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孙雅琳 实习生赵颖英 电话 0371-65795709 E－mail∶ncbxdyc@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王仰瑞

现代烟草农业
2018年8月3日 星期五

4
农村版

投稿热线：0371-65795709 信箱：ncbxdyc@126.com
微信：hnrbncb 网址：www.zysnw.cn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本版联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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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社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30元 零售价1.00元

烟区动态 烟草人观察

烟区见闻

“5+X”模式
促主题党日活动多样化

本报讯 郏县李口镇深入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探索建设烟草产业田园综合体，

依托烟草示范园区，建设“烟草文化园”

“烟草宾馆”“张良文化园”，进一步形成烟

草产业带动、发展全域旅游、拉动经济增

长的新载体，全力打造李口镇“烟叶小镇”

新名片，托起乡村振兴梦。

科学编制“烟叶小镇”发展规划。按

照新发展理念，努力增强烟草新动能，科

学制定烟草全域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土地

轮茬、人口分布、烟叶大方布局、新型炕房

建设等因素，合理规划烟叶大方。推动经

济和社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烟叶种植规

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等有效融合。规划

东西部两大烟叶种植核心区：东部王辛庄

村一带（烟王出产地）烟叶大方种植面积

稳定在2500亩以上，西部白龙庙村烟叶

大方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亩以上，烟叶

种植大村16个以上。规划围绕烟草产业

发展的主线，探索建设田园综合体，以农

户为主体，循环农业、观光农业、农事体

验、田园社区有机结合，实现宜居宜业宜

游。

推进烟叶产业提档升级。落实好“上

六片”烟叶大方核心区种植面积，解决好

烟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

“烟叶小镇”与优先实施乡村振兴的关系，

解决好发展烟叶产业和脱贫攻坚的问题，

全力推进烟叶产业提档升级。持续推进

“大烟草、大产业、大脱贫”暨“一母带六

子”扶贫模式，流转土地50亩，专一用于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0户22人帮带脱

贫。采取“合作社+农户+技术+市场”的

综合循环利用模式，实施育苗、蔬菜、瓜果

循环种植，解决单一种植、土地闲置期长、

生产成本高等问题，增加农民就近就地就

业机会，拓宽当地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

育30～50亩职业烟农350户，持续打响

“山儿西”烟叶品牌。

营造精致美丽的小镇形象。今年以

来，李口镇在东西出口处建设了“张良文

化园”“清风文化园”“烟草文化园”“三风

文化园”“廉政文化园”“风电文化园”，进

一步提升镇村面貌和文化底蕴。在保护

好小镇现有独特文化历史风貌和生态环

境基础上，统筹规范特色“烟叶小镇”的空

间布局、风格塑造、建筑风貌等，加快推进

全镇16.5公里（1800亩）的生态廊道建设

任务，着力打造精致美丽的小镇特色风

貌，充分彰显小镇的自然风光之美、空间

形态之美和历史人文之美，努力打造宜居

“平顶山市后花园”。

完善烟叶发展的功能配套。大力实

施烟田水利工程，加快农田道路、供电、供

水、排涝、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今

年，李口镇计划新建农田道路7.5公里，积

极流转土地，建设烟叶大方，衔接落实好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

策，让种烟农户吃上长效“定心丸”。继续

推广“向日葵”“蚜茧蜂”等生物治虫技术，

减少农药的使用，提升烟叶的品质，达到

绿色生态发展目标。积极与市县烟草公

司沟通协调，力争再建新式炕房200座，

破解炕房不足难题。以1000元/亩标准

配套烟水、烟路、农机等烟田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到2019年实现移栽、采摘、烘烤、

分拣“一条龙”机械化式生产。

挖掘烟草产业发展文化底蕴。结合

“郏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加快推进烟

草示范园区AAA景区创建步伐，充分发

挥烟草展览馆、炕房博览园的烟草文化功

能，大力发展李口镇文化旅游业。依托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做活“烟草产业文

章”，建设大烟方周边月季花、油菜花、向

日葵等观光庄园，配套火车皮旅馆。结合

年培训量达到3万人次的烟叶培训中心，

辐射带动20～30家农家乐。规划建设以

张寨山、红石山大唐风电文化为主题的自

行车骑行赛道15公里，协调市公交公司

开通连接李口镇的环山公交线路，吸引平

顶山市区及周边县区游客汇聚李口镇，打

造多产业融合、多功能集成的农业生态旅

游观光区。

李口镇党委书记王伟说，该镇将通过

一系列举措，达到一年见效、两年变样、三

年成型，实现烟叶种植面积1万亩，烟叶

特产税1300万元，培育职业烟农350户，

153户贫困户全面脱贫。（王自行王超飞）

郏县李口镇

“烟叶小镇”托起乡村振兴梦

本报讯 为保障烟叶采摘、烘烤质量，

提高种植效益，柘城县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加强田间技术指导，在狠抓烟叶采烤

质量的基础上，为烟农提供科学细致的

技术服务。

技术指导到位。烟叶技术人员驻村

入户指导、实行分片管理责任制，加强采

收烘烤巡回指导，从烟叶采摘、编杆、装

炉到点火烘烤等节点抓起，全面做好烟

叶烘烤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

烤房维护到位。烟叶技术人员定期

对所管辖区烤房设备进行详细检查，对

于出现的故障及时维修保护，做到早发

现、早解决，同时备足烘烤物资，保证烘

烤工作顺利进行。

田间管理到位。加强烟叶采摘技术

指导，引导烟农及时处理不适用鲜烟叶，

采取上部六片烟叶一次性采收烘烤技

术，从而最大化利用好上部烟叶，促进烟

叶生产转型和烟农增收，积极为烟叶烘

烤提供优质原料。

责任落实到位。层层分解目标任务，

对烟叶技术人员成熟采收和烘烤技术落

实指导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加强管理，把

烟叶采收烘烤工作开展情况纳入绩效考

核，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抓好全程监督，

以保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牛靖华）

目前，郏县烟叶已普遍进入成熟采烤期，为提升烘烤质量，郏县烟草分公司全体网格职工深入田间地头，逐户现场指导农户采烤。图

为7月25日下午，茨芭烟站网格职工在茨芭镇管村现场指导农户进行鲜烟分级，确保装炕烟叶成熟度均匀一致。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

员 田秀忠 摄

7月27日，灵宝市五亩乡党委书记杜

华卫到西淹村查看烟叶长势情况，详细了

解烟田管理及病虫害防治工作。五亩乡是

灵宝市烟叶生产重要基地，全乡烟叶种植

面积1.45万亩，其中千亩以上村6个，500

亩以上连片4个，1300余户烟农签订了烟

叶生产合同，户均种植面积11亩。今年以

来，五亩乡按照“稳增规模，优化布局，提高

质量，增加效益”的工作要求，以实施

IS09000管理体系为契机，以科技服务为

手段，以提高烟叶单产和质量，改善等级结

构为载体，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烟叶生产可

持续发展。谢小涛 摄

“八一”建军节当天一大早，嵩县九皋

镇东岭村党支部委员、退伍军人丁新正种

的首炕“黄金叶”出炕，烟站技术员在现场

帮忙出炕，并指导烟农做好烟叶出炕后等

级挑拣，防潮防霉变。丁新正致富不忘乡

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本

村 10 余户贫困户种植烟叶，助力脱贫攻

坚。王丙丙周国强 摄

“烟叶长势这么好，多亏了县烟草公

司植保专家刘迎昌老师经常下来搞培训，

给我开‘小灶’讲绿色防控知识……”7月

17日，在郏县薛店镇青杨庙青南村烟方

里，烟农程俊锋正忙着给前来取经的“烟

把式”们介绍他自己利用绿色防控防治烟

草病害虫的方法。

程俊锋今年种了80亩春烟，由于他

采用绿色防控防治烟草病害虫的方法，无

一株发生病虫害，烟叶长得格外出色，引

来了众多种烟粉丝前来取经。当天，笔者

看到程俊锋的烟田里摆放着几个太阳能

杀虫灯，程俊锋兴奋地说：“有了这灯，每

天都能逮着一斤多害虫，还有那‘扑棱蛾’

‘瞎头碰’(当地烟农对烟田害虫俗称)，都

喂了家里那几只老母鸡，下的蛋个个都是

红心，今儿个几位老哥都到俺家，晌午我

给你们来个‘百鸡宴’头道菜——煮鸡蛋，

保证都是绿色产品。”

郏县以盛产“山儿西”烟叶著称，今

年，面对消费者对高档卷烟吸食安全性需

求呼声越来越高的现状，县烟草公司认

为，要想保住“山儿西”烟叶金字招牌就必

须走绿色防控之路，树立质量立业根本，

为消费者把好入口第一关，在烟叶生产上

多产“黄”“金”“软”，去掉“病”“毒”“残”。

为此，从去年12月份起，他们对连片烟

方进行冬深耕，耕深达到35厘米，促进

土壤冻融，活化养分，改善土壤物理结

构，减少病虫越冬基数。冬耕后，又对

500亩以上大方使用自动化喷灌设备进

行冬灌，每亩灌溉量100立方米左右，有

效促进土壤有机质腐解转化、有效抑制

越冬病虫、快速活化土壤功能。2018

年，全县深耕冬灌面积共计2.8万亩。在

此基础上，添加芽孢杆菌 (生物化肥)覆

盖全县烟田，动植物有机肥推广 5000

亩，高碳基土壤修复肥推广1000亩，与

化学芝麻饼肥+花生壳生物炭改良土壤，

增加根域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和碳源

利用能力和烟株抗病能力。

此外，在今年烟叶移栽后，该县采用

昆虫病原线虫防治地老虎、金针虫等地下

害虫，昆虫病原线虫是害虫体内的“蛔

虫”，感染期线虫进入寄主昆虫体内后在

昆虫血腔内释放出共生菌破坏昆虫生理

防御机能，使昆虫患败血症在24～48小

时内死亡。此外，利用蚜茧蜂防治蚜虫，

辐射全县5.4万余亩烟田。据平顶山市烟

草公司技术中心测算，与非放蜂区相比，

放蜂区域防治蚜虫化学农药亩均用量减

少75%，按照全市2018年蚜茧蜂投放蜂

烟田9.1万亩、大农业10万亩计算，每亩

费用仅0.51元。采用毒蜂杀虫卡（生物导

弹）防治鳞翅目害虫，其原理是利用卵寄

生蜂传递病毒，致使害虫形成病毒流行

病，发挥病毒和寄生蜂的双重作用，今年

在郏县薛店镇示范防治200亩。

为进一步规范基层党组织生活，南

阳市烟草专卖局明确规定5项规定动

作，做到定时间、定主题、定动作，着力扎

牢组织生活“篱笆”。

开展一次专题学习。用科学的理论

武装教育人，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

本任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强理论

学习，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紧迫。

撰写一篇心得体会。学习、思考、实

践、感悟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做到“学深悟透”，不断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努力在生产、工作、学习和

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让新思想入

脑入心入行。

观看一部教育影片。通过观看使每

位党员的思想灵魂得到洗礼，人生方向

更加明确，行为准则更加清晰，时刻牢记

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刻准备着为党

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交纳当月党费。主要突出党员意识

和组织观念。每名党员按照自觉、按时、

足额的要求，每月向支部交纳党费。交

的是党费，折射出的是党性，承担是党员

的义务和责任。

开展爱心帮扶。在行业发展的同

时，积极动员各单位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始终铭记自身的责任。十几年来，市烟

草专卖局先后资助140名大学生，累计

捐款42万元。结对帮扶6个村，捐赠学

习用品2000余件、生活用品1000余件、

爱心书籍3000余册，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40余次。义务植树种植40余个品种、

共计2000余棵。慰问困难零售户200

余户。爱心捐款约50万元。义务献血

约30万毫升。

既要面子“靓”又要里子“良”

郏县绿色防控防治让烟农得实惠
□徐汝平王自行

柘城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四个到位”优化烟叶结构

□尹晓飒

近年来，南阳市烟草专卖局紧紧围

绕“党建工作统领全局”的总体思路，严

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积极推

动“三会一课”制度落地生根，创新探索

了“5+X”主题党日活动方案。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党员意识日

趋增强，支部活力有效提升，党内政

治生活更加规范，“围绕中心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

转化为引领推动企业经营发展的强

大动力，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

断彰显，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发

挥，领航南阳烟草正走向稳定健康发

展的康庄大道。

明确5项规定动作

为切实严格管理党员、严肃组织生

活、促进“5+X”作用发挥，南阳市烟草专

卖局紧紧围绕“主题党日”活动精神，创

新痕迹管理，进一步落实党内组织生活

制度，倒逼制度落地实施。

建立活动台账。建立“5+X”主题

党日活动台账，按照“一报三查”制度要

求，做到“六有”，即有年度活动计划、有

每月活动方案、有学习资料、有笔记、有

活动记录及图片、有党员签到表。活动

结束后，各支部都要填写《主题党日活动

报告单》，将活动主题、参加人数等情况

报上级党组织备案，同时将活动信息推

送至“市局工作”群，供全体党员观摩和

监督。

加强活动积分管理。引入动态考

核，坚持有则加分、无则扣分，随时随地

加减分，半年测算，年终总评；强化正向

激励，突出主动参加党建工作、参与党内

活动的加分项，加分情形占额外奖惩的

2/3；注重结果运用，考核结果低于80分

的强制性“回炉补课”，低于90分的评先

评优“一票否决”，优秀党员直接按总分

高低择优选取，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促

进创先争优。

严格考核督办。将“5+X”主题党日

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党建考核项目进行考

核，每月采取随机抽查、巡回检查、电话

访查、查看工作台账等方式，对各党支部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主题党日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推动组织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的有效手段。南阳市烟草专卖局要求

各级党组织强化主体意识，将开展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纳入党建工作

计划，明确重点内容、时间安排和方

式方法等详细量化指标，按照既定的

程序、步骤和节点要求，使“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成为基层党组织服务中

心、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着力把党

日活动打造成为党员教育监督管理

的重要品牌，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

用，让广大党员参与活动的设计、组

织、实施和总结等环节，调动党员的

积极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作者
单位：南阳市烟草专卖局）

规范日常组织生活。为不断增强

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拓

宽党员活动渠道，南阳市烟草专卖局

创新探索“X”“自选动作”，提高组织互

动的吸引力，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

励干事创业，全面提升党员队伍的“精

气神”。

各基层党支部在完成以上5项规定

动作的同时，结合行业当前发展形势和

支部实际，围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能力

建设、开展文化活动等主题要求，自行组

织志愿服务、结对帮扶、公益行动、双创

站岗等“自选动作”。各支部带领党员先

后走进了南阳市规划展示馆、府衙、党史

馆、汉画馆、廉政教育基地等南阳市首批

挂牌的党员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传承红

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走进了电影院，

观看了《辉煌中国》《厉害了，我的国》《马

克思是对的》等，增强党的自豪感和国家

荣誉感。有的支部还组织开展了微党课

比赛、知识竞赛、书法比赛、业务技能比

武，以喜闻乐见方式让每名党员参与其

中，激励党员在工作中爱岗敬业、争创一

流、建功立业。

痕迹管理保障“5+X”制度落地

丰富“X”自主活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