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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见闻

烟草扶贫

灵宝市

平顶山市烟草局

专项巡察督查进烟田

“授人以渔”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
“截至今天，由单位投入资金 11 万余元为村
里购置的 30 盏风能、太阳能一体化路灯已
安装了 17 盏，预计下周可以全部安装完
毕。”5 月 9 日，平顶山市烟草局驻郏县李口
镇周沟村第一书记刘宏亮说。
省、市召开脱贫攻坚第三次推进会后，
平顶山市烟草局加大对对口扶贫村周沟村
的帮扶力度，力促帮扶项目早日落实到
位。5 月 5 日，该局直属机关党委各支部党
员志愿者再次来到周沟村开展“一对一”扶

贫帮困活动。志愿者深入 10 户困难家庭进
行调查，并送去了米、面、油、矿泉水等生活
用品。
周沟村位于郏县南部边界，属典型的
浅山丘陵区。由于周沟村地理位置比较偏
僻，交通不便，水利条件较差，一直以来，村
经济发展比较滞后，2015 年全村人均收入
只有 3280 元，现为市级贫困村。周沟村有
6 个村民组，有村民 156 户，其中贫困户有
38 户。
为切实保障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平

顶山市烟草局领导与驻村第一书记刘宏亮
多次进村入户，深入了解贫困户生活情况，
逐一分析梳理贫困户致贫原因。针对周沟
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偏大、后山草木资源丰
富的特点，协调成立了村养殖合作社，制定
了切实有效的脱贫措施。今年春节前，为
51 户贫困户每户发放一只羊，并与镇政府、
村委会建立联系机制，为养羊的贫困户提
供养殖技术帮助，真正实现“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的开发式扶贫措施，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克服困难，通过自身努力和政府、帮

扶单位的帮助，改变现状，脱贫致富。
平顶山市烟草局坚持践行精准扶贫社
会责任，长期对郏县李口镇周沟村开展对
口帮扶，除安装风能、太阳能一体化路灯外，
还积极协调争取资金 169 万元，在扶贫村建
设安全饮水、文化广场和道路入户项目，全
力改善村容村貌，提升村民生活质量。
下一步，刘宏亮计划加强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修建两道拦河坝，并利用周沟村优
美的山村风光开发乡村旅游，争取让村民
早日脱贫致富。

“你们村里评出的贫困户在村里公示过吗？评选中有没有不公平的现
象？”5 月 16 日，灵宝市脱贫攻坚专项巡察督查组在苏村乡高稍村走访烟
农。该市抽调市直纪检干部和年轻干部人才组成 10 个专项巡察督查组，对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体检”。
稽龙 杨蓓蓓 摄

三门峡市烟草局

党建共建帮带
助力脱贫

《平顶山市市区卷烟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出台

本报讯 近日，三门峡市烟草局党委机
关第五支部全体党员到 90 公里外的脱贫
攻坚结对帮扶村卢氏县杜关镇显众村，参
加该村党员活动日活动。他们重温了入党
誓词，学习了扶贫政策，还走访慰问了贫困
群众。
卢氏县杜关镇显众村是烟叶种植大
村，有 125 户贫困户，其中 33 户是种烟户。
在三门峡市直机关开展的“聚焦脱贫攻坚，
机关勇当先锋”评先争优活动中，为了更好
地发挥行业政策帮扶优势，市烟草局机关
党委确定由烟叶生产技术中心党员组成的
机关第五支部承担起具体的党建共建帮带
责任，与显众村党支部结成“一帮一”的共
建对子，充分利用行业烟叶扶持政策，在烟
叶生产种植各阶段给贫困户烟农送技术、
送扶持物资，通过党课共上、组织生活共
过、组织活动共联等方式，带动村党支部和
党员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共创先进支部，争当优秀共
产党员，为打赢全市脱贫攻坚战作出积极
贡献。
三门峡市烟草局在开展党建共建帮带
工作时，一是吃透情况，把 125 户结对帮扶
户根据贫困情况进行分类，分门别类制定
帮扶措施，增强帮扶实效。二是落实政策，
通过支部共建，要帮助村“三委”和贫困群
众把国家的扶贫政策用足用好，尽快落
实。三是种好烟叶，发挥行业特点，全面落
实烟叶扶持政策，指导 33 户种烟贫困户把
烟叶种好，力争丰产丰收，大幅增加群众收
入。四是扶强支部，帮扶村支部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围绕脱贫攻坚开展“三会一课”、
党员积分等党建活动，增强村支部凝聚力、
战斗力。五是引领群众，引导 125 户贫困户
自立自强，通过辛勤劳动脱贫，发挥村里富
裕户的帮带作用，引领贫困户脱贫。
（张海军 李佳颖）

中小学周围 100 米内
不予设立零售点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田秀忠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每个高速公路
服务区可设 1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平顶山市市区卷烟零售点合 综 合 农 贸 市 场、专 业 批 发 市 场 每
理布局标准》听证会近日获得通过， 100 个摊位可设 1 个烟草制品零售
点；20 个床位以上的宾馆、酒店，
并已于 5 月 1 日起施行。
据介绍，为加强烟草专卖零售 150 平方米以上的餐饮酒楼、饭店、
许可证管理，规范烟草制品流通秩 娱乐场所、纪念馆、展览馆、体育馆，
序，促进烟草市场健康发展，保障国 200 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商场、超
家利益，维护经营者、消费者和未成 市、连锁店、购物中心，不受间距限
年人的合法权益，平顶山市烟草专 制，可以设 1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标准还规定，凡利用自动售货
卖局出台了《市区卷烟零售点合理
布局标准》，规定市区烟草制品零售 机（柜）经营的，利用信息网络经营
点布局按照一店一证原则按需设 的，在中小学校周围 100 米内不予
置 ，农 村 自 然 村 实 现“ 村 村 通 ”目 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军烈属、下
标。平原地区的自然村每 200 人可 岗职工、应届大学毕业生、特困户、
设 1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每增加 100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申办烟草专卖零
人可增设 1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山 售许可证，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审
区和丘陵地区的自然村每村可设 1 核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5 月 16 日，商水县郝岗乡东洄村的
钟点工在帮助种烟大户刘双翼管理烟
苗。在推进扶贫攻坚中，郝岗乡依托烟叶
种植优势，帮助种植大户流转土地，鼓励
党员干部带头发展规模种植，带动贫困家
庭增收致富。
吕耀光 摄

郏县

烟田靠管理 技术跟上步

◀5 月 16 日，趁着当前天气晴好的有
利时机，嵩县九店乡郭沟村种烟户金会霞
雇本村贫困户到烟田进行浅锄中耕，灭除
杂草，每人每天可以赚到 50 元的工资。
王少毅 周国强 摄

□温书功

烟区动态

商丘市

落实平衡施肥技术
本报讯 今年以来，商丘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转变发展理念，大力落实平衡施肥技
术，为全面提升烟叶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开展土壤鉴定。以 200 亩以上的成方连
片种植区域为一个单元采集一个土样，在全
市累计采集 33 个土样，送至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化验，开展养分鉴定，建立土壤数据库，形
成评估报告。
诚邀专家商定。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形
式，邀请工业客户和科研院所专家共同商
定 烟 田 平 衡 施 肥 技 术 ，因 地 制 宜、因 土 施
策。
制订实施方案。结合土壤数据，根据专
家建议，制定出台《商丘市 2017 年烟用肥料
实施指导意见》，对不同茬口不同地块提出了
不同的施肥方法，为做好平衡施肥工作提供
了科学遵循。
定量精准施用。结合户籍化管理办法，
对 ABC 三类农户分别制作肥料供应清单，实
现“一户一单”，并为每位烟农配备施肥专用
量杯，按照“一株一杯”标准，定量施肥、精准
到株，杜绝肥料浪费、防止土壤板结。
（吴高强）

卢氏县烟草局

近百名党员干部义务栽烟

本报讯 当前，正值烟叶移栽最佳时
期，卢氏县烟草局积极响应“聚焦脱贫攻
坚，机关勇当先锋”活动号召，组织所属 8 个
党支部的近百名党员干部,深入精准帮扶
村、烟叶示范方片以及烟叶生产重点村，帮

助贫困烟农、家庭无劳力的特困老党员义
务栽烟，较好地发挥了“走在前、作表率、当
先锋”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义务栽烟活动中，该局 5 名党组成员
身先士卒、以上率下，其他党员干部争先恐

后、身体力行，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
极帮助烟农挖坑、定穴、浇水、栽烟。经过
两天的努力，共为 3 个乡镇的数十户烟农义
务栽烟近 200 亩，深受烟农好评。
(叶新波)

声 中 外 ，是 浓 香 型 烤 烟 的 典 型 代
表。今年该县落实种植面积 5.73 万
“老张，从现在到团棵期，要适 亩，为了加强烟苗移栽后管理工作，
当保持土壤水分，切忌浇水……”5 该县烟草公司机关干部到一线督导
月 16 日，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生产科 落实责任，日出动 242 名网格技术
技术督导员刘建军和郏县茨芭镇烟 管理员分片包干，指导烟农及时进
站网格化管理员李汝军正在给烟农 行查苗补苗，对烟田补栽的小苗施
张占法讲解烟田管理要点。
“偏心肥”，促进根系生长；浇“偏心
张占法是茨芭镇大庄村的一名 水”，对个别特别干旱的烟田采用单
烟农，去年在烟站技术人员指导下 株打孔补水法，防止因浇水而降低
种烟 28 亩，平均亩产值 4600 元。 地温影响根系发育，导致病毒病的
今年，他种烟 44 亩，看到专家来讲 发生。
解返苗期管理要点，他一边问一边
今年以来，
该县烟草公司通过培
在《烟农管理手册》上做记录。
训会、微信平台、发放宣传单等形式
郏县是“山儿西”烟主产区，所 向烟农宣传种烟新技术。截至目前，
产烤烟以“摸着有油分，闻着有香 给烟农授课50场(次），
培训烟农1.23
气，揉了都是糁，吸后是白灰”而蜚 万人（次），
发放宣传单约7000份。

致读者

镇平县

种烟讲科学 烟农收益高

本报讯 烟叶是镇平县的支柱产业之
一，在解决烟叶种植因受干旱天气影响，
成本高，产量低等问题方面，镇平县烟草
公司与县农技中心通过多次实地试验检
验，联合推广机械化移栽、覆膜及水肥一
体化技术，有效地提高了烟农的种植积极
性。
镇平县烟叶种植主要分布在枣园、曲
屯、遮山、高丘、卢医等乡镇的旱薄地，为进
一步提高全县烟叶种植水平，烟叶种植机
械化移栽、覆膜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科学
的种植技术在广大烟农中产生很大反
响。
该技术利用一台烟叶移栽机，3 个人

合作每天可移栽烟苗 20 亩以上，移栽的
烟苗株距、深度均匀一致，烟苗刚好处于
肥水之上，提高了烟苗的成活率，烟苗移
栽后返苗快，长势均匀一致，便于后期管
理。
烟苗移栽后，利用机械为烟苗进行覆
膜及铺设滴灌管道，实现了烟苗移栽、覆
膜、铺设滴灌管道全程机械化，又加上在
移栽的同时在烟垄上开了沟，滴灌管处于
沟内，为下步水肥一体化运用提供了有利
条件，在遇到干旱或者需要施肥时，只要
开动水肥一体化控制开关，就能进行节水
灌溉及施肥，既节约用水用肥又减少了用
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

肥料利用率。
移栽机械化技术也可以在蔬菜、红薯
上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也可以在蔬菜、玉
米、花生等设施农业上应用。该技术填补
了镇平县农业移栽机械化、水肥一体化的
空白。
目前，全县推广该项技术约 2000 亩。
算算账，仅机械化移栽就比传统用工每百
亩节约 140 个，按每个工 50 元计算，可节约
费用 7000 元。再加上后期管理中的施肥
浇水减少的用工量、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运
用，确实起到了节水节肥节人工的作用，受
到了烟农的欢迎。
（谭亚延 张聪 孙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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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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