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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

烟农为烟田备“干粮”

烟草公司党员“攀”穷亲

平顶山市烟草局

不忘初心擦亮公益品牌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汝平王自行

烟区见闻

灵宝市苏村乡

烟农农家书屋
忙“充电”

农村版

卢氏

求质求效抓冬季烟叶生产

种烟技术

烟草秸秆可发酵制肥

寒冬时节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田秀忠）

“2018年，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狠抓领导干部政治理论学

习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积极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感恩·实’企业文

化。注重发现、培育、宣传先进典型，弘扬

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烟草工

匠’。强化作风建设，打造风清气正政治

生态。”1月3日，平顶山市烟草局局长张

五庆说。

近年来，平顶山市烟草局深入开展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综合服务

站、党员活动室、党小组活动室等平台的

阵地作用，定期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公益

服务。2015年11月，该局建设了金叶公

益服务中心，总面积600余平方米，分为

党员综合服务大厅、雷锋展厅和金叶公益

图书馆三个区域。

为提高党建工作水平，该局专门设立

了党建工作科，配备6名同志专职负责全

市系统和机关党委党建工作。党员综合

服务大厅主要提供五个项目的服务：

困难救助服务。全市烟草系统有自

己的党员服务队，与该市总工会、红十字

会、义工联合会建立有长期的扶危济困互

动机制。成立以来已经对贫困学子、孤寡

老人、残障人士等100余名社会弱势群体

进行了帮扶救助。

真假烟鉴别服务。该局经常组织专

卖部门的党员为消费者免费提供真假烟

鉴别、卷烟消费投诉维权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该局每周五组织

法规、生产技术部门的党员，为烟农、商

户、消费者提供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咨

询、专卖许可证件办理及烟叶生产技术

咨询服务。

便民服务。服务大厅备有急救箱、血

压计、充气泵、雨伞、针线包、常用维修工

具等，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服务。

党员教育服务。大厅内设有雷锋展

厅、党建党刊阅览室、党建长廊等场所，提

供了大量党建知识资料，供广大党员干部

学习提升。

平顶山市烟草局成立了党员、学雷

锋、环境保护等五个志愿服务队，现有志

愿者947人，占在岗职工的30%以上。

2014年以来，该局已连续4年开展了无

偿献血、金秋助学、捐衣捐物等系列公益

活动，700余名职工累计献血量27.88万

毫升；职工自发捐款60.5万元，为143名

贫困大学生发放了助学金；每年六一、春

节定期到市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学校开

展慰问；向爱心超市捐献书籍5000余本、

衣物4500余件，慰问环卫工人、孤寡老

人、帮扶贫困家庭等600人次，在行业上

下形成了“人人做好事、处处有雷锋”的浓

厚氛围，涌现出一大批捐资助学、扶危济

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和模

范人物。

同时，广大党员职工大力开展公益

活动，扶危济贫、捐资助学、无偿献血，为

构建和谐鹰城不断注入正能量。尤其在

公益方面，做到了“月月做公益，人人献

爱心”。仅2017年，该局就组织205人

无偿献血7.92万毫升，荣获全市“无偿献

血优胜单位”，筹集13.9万元帮扶32名

贫困大学生，向郏县周沟村、市区花山村

等精准扶贫点拨付扶贫资金60万元，对

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学院特殊社会群

体等进行了帮扶慰问，被市委市直工委

选为全市市直机关党建观摩会观摩点，

全市20余家单位前来参观学习党建工

作。

近年来，平顶山市烟草局通过抓党建

报国家、报社会、献爱心、扶商户、扶烟农、

促发展，有力推动了工作的开展，为国家

创造的税利逐年增高，2014年突破了10

亿元大关，2015年突破了12亿元大关，

2016年将近13亿元，为平顶山市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专卖监管方

面，严打制假分子、狠抓市场净化，2017

年以来已经连续10个月未出现卷烟制假

窝点，彻底摘掉了平顶山全国卷烟制假重

点地区的帽子。卷烟营销上实现了销量、

结构的双提升。烟叶生产上实现了质量、

信誉的双提升，为全市商户增收、烟农增

收提供了坚实保障。

本报讯 眼下正是冬闲时节，烟农纷

纷来到灵宝市苏村乡胡坡村的农家书屋

“充电”，十多名烟农有的在书架边翻阅着

图书，有的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并不时

在本上记录着自己所需的知识……“这本

《烟叶烘烤与技术管理》讲得很详细，对我

家的烟叶烘烤很实用。”李大叔指着正在

阅读的一本书对笔者说。

近年来，苏村乡扎实推进农家书屋建

设，不断健全完善农家书屋致富工程长效

机制。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农家书屋

30个，每个书屋都配备了适合农民朋友阅

读的政策法律及农村实用技术书籍，达

5万余册。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农家书屋的利

用率，苏村乡每个村都由村干部兼任农家

书屋管理员，严格按照《农家书屋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做好书籍的借阅登记工

作，对农家书屋内的所有物品进行统一分

类，采用分类管理，分柜入架，统一张贴标

签，规范摆放，确保农家书屋中的书籍整

齐有序、农民借阅方便。

胡坡村支书武书盈高兴地告诉笔

者，以前一到农闲，很多村民就喜欢聚

在一起喝酒打牌，常常为很小的一点事

情发生纠纷。“有了农家书屋，现在村民

打扑克、斗地主、打麻将的少了，到书

屋看书、借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农

家书屋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让村

民学到致富本领，还促进了农村的和

谐稳定。”（薛伟强）

本报讯 自全省卷烟打假打私专项

整治“百日行动”启动以来，河南省烟草

专卖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打好“第一

仗”，掀起打私打假新高潮。

2017 年 12 月 27 日，河南省烟草

专卖局卷烟打假机动队根据举报线

索，联合漯河市卷烟打假机动队及商

丘市烟草专卖局、商丘公安部门 120

余人，分别在虞城县界沟镇刘小庄村

捣毁假烟制丝窝点 1个、仓储点 4个，

在夏邑县会亭镇崔楼村捣毁制丝窝点

1个。

执法人员在虞城县打假现场收缴卧

式锅炉1台、八刀头切丝机1台、带蒸汽管

的大型滚筒1台、小型打叶机1台，查获烟

叶8.22吨、烟丝41.5吨、烟片23.03吨、烟

梗83.6吨，武某某等10名涉案嫌疑人员

当场被抓获；在夏邑县打假现场收缴八刀

头切丝机1台、小型打叶机1台、不带电动

的振槽一段，查获烟叶44.45吨、烟梗5.05

吨。（李煜文）

“这些牛粪都是我在下雪前给烟田

备下的‘干粮’，这样做既能冻死牛粪中

的病虫，又能增加土壤养分。炕出的

烟，我总结一句话就是‘色泽橘黄油分

足，不怕烟叶卖不出’……”1月9日上

午，在郏县黄道镇山前李村烟叶大方

里，种烟大户李书亮扒开厚厚的积雪，

对前来取经的同行介绍烟田施用牛粪

作基肥的好处。

李书亮是个种烟大户，去年他从别

人手里流转土地50亩，拜县烟草公司土

壤专家刘迎昌为师，为每亩烟地上了3立

方米牛粪作基肥。结果年底一算账，亩

生产成本减少了25元，亩产量增加15公

斤左右，上等烟比例提高了3～5个百分

点，亩增收120元以上。今年他准备撸

起袖子加油干，这不，早早地就为烟田备

足了“干粮”。

郏县是我国浓香型烟叶的典型代表

原产地之一，这里自然条件优越，被植物

学家和土壤学家称为烟草种植最佳地

带。全县耕地面积60万亩，其中宜烟面

积48万亩。多年实践证明，要想实现烤

烟炕黄、烤香，实现烤烟“吸着有香味，燃

后是白灰”的效果，就必须在农家肥上下

功夫。而郏县红牛是全国八大优良品种

之一，遍布郏县数十家大型红牛育肥场

为烟草种植提供了优质农家肥，具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是一个改善生态环境的

“双赢”发展的好路子。据烟叶工作站技

术人员介绍，烟田大量使用牛粪有机肥

后，能改善目前烟区普遍长期使用化肥

造成土壤理化特性下降等问题，不但能

提高烟叶的品质，还能大量地增加土壤

有基质，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为给烟田备足备好“干粮”，郏县烟

草公司派出400多名技术员，分成18个

技术组，深入到全县236个种烟行政村

5543个种烟农户地头，调查前茬作物种

类、亩产值、自然条件、品种、施肥情况，

把施肥方法、技术要点制成明白卡，发放

到种烟户手中。技术人员还深入基层指

导烟农严格控制施肥数量，对烟农进行

培训，请技术依托单位及有关专家授课，

并印制技术资料、刻录技术光碟，发放到

各村、组，组织大家学习、观看。

目前，郏县烟农在当地烟草部们技

术人员指导下，通过购买或向亲戚求助

等方式为3.2万亩烟田投入9.6万立方米

牛粪，占预留烟田总面积的40％以上，为

2018年烟叶提质增效打下了牢固基础。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汝平
王自行）“你们又送棉衣，又送面，我也算

是有‘靠山’的人了……”1月8日，在郏县

薛店镇田湾村，烟农吴廷顺看到踩着大

雪来“串亲戚”的镇烟站党员张建业、王

国祥等人激动地说。

据郏县烟草公司负责人王占伟介

绍，去年以来，公司党组鼓励党员和贫困

群众“攀”亲戚，全力解决他们生活上的

困难。公司建立了“党支部包村、党员干

部包户”帮扶机制，通过建档立卡，落实

责任，确定了帮扶对象。他们制定了精

准帮扶措施，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

成。党员赵军然被派到安良镇安西村扶

贫后，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给他们联

系为种烟大户打钟点工，使其靠自力更

生实现脱贫，让他们每天有50～100元

的收入。

工作中，郏县烟草公司11个党支部、

175名党员既当“红娘”，又送“嫁资”，让

贫困户与烟叶种植合作社签约就业合

同，参加技术培训，2017年共培训大田管

理、烘烤、分级（师、员）725人。为促进烟

农减工降本增收，他们开展了“关键环节

专业化、技术服务全覆盖”活动，种烟户

只要打个电话，他们就会上门服务，如果

有管理、种植、烘烤、分级方面的具体要

求，他们还会派出按小时计酬的钟点工，

工钱由烟叶种植合作社结算，解除了从

业者的后顾之忧。

2017年，郏县烟农总收入2.2亿元，

创历史新高，159户贫困户通过种烟、提

供劳动服务实现了脱贫。

日前，卢氏县普降中到大雪。尽管

大地凝寒，但该县一刻也没停止烟叶生

产脚步，而是紧锣密鼓地实施着烟叶生

产各项准备工作。

种植区域规划稳中求优。按照稳规

模、优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原则，把上级

下达的收购计划，科学换算到种烟面积，

优化到品种，分配到乡镇、村、组、户和田

块，张榜公布到自然村，在做好稳控规模

的同时，保证种植区域、烟农和品种得到

优化。

烟叶育苗准备实中求细。一方面，

争取多方出资，对部分损坏的育苗大棚

进行维修，对重点区域育苗大棚进行水

泥换钢骨架改造，并增加喷淋系统，解决

断水炼苗问题。另一方面，对育苗格盘、

育苗畦进行整畦整盘熏蒸，阻断病害发

生源泉，打牢提升育苗质量基础。

腾茬整地起垄快中求质。通过典型

引路和示范带动，实施机械拔秆整地、深

耕加冬灌试点、增施农家肥以及冻前起

垄等旱作栽培措施，切实减轻土壤病害

发生几率，改良土壤理化性状，蓄足土壤

水分，为提升烟叶生产水平、进而提升烟

叶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技术培训指导广中求效。通过印发

宣传明白纸、举办层级培训会、开办电视

技术讲座，把烟叶品种优化、种植布局调

整、施肥类别更替、整地起垄技术等广而

告知烟农，并尽快付诸实施，转化为提质

增效的美好结果，为开创烟叶生产稳中

向好新作为提供技术支撑。

烟草秸秆指烟叶种植地上部分“烟

秆”和烟叶种植地下部分“烟蔸”，是烟叶

经过120天左右田间生长后的自然产物，

在烟叶生产中被作为废弃物。烟叶生产

需要大肥大水、光照充足，在120天农艺

生长中吸收空气、土壤和肥料中养分，形

成青烟叶和烟草秸秆。其中，青烟叶经

烘烤加工后销售给当地烟叶公司，然后

用于工业公司制造卷烟产品；烟草秸秆

被遗弃在烟田里，经烟农收集后移除烟

田。

由于烟草秸秆的根部柔韧且含糖和

胶质，秆部韧硬且含糖、蛋白和木质素，

并含有烟碱，难于用于动物饲料和烧柴

燃料。然而，与其他作物相比，在120天

内烟秆积累了大量的氮磷钾、有机物和

微量元素，形成了以聚合糖为代表的烟

草纤维、烟草蛋白、烟碱、色素和少量特

有的有机物，是一种与小麦、玉米、水稻、

油菜等作物秸秆性质不同的材料。

在采烟结束后，清理烟田，将烟草秸

秆集中堆积在烟田。通过一个月晾晒，

秸秆水分将从85%降至55%左右。为

了解决田间粉碎，先腐化后粉碎，即将烟

草秸秆发酵菌（川菌1#和川菌）喷洒在

烟草秸秆堆上。在秋末冬季，川菌1#和

川菌2#具有低温腐化特点，经过两个月

生物降解，烟草秸秆物理性质产生巨变，

由硬变软，由韧变脆，干燥后用手可以粉

碎。

在第二年春天，揭开秸秆堆上的塑

料薄膜自然晾干，然后采用自制小型柴

油/电动力机械粉碎烟草秸秆，其功率为

2.2千瓦，粉碎能力可达100公斤/小时，

粒度小于1.0毫米。经过烤房杀毒灭菌

24小时后，用试纸检测烟草秸秆没有病

毒、细菌和真菌类烟草病原体，然后将发

酵菌（3株专用微生物）混入消毒灭菌后

的原料，在田间自然条件下发酵10天。

发酵后的烟草秸秆有机肥与复合肥一起

施用，每亩施用125公斤，替代复合肥

50%。（罗定棋 高勇王毅）

1月10日，商水县郝岗乡东洄村的一贫困户收到烟草部门送来的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连日来，周口市县烟草局驻东洄村工作队

在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宣讲十九大精神的同时，还为贫困户送上棉衣、棉被、食用油等慰问品，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吕耀光 摄

□叶新波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

卷烟打假“百日行动”
初战告捷

烟区动态

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广泛宣传扶贫

开发工作，发挥文化在扶贫中的作用，近

日，柘城县烟草局（分公司）在帮扶点柘城

县洪恩乡李楼村举办了新年联欢会。

在这场别开生面的联欢会上，所有

节目均由当地村民和柘城县烟草局（分

公司）职工提供，村民自编自演的三句半

《庆元旦》，把李楼村路面硬化、水电改

造、路灯架设、发展养殖等惠民项目一一

道来，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以及村民们

看到家乡逐步变化的喜悦之情，表达得

淋漓尽致。柘城县烟草局员工王利霞和

母亲一起表演的太极扇以及村民表演的

小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赞叹和阵阵掌

声。在互动环节，通过有奖问答的形式，

加深了贫困户对扶贫政策的了解。

这次联欢会既是一次“文化惠民”之

举，又是一次让帮扶人员与贫困户面对

面、零距离沟通交流的机会。在调动扶贫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密切

了党群关系，增进了感情，激发了贫困户

树立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信心和勇气。

柘城县烟草局

与帮扶村群众联欢庆新年
□牛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