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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突出问题导向 加强规范管理

今年烟叶工作坚决做到“三个狠抓”
□本报记者孙雅琳

2017年1月4日，全省烟叶工作电视电话会在

郑州召开，会上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总经理王泽

宗作了《突出问题导向 狠抓规范管理 坚决打好河南

烟叶质量信誉翻身仗》的工作报告，总结2016年烟

叶工作，分析当前烟叶形势，研究烟叶发展思路，并

安排今年烟叶工作任务。

2016年以来，面对全国烟叶严控压力增大的严

峻形势，各烟叶产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局、省公司烟

草工作会议和烟叶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国家局

“控总量、抓规范、促增收”工作重点，严格计划合同

管理，严控烟叶种植规模，改善生产基础条件，落实

生产关键技术，提高烟叶等级质量和纯度，较好地完

成了年度生产收购目标任务，烟叶质量信誉得到了

明显恢复，为烟区稳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省累计收购烟叶252.5万担，其中上等烟42.87%、

中等烟56.93%，公斤均价25.19元，投放收购资金

31.8亿元，实现烟叶税近7亿元。

2016年烟叶工作成效显著

王泽宗充分肯定了2016年我省烟叶工作取得

的显著成效，他说，去年烟叶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以

下六个方面：

一是种植布局优化较好落实。与2015年相比，

全省10万担以上的种烟县由8个增加到9个，100

亩以上规模连片由51.6万亩增加到58.2万亩，300

亩以上规模连片由33.5万亩增加到46.9万亩。

二是生产基础条件持续改善。总公司复函援建

的8个水源工程项目2个已经完工，3个进度超过

90%，其余3个正在加紧建设。全年新增拨付援建

资金2.44亿元，累计收到拨付援建资金6.02亿元；地

方配套资金2.95亿元，占应配套资金的68%。

三是现代烟草农业稳步推进。围绕工业企业品

种需求意向，在南阳、洛阳、许昌等产区开展了

NC55、NC102、NC297、金神农1号、中烟203等品

种的对比筛选试验与小面积示范推广，努力破解品

种浓香特色弱化问题。全省落实水肥一体化18.98

万亩、采烤一体化3.61万亩、上6片一次采烤38.1万

亩、增厚地膜近1000吨、废旧农膜治理8.87万亩。

全省机耕、起垄、移栽、覆膜、植保机械化作业率分别

达到95.4%、93%、21.6%、51.3%、44%。全省烟蚜

茧蜂烟田投放比例达到98.4%，大农业投放面积

48.5万亩。

四是基层规范管理不断夯实。扎实推进烟叶基

层“精细实”管理，驻马店市局在全国烟叶工作会上

书面交流了基层规范管理的典型做法。在许昌禹

州、平顶山郏县选择4个有代表性的烟站，通过解剖

麻雀的方式，摸实情找问题，查原因定措施，为防范

烟叶生产经营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是烟叶质量信誉明显提升。在国家局年度收

购检查中，我省平均合格率83.17%，位居全国第三，

上等烟合格率83.28%位居全国第一，其中三门峡平

均合格率85%，在全国抽查的50个地市中位居第

一，驻马店中等烟合格率86.67%位居全国抽查地市

第一。

六是复烤加工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天昌公

司年度累计加工烟叶226万担，实现销售收入5.36

亿元，实现税利1.01亿元，实现利润2700万元。

“三个狠抓”打牢发展基础

当前，全国烟叶库存高企，严控规模成为新常

态。截至目前，我省烟叶库存形势较为严峻，占压资

金较多，库存高企将会给河南烟区发展带来严重隐

患。王泽宗说，面对新常态、新形势、新任务，今年我

省烟叶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家局“控制总量、优化结

构、降本增效、完善体系”的指导方针，坚持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农场化生产、工厂化管理、标准化作业

为抓手，以推进烟叶“精细实”管理为载体，坚决做到

“三个狠抓”，即狠抓质量信誉、狠抓规范管理、狠抓

监督执纪，进一步控面积、抓质量、提信誉、强基础、

严规范，打牢发展基础。

狠抓质量信誉。一要狠抓新品种试验研究与

示范推广。力争通过2～3年的努力，筛选出有工

业需求意向、能够替代中烟100，并逐步示范推广

的新的主栽品种。二要狠抓烟田土壤保育技术落

地。从今年开始，落实“以烟为主”的基本烟田保护

制度，探索多种宜烟前茬作物，加大烟田合理轮作

比例，实现烟地用养结合。三要狠抓成熟采烤与上

6片。从今年开始，要加大工作力度，加强与工业的

沟通，认真谋划、认真组织和实施好上6片技术，力

争推广面积达70%以上。四要狠抓现代烟草农业

建设。进一步做实基地单元，国家局再次明确了

自2017年开始对达不到“规模4至6万担，标准单

元调拨比例不低于60%，特色单元不低于80%”要

求的单元进行全面清理调整，各产区一定要高度

关注，围绕单元建设要求，把计划分配好、把烟叶

收购调拨好。要进一步加大对成熟成型烟用农机

购置配套力度，加快烟叶生产机械化推进步伐，力

争亩均生产用工减少3个以上。要进一步总结推

广三门峡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经验，加快

推进平顶山及在其他产区试点建设的规模和成

效。五要狠抓质量追踪溯源。积极探索烟叶出入

库“一打三扫”信息化管理，实现烟叶生产收购痕迹

化作业，确保质量能追溯到每包烟叶，责任能落实

到每一名人员。

狠抓规范管理。一要狠抓计划管理。今年国家

局下达我省烟叶种植收购计划“81万亩、235万担”，

在当前形势下，烟叶计划必须把坚守红线放在首位，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切实做到“既不能多也不能

少”。二要狠抓合同管理。要把工业需求信息在合

同本上传递给烟农，指导烟农做好不适用烟叶的处

理和等级初分，提高农工之间生产与需求的吻合度，

无计划、无合同、计划外、合同外以及烟农违反承诺

的烟叶一律不予收购。三要狠抓物资投入补贴管

理。今年省公司将开展烟叶生产物资投入补贴制度

改革，制定下发《河南省烟叶生产经营管理规范》和

《烟叶生产投入补贴实施意见》。驻马店、漯河、平顶

山3个产区要借鉴福建、安徽等产区的成功做法，认

真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生产投入方案。这次烟用物

资投入补贴改革的关键是“产前”补贴变“产后”补

贴，由“暗补”变“明补”，实物补贴变为货币补贴。其

他产区也要结合实际，安排试点，逐步推行烟用物资

由烟农或烟农委托合作社购进，投入补贴与收购上

中等烟挂钩产后补贴的办法，让烟农对烟用物资质

量具有选择权。四要狠抓烟叶基层管理与信息化建

设。五要狠抓烟基项目与水源工程建设。今年总公

司要求我省不得补贴建设密集烤房和烘烤工场附属

设施，烤房设备维修更换纳入项目修复范围。同时，

批复项目修复计划的基本前提是项目所在地县政府

要从上年度烟叶税中提取不低于3%的资金用于项

目日常管护，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六要狠抓短

板管理与考核奖惩。省公司要在去年狠抓烟叶质量

考核的基础上，突出问题导向，突出工业满意，突出

短板解决，加大考核奖惩力度，尤其要加大激励奖励

力度，推动全省烟叶整体上水平。

狠抓监督执纪。一要切实加强教育引导。利用

行业内外涉刑人员的警示警醒作用，进一步提高基

层烟站员工的思想认识和法纪意识，切实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和安全感。二要切实加强全面检查督

导。三要积极构建监督执纪体系。各产区要认真落

实《对全省烟叶基层工作站加强监督监管的通知》

（豫烟〔2016〕239号），坚持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督“两

条腿走路”，联合地方纪委、公安、检察等职能部门，

积极构建烟叶基层规范管理联合监管体系，扎紧织

密制度“笼子”，进一步明确监管内容，畅通监管渠

道，全面公示公开，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尤

其是运用好“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营造烟叶基层风

清气正的浓厚氛围。四要严肃执纪追责。对工作不

到位、责任不落实的，要不护短、不遮掩、不怕揭丑，

该通报的通报、该约谈的约谈、该处理的严肃处理、

该移交检察机构的及时移交，决不包庇纵容、姑息迁

就。

本报讯 近日，省烟草专卖局

摄影协会和洛阳市烟草专卖局机

关党委、嵩县烟草专卖局联合组织

50余名党员干部，来到嵩县九店

乡马沟村开展扶贫送温暖活动，为

村民送去爱心摄影公益服务和节

日慰问。

省烟草专卖局摄影协会成员一

行12人，利用礼拜天休息时间，冒着

严寒，自带摄影器材、电脑、相框和

打印机，为马沟村60余户家庭拍摄

70多张全家福、长寿照，现场打印并

装框送给村民，还给10户特困户送

去了价值2000元的米、面、油等慰

问品。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机关党委、

支部委员一行25人，按照“支部到

组、党员到户”的精准帮扶要求，市

局机关7个支部的支部委员代表支

部全体党员，深入到分包的村民组

逐一走访慰问，为贫困户每户送上

200元～800元的慰问金，并向村小

学捐赠10台电脑。

嵩县烟草专卖局党总支、支部

书记一行15人，向村捐赠村级组织

活动阵地提升工程帮扶资金6.52万

元，并向“烟草·爱心墙”捐衣185

件。

据了解，2016年以来，洛阳市

烟草系统党委向系统内全体党员发

出号召，开展向扶贫村捐款捐衣活

动，累计捐款2.08万元，捐衣836

件，同时，洛阳市烟草专卖局积极筹

措23万元资金，用于马沟村群众聚

居区路灯亮化和文化广场建设。

2017年，洛阳市烟草系统将突出产

业扶贫，重点帮助马沟村发展烟叶

产业和皂角产业，计划安排200余

万元资金用于烟田基础设施建设，

联系林业专家为皂角生产提供专业

技术指导，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变

“输血”为“造血”，实现帮扶村顺利

脱贫持续增收。

（王少毅周国强）

2016年12月30日，襄城县王洛镇烟农宁东升（左）和耿英杰（右）正在领取复合肥。襄城县分公司

严格按照烟叶生产物资管理规定向烟农兑现产后物资补贴，依据烟农合同种植面积和交售烟叶数量向

烟农发放产后物资，并对发放情况进行公示，接受广大烟农监督。 姜昊楠 摄

张张全家福 温暖马沟村

在爱心摄影公益服务活动现场，马沟村村民对先进的摄影器材

颇感兴趣。 康伟摄

中医世家医技的日臻完善，依赖于医
家代代循序渐进的传承提高。位于扶沟县
韭园镇的楚氏中医肝病专科世医已传至第
七代，历经200余年，见证了中医世家医技
与时俱进的祖传优势。

楚氏行医始于清嘉庆年间。有一年，
老百姓俗称的黄病（黄疸肝炎）和鼓胀病
（肝硬化、肝腹水）在豫东地区十分猖獗。
因患此病，死者甚多。楚氏秀才楚全义不
信无良方可医此病，立志走遍天涯拜名医，
悬壶济世。20年后，楚全义携妻带子回归
故里，创办了“济仁堂”，以医治肝病为主，
坐堂应诊。他收集整理治肝病良方200余
条，因病施治，疗效甚佳，声誉遍传方圆两
三百里。楚老中医临终时把儿孙叫到跟
前，立下了“世代为医治病救人，医德、医方
不可失传”的遗嘱。楚氏后人牢记祖训，精
医术，重医德，代代相传。

1988年，楚氏世医第五代传人楚书宝

老中医从公立医院肝病科退休后，在家乡
创办了楚氏中医肝病专科，继续为肝病患
者施医治病。其孙楚永庆等弟兄完成学业
后也陆续回到了楚氏中医肝病专科，跟着
祖父走上了治病救人的行医之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楚氏兄弟把现代
医学理论与家传医术结合起来，以西医检查
方式诊断病情，以家传医方治疗疾病。这种
既快捷又确切的诊疗方法，得到爷爷的赏识
和肯定。祖辈的秘传及20余年的临床经
验，已使楚氏兄弟成为颇受患者信赖的楚氏
肝病中医世家新一代传承人。

楚氏世医第七代传人在继承家传医
术基础上，创新了“治肝病，重在‘调’”的治
疗新理念。楚氏世医认为，人体是一个统
一的整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活动不是孤立
的，它们以经络为通道，相互关联，形成一
个非常协调的统一整体。肝病是人体在内

外环境动态平衡失调的情况下发生病理变
化的体现。这种体现有其具体的特点与规
律，是身体内部诸生理元素正邪斗争、正不
敌邪的反映，它由肝病的根本矛盾与规律
所决定，并贯穿于肝病过程的始终。临床
上应从调节机体阴阳平衡入手，标本兼治。

楚氏世医结合各种肝病的发病机理，
辨证求因、因病论治、整合系列纯中药组方
以达到疏肝利胆、健脾和中、滋肾养肝、清
热解毒、软坚散结、扶正祛邪的功效。临床
上不能单纯抗病毒、降酶、消黄、利水，而是
重在调补人体气血，由局部肝脏病变到整
体调节体内阴阳平衡，增强机体的抗病能
力，增加肝、肾、脾、胃等组织的血流量，改
善肝脏营养代谢，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增强
人体免疫功能，渐进缓解肝炎病人的诸如
体倦、乏力、嗜睡、厌油、厌食、肝区疼痛、黄
疸、肝脾肿大、腹胀、腹水等症状。直接或
间接起着抑制肝炎病毒、调节机体免疫功

能、保肝护肝、利胆退黄、改善肝功能、阻断
肝纤维化发生、消除腹水等作用。遵循此
医疗法则，标本兼治，以达到从根本上有效
治疗急慢性肝炎、黄疸肝炎、肝硬化、肝腹
水的目的。

楚氏世医牢记祖训，重医德，广行善，视
病人如亲人，有口皆碑。为使广大患者看得
起病，楚氏中医肝病专科始终坚持微利经
营，还要对家庭特别困难的患者酌情减免医
药费，对远路患者留足回程路费。楚氏世医
高尚的医德和疗效确切的医术，在患者中赢
得了信誉，受到普遍好评。 （华之文）

肝病防治咨询热线肝病防治咨询热线：：
03940394--62513936251393
1361989496813619894968
微信微信：：hyqhyq1361989496813619894968

肝疾肆虐有良医 代代悬壶济世人

竞彩新年开售“中国杯”家门口体验顶级足球盛宴

大乐透1000万元头奖花落内蒙古
奖池升至32.52亿元

1月4日晚，体彩大乐透第17002
期开奖，全国送出1注1000万元头奖，
被内蒙古幸运儿擒获。不过，遗憾的是
该中奖者未采用追加投注，白白错失了
600万元的追加奖金。当期开奖结束
后，奖池金额攀升至32.52亿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奖号码为
“07、12、14、31、34”，后区开出号码“09、
11”。前区大小比2∶3，奇偶比2∶3。前
区没有大冷号开出，没有连号开出，“2”

字头的中间区域号码轮空。其中“07、
31”两号是上期重号，号码“12、14、34”
分别间隔6期、4期、9期就再度现身。当
期，后区开出“09、11”两个大奇数组合，
其中“11”在近5期开奖中，出现了3次。

当期内蒙古的1注 1000万元头
奖，出自呼和浩特市，中奖彩票是一张

“11+4”复式票。该票不仅中得1注头
奖，还中得4注二等奖，31注三等奖，
270注四等奖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

额达1073万余元。
当期，二等奖开出112注，每注奖金

9.4万余元，其中1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5.6万余元。三等奖开出
403注，每注奖金9377元，其中115注
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5626元。

当期开奖后，体彩大乐透奖池金额
升至32.52亿元，丰厚的奖池金额将滚
入1月7日(本周六)第17003期开奖。

（张慧慈）

2017年1月10日~15日，首届“中
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在广西南宁开
赛，来自欧洲和南美的两支世界“准一
流”强队克罗地亚和智利，以及在2016
欧洲杯上一鸣惊人的“黑马”冰岛将受邀
参加此次赛事，中国队作为主办国自动
获得参赛资格。华丽的南美足球、硬朗
的东欧足球，以及热血沸腾的“冰岛战
吼”都将在家门口上演，国内球迷不用倒
时差、不用出国门就能欣赏到世界级水
平的足球盛宴，见识国际球星现场风采。

中国杯是由国际足联批准的国际

足球A级赛事，每年举办一届，首届比赛
由4支国家队参赛，以后逐步增加到8
支球队。1月10日、11日晚间将进行

“中国 VS 冰岛”、“智利 VS 克罗地亚”
两场比赛。1月14日、15日下午进行三
四名比赛和决赛，竞彩足球游戏将开售
全部四场比赛，为广大球迷看球助兴。

根据初步计划，竞彩足球在1月3日
提前开售“中国VS冰岛”、“克罗地亚VS
智利”两场比赛的比分玩法，1月5日正式
开售胜平负、让球胜平负等其余四种玩
法。之后进行的三四名比赛、冠亚军决赛

将在对阵确定后尽早开售，彩民朋友可登
录竞彩网查询开售场次的固定奖金。

在备战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关
键时刻，中国杯为国足创造了一次与国
外高手切磋的机会。此次杯赛，冰岛召
入了效力五大联赛的全部一线主力，智
利、克罗地亚虽大部分使用二线国脚，
但整体实力仍然非常强大，中国队也启
用一批新生力量，主要以锻炼队伍为目
标。由衷期待“银狐”里皮领军的新一
届国足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为广大彩
民带来更多惊喜和幸运。

顶呱刮红包燃到爆
新年开门喜来到

12月26日零时，顶呱刮开启“抢红包 中手机”
的大门。正当小编这个吃瓜群众做着美梦的时候，
万人大军已在黑夜中奋勇开抢了。大红包、京东E
卡满天飞，华为手机也被挑落。

是什么活动如此火爆？
是“抢顶呱刮红包 中华为P9 plus手机”活动
为什么这个活动如此吸引人？
因为参与方式简单、奖品吸引人
都有哪些奖品？
最高4999元的微信大红包、价值千元的京东E

卡，还有终极大礼——华为P9 plus手机
如何参加？
只要在全国任意体彩网点购买指定的3款即开

票——开门大吉、日进斗金、金鸡纳福，输入票号及
保安区验证码即可参与

怎么中奖？
将指定的这3款即开票票号及保安区验证码输

入到微信活动页面的相应位置，即可参与活动。
中奖是否有限制？
本次活动无参与次数、无中奖数量限制。只要

录入正确的信息就能参加活动。录入次数越多、抽
奖机会越多、收获奖品的次数也就越多。

顶呱刮红包燃到爆，新年一起嗨起来！活动仅
4周，要玩的抓紧啦！ （陈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