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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宝
丽郭敬辉）６月26日，从偃师市烟草专

卖局获悉，该局正多措并举，抓实主体

责任，明确责任清单，强化宣传教育，细

化过程防控，严肃追责问责，全面完善

内控机制建设，着力防范权力运行风险

和廉洁风险。

扛起主体责任。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谁防控”的原则，严格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廉洁风险防控主

体责任，分级签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细

化分解廉政责任，增强全员廉洁风险

意识，确保把廉洁风险防控的主体责

任扛起来。

明确责任清单。建立以“主体责任

清单、风险点清单、风险防控清单、负面

清单”为内容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清单体系，人人签字背书，切实把

工作责任压实到每个“神经末梢”，实现

人人知责任，人人扛责任，全面构建制

度管用、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

确、措施有力、预警及时的廉洁风险防

控体系。

强化宣传教育。以人事管理、财务

管理、行政执法等岗位为重点开展专项

教育，通过集中观看廉洁教育宣传片，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廉洁警示教育、知

识测试、廉洁讲座等形式，及时组织党

员干部学习新修订的党纪条规和廉洁

风险防控措施规定，让党员干部依法履

职有导向、防控风险有指南。在机关制

作了廉政文化长廊，悬挂职业道德规

范、廉洁警句、廉洁漫画等80余块展

板。利用“互联网+微信”形式，建立政

务监督工作群，定期推送党纪条规、廉

洁格言、廉洁故事，全方位营造清廉干

事氛围。

细化过程防控。明确重点环节，定

期梳理职权清单，开展廉洁风险点的排

查和更新，切实做到排查无遗漏、风险

全覆盖。坚持把加强廉洁风险防控融

入日常业务工作，按照“部门为主、专业

防控”的要求，将廉洁风险防控工作与

日常业务紧密结合，强化重点环节风险

防控措施，做到抓工作的同时抓好廉洁

风险防控，切实织密廉洁风险“防控

网”，确保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严肃追责问责。坚持正风肃纪，强

化监督责任，定期对廉洁风险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严格跟踪问

效。采取主动监督、随机抽查等方式，

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监督监

察。对不执行或者不正确执行廉洁风

险防控管理相关制度、造成经济损失或

者带来不良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

应处理。同时，会同出现问题的部门开

展倒查，查找剖析薄弱环节，修订相关

配套制度，最大限度地预防违纪违规行

为的发生。

6月25日，嵩县九皋镇烟农从烟站领到免费的发酵豆浆，在烟田进行豆浆灌根。通过豆浆灌根，可以增强烟株在大田的长势，

提高烟株的抗病性，提高烟叶产量品质。王丙丙 周国强 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
汝平王自行）“老苏，今天打扮真干净，

去串亲戚？”“哪儿也不去，等烟站的

‘亲戚’来看俺……”6月17日一大早，

郏县薛店镇下宫村贫困户苏顺杰就站

在家门口，迎接该镇烟站志愿者的到

来。

苏顺杰家有4口人，女儿现在上大

一，小儿子正在上高一，妻子是个聋哑

人，按乡亲们的说法是“自己刚能顾住

摊儿”，因此家中全靠苏顺杰一人张

罗，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

年初，该镇烟站在送技术下乡培训

时，烟站站长张建业了解到他家的情

况后，向县烟草公司进行了汇报，后

将苏顺杰确定为烟叶种植扶贫对象，

与他签订了8亩烟叶种植合同，并指

派一名烟技员对他进行“特别照顾”：

移栽时为他联系育苗大户，以优惠的

价格给他烟苗；在追肥、揭膜、浇水、

除草等烟叶生产环节进行技术指

导。现在他家的烟田长势很好，丰收

在望。相邻的烟农都羡慕地说：“烟

站有‘亲戚’，烟叶长得也争气。”这

不，端午节到了，张建业和志愿者就

带着烟站全体同志的心愿到家里来

看他了。

来到苏顺杰家后，志愿者有的打

扫卫生，有的帮助做家务。队员周军

伟还加了苏顺杰小儿子的微信，说今

后在学校或家里有什么困难就告诉

他，一定帮助他完成学业。苏顺杰感

慨之余笑着说：“自从被评为贫困户

那天起，我一直感到脸上无光，睡觉

都不踏实。如今，有党的好政策，有

咱们帮扶队的一项项帮扶，我一定靠

自己勤劳的双手实现脱贫，过上好日

子，在奔向小康的路上争取不再掉

队！”在一旁看热闹的乡亲，高兴之余

唱起了豫剧:“你们又送米来又送面，

差来丫鬟送银钱……”欢声笑语在农

家小院飞扬。

“现在村里不少村民都到卫军的烟叶

种植合作社干活儿，妇女每天45元，男劳

力每天80～100元。村民把土地租给卫

军，每亩地每年还有700元的收入。”6月

19日，说起郏县薛店镇李庄村党支部书

记张卫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事儿，村民

张自豪感慨地说。

今年40来岁的张卫军，皮肤黝黑，走

起路来大跨步，一看就是干事创业的人。

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伟军靠着在北京

做一些百货、日杂的小生意，手里有了一

定的积蓄。2004年，张卫军回村当上了

村主任，他开始谋划怎样带领乡亲们在土

地上做文章。

当时，村里一共有2000多人，外出务

工的有300人，土地撂荒面积接近一半。

看着这么多撂荒的土地，他心里颇不是滋

味。2009年，张卫军被推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实践使张卫军认识到，要想壮大集

体经济，必须搞土地流转，立足当地自然

资源优势搞烟叶种植，进行规模经营。消

息一出，村里就响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

音。老一辈人告诉他：“我们和土地打了

一辈子交道，土里刨食能发家？没那钩钩

嘴，就别想吃那瓶瓶食，你还想土里生出

大元宝？还不如放鸟出林，各逃方便。”与

他同辈的人对他说：“一人富富一家，大家

富才算真的富。有本事你就带领乡亲们

一起致富。”在乡亲们的疑惑和质问中，当

年他毫不犹豫地流转150亩土地种烟，决

心搞出个名堂。

以前，该村村民主要靠种植林果、烟

叶等增加经济收入，但绝大多数村民种植

烟叶都是单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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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军结合当地的种植传统，依托

县烟草公司成立了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请来市烟草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中心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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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烟叶产业发展，并通

过合作社使村里的200多名村民实现了

就近务工。

为改良土壤结构，张卫军还注重烟叶

与林果等作物进行轮作，他种植的美国提

子、纸皮核桃打入了省会市场。头脑灵

活、勤奋肯干的张卫军通过创办烟叶种植

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挖穷根、换穷业，几

年过去，李庄村人均纯收入从当时每人每

年不足3000元增长到现在的每人每年

8500元。

村民富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增加

了，李庄村成立了秧歌队、舞蹈队，每年定

期举办“十大孝星”“道德模范”等评选活

动，村风村貌大为改观。“只要晚上不刮风

不下雨，我们村的妇女都到休闲广场去跳

广场舞，打牌、传闲话的少了，邻里也团结

了，现在的日子过得半夜都会笑醒。”留守

妇女李小珍说。

如今的李庄村，一条条水泥路连接了

一户户农家院，卫生环境整洁，处处欢声

笑语。去年，村里有近160位年轻人“回

流”，重新干起了种庄稼的行当。看到村

民们的笑脸，张卫军对未来充满信心：“我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农村干部，一要老实做

人，二要当好老百姓的贴心人，总之一句

话，要让每个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这

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

“没想到，党没有忘记我们老党员和

贫困户，使我们在生活上得到帮扶、精神

上得到激励。”6月22日，望着郏县烟草

分公司第九党支部送来的电扇、大米、茶

杯等慰问品，郏县薛店镇田湾村有着17

年党龄的老支书韩号召激动地说。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在

“七一”建党节前夕，郏县烟草分公司第

九党支部书记韩朝卿带领年轻党员来到

田湾村，慰问20名老党员、12户贫困

户，并送上价值3350元的慰问品。他们

每到一名老党员、贫困户的家中，都要对

他们的身体状况、经济来源、家庭情况等

进行细致的了解。贫困户王中伟说：“烟

草公司的人三天两头往我这里跑，把我

介绍给种烟大户打钟点工。现在我每天

都有50元的收入。我要自食其力，争取

早日脱贫。”

在有着64年党龄的老党员宋万全

家中，老人激动地说：“现在我每月都能

领到民政部门发的1060元钱，我很知

足。”宋万全的女婿说：“老人今年已经

83岁了，仍然好劳动，每天打扫院内卫

生，坚持自己动手洗衣服，喜欢看中央电

视台的新闻联播……”在认真聆听了宋

老讲述他在解放战争、剿匪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中，以及退伍后谢绝组织照顾扎

根农村的英雄事迹后，到场的党员都十

分感动。望着宋万全老人胸前佩戴的一

枚枚立功勋章，和桌上摆放的一摞摞立

功喜报和证书，年轻党员张旭豪说：“听

了老党员宋万全讲述的故事，更加坚定

了我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烟农服务

的决心。我要充分发挥党员模范的带头

作用，利用自身的烟田管理技能为贫困

户早日脱贫献出微薄之力。”

社旗县烟草公司引导烟农面向市场

需求，结合优质优价，谋划新品、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一改过去的多品种、大规模的

烟叶生产局面，转向优质、精品、高效的种

烟路子，烟农不再一味追求产量和面积而

不讲求质量，而是瞄准优质优价、品种质

量，专种优质烟已经成为共识。

市场需求啥品种就种啥

6月20日，在太和镇闫店岗村一望

无际的烟田中，绿油油的烟株像“仪仗

队”一样，高低一致，成行成排, 随风摇

动，成为乡村田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当地赫赫有名的种烟能手唐新付

介绍，他流转了60余亩土地，专门种植新

品优质“金神农”烟叶，是湖北中烟集团

的订单烟叶，市场行情好、优惠政策扶持

力度大。这一新品种烟叶，品质稳定，抗

病性好，成熟一致，烤出的烟叶金黄橘

黄，种植期间既省肥又省药，产量虽然不

太高，但品质优良，亩均效益可达4800

元左右。唐新付说：“市场要啥烟叶我就

种啥，跟着市场走不愁赚不到钱。专种

新品烟能提高种烟效益，值啊！”

烟叶品质是第一

在下洼镇周庄村烟叶科技示范基

地，整片的大田烟叶已进入团棵期,齐刷

刷的长势喜人，再过不久便可采收烘

烤。年近七旬的老烟农周国兴正忙着在

田间为烟叶打顶，他的脸和脖子上晒得

通红, 但即将丰收的喜悦挂在这位老烟

农的眉梢。

周国兴说：“过去种烟追求的是高产

量，要的是烟叶的黄鲜净。而如今种烟

越来越重视品质了，品质不行产量再多

人家也不收, 换不来‘票子’。我按照烟

草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 在今年的施

肥、抗旱、打药、打顶等管理环节，遵循各

项科学种烟、提升品质的操作程序，你瞅

瞅，这烟叶长势多好，叶片硕大，颜色纯

正，绝对能生产出优良品质烟，你们说是

不是？”

种烟跟着科学走

“现在的‘种烟经’变了！”饶良镇安

庄村烟农安章记说，“以前咱种烟凭的是

老经验，人家咋着咱咋着。现在要学习

科学种烟知识，只有用好科学种烟的新

技术，才能增加种烟效益，否则一年到头

落个瞎忙活，还挣不到钱。”

安章记种烟跟着科学走，他严格按

烟草公司的指导种烟，从不含糊。从品

种选择到土壤施肥，从病虫害防治到大

田管理，从成熟采收到科学炕烟，凡是烟

草公司推广的先进技术, 他样样落实，

实现了科学种烟的一条龙作业：种优良

品种，实行配方测土施肥，推广水肥一体

化灌溉，“上六片”一次性采收，科学的三

段式炕烟技术。他说：“种烟不信科学不

行，要想烟叶多卖钱，品质要有保障，就

像好闺女一样，不愁嫁不出去。”

本报讯 6月初以来，卢氏县城关烟

叶工作站东坪烟叶收购点内，机械轰

鸣，人头攒动，2台粉碎机日夜不停地打

着豆浆。

人们不禁要问，不年不节的，连续

十多天打那么多豆浆干什么呢？原来，

所打的豆浆不是做豆腐用的，而是专门

“喂”给烟叶“喝”的。

今年，像东坪烟叶收购点这样的打

豆浆点，在卢氏县共设立了8个。每个

点配备2台粉碎机，每台粉碎机每天可

粉碎出3吨大豆粉，每吨大豆粉加药加

水稀释后，可生产120吨豆浆。豆浆再

经过发酵，“喂”到烟株根部，便成了既

能提苗又能增加平衡营养的“美味佳

肴”。进入团棵期后，“喝”过豆浆的烟

叶，不仅早发快长，而且所长烟叶油分

足、香气量浓、香气质好，深受烟厂青

睐。

给烟叶“喂”豆浆，是卢氏烟农的老

传统，多年来，该县烟农坚持不懈，加上

烟草部门因势利导，一直传承至今。今

年，该县一改往年行政督促的做派，把

“指令性”改为了“指导性”，烟草部门给

予免费扶持补贴，“喂不喂”由烟农自己

说了算。由于多年来烟农们大都从“喂”

豆浆中得到了实惠，今年不用动员就纷

纷报名加入，一下子把“喂”豆浆烟田面

积扩大至6.8万亩以上，占总种烟面积

7.2万亩的94.4%，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为把这一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

程”干好干实，该县烟草部门全力满足

烟农自主申报需求，以烟叶合作社为核

心，组织购买大豆350吨，统一打成豆

浆，比往年提前5至10天免费供应给烟

农，并对豆浆发放使用进行全程监督，

确保这一“民心工程”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为烟农种烟致富奔小康添“砖”加

“瓦”。（叶新波）

偃师市 筑牢廉政风险“防护墙”

郏县下宫村

贫困户和烟站
结“亲戚”

你想敞开肚皮“喝”我就放开量“喂”

卢氏县6.8万亩烟叶实施豆浆灌根

种烟故事张卫军带领乡亲种烟挖穷根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徐汝平王自行

郏县 慰问老党员和贫困户

□徐汝平王自行文/图

有64年党龄的老党员宋万全(左二)在讲述革命故事。

社旗县烟农专种优质烟
□季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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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