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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区见闻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
忠）9月12日，记者从平顶山市政府办公

室获悉，为推进全市烟叶产业高质量发

展，稳固提升该市烟叶市场地位，做优

做强烟叶品牌，促进烟农增收、财政增

税、企业增效，平顶山市政府办公室近

日发出《关于抓好当前烟叶重点工作

落实的通知》，要求各县（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狠抓烟叶成熟采收科学烘烤和

烟叶收购工作，狠抓 2019 年规划烟田

落实。

2019年，平顶山市初步规划预留烟

田面积11万亩左右。要求全部实行烟田

轮作，有水浇条件的平原区达80%以上，

山岗区须有水源保障。各产烟县（市）政

府、烟草部门要认真谋划，科学布局，强

化乡镇政府的责任落实，制定有效的工

作措施，保障完成目标任务。各级烟草

部门要科学制定烟田规划，突出向“上六

片”高端原料生产的优质产区倾斜，要充

分利用现有烟基设施，确保预留烟田布

局合理、规模提升。

新建烟基项目重点规划在烟叶产

业集聚的优质产区，要集中优势资金

和项目，打造浓香型特色明显烟叶产

业基地。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推进土

地流转，探索建立发展职业烟农、家庭

农场的政策机制，推动种植主体向职

业化发展，为该市烟叶产业高质量发

展积蓄后劲。要积极推进适度规模的

连片种植，以发展100亩以上连片烟方

为主，重点产区可发展300亩～500亩

及以上连片烟方。

郏县政府要与市烟草部门加强合作，

依托平顶山市现代烟草科技园，围绕堂街

镇、李口镇、姚庄乡等浓香型烟叶区域，以

推进烟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扎实推

进现代烟草农业田园经济综合体和烟草

特色小镇建设工作。郏县、宝丰县要及早

着手推进土地流转，利用2～3年在浓香

型特色产区“山儿西”烟叶腹地的堂街镇、

李口镇、姚庄乡和闹店镇、石桥镇、李庄乡

规划建设特色优质“上六片”高端原料开

发核心示范区3万亩。

“老张，让我看看你这次卖了多少

钱。”9月10日上午，在郏县长桥镇烟叶

收烟站内，人们正在传看着烟农张春和

的售烟发票。

“老张，这回发了。光中橘二就卖了

207.4公斤7424.92元……”烟农陈国战

高声念着发票上的数字说。一位胸前飘

着白须的老者满意地说：“咱‘山儿西’烟

的好年景又回来了。”

今年，郏县烟草分公司及早着手，从

种植计划落实到技术培训，再到收购，强

化服务管理层层落实，只为让烟农的钱

袋子鼓起来。

烟草职业化工作进程扎实推进。全

县共建设烟叶基地单元4个，总面积

5.46万亩；培养50亩～100亩的职业烟

农和家庭农场341户，种烟面积2.6342

万亩；建设烟叶专业合作社4家，关键环

节专业化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通过

营造良好氛围、认真落实计划、强化组织

管理、落实关键技术等有效手段，确保了

“上六片”工作扎实推进。通过4次优

化，全县共落实“上六片”农户649户，

面积15091亩。

烟叶生产保障机制更加完善。完善

了生产监管机制，将烟田划分成网格，一

名职工管理一个网格，从生产到收购全

程负责，网格工作的好坏与职工的绩效

工资挂钩。烟站每名职工配备一台平板

电脑，每天上传当天工作开展情况，实现

了对网格管理员工作和冬耕质量的实时

监控；完善了生产保险机制，为烟叶生产

保驾护航；完善了技术培训机制，烟草一

线职工和烟农的技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升。完善生产考核机制，对工作跟踪问

效，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

做好“上六片”收购工作。及时做好

“上六片”政策补贴的宣传工作，按照农

户申请、公司确认、签订协议等流程确定

的“上六片”烟田及农户，按照农户交售

的符合“上六片”等级质量的烟叶数量兑

现补贴。实行封闭运行专磅收购。由于

今年依然实行散叶收购，要求各烟站要把

握好散叶收购的质量标准，进一步做好宣

传指导工作，严格按入户预检、专业化分

级流程操作，努力解决好“三混”问题。

强化内部管理，严肃收购纪律。公

司已成立内部烟叶收购执纪组，收购期

间巡回检查、接受举报，重点对压级压

秤，收购人情烟、面子烟等徇私舞弊、坑

农害农行为的查处，一经查实，从严从重

处理，确保烟农利益不受侵害。

“余书记可真没少帮助我们这些贫

困户。我把地租给他，一亩地每年给

600元的租地钱。我在这儿栽烟、锄草、

打烟杈、系烟、挑烟，一年能干6个多月，

每月1700元，半年下来能收入万余元。”

9月4日，在邓州市裴营乡花园村植烟大

户余红斌的烟田旁，55岁的村民李红焕

兴奋地说。

今年55岁的余红斌，高中毕业后，

于1995年去郑州经营蔬菜批发生意。

2004年回村担任村主任，主持村里工

作。2005年任村支部书记。如何带领

群众尽快致富？余红斌经过深思熟虑，

想到花园村土地面积较大，群众有种烟

的传统习惯，他决定带领群众走种烟致

富之路。2006年，在乡党委、乡政府的

倡导下，他克服缺少资金、技术的难题，

下决心一定把烤烟这个项目做好、做大、

做强。

烟叶生产的最大特点是技术含量

高、劳动量大。当年，由于没有掌握好

烟叶的生产技术，缺乏实际经验，导致

种植烟叶出现亏损。但是，余红斌并

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从哪里跌倒就从

哪里爬起来。为了尽快掌握烤烟技

术，他多次参加市里和乡里举办的种

植烤烟技术培训班，购买了大量烤烟

方面的书籍，还多次到郏县等地参观、

学习种植烟叶技术，并聘请了技术指

导员。

在实践中，余红斌终于摸索了一套

经验，那就是“苗是金、管是银、烘烤是个

聚宝盆”“一环套一环，环环紧相连”的种

植理念。他还总结了种植烤烟必须抓住

“三早”，即早育苗、早定苗、早移栽。苗

期培育壮苗，施肥要侧重施农家肥，适

量施化肥。田间管理阶段做到“五及

时”，即及时浇水、打底叶、培根、揭膜、

平顶。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以预防为主，

看烟叶长势，适时烘烤，并严格按烘烤

技术烘烤，丝毫不能大意。在分级扎把

上要细，杜绝混等烟，注意烟叶回潮好，

及时出售，以免压房造成烟叶质量下

降。

辛勤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种烟效

益逐年提高，他渐渐成了当地小有名气

的烤烟大户。2011年，余红斌把村里在

外打工不愿种地的村民的土地流转了一

千余亩，形成了千亩大方烟田。他自己

租了110亩植烟，剩余土地由王彦林、郭

小珍、王士进、王同等村民租种。为尽快

帮助大家掌握烟叶种植技术，无论有多

忙，只要是有求于他，他都会放下手中的

活儿，立刻赶到，把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

验倾囊相授。遇到一些经济困难的家

庭，他还会无偿借钱给他们。在他的带

动下，王彦林、郭小珍、王士进等村民都

成了植烟大户，还帮助百余户村民走上

了种植烤烟的致富路。花园村3组组长

张小辫说：“我组建了20余人的帮工队，

经常在余红斌等植烟大户的烟田干活，

每天能挣60元。”

近几年，邓州市烟办、市烟草公司为

裴营乡的花园、和谐等植烟村新建了烟

叶育苗中心和密集型烤烟房。今年，余

红斌家的烟叶种植又取得了大丰收，烤

烟在产量、质量、效益方面在裴营乡都是

名列前茅。

▲9月12日，在嵩县九皋镇石槽村种烟大户

路献敏的烟田里，中下部烟叶已经采摘烘烤，留下

的上部叶大约20天后才能采摘。路献敏今年种

了60亩烟，贫困户在他的烟田打顶抺杈、清除杂

草，每天有50元的收入。王丙丙周国强摄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陈
越）9月10日开始，灵宝市朱阳镇各烤

烟收购点陆续开磅收烟，拉开了一年一

度的烟叶收购工作序幕。

在马河口烟叶收购站，前来交烟的

烟农络绎不绝，烟农在门口有序地排队等

待交烟；烟站工作人员正在厂房忙着分

级、过磅、记账，收购工作井然有序。今年

朱阳镇的烤烟交售量达358.24万公斤。

在收购期内，朱阳镇坚持收购标准

和收购质量，全面抓好烤烟收购工作，

努力实现财政增长、烟农增收、企业增

效的工作目标。目前，整个烤烟收购工

作井然有序，进展顺利。

今年，朱阳镇计划收购优质烟叶

252.79万公斤，上等烟比例70.56%以

上，预计烟农总收入1亿元。

◀眼下正是收烟季，位于新安县南李村镇的

金福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烟叶车间里一派丰

收景象。近年来，新安把种植烟叶作为群众脱贫

致富的重要途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让烟农有奔

头，今年该县6个镇种植烟叶8000亩，预计收购

烟叶1.6万担。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许金安
张学新摄

本报讯 目前，一年一度的新烟收

购在社旗县东部8个植烟乡镇的基层烟

站已陆续开磅，并已进入收购的高峰期。

纠正往年烟叶收购中的不正之风，

严格落实和执行省、市烟草公司的烟叶

收购政策，贯彻各项收购制度和纪律，事

关烟叶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为此，社

旗县烟草公司在今年烟叶收购工作一开

始，就把紧盯收购的等级质量、严格执行

合同、落实纪律规定放在首位，狠抓烟叶

收购各项制度的落实，严把质量关，杜绝

收购外地烟和掺杂使假烟、人情烟、面子

烟、关系烟和合同以外的烟，彻底纠正过

去的不良收购烟叶现象。并采取强有力

的“全覆盖零容忍”问责，紧盯执行纪律

和制度，加强监督与巡查，以严肃的执纪

利剑护航收购，确保烟农利益不受侵犯，

确保公司收购质量、信誉提升。

为保证执纪到位，该公司在收购烟

叶开磅之前，就制定了一系列的纪律规

定和相关措施与制度，还制定了烟叶收

购专项纪律细则等，并成立了烟叶收购

期间三个执纪组：等级质量监督组、落实

纪律巡查暗访组、纠正收烟环节执纪考

核组，凡发现有吃拿卡要，收购人情烟、

关系烟、外地烟，不按合同和等级质量等

现象的，或涉及贪腐与烟贩子内外勾结、

坑农害企的行为，一律严格执纪，严肃问

责，并追究法纪责任，用铁的纪律约束行

为。

同时，该公司还在收购人员上岗前，

组织开展了“五个一”教育活动，即：集中

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聘请检察官上一

堂违纪庭审课，聘请纪委监察委干部讲

一次廉政课，组织观摩一次违法案例庭

审现场，到县看守所感受一次犯人的生

活。通过“五个一”教育，增强了一线收

烟人员的法治观念，提高他们的遵纪守

法意识，把执行纪律落到实处。

社旗县烟草公司健全执纪机制，实

施收烟问责，加强监督，纠正不正之风，

营造风清气正的收购环境，形成了极大

的震慑效应。截至目前, 今年的烟叶

收购没发现一例违纪违规问题的发

生。（季丰成）

本报讯 9月上旬以来，卢氏县召开

会议、印发通知、督导检查，全力跟进“上

六片”浓香型上乘烟叶打造进程，力求实

现“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转身。

“上六片”是烟株上最晚长出来的

4～6片叶子，虽“身居高位”，吸尽阳光

雨露，遍享天地通灵，却一直是“丑小鸭”

的待遇，尽管“浓郁沉溢、芳馥醇厚、焦甜

舒适、留香绵长”，但性子却有点“暴”，所

以并不招卷烟工业待见，烟农也就总认为

中部烟是最好的。但随着烟叶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加上“上六片”浓香

型烟叶开发研究，其香气质和香气量的

“浓足性”、质量的“上乘性”越发突出。

今年，卢氏县加强了对“上六片”浓

香型烟叶的开发进程，在观念转变、生产

进程和采烤管护方面做足了功课，为推

动烟叶高质量发展开启了新引擎。

定向化开发。该县与郑州烟草研究

院、河南中烟等科研单位、工业企业密切合

作，以抓“上六片”、上部烟叶质量提升的技

术落实为突破口，深入实施以“定区域、定结

构、定质量、定数量”为主的烟叶定向性示范

推广，紧紧抓住烟叶种好、养好、采好、烤好、

分好、收好、调好等关键环节，满足工业的差

异化需求，带动烟叶生产经营水平提升。

定制化生产。该县按照分类管理的

要求，落实优良品种种植、适时提前集中移

栽、国家局三项主推技术、土壤保育、成熟

采收、科学烘烤等关键技术，开展结构优

化，满足共性需求，保障差异化需求，用最

先进的生产技术支撑“上六片”浓香型烟叶

开发，全面提升上部叶生产水平和质量。

保姆式管护。该县建立两个核心示

范区，制订工作方案，成立推进组织，配

套补贴政策，加强宣传力度，建立包片、

包户责任制，从农户、地块选择，到田间

管理、打顶留叶、成熟延熟采烤，全面做

到“人盯人”“人盯地”“人盯炕”，全程跟

进示范开发。(叶新波)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
鹏李增强）“今天镇党委、镇政府重奖了

我们村，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更要加

把劲儿，把镇里分配的烟叶生产任务完成

好。”9月6日上午，在郏县长桥镇2018年

烟叶收购表彰大会上，东长桥村党支部书

记梁玄增拿着1万元奖金高兴地说。

当天会上，该镇共有22个行政村

和1个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获得了不

同金额的奖励，共计发放烟叶生产收购

奖金5.5万元。

长桥镇是郏县的烟叶种植大镇，耕

地面积4.9万亩，其中每年烟叶种植面

积在1万亩左右，已成为当地群众脱贫

增收的主导产业。近年来，该镇始终把

烟叶生产与收购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

管理，并根据目标任务制定相应的考核

办法，严格奖惩兑现。该镇还聘请县烟

草公司多名技术人员深入到村组面对

面指导烟农科学种植，分批次对烟农进

行烤烟技术专项培训。该县烟草部门

还在该镇投资190多万元，实施了烟水

配套工程，从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给

予补贴和扶持。同时，该镇还建立和完

善了防雹预警系统，镇政府出资为烟农

购置了烟叶保险，降低了烟农的种植风

险，提高了广大烟农的种烟积极性。

据长桥镇镇长史志杰介绍，今年该

镇共种植烟叶7500余亩，计划收购烟

叶94万公斤，实现烟叶税收526万元，

烟农直接收益7000余万元。今年全镇

种植的近5400多亩烟叶烘烤工作已接

近尾声，预计烟叶总产量可达67万公

斤，实现农民收益5200多万元。

平顶山市谋划明年烟叶种植

初步规划预留烟田面积11万亩

烟区动态

灵宝市朱阳镇
收购点陆续开磅收烟

郏县长桥镇
5.5万元重奖售烟先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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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全力打造“上六片”浓香型上乘烟叶

社旗 以执纪利剑护航烟叶收购

卖烟迎来好年景
烟农钱袋鼓起来
□徐汝平王自行

种烟故事
余红斌

带乡邻种烟走上致富路
□赵光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