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八月的豫西南东大岗腹地，

遍地金叶飘香。绿油油的烟叶，茂盛的

烟田，散发着浓郁的烟味，空气中弥漫着

沁人心脾的香气。

8月12日，在社旗县郝寨镇郑庄村

村北，并列两排20余座集约化标准烟炕

的大棚下，有人正在对采收的鲜绿烟叶

进行编杆，有人把刚编好的成杆成杆的

鲜绿烟叶往烟炕内摆装，还有人在对已

炕好的烟叶出炕、回潮，或对炕过的金黄

金黄的烟叶进行挑拣分级堆放，炕区内

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社旗县因地处河南省的西南部、南

阳市的东部，也就是俗称豫西南东大岗

的腹地，特殊的地理区域优势极适合烟

叶种植。这里种烟历史悠久，农民有着

多年的种烟习惯，不论男女老少，都懂烟

叶。近几年，这里还被河南省评定为科

技优质烟主产区，同时还是湖北省中烟

公司确定的优质主料烟基地，所产烟叶

颜色鲜、品质正、香味足、金黄橘黄，因而

享誉国内外市场，深受企业青睐。

据社旗县烟草公司经理汪波介绍，

近年来，他们围绕提高生产水平提升烟

叶品质，坚持以科技推动烟叶上质量、增

效益，为种烟插上科技翅膀，先后采取了

很多先进的生产措施。

比如，在生产环节，不再走重数量、

轻质量的老路子，走精细化、科技化、优

质化的发展之路，精心指导烟农靠科技

种烟；集中建设育苗工场培育烟苗，使

品种优良化，专种优质烟；全县统一测

土化验土质，制定科学施肥标准，统一

机耕起垄整地，冬季深翻烟田；全县集

中配套购置喷药飞机，实施烟田集中喷

洒药物，防病治虫打药，烟田管理科学

化；集中建设智能标准大型炕房, 烟叶

烘烤标准化。还推广了地埋水管，实行

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上六片烟叶”一

次性采收烘烤，配套烟田打井、修渠、建

塘坝，硬化田间道路、实现烟成方、旱能

浇、涝能排。

此外，还聘请河南烟草研究院、河南

农大的教授专家，组建科技智囊团、人才

库，让专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传经送

宝。在公司内部建立科技生产攻关组、

技术服务组，为烟农服务，规范种植，提

升生产水平，让科技的力量为烟叶品质

提高注入崭新活力。

靠科技发展优质烟，坚持科技统领

生产，使社旗县优质烟走向了高端的国

内外市场，优质品牌烟名声大振。同

时，烟农也种出了高效益的“黄金叶”。

目前，全县烟叶亩效益达4000元左右，

烟叶已成为烟农致富的“金叶子”。（季
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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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动态

一把团扇引出的培训会
社旗县

为种烟插上科技翅膀
让烟农种出“金叶子”

□叶新波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积极开展
员工思想动态调研

为进一步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建

设，近日，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李海洋带领监察部、党委

组织部负责人、工会工作人员到高杨

店供电所、杨埠供电所、东和店供电所

开展员工动态调研工作。

长期以来，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

将员工思想动态调研工作作为稳定职

工队伍、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执行能力

的有力抓手。持续加强员工思想政治

工作和人文关怀，通过领导带头、活动

推进，使员工的精神进一步充实，思想

进一步升华，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进

一步提高，切实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抓在实处，抓出实效。（孙磊闫梦珂）
上蔡县检察院举办首次刑事案件

听证会
近日，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就公安

机关移送该院审查起诉的一起危险驾

驶案件召开听证会。该起案件是一起

危险驾驶案件，由于血液酒精含量检

测报告存在瑕疵，无法作为定罪的证

据使用。该案犯罪嫌疑人系国家工作

人员，故上蔡县人民检察院对该案件

的处理十分慎重。听证会上，首先由

该案主办检察官介绍了案件的事实及

证据情况，公诉科科长李银中介绍了

该起案件办理过程中案件审查、讨论

情况。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张

盛轩处长对鉴定意见的有关专业性问

题作出了解释。随后，该案主办检察

官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的解答，参与听证会的各位同志认真

发表了意见。经大家讨论，一致认为

刑事案件证据应具有唯一性，不能排

除合理怀疑即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

据使用，同意上蔡县人民检察院拟对

犯罪嫌疑人作存疑不起诉处理的决

定。举行刑事案件听证会是该院将刑

事案件处理纳入检务公开的有益实

践。此次听证会的结果，将提交院检

委会，作为检委会讨论和决定案件处

理的重要依据。（李燕何京京）
惠济区教体局 强化组织生活会

提高党性修养
8月22日，郑州市惠济区教体局

以“提高党性修养，争做合格党员”为

主题，组织支部全体成员召开2018年

度专题组织生活会。

该局机关支部书记杜东代表支委

会作对照检查，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

进行剖析，做出整改承诺。各委员、各

党小组组长逐一自我检查和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与会人员剖析深刻，批

评中肯，整改措施明确。

该局机关支部副书记朱松林总结

要求，要强化从严治党意识，认真整改

一切问题，全面提高党建水平。（刘恒）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
忠）“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

谢意，是你们的慷慨资助，再一次给了

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我决不辜

负你们的期望，一定会再接再厉，努力

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良好的表现回报

社会，并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8月21

日，在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举办的

2018年“不忘初心 爱心圆梦”金秋助学

金发放仪式上，毕业于汝州一高、今年

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林业大学的程泽

斌说。

今年，该市烟草行业员工共捐款

114070元，为27名帮扶对象每人发放

4000元。为充分利用职工的爱心捐

款，该局又从27名帮扶对象中选出6名

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每人增加帮扶金

1000元。

据了解，这已是平顶山市烟草系统

连续第五年举行金秋助学活动。自

2014年以来，该市烟草系统干部职工踊

跃捐助，奉献爱心，累计捐款71.9万元，

成功帮助170名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八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暑气未退，卢

氏县范里镇孟窑村村头一棵老榆树下，

集聚了不少纳凉歇息的烟农。

这次聚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所有烟

农好像约定好了似的，都拿着一把一模

一样的形似烟叶的塑料团扇。一边摇着

团扇，一边侃着大山，闲适极了。

“老孟，你也发了把扇子？”烟农阎老

虎问道。

“你不是也发了把吗？烟草公司今

年给咱烟农发的扇子怪有用哩。”烟农孟

银方说道。

“听烟技员说这是全省统一发给咱

烟农的，上边印有宣传语，说的是‘优化

5片叶，照样多赚钱’，也不知是真的假

的？”烟农王石锁说道。

“咋不是的。与团扇一起发的还有

一个宣传彩页呢。据说这是与优化烟叶

结构相配套的宣传资料，目的都是想让

咱烟农下大力气优化烟叶结构，通过提

高烟叶等级质量，实现效益最大化。”孟

银方说。

“老虎大哥，你是咱十里八乡有名的

种烟状元，你给咱说道说道，优化烟叶结

构真的能赚钱？”王石锁追问道。

阎老虎吸了一口烟，伸了一下懒腰，

直了直身子，如同在全镇烟农表彰大会

上介绍经验一样说道：“凭俺经验，还真

是这个理呢。比如说，打掉的底部5片

赖烟叶，若按以往烘烤了，除了杂烟儿，

能够上等级的烟叶，一亩地儿也就30斤

左右，按现时的收购价格，了不起能卖个

180元钱儿，扣除一个工和70斤煤钱

儿，好的能赚个六七十元钱儿，差的就不

好说了。这还是按人家烟草公司收这号

烟来说的，若不收就不好说了，白搭功夫

白搭煤是常有的事儿。若人家有计划，

把这些烟收了，肯定要占去一部分合同

数量，你说划算不划算？”

“老虎大哥说的是啊，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人家烟草公司提倡的优化

烟叶结构，真是为咱烟农着想哩！”孟银

方插话说。

“为鼓励优化结构，今年烟叶收购价

格调整了。打掉5片不值钱烟叶，腾出

合同出售好烟叶，每斤烟叶均价能提高

2元钱儿，一亩可净增305元，烟草公司

还给50到100元补贴呢。你说哪头轻

哪头重？”阎老虎补充道。

“俺以前还对扫除底脚叶有看法，觉

着打掉怪可惜哩，前几天打底脚叶时，俺

还留一手，打得有些轻，个别地块还未

打，这一算一说道，俺算真明白了，俺明

年坚决打，打彻底些，不留后患！”王石锁

说。

“乖乖，打掉5片叶，减产反增收，还

有补贴，太划算了！俺明年坚决打，坚决

打！”孟银方说。

“老虎大哥，具体怎样个优化法儿，

赶紧给俺们说道说道。”王石锁请求道。

“很简单。七月底，在清理完底脚叶

儿后，把最下边3片叶儿打掉。在采烤

上部烟叶时，把2片顶部烟叶留下不采

烤就行了。”阎老虎讲道。

“种了一辈子烟，今夜儿简单的一场

对话，就把减量增收这个理儿说透了、讲

明了，俺们还有啥犹豫和抗拒的，赶快儿

抓落实就是了！”王石锁说。

……

一轮明月当头照时，由一把团扇引

出的谈论仍意犹未尽，七嘴八舌讨论声，

久久飘荡在老榆树下的山村夜空。

烟区见闻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黄高鹏）

今年以来，鲁山县按照平顶山市委组织部

要求，把基层党建划分为农村、机关、学校、

城市、国有企业、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七

大领域，分类定责任、定目标、定标准，通过

抓素能提升、抓对标创建、抓典型引领、抓

考评问效，推进基层党建阵地建设标准化、

机制运行规范化、管理手段信息化。近日，

该县以抓素能培训为切入点，分领域举办

党建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党务工作者

能力素质，促进各领域党建规范提升。

一是培训各领域全覆盖。区别七个

不同领域党建工作特点，分批次举办党建

业务培训班，累计培训各领域基层党组织

书记1300余人，党务工作人员1000余

人，实现了党建业务培训全覆盖。二是培

训内容全方位。突出问题导向，针对发现

的基层党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剖析原因、

找准病灶，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突出规范

化建设，紧紧围绕“三会一课”、党员发展、

党员设岗定责等基础性工作进行培训，提

升工作规范化水平；突出晋位提升，按照

“三定四抓”促“三化”要求，围绕争创全市

“红旗”党组织等，提升工作标准，明确工

作重点。三是培训形式多样化。专家集

中授课，从市委党校、市直工委等邀请专

家教授，集中宣讲十九大精神，破解基层

党建发展难题；组织实地观摩，在“两新组

织”培训中，组织学员到县企业党员群众

综合服务中心、迷王制衣公司党支部等实

地观摩学习，促进交流提升；依托远程培

训，为方便1500多名乡、村两级基层党组

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培训，利用全县视频

会议系统，讲师在县视频会议中心远程授

课，乡、村参加培训人员在本乡视频会议

室集中听课；现场组织测试，培训当场提

问，组织考试，对于考试不合格的学员，重

新组织学习，直至考试合格，确保了培训

实效，推进各领域“三化”建设。

进入八月，柘城县起台镇来楼村育苗工场闲置大棚内的芝麻长势喜人。为提高烟叶育苗工场闲置大棚利用效率，柘城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结合本地种植习惯和气候特点，按照“以烟为主，综合利用”的原则，引导烟农种植芝麻、大豆等经济作物，既提高了烟农收入，又

解决了烤烟育苗大棚用途单一、闲置期长、维护费用高等问题。牛靖华摄

8月17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栽培室的韩会阁博士(中)，对郏县四个乡

20个点的“上六片”烟方的鲜烟叶和对应的土壤样品进行取样。用于了解郏县土壤硫含

量及其对烟叶硫含量的影响，这些数据反馈后将对郏县明年烟叶生产起到指导作用。

徐汝平王自行摄

全领域培训 全方位提升

鲁山县强化党务培训
促进基层“三化”建设

平顶山市连续
五年金秋助学
累计捐款71.9万元

周五023 赫塔费vs埃瓦尔

比赛时间：2018-08-25 02:15

赫塔费首轮做客0比2负于皇马，赛后主教练博尔达拉斯

表示球队没有打出夏季备战的效果。埃瓦尔首轮主场1比2

输给了升班马韦斯卡。两队首轮都遭遇了开门黑，赫塔费新

赛季的投入不小，首个主场更加值得期待。

周五024 拜仁慕尼黑vs霍芬海姆

比赛时间：2018-08-25 02:30

上周末德国杯以主力出战的拜仁仅在客场1比0小胜一

支德北联小球会，莱万攻入唯一进球。霍芬海姆在德国杯客

场6比1大胜凯泽斯劳滕。霍芬海姆目前尚有盖格、鲁普、阿

米里、德米尔巴伊等多名伤兵，克罗地亚国脚克拉马里奇归队

时间较晚也应该不会在首轮出战。霍芬海姆近两年强势崛

起，但是做客拜仁2平8负还是处于明显下风。

周五027 里昂vs斯特拉斯堡

比赛时间：2018-08-25 02:45

里昂上轮客场0比1不敌升班马兰斯爆出大冷，此役里昂

控球率高达61%，射门以19比7领先，但得分机会不多，因世

界杯原因归队较晚的攻击中场费基尔连续两轮缺席，本场复

出在望，后卫马沙尔因伤参赛成疑。斯特拉斯堡上轮主场1比

1战平圣埃蒂安、新赛季1胜1平保持不败，中场冈萨维尔斯进

球，比赛中斯特拉斯堡略占上风，尤其是进攻较对手更为出

色；中场科尔尼耶以及今夏加盟的前锋阿约克伤情需观察，前

锋萨阿迪有望复出。里昂新赛季战绩平庸，实际表现并不差，

只是在攻击方面需要改善，若费基尔复出情况将大为改观；斯

特拉斯堡不擅客战，里昂主场优势明显。

周五029 莱加内斯vs皇家社会

比赛时间：2018-08-25 04:15

莱加内斯上轮做客1比2输给了毕尔巴鄂，93分钟时被对

手绝杀，主教练佩莱格里诺赛后表示全队展现出了自己的竞

争力，伤兵中后卫布斯廷萨有望回归，中场什曼诺夫斯基、多

斯桑托斯预计继续缺席，转会市场上继续补充人员，从切尔西

租借了后卫奥梅鲁奥。皇家社会首轮做客2比1击败比利亚

雷亚尔取得开门红，威廉·若泽和及时复出的胡安米两名射手

分别进球，两名新人特奥·埃尔南德斯、梅里诺都首发出场不

过表现都只是一般，边锋奥亚尔萨巴尔续约到2024年，门将

莫亚和中场贾努扎伊都因伤缺席了首轮联赛。皇家社会新帅

加里塔诺对阵老东家，相信会有自己的办法。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

注，请注意控制购彩金额。

竞彩周五强档：德甲揭幕拜仁战劲敌，里昂回归主场强势复苏

8月22日，体彩大乐透第18098期前区开出号码02、15、

18、25、27，后区开出号码05、07。当期全国共开出5注头

奖。其中，1注为1338万元（含501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

头奖，落户上海；4注为836万元基本投注头奖，花落上海（2

注）、江西和广西。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1338万元头奖出自青浦区，中奖

彩票为一张5注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上海中出的两注

836万元头奖分落两家网点。其中1注出自一张6+2复式

票，投入12元，单票擒奖839万元；另1注出自一张5注10元

投入的单式票。江西中出的836万元头奖出自南昌，中奖彩

票为一张6+2复式票，投入12元，单票擒奖839万元。广西

中出的836万元头奖出自南宁，中奖彩票为一张9+2复式票，

投入252元，单票擒奖849万元。对比中可见，来自上海青浦

区的这位幸运彩友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多拿了501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使得单注头奖奖金达到了1338万元。

当期二等奖开出54注，每注奖金为14.52万元，其中28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8.71万元，追加后，二等奖单

注总奖金为23.23万元。三等奖开出570注，每注奖金为

5898元，其中180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538元，

追加后，三等奖单注总奖金为9436元。

奖号方面，前区奖号02、15、18、25、27继续以中小号码为

主，开出了3号段外的号码。最小号码开出02；1号段上开出

15、18，其中18复制上期（第18097期）奖号，该号于最近7期

之内开出5次，大热；2号段上开出25、27；最大号码开出27。

后区开出05、07一小一大号码。最近5期，后区奖号的大小

号码数量比为5比5，持平。冷号方面，截至目前，后区的02

已有25期没有露面，正持续走冷。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63.40亿元滚存至8月25日

（周六）开奖的第18099期，这一水位较上期略有下降，继续处

在历史高位。每花2元钱投注1注大乐透，就有0.72元用于

社会公益事业。2元可中1000万元，3元可中1600万元。盛

产千万元大奖的体彩大乐透，与你周六继续相约！

大乐透爆5注头奖 奖池63.4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