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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烟草农业”每周五刊发我省各烟叶产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烟叶生产的相关资讯，内容涵
盖政策权威发布、烟叶生产技术、烟区动态、种烟
故事、烟草扶贫、烟草人观察等，受到烟农广泛欢
迎。如果您在烟区有所见闻，请您踊跃投稿，消
息、通讯、图片皆可，体裁不拘，来稿请发邮箱：
ncbxdy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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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动态 烟区见闻

图① 5月18日，内乡县赵店乡黄营村烟农张充银为

烟叶浇灌抗旱、防病、施肥混合液。眼下，随着气温逐渐升

高，烟叶已进入快速生长、烟田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阶段，内

乡县抢抓有利时机，积极组织烟农为烟叶浇水、防病、施

肥，确保烟叶丰产、烟农增收。

庞磊摄

图② 5月11日，郏县李口镇东北村村民对膜下移栽

的烟苗打孔，以便气温高时降温，防止高温烧苗现象，又可

使雨水流入烟穴中，起到保水保肥作用，有利烟苗健壮生

长。郏县素有“中原烟仓”美誉，烟叶是该县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之一。 温书功摄

图③ 5月13日，灵宝市苏村乡双庄岭村的留守妇女

在移栽烟苗。目前，苏村乡1万多亩烟苗进入移栽阶段。

由于农村男劳力大多外出务工，该乡的留守妇女们采取互

帮互助的办法，解决烟叶移栽中人手不足的难题。

薛伟强陈桂妮摄

本报讯 挖窝、培土、浇水……一株

株绿色的烟苗眨眼就被烟农熟练地移

栽到大田，霎时，绿白相间，阡陌纵横，

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深山美景图。

这是笔者日前在灵宝市朱阳镇看到的

情景。

朱阳镇地处灵宝市南部深山区，

是烟叶的重要产区，近年来，该镇依

靠发展烟叶生产走上了致富的道

路。今年，全镇落实种烟面积3.0555

万亩，超额完成全市计划下达的目标

任务，涉及36个村206个组1948户。

在烟叶大田移栽中，该镇组织机

关干部深入村组调查摸底情况，协调

解决抗旱相关困难，开启所有水利设

施，动员群众齐心协力，抗旱运水存

水，利用旱窖、水窖等蓄水设施，确保

烟水配套工程发挥作用，缓解烟叶移

栽用水需求，并严格按照标准化生产

要求，科学定穴，合理布局，把剪叶、移

栽、带药、浇水、封土等技术环节落实

到位。烟办、烟站工作人员及外聘技

术员组建了12个烟叶大田移栽技术服

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烟农开展烟

苗移栽工作，督促烟农必须做到挖大

坑、深栽烟、浇足水、缓封土、带上药，

成碟状，横竖成行。栽上备用苗，栽后

要普遍用药一次，查缺补苗，普遍中耕

一次，弱苗偏管，提前准备“豆浆灌根”

的黑豆。

同时，为了做好产前、产中、产后服

务，该镇今年先后建成新店烟叶工作站

和透山烟叶育苗工场，建成后可为5个

种烟村631户6628亩烟田带来更加优

质的技术服务，提升烟叶生产水平和质

量。透山烟叶育苗工场建筑面积5500

平方米，供苗面积3000亩，建成烟蚜茧

蜂繁育大棚两座，建筑面积2560平方

米，热泵烟叶烤房20座，承烤面积400

亩。

截至目前，该镇累计出动烟叶大田

盖膜机400余台次，烟叶自动移栽机

600余台次，已完成烟叶大田移栽2.4

万亩。

（邢博 阴冠山）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

“2016 年石桥镇合同种烟面积 3200 亩，

2017年全镇规划两个相对集中的产业带，

一是以汝河南岸胡庄村、王庄村、闫庄村、何

寨村为中心的2000亩产业带，二是以石桥

村、邢庄村、竹园村、耿庄村、交马岭村为中

心的2000亩产业带。2017年，计划总投入

27万元进行烟水和烟路项目建设……”5月

11日，2017年平顶山市烟叶种植优化布局

座谈会召开，宝丰县石桥镇政府负责人在竞

标汇报时说。

在座谈会上，平顶山市 22个种烟乡

（镇）就本乡（镇）的基本情况、烟叶生产基础

设施、基本烟田规划等进行了陈述，然后，由

平顶山市政府烟办、平顶山市人大农工委、

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评审

小组根据各乡（镇）汇报和查阅有关资料，按

照评分标准进行现场评分。

据平顶山市烟草公司副经理顾建国介

绍，为搞好烟叶产业供给侧改革，未来几年，

该市烟叶产业各项资源将逐步向生态、技

术、信誉、设施条件好的优势区域集中，重点

发展万亩乡、千亩村、百亩户以及适度规模

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烟农合作社。2017

年，全市要规划流转烟用土地28万亩，其中

14万亩种植特色烟、14万亩种植生态粮（红

薯、芝麻等合理茬口作物），实现科学轮作倒

茬。通过提高烟叶种植规模集中度，逐步构

建规模稳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的烟叶产

业格局。

下一步，平顶山市将持续加大烟叶布局

调整力度，坚持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发展

原则，凡是有发展潜力、市场前景看好的区

域，市里就要加大扶持力度，优先分配种植

计划，优先配套需要的育苗、烤房设施和烟

草机械。对于那些市场前景不好、工业满意

度差的区域，将在计划分配、烟站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扶持投入等方面，采取减少、压缩

甚至不投入的办法，逐步淘汰不适宜区域，

为烟区健康发展打牢基础。

据了解，平顶山市明年的烟叶种植计划

资源竞标主要有听取汇报和土地流转协议

审定两个评审环节，满分100分，汇报评审

分数和土地流转协议审定分数各占50%，两

者综合得分为乡（镇）2017年烟叶种植计划

资源竞标最终得分。根据两个环节综合得

分，确定 2017 年发展烟叶产业重点乡

（镇）。对确定的重点乡（镇），平顶山市烟草

部门将优先分配种植计划，加大生产扶持投

入，对基本烟田内500亩以上实现轮作的优

质烟方实行“整地、起垄、育苗、肥料”四免

费，并优先配套需要的育苗、烤房设施和烟

草机械。

“实行烟叶计划资源竞标机制，是我市

主动应对当前严峻市场形势、破解质量发展

难题的一次积极探索。此次竞标，标志着我

市烟叶产业创新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烟叶

产业‘供给侧改革’打响了第一枪。”平顶山

市政府烟办主任陈岱威说。

5月19日，商水县郝岗乡东洄村的烟农在千亩方春烟示范基地管理烟苗。在推进精

准扶贫中，郝岗乡在市烟草局驻村第一书记技术指导下，通过土地流转运用薄膜抗旱技

术建成千亩方烟叶示范基地，进一步提高烟叶品质，增加群众收入。霍静 吕耀光 摄

本报讯 5月16日，嵩县烟草专卖局（分

公司）分管烟叶副经理、局扶贫开发帮扶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常灵康来到九店乡马沟村，在

驻村第一书记、烟叶工作站负责人的陪同下，

到驻村工作队办公室查看了贫困户建档立卡

“回头看”工作档案，并到贫困农户家中和烟

田进行走访调研。

常灵康在听取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汇报并

与贫困户、种烟农户交谈后，对马沟村下步烟

叶生产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要认真落实

“小苗偏管”措施，对弱小苗适时追施偏心肥，

促大田长势整齐一致。二是要认真落实“浅

锄除草”措施，防止垄间杂草蔓延，切断病害

传播途径。三是要认真落实“培土封垄”措

施，利用当前烟田墒情充足的有利时机，实施

培土封垄，提高烟株抗逆性，促烟株早发快

长。四是定期举办精准扶贫烟叶技术培训

班，通过技术培训提高贫困户的烟叶种植技

术水平，激发贫困户的创收激情，真正实现培

训一户，带动全家致富，为打赢全县烟叶产业

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周国强王少毅）

初夏时节，到卢氏豫西大峡谷、

双龙湾景区的游客，穿行卢氏段高

速及国道的过客，都会不约而同地

对分布在道路两旁的烟田美景赞不

绝口。

卢氏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

容地貌，使得绝大多数烟田分布在

高山丘陵地带，一道梁、一条沟、一

架山、一处凹、一面坡、一陡坎，便

勾勒出了烟田轮廓。蓝天白云下、

青山绿水间、纵横沟壑内分布的烟

田，或千亩连片，或百亩成方，或几

亩几分独处，无论块大块小均显得

自成一体、匠心独运、别具一格。

每当烟叶移栽后，覆盖上地膜的烟

田，或横，或竖，或撇，或捺，或长，

或短，或高，或低，纵横交错，动静

交织，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精

灵般的烟苗经微风吹拂摇曳多姿，

仿佛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煞

是好看。

到过卢氏、身临其境观看过烟

田的人们，都会被卢氏特殊的地理

地貌所折服，都会对烟田美景赞叹

不已，尽管由于季节或时令不同而

感触不一，眼中的景象与摄影作品

中的景象截然不同，但发出的感触

却是一致的——“原来烟田还可以

这样美！”

5月中下旬，不少摄影爱好者踏

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在一饱眼福的

同时，纷纷举起手中相机拍下了躲

在白云深处、沟壑崖畔间以及夜色

星空下的烟田。甚至有人发出惊

呼：最美的梯田在云南，最美的烟田

在卢氏！

大美烟田的形成并非作秀，而

是该县着力打造绿色生态优质烟

叶所形成的奇特景象。近几年，卢

氏县加大了烟叶种植结构调整步

伐，一批批适应生态、绿色环保、没

有污染的烟田被成片开发出来，以

地膜全覆盖、划行饱起垄、横平竖

直栽，便形成了今天这样独特的人

文景观，在加快推进农民增收、农

村增美、农业增效的同时，也扮靓

了秀美山川,为中原增添了一道亮

丽风景。

5月16日，在汝阳县三屯镇省

级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园区，参加河

南省蚜茧蜂防治蚜虫技术推广应用

现场会的与会人员在烟田参观“以

蜂治蚜”生物防治技术。地处伏牛

山区的汝阳县是豫西烟叶生产大

县，去年洛阳市烟草公司在汝阳县

三屯镇建立的烟蚜茧蜂繁育基地。

为发展优质生态烟叶，该县在烟叶

种植中，积极推广“以蜂治蚜”生物

防治技术，为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

转变提供了有益借鉴。

烟蚜茧蜂防治烟蚜技术是一种

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措施，它可以

在少施农药的情况下更好地防治烟

蚜。在烟田中人为增加烟蚜有益天

敌——烟蚜茧蜂，能够有效控制烟

田中烟蚜的数量，极大减少农药使

用量，以保障烟叶质量安全，保护生

态环境，是一项极具潜力的生物防

治技术，在大农业生产中也有广泛

的前景。

洛阳市自2014年开始，在全市

8个产烟县推广烟蚜茧蜂防治蚜虫

技术，2015年，全市推广面积达植

烟面积的94%，推广力度大，效果明

显。目前，已在全市建立8个繁蜂点

和1个大型烟蚜茧蜂繁育基地，建设

繁蜂大棚32座。其中，洛阳市烟蚜

茧蜂繁育基地坐落于著名的“杜康

文化之乡”——汝阳，主要承担全市

烟蚜茧蜂及蚜虫的保种、繁育及生

物防治研究工作，基地占地7000平

方米，拥有标准繁蜂大棚10座，可

育苗1万余盘，繁育烟蚜茧蜂1亿头

以上。

平顶山市

烟叶产业“供给侧改革”打响第一枪

灵宝市朱阳镇

烟叶大田移栽忙

汝阳

“以蜂治蚜”助力大农业

□康红军张晓红文/图

卢氏

“原来烟田还可以这样美！”
□叶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