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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见闻

“同志们，我们要站在保工资、保生

存、保尊严的高度来认识‘上六片’对于

漯河烟草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树立

必胜的信心，以最大的决心、最强有力

的措施狠抓各项管理、技术的落实，确

保我市‘上六片’烟叶3000担的目标任

务完成，力争完成6000担，为打赢我市

烟叶工作翻身仗奠定基础。”5月23日，

在漯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组织召开

的全市打好“上六片”翻身仗誓师大会

上，漯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主要负责

人苏展铿锵有力地说道。

誓师打好“上六片”翻身仗

记者注意到，此次的宣誓大会规模空

前。漯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所有在家

班子成员、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烟叶营销中

心全体人员、卷烟营销中心副科以上人员，

各产烟县区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分管烟

叶工作的领导、生产科、基础办、质检科、业

务科、推广站全体人员及各烟站站长，全市

系统共计16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宣读了《2018年“上六片”烟叶

专项工作实施方案》《2018年“上六片”工

作考核办法》，漯河市烟草局（公司）党组

成员、副经理孙明辉作《2018年“上六片”

开发工作动员报告》，苏展又对什么是“上

六片”、为什么发展“上六片”、怎么发展

“上六片”做了系统阐述。“上六片”工作相

关科室与各产烟县区分公司负责人签订

了《承诺书》，并当场宣读，接受广大干部

职工监督。

“做好‘上六片’工作，事关漯烟逐步

恢复烟叶规模的大局，责无旁贷，时不我

待。为全力以赴做好该项工作，我庄重承

诺:一、种好本地烟，不收外地烟。二、讲

政治、比素质；讲担当、比本事……”涉烟

科室、各产烟县区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一一

铿锵有力地这样宣誓。

对于漯河烟草来说，卷烟和烟叶是两

大主要营收项目，是主要经济来源。由于

全市系统人员多、底子薄、积累少、包袱

重，仅靠卷烟销售是难以维持庞大的工资

和日常经营费用开支，因此烟叶工作就显

得尤为重要。多种因素的叠加，导致漯河

烟叶连续两年断崖式下滑，去年下滑到

5.4万亩、12.4万担，再到今年的2.7万亩、

7.65万担，可以说把漯河烟草逼到了生死

存亡的紧要关头。

“‘上六片’开发是我们顺应市场需

求，进一步提高烟叶质量、彰显品牌特色

的重要举措、关键一招，是实现漯河烟叶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生产科负责人

桂炎伟这样介绍“上六片”的意义。

精确谋划夯实基础

为此，漯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

了领导组、生产组、收购组、考核组和驻县

区推进组等小组，加强对“上六片”开发工

作的领导。同时要求，各县区分公司落实

“上六片”工作“一把手”负责制，制定本县

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确保

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

为提升烟叶整体质量，还出台了激励

政策，与烟农签订协议，生产出符合工业

要求的“上六片”烟叶的，以收购发票为依

据，每担“上六片”烟叶补贴100元；在“上

六片”工作考核中得分80分以上（含80

分）的县区分公司，以工业调拨数量为依

据，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确保目标的，奖励

县区分公司“上六片”开发有关人员工资

基金100元/担。

在此基础上，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严

格按照考核办法对各单位进行考核，并结

合工业反馈，开展年度评比。将把“上六

片”工作考核纳入县区分公司年度工作综

合业绩考核中，在2019年度烟叶工作方

面给予受表彰单位政策支持，县区分公司

“上六片”开发参与人员工资基金将与“上

六片”工作成效挂钩，并制定了《2018年

“上六片”烟叶生产技术规程》，统一技术

规范。实行“五定”责任制，即定人员、定

地点、定指标、定考核、定奖惩的工作责任

制，促进各项技术措施的落地生根。

“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顺势而为，

举全行业之力打响漯河‘上六片’品牌，

将‘上六片’开发以务求必胜的决心抓实

抓好，抓出成效，为漯河烟叶持续健康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孙明辉信心满满地

说。

坚定信心 披荆斩棘

漯河：坚决打好“上六片”翻身仗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陈启强

本报讯 （通讯员孙瑞兰 史志红
记者秦名芳）为进一步规范烟草市场的

经营秩序，保护卷烟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5月以来，安阳市殷都工商

分局联合安阳市烟草专卖局对城乡接

合部、偏远农村、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

和物流园区、公路货运企业等重点场所

开展烟草市场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执法人员首先是查看经营户是否

具备主体经营资格，证照是否齐全，进

销货台账是否齐全、是否存在经营假

烟、走私香烟、非烟草专营渠道进货等

行为，全面清理无证照经营卷烟行为。

其次是集中主要宣传力量，引导规范合

法经营。殷都分局经检队联合各所通

过车辆宣传、条幅宣传、发放资料、利用

报纸、微博和自媒体等方式，大力宣传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措施和阶段性

成果。铁西路工商所在网吧、娱乐场

所、社区、市场等公共场所张贴《安阳市

烟草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开展烟草市场综合整治雷霆行动的通

告》50余份，向广大市民群众宣传烟草

整治精神，向卷烟零售商户发放《致全

市卷烟零售商户的一封信》200余份，

并向卷烟零售商户讲解合法销售烟草

的具体要求，自觉抵制销售假烟行为。

安阳市殷都工商分局经检队在北

蒙工商所和铁西路工商所的配合下对

辖区城乡接合部、偏远农村、旅游景

区、超市、车站、小卖部、人流量集中的

商贸城、流动摊贩等人口相对集中、假

烟流通相对集中的烟草经营摊点进行

集中检查和专项整治。另外针对重点

行业，北蒙工商所对分布在邺城大道、

安林路和103国道的物流、公路货运

企业等14家商户不定期逐一排查，经

营范围多数为钢材运输；铁西路工商

所对辖区位于铁西路、文峰大道以及

安钢大道上的5户物流企业不定期逐

一排查。至今共检查商户 750余户

次，立案罚款6起，罚款1600元，取缔

1户无证经营。

5月28日，嵩县九皋镇东岭村的贫

困户钟点工在种烟大户胡阵环的烟田内

清除烟田杂草，并进行查苗补栽、浇施偏

心肥水。九皋镇依托发展种植烟叶的优

惠政策，助力脱贫攻坚，帮助种烟大户流

转土地，带动贫困户到烟田务工，使贫困

户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王丙丙周国强摄

5月28日，在郏县“山儿西”烟腹地堂街镇上李村“上六片”核心示范区里，无人机正在对烟田进行免费植保。使用无人机植保可节

省农药30％，每分钟可完成一亩地植保任务。徐汝平王自行摄

内黄县农信联社在安阳农信系统
2018年职工技术比赛中获团体第一名

在2018年安阳农信系统职工技术

比赛中，内黄县农信联社喜获佳绩：5月

22日，安阳农信系统举办职工技术比

赛，内黄县农信联社代表队喜获团体第

一名的好成绩。比赛项目包括单指单

张点钞、汉字录入和传票录入等，该联

社代表队展示了过人的技术和业务素

质，最终在参赛十支代表队中脱颖而

出。（段琳邵军锋）

正阳县供电公司：光伏扶贫点亮百
姓生活

“从申请、施工到验收并网，电力部

门一点也不用我操心，而且速度还这么

快。”5月24日，正阳县油坊店乡的村民

龚潘英看着自己房顶上的12块光伏电

池板，对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高兴地说。

光伏发电是一种新型发电和能源

结合利用方式，也是作为实施精准扶贫

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的

新能源项目。今年以来，正阳供电公司

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光伏扶贫及新能源

的推广与应用，并与“放管服”改革相结

合，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上电流程和

手续，扎实推进光伏发电入网，在“产业

扶贫”的基础上，加速推进精准扶贫建

设。通过实施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帮助

贫困户、贫困乡增收脱贫，保障光伏扶

贫项目有效落地，发挥实效。

据介绍，目前该县已有150个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并网发电，累

计发电102.6万千瓦时，为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李宏
宇陈建政）

“小满”过后，卢氏县沙河乡桐树岭

烟田土壤保育示范区内，处于伸根期的

4000亩烟株长势喜人。众烟农纷纷点

赞说，烟草公司带领他们走烟叶栽播期

调整之路算是走对了！

烟叶是卢氏县重点支柱产业之一，

在推进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进程中的作

用不可小觑。为使烟叶支柱产业长种久

富，今年该县根据现代烟草农业发展方

向，结合气候、土壤变化，对烟叶栽播期

进行了调整，力求使烟叶适生优生，实现

高质量发展。

栽期前移。该县将烟叶移栽期由过

去的5月上旬普遍前移至4月下旬,前

移时间平均10天左右，此举可以使烟叶

成熟采摘期提前，有效避免病害和雹灾

侵袭，把因灾造成的损失减至最低。

施肥调整。按照提钾增香、减氮增

密技术路线，对原有的亩施肥结构进行

调整，每亩减少复合肥施用量5至10公

斤，增加有机肥、钾肥使用量，同时增施

牛粪等粗肥100公斤。

栽法改换。改普通移栽为井窖式移

栽，解决深栽烟问题，进一步缩短苗床期

锻苗、大田期还苗以及烟叶收购时间，减

少剪叶练苗时病原体传播和烟叶移栽用

工，提前完成烟叶烘烤和烟田后期拔秆

整地等工作。

据悉，该县通过前移栽期、调整施肥

和改换栽法，推动了烟叶生产栽播期改

革创新步伐，为实现烟叶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5月29日，在汝阳县三屯镇庙湾村，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驻村第一书记董弼尧

（右）向当地群众了解烟叶种植情况。三屯镇地处山区，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地理

位置，被定为省现代烟草农业示范园区。该镇庙湾村是当地烟叶生产主要村，2016年6

月，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和县纪委成立了扶贫工作队，围绕“一村一品”精准扶贫，因

地制宜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烟叶生产，使烟叶成为该村农业的主导产业，加快农民脱贫致富

步伐。康红军师娟摄

5月30日，方城县袁店回族乡辛庄村烟农在为烟田除草和防治病虫害。该乡是一个

烟叶种植大乡，烟叶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0亩。为确保烟叶丰收，该乡烟农不误农

时，加紧对烟田进行科学管理。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孙宇摄

安阳市
开展烟草市场
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嵩县九皋镇

贫困户变成烟田打工族

近日，二七区侯寨工商质监所开展特

种设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检查电梯、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

设备检验合格情况，安全管理人员、操作人

员持证上岗情况，安全操作规程及日常维

护保养记录情况。李志勇李东辉摄

卢氏县

调整烟叶栽播期获烟农点赞
□叶新波

2018世界杯G组综述
红魔三狮双雄会

世界杯G组种子队“欧洲红魔”比利时的牌面实力已经进入

超一流行列，只看教练马丁内斯能把这套阵容的威力发挥到几

成；三狮军团英格兰的预选赛也是顺风顺水，新生代球员进步神

速，小组出线应无悬念，这也让同组的巴拿巴和突尼斯出线前景

更显渺茫。

比利时：黄金一代最后的机会
竞彩冠军奖金：10

本组种子队比利时竞彩冠军奖金10，在32强中排名第六，但

是与前五名巴西、德国、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差距不小。2016年

欧洲杯上再一次被挡在四强门外，主帅威尔莫茨也只能接受下课

的命运，但比利时选择没有执教过任何豪门球队的西班牙人马丁

内斯，倒是略显意外，但马丁内斯还是顺利带领班底强大的比利

时走上了正轨，豪取9胜1平的他们也毫无悬念地成为欧洲区第

一支出线的球队。

从年龄上看，比利时的一干天才已经进入了职业生涯中最黄

金的时间段。就球员实力和名气而言，他们几乎不逊色于任何对

手。门将库尔图瓦、后卫孔帕尼、阿尔德雷维尔德和费尔通亨、中

场阿扎尔、德布劳内、纳英戈兰、前锋卢卡库、默滕斯……比利时

的首发11人实力之强毋庸置疑。同时，当他们之中最年轻的阿扎

尔也已经27岁的时候，黄金一代也几乎到了最后一次一起去冲击

足坛最高荣誉的阶段了。

只是马丁内斯和他的助教、阿森纳名宿亨利，在执教能力、以

及在球队中的威望，显然还没得到真正的认可，而个人能力出众

的他们，在整体上也未必能与德国、西班牙、法国和巴西等大热门

相比，如何能突破1/4决赛的瓶颈，是这批已经再也等不起的黄金

一代在俄罗斯的最大使命了。

英格兰：稚嫩三狮头重脚轻
竞彩冠军奖金：14

预选赛8胜2平，英格兰人的出线之旅很顺利，英格兰在夺冠

热度上，依旧只能属于二流，竞彩夺冠奖金14，排名第七，与比利

时、葡萄牙大致同档。

这一次，英格兰的分组运气不算差，小组出线的难度较低。

不过要想再进一步，索斯盖特和他的弟子们必须要拿出不止十分

的努力，由哈里·凯恩领衔的攻击线，具有一定的进攻实力，身后

支撑他的斯特林和阿里，本赛季也有不错的表现。不过，说到中

后场的实力，亨德森和戴尔的中场组合干粗活的能力强于组织能

力；中卫线上，卡希尔年迈，斯通斯在曼城从主力沦为替补，门将

更是大问题，哈特被放弃，皮克福德、巴特兰、波普中没有一个人

具备绝对优势，换个说法，就是都很平庸。

而且，这一次索思盖特的球队，平均年龄只在26岁上下，是英

格兰有史以来第三年轻的国家队，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球员只有

5人，大赛经验只能说极为匮乏。这样的三狮军团，在俄罗斯的前

景，也确实配不上太高的期待。

突尼斯：迦太基之鹰期待突破
竞彩冠军奖金：700

突尼斯1978年首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并拿到了非洲球队

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胜利，之后的1998、2002和2006年，“迦太

基之鹰”曾经连续三次晋级决赛圈。这一次，蛰伏了12年之后，他

们也终于拿到了世界杯入场券。

与其他有大牌球星压阵的非洲豪门相比，突尼斯几乎从来走

的都是平民路线，毫无星光可言。法甲和西亚联赛，也是突尼斯

球员最为集中的地方，对于缺乏大牌球员的他们来说，整体同心

协力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主帅马卢勒上任半年多来，首选阵型

4231，但稳固防守从来都是第一要务，快速反击和定位球一直是

他所强调的得分手段。预选赛5场正式比赛下来，他们3胜2平，

小组赛顺利力压刚果取得出线权，这也给这支平民球队的信心带

来了不小的帮助。之前的三次世界杯，他们每次小组赛都是1平

2负提前出局，这一次，比起小组赛另外一支鱼腩球队巴拿马，他

们给比利时和英格兰制造麻烦的可能性会更高。

巴拿马：老迈新军难造神奇
竞彩冠军奖金：800

巴拿马的晋级堪称神奇，末轮主场击败哥斯达黎加的同时，

美国还意外输给已经提前出局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中北美

小国终于历史性地首次进入世界杯正赛。作为世界杯新军，巴拿

马自然而然也成为各方眼中的鱼腩之师。

他们的球员大部分效力于美洲联赛，只有5人在欧洲踢球，拉

科鲁尼亚对年轻前锋伊斯梅尔·迪亚斯是唯一在五大联赛踢球的

球员，球队主力框架整体年纪过大，队长、后卫巴洛伊也已经37

岁，中场的G·戈麦斯、金特罗和库珀，后卫罗曼·托雷斯和马查多

等多员大将，都已经年过30岁，虽然多年的稳定搭档让球队整体

配合还算娴熟，但欠缺活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从预选赛后期起，

主帅戈麦斯就开始尝试使用新人，只是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戈麦斯要想带领明显老迈的巴拿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拿到好成

绩并不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