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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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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区动态

烟区见闻

我国首家烟草烤房博物馆在平顶山落成

郏县烟农种烟实行“点餐制”

降低农残 提高烟叶安全性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 通讯员范素娟）

为提高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水

平，近日，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制定了

《河南省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进一步规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行为，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资金安全。

《办法》分项目管理、管理职责、项目建

设标准与补贴政策、项目申请和审批、项目

评审、工程项目监理、工程项目施工设计、

工程项目造价审核、项目招投标、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项目验收与造价结算审计、项目

管护修复与核销、补贴资金管理等18章65

条，主要适用于烟水配套工程、田间机耕道

路建设、土地整理、烟叶调制设施（含附属

建筑及调制设备）、烟草农用机械购置及存

放设施建设、育苗设施建设和配套设备购

置及项目的改造和修复的组织与管理。其

中工程项目主要包括烟水配套工程（含部

分水窖）、田间机耕道路、土地整理、部分密

集烤房土建工程、烘烤工场附属设施建设

及修复、烟草农用机械存放设施建设及修

复、育苗设施建设及修复等。业主自建项

目主要包括部分水窖、部分密集烤房土建

工程、老旧烤房推广烟夹和分风板土建部

分改造等。设施设备购置项目主要包括烟

夹与分风板购置、烟草农用机械购置、密集

烤房设备和门窗修复等。

据了解，省烟草专卖局（公司）要求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廉政监督，各县烟

草分公司要与各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签订

“廉政责任承诺书”，各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要与工程承包商、设施设备供应商和相

关服务单位签订“廉政责任承诺书”，确保

项目建设阳光运作。河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还制订了《河南省烟叶生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管护监督办法》，进一步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管护工作的监督管理，确

保项目发挥长久效益。

明确项目管护主体。烟叶生产基础设

施项目产权按照项目建设主体进行权属划

分，建设主体既是产权主体，又是管护主

体。运行管护工作不得交由营利性组织、

机构、企业或个人经营。

明确项目管护监督职责。省烟草专卖

局（公司）负责全省各产区项目运行管护监

督办法的制定和指导、监督和落实；各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负责承担项目管护的主要

监管职能；各县烟草分公司负责承担项目

管护的具体监管责任；各烟叶工作站负责

指导和监督管护主体开展项目日常管护、

履行管护职责、落实管护措施。

明确项目监督内容。监督内容主要包括

管护制度建设情况、管护制度落实情况、管护

资金管理情况和闲置项目调剂使用情况。

明确项目监督程序。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每年对辖区

内项目管护监督制度落实情况和工作开展

情况检查监督不少于一次，县烟草分公司

每半年检查和监督不少于一次，烟叶工作

站每季度摸底和检查不少于一次。对检查

中出现项目运行管护、合作社资产管理存

在严重问题的，按照《河南省烟叶生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验收办法》相关规定进行严

肃处理。

权威发布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强化基础设施管护监督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 通讯员范素

娟）为推动2017年度烟叶工作扎实有

序开展，提升烟叶质量信誉，近日，河南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印发《2017年烟叶

质量工作考核及表彰办法》，通过明确

考核项目，量化考核指标，坚持过程与

结果并重，对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评和表彰，激

励各项重点工作开展，进一步提升烟叶

工作水平。

考核围绕烟叶质量信誉，从影响烟

叶质量信誉的主要问题入手，考核重

点为化学成分、“上6片”和成熟采烤

工作、“大深厚”问题、“三混”问题、非

烟物质问题、烟叶调拨和工业提报等

内容。考核采用自评与考核小组考评

相结合的方式，各产区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根据重点考核项目的内容、要

求和目标任务等，开展年终自评；省烟

草专卖局（公司）成立检查考核组织，

组织开展工作检查，对每次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短板问题将进行记录和通

报，并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结合年终

重点考核项目目标完成情况和完成效

果，进行综合评定。

考核实行过程奖惩和综合奖惩相

结合的方式。过程奖惩是在检查过程

中对发现的情况或问题通过通报的形

式，进行表扬或批评。综合奖惩是年终

根据综合评议得分排名，对前4名进行

表彰，对后3名进行通报批评，同时，将

考核结果作为年度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责任目标考核的重要参考。

本报讯 今年以来，卢氏县紧紧抓住地域

优势，依托国家、省、市烟草栽培技术科研单

位，以“三个转化”为切入点，大力开展“中棵

烟”培育，促进烟株产质量协调发展，着力解

决烟叶“大、深、厚”问题，努力生产出卷烟工

业需要的“黄、亮、软”优质烟叶。

抓思想观念转化，打牢“中棵烟”培育人

力基础。采取多种宣传措施，把“黄、亮、软”

的外观特征、烟碱含量低、成分更协调、出丝

率高、配伍性和可用性强等“中棵烟”的基本

特质告知烟农，引导烟农从片面追求单产的

误区中走出来，树立“种得多不如种得好”观

念，把提升烟叶质量、提高亩均产值、提高市

场占位度作为新目标，实现烟叶生产从体量

优势向质量优势的转变。

抓生产方式转化，打牢“中棵烟”培育技

术基础。认真落实“控氮增密”“提钾增香”的

技术措施，打好了“中棵烟”培育技术基础，实

现了“四大历史性突破”，即种植密度取得了

新突破，根据不同土壤肥力合理确定大田移栽

密度，平均每亩增加烟株200棵左右；增施有

机肥取得了新突破，有机肥施用面积达到了

1.5万亩以上；豆浆灌根取得了新突破，改硬性

分配任务为烟农自愿申报，实施合作社集体询

价采购大豆、烟站布点、统一打浆、规范操作、

督导落实等措施，豆浆灌根面积达到了5.57万

亩，占合同面积的73.7%；揭膜培土取得了新

突破，分解目标任务，召开专题会和现场会，组

织村组干部、GAP技术员和种烟大户到先进地

区参观学习，揭膜培土面积达8510亩。

抓组织方式转化，打牢“中棵烟”培育体

制基础。以宣贯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为抓

手，通过聘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组织技术人

员开展实地培训，强化过程管理，认真落实烟

叶生产“六项”管理机制，推行“五个一”工作

法，做到一个环节一场技术讲座、一张图表、

一张作业指导单、一张质量记录卡、一次工作

质量考核反馈表，确保生产技术措施落实到

每户烟农和每块烟田。

截至目前，该县共发放作业指导单2.6万

份，印发技术要点4.9万份，举办烘烤培训20

场次，7.5万亩烟叶达到了“中棵烟”的培育标

准，为做优做强烟叶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叶新波）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汝

平 王自行）“这座烤房是平顶山市烟草

烤房鼻祖——‘三条龙’炕房原型被现代

能工巧匠成功复原……”11月8日，在郏

县李口镇白龙庙村平顶山市烟草公司技

术中心内新落成的平顶山烟草烤房博物

馆里，该市烟草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马文

辉给参观者讲解了烟草烤房的历史知

识。

这座烤房原型是民国初年由郏县安

良镇农民程建生设计的，据说当时住在许

昌市的美国烟商亲自带翻译到郏县登门

拜访，无偿帮助其推广，因此被业界称为

烟草烤房的“活化石”。

据介绍，为打造多产业融合、多功能

集成的农业生态旅游观光区，平顶山烟草

专卖局按照AAAA级景区标准引进种植

波斯菊、格桑花等多种鲜花20余亩，逐步

建成了我国首家烤房博物馆。

博物馆共分六大功能版块区：烟叶

扶贫烘烤示范区、烟叶产业扶贫培训中

心、“百年浓香”品牌展览中心、50亩扶贫

种植基地、万亩育苗扶贫基地和千亩烟

叶产业种植扶贫基地展览馆，展品有照

片、文献、实物、模型，介绍了平顶山烟草

烤烟行业的发展历史，将平顶山种植烤

烟百年发展历程及烟草文化凝固在此。

烤房博物馆清晰地反映了平顶山烟草种

植的传入与传播、栽培与调制的发展变

迁以及专卖专营体制下平顶山烟草农业

发展的显著变化，历史地反映了平顶山

烟草农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代表

人物及平顶山烟草在农业科技和中外合

作等方面的成果。

据了解，郏县与台湾、山东潍坊、安徽

凤阳一起被业界称为中国烤烟的四大发

源地。民国初期（1916年），冢头镇柿园村

农民孔木成联合其他五户农民种植烤烟

2.5亩，长桥镇王庄村农民王永年种植10

亩，试种成功后，烤烟开始在郏县大面积

推广，同时推动了卷烟的发展。这期间当

属郏县堂街镇的恒大卷烟厂和白庙乡的

手工卷烟最为出名。恒大卷烟产品远销

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白庙

乡的手工卷烟始于1933年，由白庙乡五

里庙的石青山与长桥镇刘楼村二郎庙的

朱海申（与石青山为师兄弟）创办，在郏县

首次用手工推广制作香烟。在他们的影

响下，白庙乡五里庙户户产烟，家家卷烟，

盛极一时。郏县迄今还流传一句话：“城

北五里是青山”，“是青山”是“石青山”的

谐音。

此外，平顶山市烟草公司技术中心还

设置了烟草检测化验室、办公室、烟农学

校，有可容纳100多人的多功能报告厅及

专供参观者休闲的生活区。

近日，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再次提到了到

2020年主要农作物农药使用量实现零

增长的目标；同时经中央编办批准，农

业部新成立农药管理局，推进了农药

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这些都体现了

国家治理农药污染、提升农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的决心。烟草作为我国重

要的经济作物，像其他农产品一样也

要使用农药保护烟草免受病虫草害的

影响，但是过量使用农药造成的农药

污染和残留不仅会危害生态环境，还

会降低烟草及其制品的安全性。因此

要提高烟叶的安全性，适应“吸烟与健

康”的要求，就必须在生产中使烟草农

药残留降低到农残标准以下。

农药的分类

农药在国外也被称为农用化学品

或植物保护剂，是指用于防治危害农

林作物及农林产品的害虫、病原物、杂

草等的化学物质及其衍生物，以及调

节或抑制昆虫生长发育的药剂（不育

剂等），以及用于控制或调节植物生长

发育，增强其抗逆性的物质或混合制

品。按照来源及成分，常见的农药可

分无机农药和有机农药两种。

无机农药又被称为矿物性农药，

一般是由天然矿物质原料加工、配置

而成，其有效成分都是无机的化学物

质。烟草生产中常用的无机农药有硫

酸铜、石灰、磷化铝等。

有机农药包括天然有机农药、微生

物农药和人工合成有机农药三种类

型。其中，天然有机农药指存在于自然

界中可用作农药的有机物质，包括植物

性农药（除虫菊等）和矿物油农药（石油

乳药等）两种类型。微生物农药主要指

用微生物或其代谢产物所制得的农药，

如阿维菌素、农用抗生素等。人工合成

有机农药是指用化学手段工业化合成

生产的可作为农药使用的有机化合物，

如草甘膦、溴氰菊酯、对硫磷等。

烟草中农药残留的来源

农药残留是指任何由于使用农药

而在农产品及食品中出现的特定物

质，包括被认为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农

药衍生物。

烟草中农药残留主要来源两个方

面：一是生产中为保护烟草免受病虫

草害的影响，或者在打顶后为抑制腋

芽的生长，都要在烟草上直接使用农

药从而造成农药残留；二是烟草在生

长过程中受到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土

壤、灌溉水中的农药残留会污染烟草，

从而造成烟草中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对烟叶质量的影响

在生产中由于烟农对病虫草害

防治的认识不足，就会盲目、不合理、

超剂量和超频次地使用农药，甚至使

用违禁的高毒、高残留地农药，从而

造成严重的农药残留。烟草中的农

药残留会影响烟叶的安全性，给吸食

者的健康带来危害。此外，烟草生产

中施用抑芽剂马来酰肼后，会降低烟

叶的填充力，从而对烟气的组成产生

不良影响。

降低农药残留的措施

在实际生产中，烟草工作者要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建设自动化、智能化

的烟田监测网点，构建病虫监测预警

体系；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

保方针，构建以“生物防治为重点、农

业防治为基础、物理防治为辅助、化学

防治为补充”的综合防控体系，减少化

学农药的使用，有效提高病虫害防治

的科学化水平；提升植保装备水平，建

立发展一批反应快速、专业高效、服务

于烟农的病虫害防治组织；通过政策

补贴引导和鼓励烟农使用生物农药、

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等方面综合防

治农药污染，降低烟叶农药残留，使生

态环境和烟叶品质向有利的方向发

展，从而提高烟叶的安全性。（陈翔）

“徐老师，我前茬作物种的是玉

米，亩产600公斤，明年准备种烟，我

担心氮肥过量……”11月7日，在郏县

冢头镇高庄村烟农高广莆预留的烟田

里，他正在通过网格管理员谷三臣手

持的平板电脑，向平顶山市烟草公司

技术中心农学硕士徐方达求教。

郏县是“山儿西烟”的主产区，全县

有种烟乡镇12个，今年全县落实种烟

村267个，种烟面积达54294.8亩，有

种烟农户1906户，户均种烟面积28.5

亩。为提高效率，全力完成年度烤烟工

作任务，郏县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转

变工作思路，实行“点餐制”管理模式，

有效提高了烟农种植烤烟的积极性。

年初，县烟草公司把今年定为

“科技扶贫年”。为促进科技惠农，他

们按照国家局信息化工作要求，把全

县烟田划分为4个基地单元，在基地

单元基础上实行网格化管理，全县共

划分237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

技术员，平均面积242亩，最大网格

面积 1124 亩。今年 5月，为 237 个

网格职工每人配备1台平板电脑，他

们把工作中遇到实际问题，直接实现

声、像、数同步上传，实现了三大数据

库联网（烟叶生产过程标准数据库、

职业烟农信息数据库和烟叶生产过

程标准数据库)，促进了烟农按指令

种烟，与卷烟公司接轨。

推广“互联网＋烟草”。今年在

500亩以上烟叶大方和示范田建立监

控信息系统和管理平台，加强对烟叶技

术员的考勤、定位、管理和考核，全程监

控对烟农服务质量和技术到位率，实现

了质量追溯到烟农、到网格员、到地块。

建立了烟叶生产专家管理决策系

统，实现了包村技术人员和种烟农户打

开微机即可获得省、市、县烟草专家精

确的技术指导，缩短了技术服务链条。

据统计，今年以来市县烟草专家接受该

县烟农在线咨询达1.3万人次，解决种

烟技术难点7650个。截至11月7日，

全县已收购烤烟808万公斤，基本完成

计划收购量，烟农实现收入2.2亿多元。

烟农高广莆高兴地说：“现在种烟

叶就像下饭馆，你点什么，专家就给你

端什么，得劲！”

卢氏县

“三个转化”
着力培育“中棵烟”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徐汝平王自行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自查“短板”提升烟叶质量信誉

种烟技术

11月16日，汝阳县柏树乡烟站正在收购烟叶。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不能掉队”极大地鼓舞了豫西种烟大县、革命老区汝阳县的烟叶生产，该县烟草公司在向广大烟农宣传好十九大报告

的同时，成立党员服务队搞好优质服务，目前烟叶收购任务已经过半。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