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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见闻种烟故事

南朝红，是卢氏县杜关镇马院村有名的致

富能手。

南朝红家有4台小车、两台拖拉机、10余台

小型烟草机械，今年种植129亩烟叶，收入43

万元，经营着1个占地48.5亩的特大型烟叶育

苗工场，长年有41名农民工跟着他打工，他还

开办了1个乡村驾校，种了28亩西红柿……

他是全县第一种烟大户

30年前，南朝红成为卢氏县第一批种烟

户。由于聪明能干加细心善变，他种烟的效益

一直不错，是当地有名的“典型户”。

5年前，借烟草部门扶持大户政策的东

风，南朝红流转了30亩农田，种了近50亩烟

叶，成了卢氏县屈指可数的第一批种烟大户。

第二年，他又流转了50亩烟田，种烟规模达到

了100亩。今年，他把种烟规模扩大至129

亩，成为全县第一种烟大户。

5年间，南朝红种烟效益十分可观，每年

的毛收入都在40万元以上，除去开支，还净落

下20多万元。这为他扩大规模、转型发展提

供了信心和动力。

一个人富不算富，他想到了还贫困着的乡

亲。5年来，他帮助17个贫困乡邻种烟摆脱贫

穷。

他引领了育苗新潮流

票子多了，脑子活了，南朝红的胆子也更

大了。

2015年底，由烟草部门投资、杜关荆彰鑫

叶烟叶合作社具体承办的卢氏第二大烟叶育

苗工场——马院育苗工场开工兴建，并同时对

外承包。

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可妻子、儿子都反

对，亲戚朋友也“敲乱锣”。

最终，南朝红说服了妻子、儿子，并拿出了

家里所有的积蓄用于育苗工场的生产经营，雇

了24个农民工到育苗工场里打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烟草公司的技术指

导下，马院育苗工场一举获得成功，成了豫西

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科技转换水平最

好的育苗工场之一。

今年，南朝红培育出售商品壮苗1260万

株，移栽烟叶1.05万亩，烟苗毛收入达42万

元。

他还要当“西红柿大王”

南朝红看好育苗工场那10座高大结实、

宽敞明亮的育苗大棚以及棚下近28亩的肥沃

土地。他要在土地上做足文章，搞大棚蔬菜种

植，走多种经营之路，带动更多的乡亲致富。

今年年初，南朝红抽空去了一趟山东寿

光，从寿光带回了一些西红柿、黄瓜、彩色辣

椒、香瓜种子，同时也带回了种植技术。

5月份，烟苗一出售，他就指挥工人把烟

苗畦中的土地开挖出来，一下子种植了8个大

棚近23亩的西红柿，同时种植了5亩多黄瓜、

彩色辣椒和香瓜。初夏时节，蔬菜陆续挂果、

成熟。光鲜匀称的西红柿、粗壮嫩鲜的黄瓜、

晶莹剔透的彩椒、香甜可口的香瓜，吸引了不

少参观者，同时也招来了许多蔬菜客商。

截至目前，他已出售西红柿30万斤，其他

蔬菜4万斤，卖菜收入16万余元。

种植蔬菜获得成功，信心满满的南朝红决

心大干一场，他要当卢氏的“种烟大王”“育苗

大王”和“西红柿大王”，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

“领路人”，带动更多乡邻脱贫致富奔小康。

（叶新波）

郑州市委督导组到建设路街道督导基层人大

建设工作

11月14日，由郑州市委办公厅副调研员吴彦明

带队的市委第一督导组，来建设路街道督导基层人

大建设。吴彦明对该街道、社区积极将人大工作融

入网格化管理、人大代表按选区划分下沉到三级网

格定期接待选民等给予肯定，提出街道要进一步创

新基层管理方式，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闫晓阁）

开封市西郊乡召开“两整顿两整治”活动动员

大会

近日，开封市西郊乡围绕“两整顿两整治”活动

召开动员大会，并成立了党员干部作风纪律专项整

顿活动领导小组。乡纪委书记侯世强宣读《关于开

展党员干部作风纪律专项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

（张海涛）

农发行渑池县支行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

为切实增强干部职工反腐倡廉的责任意识，三

门峡农发行渑池县支行自11月起组织开展反腐倡廉

教育月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多角度、全方位诠释廉洁

自律的重要性，把党风廉政建设落到实处。

（张兰）

遂平县供电公司

“四项机制”助力户表工程提前完成

11月10日，笔者获悉，遂平县供电公司户表工

程于10月底提前完成，完成户表工程“11·30”任务

的103%。

户表工程开展以来，遂平公司实行校表轮班制、

部门协同制、施工互助制、计划动态制，集全部力量，

全力推进工程。尤其是进入9月份以来，该公司加大

力量，把表计校验由“三班倒”调整为“七班制”，使表计

校验速度提升两倍多，充分满足了施工要求。电力安

装公司、农电工作部等部门协同配合，分区分片同步推

进智能表安装，表箱未到货的先安装智能表，智能表安

装完毕的立即投入表箱安装，全部安装完毕的抽调到

其他区域帮助施工，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全面打响户表

工程攻坚战，于9月下旬在全市九县中第一个超额提

前完成2016年第一、二批户表工程“9·30”任务。

为再次夺取“11·30”工程任务大胜利，该公司精

神不放松，工程不停步，放弃假日休息时间，加班加

点，一鼓作气，抢时间，赶进度，不断加快户表工程进

度，再次在全市率先超计划完成任务。

（王文玲）

本报讯 洛阳市局烟草专卖（公司）为

提高工业客户满意度，在今年烟叶收购工

作中“突出四抓”，严控非烟物质混入，全力

提高洛阳烟叶质量。

抓认识提升。组织培训，提高烟农及

烟叶收购人员对非烟物质危害性的认识及

识别能力，熟知非烟物质控制措施。

抓源头治理。从加强大田管理着手，

提醒烟农及时清除烟田及周边废弃物，帮

助烟农做好初分后烟垛四周的隔离、覆

盖。

抓管理规范。组织专人检查进站烟叶

是否混入非烟物质，杜绝收购烟叶混入杂

物或发生霉变、虫害。

抓监督考核。将非烟物质控制情况

纳入烟农信用等级评价，收购站点每天记

录、公示，实行周通报制及质量责任追溯

制。 （郭正茜）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

记者11月16日从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获

悉，2017年，该市的烟叶生产扶持投入政

策基本保持2016年的投入水平，将优先扶

持500亩以上烟方内的农户。

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要求，对于规划

的烟方，各县（市）烟草分公司要及早协调

地方政府规划配套烟田道路、水利设施。

适度加大对改良土壤的投入补贴，注重对

重茬多年的烟方轮作调茬或实施冬深耕，

对玉米茬烟方实施大麦绿肥掩青；适度降

低供应氮肥的投入补贴，加大对规划连片

大方的深耕、节水灌溉、统防统治等方面

扶持补贴；协调乡（镇）政府出台相应的烟

叶产业发展政策，从烟叶税收中设立烟叶

发展基金，对规模种植农户在地租上给予

补贴。对规划在500亩以上烟方内的农

户在星级职业烟农评定、烟用物资和专业

化服务补贴等方面给予加分或优先扶持。

2017年规划烟田、计划资源分配，与种

烟乡（镇）的基本烟田建设、落实轮作种植及

设施配套相挂钩。对种植麦套烟等烟叶质量

问题突出的产区，落实调减产购计划政策。

各县（市）烟草分公司根据2016年烟

农的生产技术到位率、烟叶交售合同履约

率、等级结构、烟叶纯度等指标对每户烟农

进行星级评定，评定结果与2017年烟叶种

植计划分配及生产扶持相挂钩。对生产水

平好、合同履约高、诚实守信的烟农将加大

扶持力度，作为重点培育对象。

本报讯 今年，灵宝市朱阳镇3.1万亩烟叶喜获

丰收。截至目前，该镇共销售烟叶365.2万公斤，烟

农收入突破1.06亿元，上等烟比例达69.72%，均价

29.1元，创税收1200余万元，收购量、烟农收入较上

年同比增长21%。

在今年的烟叶收购中，该镇及早部署，按照“约时定

点，干部带队，预检定量，轮流交售，合同收购”的原则，

实行预约售烟。召开3次三套班子扩大会议，专题研究

维护烟叶收购秩序，不断优化烟叶收购环境。烟草公司

分别在朱阳、新店、秦池、马河口设立了4个收购点10余

条收购线，实行封闭微机密码收购。各售烟点每天都有

一名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蹲点值班，在场维护秩序，协

调、帮助、组织烟农售烟，着力解决烟叶收购等问题，确

保实现烟农、政府、烟草公司、卷烟企业四满意。

四个收购点分别建立了由人大代表、市烟草部

门、镇机关干部、村干部组成的预检组、秩序组、检查

组和监督组，实行收购责任制，烟草部门把好收购关，

确保收购质量和数量。为36个种烟村合理划分售烟

地点，安排售烟时间，做到当天烟叶当天收完，彻底解

决群众卖烟难问题。

阎家驮村九组烟农牛书亮说：“今年烟站收购不压

级不提价，生熟人一个样，秤平级准，做到全程微笑优

质服务，我今年栽有14亩烟，比去年收入要高。”

（邢博 阴冠山）

今年，漯河市城区烟叶分

公司烟叶收购工作与往年相比

有了许多改进，特别是流程更

规范了。严格实行集中预检

（专业化分级）—封闭式收购

—验证验卡—分级—定级—

司磅—结算—入库—打包调运

的流程。烟叶进入封闭验级定

级环节，定级人员不能与烟农

见面、打电话或发短信，工作人

员以随烟附带的预验单区分烟

叶批次，如果烟农不放心，可以

通过观察窗或监控屏幕监督验

级、定级工作，申请复检，保证

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秋高气爽，漯河市郾城区李

集乡白庄村烟农白清海一大早

就驾驶着一辆载满烟叶的三轮

车驶向李集烟站。车上的烟叶

金灿灿，可白清海的眉头却仍锁

着——辛苦一年烟叶终于丰收

了，烟叶合作社技术员初验等级

不错，但能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他心里还拿不准。

到了烟站，白清海见门口设

立了烟农合同验证点，工作人员

识别了白清海的身份证、预验交

售通知单后，让他进站交售烟

叶。

来到烟叶收购区，烟叶验级

员王忠民帮白清海把车上的烟

叶一捆捆卸下，装筐运进里面的

房间，并告诉白清海在分级区外

边等候。

不让进去看，白清海心中的

疑虑更重了。

李集烟站站长梁晓涛看出

了白清海的心思，向他解释道：

“今年咱们实行封闭式收购，按

照要求，烟农不能进入收购工作

区。不过你放心，收购流程都有

视频监控。不信，你看墙上的显

示器，监控会把全部过程录下

来，方便大家查看。你在外边等

等，很快就可以收购完了，不耽

误你回家吃午饭。”

听了梁晓涛的话，白清海

稍微松了口气，眼睛却紧紧盯

着面前的显示器：分级区里一

排排桌子，每两张并在一起，上

面还分别标着1和 2。他刚才

带来的烟叶被摆放到桌子上，

工作人员正在挑拣，一组按部

位、颜色区分，然后交给另一组

进行分级。只见他的烟叶被分

别装筐送到了带有收购区标志

的房间。他面前的显示器上也

显示出了：烟农姓名：白清海；

烟叶等级：X2F（下桔二）；重

量：68kg。

看到和预验的等级相符，白

清海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眉头慢

慢舒展开来。

很快，白清海的一车烟叶

顺利收购完毕，时针指向上午

10:30。看着手里的结算票据，烟

叶交售等级满意、重量相符，白

清海的脸上笑开了花：“封闭式

收购，中！”

（陈冰）

“白天干活儿晚上学技术，

两不误！”11月15日，烟农冯爱

红饭碗一丢，叫上村上的几位男

女青年结伴赶往襄城县紫云镇

烟叶收购工作站。

原来，紫云镇政府组织烟

叶办公室的技术人员在这里举

办冬季烟叶生产技术培训班。

为了响应县委、县政府实现规

范化、品种化、区域化种植的号

召，烟办的技术人员把学到的

技术积极奉献给更多的烟农，

使科学种烟、烤烟技术在“烟叶

王国”里开花结果。

培训形式也不拘一格：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先讲、后问、再质

疑。技术员讲得一丝不苟，学员

听得聚精会神。

“李老师，都说山地烟好炕，

为啥还烤出不少青烟来？”冯爱

红举手问道。李老师认真解答：

“炕青烟有多种因素，一是今年

雨水充足，二是烤房温度、排风

掌握不当，三是没做到十成采

收。按照采收标准，应采烟筋发

白、绒毛脱落、叶片发黄的十成

烟……”冯爱红豁然开朗：“看来

是采了生烟啊！”话音刚落，烟农

刘二套接过话茬问：“烟叶咋防

治病毒病？”李老师耐心地说：

“大田浇水时，地下水凉，猛灌会

把烟苗激住，隔垄慢浇能预防病

毒病。”“恁这一讲俺明白了，光

想着让苗喝水，它也像人一样会

着凉感冒……”既是培训，又是

交流，大家畅谈种烟烤烟的体会

心得。

从烟叶育苗到催芽移栽，

从烘烤到分拣，老师讲得深入

浅出，受训的260余名烟农学到

了烟叶生产技术，调动了全镇

烟农种烟的积极性。烟农纷纷

要求明年扩大种烟面积。该镇

烟叶办公室主任万周锋统计，

今年种了7000烟，亩明年扩种

到1万亩。紫云镇大庙李村种

烟大户李现涛尝到今年春季培

训学习的甜头后，今冬推选20

名热爱学习、钻研烟叶技术的

烟农积极参加冬季培训班，他

说：“今年冬天的培训班很实

用，俺要把学到的技术传授给

更多的烟农，用到明年的烟叶

生产中去。回去后俺要腾茬、

耕地、保墒，选好烟种、备足肥

料，做好来年的育苗准备工作！”

（古国凡张译方叶鹏飞）

南朝红：多种经营 致富路宽

今年烟农收入逾亿元
灵宝市朱阳镇

“突出四抓”提高烟叶质量
洛阳市

“封闭式收购，中！”

烟农“充电”记

优先扶持500亩以上烟方内农户
平顶山市

11月16日，体彩大乐透第16135期开奖，全国共中出两注
1000万元头奖，分别被上海和湖北彩民擒得。当期开奖过后，
奖池小幅上涨至37.7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01、10、12、18、35”，后区
开出号码“01、12”。前区奖号中，最小号码为“01”、最大号码为

“35”，最大最小两个奇数号码联手开出。其余三个奖号均落在
1字头号段，且全部都是偶数。“01”近期已经接连开出三期，大
热；“18”和“35”也是近期活跃号码，曾在三期前的第16132期
一起开出过。后区开出“01、12”一小一大的组合，“01”是后区
最小号码，“12”则是最大号码。两个号码都是近期的温热号
码，之前曾在第16130期相遇。

数据显示，当期的两注千万头奖分别出自湖北武汉和上海
静安区，两位中奖者均采用的是单式投注方式。其中，湖北的
中奖票是一张6元3注单式票，中得一等奖1注，单票总奖金

1000万元。上海的中奖票是一张4元2注单式票，共中得一等
奖1注、五等奖1注，单票总奖金1000万元。两位中奖者花费
不足10元就擒得千万大奖，可谓十分幸运。不过可惜的是，两
人都“放弃”了追加投注，错失了600万的追加奖金。

当期二等奖开出59注，每注奖金为18.52万元，其中7注采
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1.1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个总
奖金为29.63万元。三等奖开出1162注，每注奖金为2728元，
其中84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636元，追加后，三
等奖单个总奖金为4364元。

近期，体彩大乐透头奖表现优异，连续送奖11期，共送出
头奖42注。尽管如此，奖池依旧坚挺，已连续11期保持在37
亿元之上。当期开奖过后，奖池再攀高峰，达到37.7亿元。喜
爱大乐透的朋友，不妨前来一试。

（陈星）

体彩大乐透送出两注千万头奖
奖池高达37.7亿元

11月4日下午，开封市五一路与五福路附近的体彩网点，
彩民刘老太太出手投注，竟幸运地“夺金”万元。原来，当时河
南体彩高频游戏“新快赢481”（泳坛夺金）在派奖期间，进行了
嘉年华及网点现场培训活动，进店有礼和派送活动吸引了许多
不懂彩票的市民参与其中。其玩法简单、中奖率高、快速开奖、
投注方法多等亮点，受到了广大彩民的青睐，刘老太太就是在
这段时间里才了解并参与了进来。

爱体育结体彩缘 老太太成为新彩民
11月7日下午，来分中心领奖的却是老太太的两个女儿，

据她们讲，刘老太年轻时比较喜爱体育运动，以前喜欢广场舞、
健步走，今年因为奥运比赛直播又喜爱上了游泳，梦想4年后能
有机会去看奥运会游泳比赛，她是一个追风的老太太。有一
天，她看到小区楼下体彩网点门前热闹非凡，又是放鞭炮、又是
发放小礼品，许多彩民挤在店里听讲课，看“游泳比赛”，还可以
送体验券，在现场买彩票，刘老太一时兴起也试着选了号码，根
据培训人员讲的选号方法，刘老太一举中出240元，当时老太

太有点晕，有这好事，这个彩票玩法也有意思，可以看游泳，还
有中奖机会。从那以后每天刘老太闲了就会去网点“看比赛”，
一来二去，她也学着其他彩民尝试了各种投注方法，每天买几
期玩玩试试手气，每次开奖时，老太太也会像年轻人一样喊着
买的号码，不亦乐乎！

老有所乐支持体彩 30倍投注“夺金”万元
11月4日这天，刘老太看准了号码，复试倍投30倍，当中

奖号码开出后，老太太所选号码正在其中，中了 11850元。刘
老太中大奖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这个网点彩民热议的话
题。当中奖彩票手续办理完后，她的两个女儿兴奋地说：刚开
始我妈说中了1万多元我们都不信，这回真的信了。我妈还真
有本事，会玩彩票了，这样既能满足了她看“比赛”的需要，也给
她找点事干并老有所乐，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听我妈说这个

“游泳比赛”刺激好玩，还选号简单，回来我们也试着玩玩，下次
我们还来领奖。

（敬建敏）

【头条】河南老太看“游泳”出手“夺金”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