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是全国重点产烟区之一，现代烟草农业是洛阳现代农业“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洛阳烟草部门发挥产业支农扶贫的
带动优势，优化烟区布局，强化对烟农服务，带动贫困农户致富，“金叶扶贫”已经成为贫困县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

目前我省正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烟草大省向烟草强省转变。洛阳市市长刘宛康说：“洛阳烟草业转型升级是加快构建洛
阳‘五强六新五特’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全市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深化地企合作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脱贫攻坚、壮大地方财
力的重要抓手。”

今年，面临总量不稳、成熟过晚、品质不优的三大难题，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提出了“打赢烟叶翻身仗”的目标，全力以赴确保
完成35.3万担的烟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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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扶贫

4月23日到24日，冒着春寒小雨，洛

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组织全系统和重

点烟叶县烟站以上干部，深入嵩县、伊川、

汝阳、宜阳和洛宁县的烟叶育苗中心和田

间地头，看现场、谈问题、提意见，畅所欲

言，把脉洛阳烟叶发展思路。

破解三大难题

2017年，洛阳在烟叶生产季节遭受

了严重的旱灾、雹灾、风灾和涝灾等自然

灾害，多灾叠加导致烟叶生产损失惨重。

虽然累计投入抗旱资金350万元，补贴烟

农购买移动式水罐1200个，投入抗旱机

械2000余台，实现抗旱浇烟3.2万亩，协

调保险公司对受灾烟农进行赔付，最大限

度挽回烟农经济损失，但全市8个种烟

县、74个种烟乡（镇）、543 个种烟村、

6601户种烟农户，种烟面积12.3万亩，收

购烟叶仅17.24万担，降到了历史最低

谷，对烟区稳定烟农增收、政府税收、工业

信心、烟区信誉损伤较大。

“随着全国烟叶供需关系的转变，主要

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洛阳烟草面临着三大难题。”洛阳市烟草专

卖局（公司）局长、经理苏永士说，“一是总

量不稳。二是成熟过晚。三是品质不优。”

“烟区发展稳定是根本。”做稳烟叶是

打赢烟叶翻身仗的必然选择。决胜要有决

心，开局重在开头。今年，洛阳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提出了“打赢烟叶翻身仗”的目

标，全力以赴确保完成35.3万担的烟叶计

划。

推进“三稳”工程

2018年，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烟叶工作总体思路是：围绕“稳”字做文

章，围绕“优”字下功夫，着力破解“总量不

稳、成熟过晚、品质不优”三大难题，强力

推进“市场稳定工程、总量稳产工程、品质

提升工程”三大工程。主要预期目标是：

年收购总量稳定在40万担上下，烟农亩

均收入稳定在4000元左右，烟叶进入全

国重点骨干品牌核心配方，成为目标客户

不可或缺的原料，牢牢守住全省三大主产

烟区地位。

今年，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率先

创新实施“职能+”的工作机制，对三大主

产县的烟叶生产经营工作进行包干负责，

烟叶生产科、烟叶生产技术中心和烟叶营

销中心3大中心分包洛宁、宜阳和汝阳3

个烟叶主产县，3个县的生产经营业绩与

部门业绩考核挂钩，与部门员工的绩效工

资挂钩。成立烟叶工作促进组，形成“3+

1”的洛阳烟叶工作改革推进新机制，从而

带动全市烟叶战线转变工作作风。

“做稳烟叶是总量稳定、质量稳定、市

场稳定的全方位稳定，必须以完成计划任

务为重点、提升品质特色为关键、推进市

场建设为保障。”苏永士说。

做好烟叶移栽

俗话说：“苗好一半收”。两天的观摩

现场中，洛阳市各烟草主产县勇于探索、

利用新技术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嵩

县旧县镇上川村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采

用秸秆覆盖保护土壤；汝阳县内埠乡罗洼

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科技的成果在这里

得到了充分的应用，绿色防控、诱虫灯等

防虫技术、小苗膜下移栽、水肥一体化、

生物质炭基肥改土、上部4～6片叶一次

性带茎采烤等关键技术，形成“科研—示

范—推广”的良性模式；伊川县引进碗罩

井窖式小苗移栽技术，形成了该县葛寨

镇黄兑烟叶示范区上千亩景观；宜阳县

高村镇石村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1100

亩烟田已经全部实现盖膜，烟农资料、烟

叶成长资料、技术资料等样样成册，有据

可查；洛宁县小界乡卫洼现代烟草农业

示范区占地2500多亩，育苗工场、烘烤

工场、大型提灌工程、水肥一体液态加肥

站、试验站等各种服务功能齐全，甚为壮

观！

洛阳市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

责任到人，既要按下达的面积圆满完成

不超种，又要防止面积流失而出现空白

虚假合同，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要

求每亩按1200棵计算，完成13万亩烟

叶移栽任务，并按照分配的计划面积任

务和每亩1200棵的种植密度对各县考

核，确保全市13万亩、35.3万担优质烟

叶在4月25日～5月10日全面完成移栽

工作。

“烟叶工作是最接地气的工作，洛阳

市公司将派驻专人在移栽期间驻县督导

烟叶移栽工作，实行移栽工作日报制度。”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总农艺师叶红

朝说，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建立工作

台账，挂图作战，直接到一线、到田间地

头，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打通工

作落实“最后一公里”。

洛阳 破解三大难题 做稳烟叶生产

汝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汝阳烟叶

以色泽正、油分足、香气浓、纯度高享誉

大江南北，曾是全国五大香料烟基地之

一。烟叶种植是该县的一项支柱性产

业。

今年，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下

达该县烟叶种植计划面积1.84万亩，预

安排种植面积2.5万亩。汝阳县烟草分

公司结合县域实际，提前谋划，围绕“稳

定面积、提升质量”做文章，围绕“优化

布局、优化结构”下功夫，着力破解“总

量不稳、成熟过晚、品质不优”三大难

题。截至目前，全县落实烟田面积2.41

万亩，签订合同面积1.84万亩；落实示

范园43个，涵盖面积9395亩。全县起

垄施肥面积 2.15 万亩，地膜覆盖面积

3910亩（含小苗移栽），各烟站共发放物

资近1.7万亩。

汝阳县想方设法完成5万担收购总

量，确保来之不易的计划指标不下降。

把烟区划分为三个功能区，即以该县小

店、上店为核心的示范烟区，突出特色亮

点；以柏树、刘店为重点的老烟区，突出

总量担当；以三屯、蔡店为代表的基础薄

弱烟区，突出稳定规模。根据不同功能

分别施策，鼓励有经验烟农跨乡镇、跨村

承包烟田，积极发展20～50亩的种烟典

型户，为实现规模稳定、总量稳定的发展

目标打造新引擎。

重拾浓厚的烟叶生产发展氛围，确

保政府对烟叶产业的关注力度不下降。

汝阳县将烟叶生产置身于脱贫攻坚大

局，服务于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抢抓转型

升级的大好机遇，争取县有关部门的支

持和协作，共同推进烟草产业稳健发展；

采取媒体宣传、举办烟农培训班和印发

《告烟农书》等形式，不断激发烟农种烟

热情，努力冲抵自然灾害带来的消极影

响。

调整状态，稳步推进，确保汝阳在全

市烟区位次不下降。强化“不进则退”的

紧迫感，面对强劲追兵，做到思想不松，

加强执行能力；目标不变，加快发展步

伐；标准不松，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汝阳

烟叶工作始终位居全市前列。

坚持科技转化、示范带动、推广应

用，该县计划落实小苗移栽4000亩，地

膜覆盖6653亩，农家肥施入8000亩，水

肥一体化1500亩，“上6片”一次性采烤

2000亩，豆浆灌根 5000亩，节水灌溉

4000亩，切实提升烟叶内在质量，提高

上等烟比例，提升原料综合保障能力。

“发展愈难，愈需振奋精神，任务愈

巨，愈需勇往直前。”汝阳县烟草分公司

经理薛现宾说，汝阳烟叶将扎实走好高

质量发展之路，把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为全面完成和巩固洛阳烟叶大区强区地

位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将通过‘四落实’，严把烟叶栽

植质量关，努力做到烟田起垄率达100%，

覆膜率达83%，连片烟田栽前统防统治率

达100%，烟苗带药、带肥、带水‘三带’下

地率达100%。”4月26日，洛宁县烟草分

公司经理卢文杰介绍说。

洛宁县是国务院划定的“烟叶最适宜

区”，常年烟叶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左

右，年均收购量2200万公斤，烟农户均收

入2万余元。2017年，全县烟叶种植增加

群众收入1.5亿元以上，带动690户2900

余名贫困群众通过种植烟叶实现脱贫。

落实面积抓稳产。该县成立移栽督

查组，一天一总结，一日一通报，确保稳

产面积全部高质量移栽到位。移栽结束

后，督查组对照合同对全县移栽面积组

织丈量，对面积不实、弄虚作假、移栽不

到位的，坚决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确保

6.2万亩稳产面积落实到位。

落实进度抓移栽。该县结合时令特

点，科学制订移栽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机关职工、烟站职工、烟叶专干到田间地

头开展指导督促，并对各烟站当日移栽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及时通报，对

未能完成当日任务或进度缓慢的，坚决追

究烟站站长、包村职工责任。

落实要点抓技术。该县以抓好王村

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兴华北寨后500亩

优质烟叶示范区和罗岭、上戈优质上等烟

开发示范区的建设为突破口，全面落实各

项规范化生产技术。坚持“挖大穴、深栽

烟、巧施肥、多浇水、双层药、两封土”的

“十八字”方针，努力提高移栽质量。推广

水肥一体化1500亩、节水灌溉5000亩、

绿肥掩青3000亩、豆浆灌根7000亩。

落实管理抓督查。严格落实中耕除

草，促使烟株根系下扎。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加强病虫害防治，

增强烟株营养抗性。烟叶生产期间每半

月组织一次生产观摩考核，督促各烟站将

主要精力放在栽后管理上，确保2018年

12.6万担收购计划顺利实现。

宜阳县是全国烟叶生产先进县、国

家级烟叶标准化生产优秀示范区，面对

新形势，新要求，宜阳县烟草分公司紧扣

“稳”字做文章，力求稳中求优，实现烟叶

产业高质量发展。4月14日，宜阳县召

开了烟叶生产工作会议，13个植烟乡镇

向县领导递交了目标责任书。

稳定规模种植面积是烟叶生产工作

的基础。宜阳县靠前着手，早规划，早宣

传，通过进村召开群众会，下发《告烟农

书》等形式把烟叶价格上涨、物资产后扶

持、调拨计划增加、气候条件等有利因素

宣传到每户烟农，调动烟农种烟积极性，

确保各乡镇按照县局统一分配任务种足

面积，落实到村到户。

该县以抓好滴水灌溉为突破口，充

分挖掘一切可利用的水源，修复一切可

以修复的水利设施，改善烟田生产条

件。今年，全县计划推广滴水灌溉面积

达50%以上，2019年达到80%。同时，

该县以1个市级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区、1

个高香气优质烟叶开发示范区和8个县

级示范园为抓手，紧紧围绕旱作栽培，全

面落实“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和小苗移

栽”三项主推技术，示范推广大麦掩青、

豆浆灌根、秸秆覆盖、绿色防控和“上6

片”一次采烤等技术，保证水肥一体化面

积达到3000亩，小苗移栽4500亩，地膜

覆盖达80%。目前各项任务已经落实到

村、到户。

该县以满足工业企业原料需求为重

点，充分利用和发挥好近年来宜阳烟叶

因品种优、纯度高、服务到位而受到市场

欢迎的良好基础，加强烟叶生产、收购与

调拨的协调统一，加强与工业企业的沟

通协作，继续提升服务水平，确保核心客

户，发展潜力客户，稳定烟叶市场。

“稳”字做基础，优产才能优质。该

县通过优化品种、优化地块、优化农户

“三个优化”，围绕“优”字下功夫，确保全

县烟叶高质量生产。

优化品种。该县坚持全部种植工业

需求的优良品种，为烟叶内在质量稳定提

供基本保证。通过稳定品种，落实配套技

术措施，彰显浓香型质量特色。目前，全

县优良品种种植面积达100%，以豫烟6

号为主，搭配种植豫烟10号和豫烟12号，

其中豫烟6号种植面积占50%以上。

优化种烟地块。连片烟田向生态条

件好、烟叶稳产性强、烟叶品质高的区域

转移，重点发展水浇地和离水源较近的区

域或地块种烟，相对连片种植面积达

80%。

优化农户。以20～50亩种植户为

主体，稳步发展50～100亩的种植专业

户，严格控制100亩以上种植户，并向滴

灌条件好的农户倾斜，优先满足其种植计

划。

宜阳县围绕“稳”字做文章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珂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汝
平王自行）“今年，我又新吸纳了10户贫

困户共22人，利用‘金叶源’烟叶种植合作

社土地资源，给他们每户分配田地3亩，每

亩每年收入2000元左右，每人每年务工

收入4000元左右。年底每户分红3000

元左右，力争年底让20人脱贫致富……”

4月24日，郏县金叶源烟叶种植合作社理

事长王艳锋说起今年的打算，掷地有声。

今年39岁的王艳锋是李口镇白龙

庙村农民。去年，他种植烟叶面积470

多亩，纯收入达50余万元，是李口镇远

近闻名的种烟能手。近年来，他扩大烟

叶种植面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

受到群众的赞赏和上级部门的肯定。

2014年，平顶山市烟草技术中心落

户白龙庙村，中心建设面积150亩，主要

进行烟叶发展和烟叶技术研发，开展浓

香型烤烟新品种示范推广工作，重点示

范推广豫烟6号、豫烟7号、豫烟10号、

豫烟12号品种，为现代化的烟草工业提

供支撑。王艳锋借助这个有利时机，积

极发展烟叶种植大方1300余亩，向镇烟

站、县烟草公司、县烟办室沟通协调烟草

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并得到县烟草公司

的大力支持。三年多来，共获得相关部

门投入资金300万元，整修道路7.5公里，

新建烤房16座，打深水机井8眼，有效提

升烟叶种植发展的效益，极大地改善了

基础配套设施，既方便了群众出行，又为

做大做强烟叶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前，该镇农民主要靠烤烟种植、畜

牧养殖等发展生产，但绝大多数村民种

植烤烟都是单干，没有技术保障和资金

支持，很难上档次、成规模。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2016年，王艳锋结合当地的种

植优势，依托县烟草公司成立了郏县金

叶源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市烟草

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工作人员进行烟

叶生产方面的技术指导，多次以合作社

的名义组织召开社员、烟农座谈会，制定

规划和发展目标，进一步发动烟农整合

资源，推进烤烟产业发展。他还常常带

领合作社一班人深入田间地头抓好冬土

翻犁、育苗、起垄、移栽、大田管理等各项

工作，全力为烟农服好务。在他的努力

下，当年烟叶效益得到很大的提升，种烟

农户户均增收6000余元。

去年，该县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自

上而下开展了精准扶贫工作，王艳锋主

动吸纳3户贫困户参与种植烟叶，提高

其收入。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传统

烟叶产业优势，依托烟草合作社大力发

展“山儿西”烟叶种植，打造“大烟草、大

产业、大扶贫”基地，目前仅烟叶产业一

项就实现了帮带39户 49人的脱贫任

务，占全镇贫困户的四分之一，为精准脱

贫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 4月中下旬，卢氏烟区日出

劳力近千人，开动机械近百台，以“改、

培、调、控”等“四字方针”为统领，大兴烟

田土壤保育工作热潮，不断推进烟田再

整理、施肥再调整、起垄再巩固工作进

程，为即将到来的烟叶移栽打好坚实的

烟田基础。

在“改”的方面，该县在预留烟田上

种植了1万亩左右的油菜，代替了以往

种植大麦实施烟田绿肥掩青的习惯，通

过油菜绿肥掩青和大麦绿肥掩青试验对

比，为改良土壤探索新路子。

在“培”的方面，该县依托鑫叶烟叶

合作社，实施了2万亩左右的增施粗粪

和有机肥，以“腐熟牛粪+废弃食用菌袋

料”为肥源，依托合作社进行粗肥细化，

探索粗肥商品化供应新模式，提高粗肥

使用效率，为培肥地力开辟新思路。

在“调”的方面，该县在5000亩烟田

内，实施了钩机深翻烟田，外加增施炭基

肥料，通过钩机深翻和增施炭基肥料相

结合的方式，来调节土壤碳氮比，为增加

烟田土壤通透能力、防治地下害虫添砖

加瓦。

在“控”的方面，该县在4万亩烟田

覆盖区域，探索创建“户清除、点汇总、社

收集、场加工”的废旧地膜回收运行模

式，形成“烟农收集+合作社回收+地膜

加工场综合利用”的组织方式，为控制土

壤面源物污染凝集保障。

目前，该县烟田再整理、施肥再调

整、起垄再巩固工作已接近尾声，春季烟

叶生产正按照时令节点稳步推进中。

(叶新波)

4月23日，嵩县九皋镇烟农丁新正在烟站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施肥后用机械地膜覆

盖机进行盖膜。丁新正种烟致富后不忘乡邻，在该镇郭沟村流转土地50亩，带动10户贫

困户在家门口就业。王丙丙周国强摄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史龙飞文/图

汝阳县确保三个“不下降”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吴会菊

洛宁县

“四落实”
严把移栽关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光杰曲焕平

王艳锋

力争年底让20人脱贫致富

卢氏县

“四字方针”推进烟田土壤保育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苏永士（左二），总农艺师叶红朝（左一）在洛宁
县王村烟叶育苗基地调研

烟区动态

4月26日，在商水县郝岗镇东洄村烟叶育苗工场内，烟农搬运托盘准备移栽烟苗。

在脱贫攻坚中，该镇依托烟叶种植优势，免费为贫困种烟农户统一开展育苗，以提高烟叶

质量和烟农收入。吕耀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