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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点滴之功
筑振兴之基

——三门峡烟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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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刚过，秋分已至，豫西的三门峡烟区进入了收获的时节。此时，烟田

葱茏，烤烟金黄，笑声朗朗，一座座炕房内飘出的烟香夹杂着丰收的喜悦沁人

心脾……在这里，烟叶承载着一万多户烟农的希望。

近年来，三门峡烟草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全产业

链协同发力，多措并举服务地方乡村振兴大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和实践，一幅“产业强、烟区美、烟农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姚谆

做足产业文章
实现多元增收

鸟鸣嘤嘤，晨露未晞，家住渑池县陈村乡
范洼村的烟农张书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趁
着清晨的凉爽，他和媳妇天刚亮就到烟地里采
烟，随后再用三轮摩托拉到烤房里烘烤。

2016年以前，张书召也是贫困户，在驻村
干部的帮扶建议下，张书召选择通过烟叶来摆
脱贫困。“烟叶的确比其他作物费工费力，但收
入稳定，烟草公司的服务也细致周到，第一年
我就收入了 3万元，今年我种了 22亩，预计可
以收入10万元。”张书召说道。

近年来，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持
从脱贫攻坚大局出发，注重向贫困地区倾斜，
优先保障贫困烟农烟叶种植计划，“十三五”期
间全市 3505户、1.3 万人通过种烟脱贫摘帽，
而且没有出现返贫。

作为河南第一大烟区，三门峡有 38个大
大小小的种烟乡镇，烟叶税收作为当地举足轻
重的财政来源，既是广大烟农增收致富的“金
钥匙”，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抓手，在烟农心中的重要意
义不言而喻。

而对于一些偏远深山中的烟农，种植烟叶
更是成了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远离城镇的优
良生态给予了三门峡烟叶出众的品质，而高品
质烟叶的稳定收入又让大山深处的烟农更好
地维护这一方青山绿水。这种情结不仅在烟
农间不断蔓延，更延续到了年轻一辈，种烟愈
来愈成为年轻人返乡后的首选产业。

“现在种烟合作社也能提供各种专业化服
务，刨去生产成本，收入比在外打工还要高，孩
子上学也方便，父母年龄大了，舍不下那些烟
田，我们种烟他们心里也高兴。”卢氏县东明镇

“80”后烟农费贵伟在外打工5年后，返乡接过
了父亲费有红的“接力棒”。

铺就乡村振兴路，更要靠产业的多元发展。
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在抓好烟叶生产主
业的基础上，利用闲期的育苗大棚和烟叶炕房，
积极指导农户发展果蔬、菌类种植，深挖多元经
营“增长点”，积极培育产业融合“新动能”。

在卢氏县杜关镇显众产业综合体育苗大棚
内，一筐筐水果黄瓜和吊瓜经过包装后，销往各
地市场；在灵宝市朱阳镇透山产业综合体，烟杆
被加工成优质肥料，供当地果农施用，同时大棚
内新鲜的圣女果也被精美包装，在当地超市售
卖……在全市，这样的产业综合体共有4个，去
年通过开展设施综合利用和“烟叶+”产业综合
体建设，全市烟农增收3000余万元。

今年，全国烟叶进入了由稳转增的“三年
窗口期”。三门峡烟草也将抢抓机遇、以质增
量，力争通过两到三年努力，使烟叶规模达到
60万担，年实现烟农收益 9亿元以上，烟叶特
产税 1.9亿元以上，努力成为豫西大地实现乡
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的生动样板。

优势资源下沉
补齐民生短板

在陕州区张茅乡西坡脑村，平整的烟田
间，一条条烟路阡陌纵横，一座座电烤房毅然
矗立，一台台烟用机械动力十足……很多当地
人感叹，昔日的“牛耕田”如今已成了“路相连、
机作业、旱能灌、采能烤”的“致富田”。

风景如画，轻松便捷，这是三门峡烟区生
产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在三门峡烟草
看来，持续加大烟基建设力度，所带来的产业
赋能和辐射作用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经济价
值”，不仅有力增强了烟区的烟叶生产保障能
力，更让现代烟草农业建设铺就通往乡村振兴
的金色大道。

近年来，三门峡烟草累计投入资金1.36亿
元，建设烟田水利基础设施项目4708项，使烟
区近 30万亩烟田基本实现旱时有水浇；投入
资金 7126万元，修建烟路 428公里,8万亩烟
田受益；投入项目补贴资金2.1亿元，完成新建
及改造电能烤房 3841座，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此外，三门峡烟草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在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工程性缺水严重的乡
村，烟田树起了“责任烟草”的无字丰碑。投资
3.4亿元建设陕州大石涧、灵宝白虎潭两处水
源工程，在解决 1.6 万亩烟田灌溉、10万城镇
居民生活用水问题的同时，也使周边 10万亩
耕地受益。同时，灵宝小秦岭（朱阳佛山）烟区
水源工程也在去年 5月通过了国家烟草局水
源办的评审，其中烟草援建资金 1.04亿元，占
总资金的 85%，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提供灌溉

用水380余万立方米，覆盖基本烟田面积 2.75
万亩，同时可解决 3200余名塬上群众的生活
生产饮水难题，对提升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
改善老区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蓄一泓碧波，助一方发展。完善的水利设
施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本支撑，也是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
础条件。水库建成后，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选
择返乡创业，发展产业的热情空前高涨。

拓宽就业渠道
彰显国企之责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
创造的源水活头。

每年的 9月，灵宝市朱阳镇的许娟娟都会
在新店烟叶工作站认真地挑选着片片金叶，作
为一名非种烟农户，许娟娟也真真切切享受着
烟叶产业带给她的实惠。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不是很忙，正好烟
站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能在家门口打工，既
能挣些外快，也不耽误给孩子做饭，整个收购
季，我能挣6000多元呢！”许娟娟兴奋地说道。

收购期间，烟站里的烟叶分级工人全部来
自周围农村的非种烟户，在这里务工，既照顾
了家庭，又增加了收入。烟站每年都会组织相
应的培训，成绩合格后持证上岗，被录用的乡
亲们就像上班一样，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固定
的岗位、相应的报酬，很多村民只要出家门 10
分钟就能够实现农闲时节的“再就业”。

“不仅仅是在烟站有务工机会，很多烟农
在采烤季节也会雇人进行采烟、编竿等工作，
烟草公司也会聘用一些烘烤水平高超的村民
成为烘烤师，去年收购期间，全市烟叶产业用
工收入达2000万元左右。”三门峡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烟叶营销中心经理岳俊介绍。

乡村振兴需授人以鱼，更需授人以渔。农
村的每一个卷烟零售店意味着一份就业岗位，
而农村卷烟零售客户是行业延伸到广袤农村
最敏锐的触角，是行业与农村市场联系最紧密
的纽带所以做好农村卷烟零售客户服务，不仅
关乎行业发展，更是烟草行业助力乡村振兴的
责任所在。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聚焦
卷烟农网建设，一手抓提升终端经营水平，一
手抓行政许可服务水平和市场监管水平，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同时，针对部分商户的资金周
转难题，积极为其争取优惠贷款支持，提振零
售客户经营信心，全市农村卷烟零售客户毛利
率已达13%左右，增收效果显著。

“三门峡烟草将持续发挥全产业链的辐射
带动作用，以初心使命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
谱写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新
篇章！”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
局长、经理张敬榜说。

三门峡市供销社
为农服务开创新局面

创新“三位一体”
扎实为农服务

在新形势下如何切实为农民服务好，是三
门峡供销社领导层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市供销社围绕建设服务农民生产
生活的综合平台，多措并举积极推动生产、供
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扎实开展为农
服务，着力助推乡村振兴。

合作首先要搭建服务平台。三门峡市供
销社系统已建成渑池、灵宝市焦村、豫灵等 8
个“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分别设立了农机
服务大厅、土地托管服务大厅、农资供应站点、
信用服务窗口、农产品电商交易终端、测土配
肥车间、日用品展示展销中心、农产品收储、加
工设施等服务功能，建设“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服务载体。

联合各类农业生产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服
务。创新土地托管方式，采取单托、半托、全托
等不同形式，综合开展农机作业、农资物联网、
农业科技服务等三产融合性服务，为普通农
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公
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耕、种、管、防、收、
储、加工、销售等农业生产链“一站式”托管服
务。

发挥供销社农资经营优势，开展联合采
购、统一配送、直供直销的方式，把质优价廉的
有机肥、农产品种子送到田间地头。提供专业
农机服务。田园农机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利用大型农机进
行农业深耕作业，发挥合作优势，降低农户生
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供销社联合试点单位把农业高科技送到
田间地头。设立庄稼医院、测土配肥站、无人
机飞防等服务，为农户提供病虫害防治、预警，
减少农业病虫害损失，增强技术服务。通过聘
请专家、建立农业生产指导团队，定期开展农
民专项技术培训。并设立农产品交易平台，供
销社为农服务中心设立互联网线上线下交易
平台，开展农产品销售服务。探索易货业务，
节约结算资金占用，推介地方优质农副产品。
设立农资供应平台，加强与农资生产商、供应
商合作，采取联采联供，组织适销对路的农资
产品，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工作为农服务成效
明显。打通城乡供销壁垒，充分发挥供销社合
作桥梁纽带作用，真正解决农民日用品消费和
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化解农业生产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引导专
业合作社组织吸纳成员闲散资金，开展内部资
金互助，解决了成员生产资金需求问题。灵
宝、渑池等试点单位，吸纳多个行政村、服务型
经济加入“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平台中心成为
社员单位，引领农民共同发展增收。

共建“流动供交致富车”
实现便民惠民

“我最好这一口，最近一年发现在家门口
的超市可以买到官坡的豆腐了。”住在文一社
区的市民卢虎特别开心，一年多来，三门峡供
销社与交通局合作，通过“流动供交致富车”，
卢氏县的官坡豆腐、灵宝的一生凉粉、渑池县
边远山区的牛心柿饼和秋梨膏等一批三门峡
特色优质产品每天都供应三门峡特色超市。

三门峡市供销合作社与市交通运输局共
创“供交流动惠农服务线”，共建“流动供交致
富车”，并将其列为供销合作社系统年度重点

工作，在各县（市、区）大力推进。
“流动供交致富车”打造了农产品物流服

务新模式。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利用交通运
输“村村通客车”的优势，以县为单位整合社有
企业、为农服务中心、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涉农组织的现有配送车辆，统一悬挂供销合作
社标识，体现为农服务特征，促进县域特色农
产品与超市、学校、社区对接，初步打造了利用

“村村通客车”直供直销的农产品物流服务新
模式。

“流动供交致富车”拓展了为农服务内
容。各县（市、区）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流动
供交致富车”业务探索，渑池县供销合作社主
动与中原聚焦“三农”惠农工程办公室合作，在
为农服务中心成立惠农办公室，以基层社、村

“两委”为主体，建立村级为农服务站，通过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模式，打造“农产品上行、工
业品下行”的双向流通网络，并组织 3台送货
车，以价优快速的优势配送到村级为农服务
站，由农户接收相关物品；卢氏县以卢氏县日
用消费品配送中心和卢氏县农资配送中心为
平台，由 7 辆“流动供交致富车”开展配送服
务；义马市开展农技下乡直通车服务，聘请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农田施肥、病虫害
防治等技术，并开通了测土配肥服务车业务；
灵宝市焦村为农服务中心联合罗家村综合服
务社和建国果蔬专业合作社，组织 1 台送货
车，在疫情防控期间，将农民采购的生活用品
送到农户家中。

推进土地托管
“托”出农民致富路

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怎么办，供销社为农
民打工。

这是三门峡市供销社推进土地托管工作
的一种探索。通过土地集中连片托管，实现土
地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与专业化生产，从种
到收“一条龙”服务，让农民“离乡不丢地，不种
有收益”。渑池县捷登农业公司在开展土地托
管过程中，不断创新托管服务模式，土地托管
业务已经拓展到其他地市。

发挥土地托管专业服务公司和服务类农
民合作社的骨干力量，推进其专业化、规模化
发展，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拓展服务半径。通
过强化生产社会化合作服务，与县级社为农服
务中心、三门峡通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渑池
县田园农机专业合作社加强合作，为农民农业
生产提供综合服务，开展农资直供服务，发挥
供销社农资经营优势，开展联合采购、统一配
送、直供直销的方式，减少中间环节，把质优价
廉的化肥农药、种子等送到田间地头。

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
利用大型农机进行农业深耕作业，发挥合作
优势，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年农机服务达到 22万余亩次；开展统防统治
等综合性服务，通过设立庄稼医院、测土配肥
站，为农户提供病虫害防治、预警，减少农业
病虫害损失。通过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统
一大田作物、精品烟叶、“双椒一药”等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提高防治效果，延长防治周期，
降低农药用量，减少环境污染，无人机飞防作
业面积达到 14 万亩次；增强技术服务，设立
农民培训机构，建立农业生产指导团队，定期
开展农民专项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农民 2100
人次。

推进土地托管工作，密切了供销社与农民
的利益联结，达到了引领农民共同发展增收的
目标。

2019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供销社的大力指导下，

市供销合作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供销

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贯彻中发[2015]11号、豫发[2015]20号文

件，认真落实全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进会精神，紧紧围绕服务乡村振兴，

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围绕“三位一体”“流动供交致富车”“党建引领 村社共

建”等主责主业，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提升治理能力，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勇

于担当、敢于创新、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各项工作呈现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

的生动局面。

□尤筱辉

烟叶丰收季，烟农笑开颜。 资料图片

烟叶收购季，许多村民实现农闲时
节“再就业”。 资料图片

左图 三门峡供销社领导在卢氏进行“党建引领 村社共建”工作调研。 资料图片
右图 渑池县“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