之区，为五彩三门峡
贡献力量。

（本栏摄影 王峰）

□张敬邦 车峰波

三门峡市公安局参加全省反恐演练

三门峡市公安局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大庆安保誓师大会

110指挥中心接警服务台前，民警在研
判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