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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农家肥，就是不一样啊，你看

俺家的烟叶好不好……”近日，汝阳县小

店镇高庄村烟农鲁金堂看着满屋的“黄

金叶”笑呵呵地说。

今年，汝阳县烟草部门以小店镇、靳

村乡和大安工业区的示范方作为试点，

在烟田整地前施入腐熟后的羊粪，通过

对旺长期、成熟期和烘烤阶段的跟踪调

查，发现施用发酵腐熟羊粪的烟田开片

好、长势整齐一致、根茎病害防治效果明

显，赢得了试点烟田烟农的广泛称赞。

鲁金堂说：“今年俺家一共种了40亩烟，

施入农家肥后，烟田病害少了，烟也好烤

了，平均一亩地能卖3900多元，明年种

烟还得继续施农家肥。”

“羊粪中的营养成分虽然丰富，但是

不经过腐熟，会对土壤和农作物产生不

利影响，并且营养成分不易被土壤和农

作物吸收，把羊粪加入发酵剂充分发酵

腐熟后，再添加具有防治根茎类病害特

效功能的微生物菌种，进行二次发酵制

成腐熟羊粪，能够被有效吸收的有机质

含量高达69.7%。”汝阳县烟草分公司生

产部门负责人说。

据测算，每亩条施发酵腐熟羊粪

200公斤、减少复合肥10公斤左右或者

有机无机生物一体肥15公斤的用量，并

且不需要再施用芝麻饼肥了。腐熟羊粪

每吨640元，每亩施入200公斤，这样统

算下来，每亩还能节约施肥成本30元，

并且经过生产和收购这一环节的检验，

试点田烟叶分层落黄好，增产增质效果

十分明显。

通过近几年的探索和研究发现，烟

田增施有机肥有助于调节土壤碳氮比，

达到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增强土壤保

水能力、提高烟株抗旱抗病能力的目

的，对烟叶稳产、提质、增效具有良好效

果。

2018年，汝阳县烟草部门委托汝

阳县民和农机专业合作社实施“变废为

宝计划”，沤制羊粪1400吨，备足发酵

腐熟羊粪，在来年的烟叶生产中，将通

过价格补贴扶持政策扩大农家肥施入

面积，真正实现烟田增效、烟叶增质、烟

农增收。

“今后，只要发现一例卖烟给未成年

人，就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11月20日上午，在郏县东城区小学附

近，郏县烟草专卖局稽查中队和工商部

门一道对一张姓卷烟零售商户进行联合

检查。

一段时间以来，郏县一些校园附近

个别商户把整盒烟拆开零卖，没钱的可

以赊账记成零食，并设立“阴阳两本账”

与专卖管理人员打游击。学生家长提起

此事就气不打一处来，说他们是“毽子里

的鸡毛——钻到钱眼里了!”

今年，郏县烟草专卖局下大力气整

治中小学校周边不良商贩向未成年人

出售卷烟行为。在办理新证过程中，坚

持“三个不受理”，即申请资料不全不受

理，严格按照证件换发要求核实申请材

料；证、人、址不符不受理，杜绝证件转

让、登记地址发生变化等违反《烟草专

卖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的现象发生；

学校周边商户不受理，以200米为限，

取缔在此范围内的卷烟经营商户。为

保证此次证件换发质量，结合换发新

证特殊时点，加强宣传，进一步强调相

关政策规定，杜绝人情关系，做到公平

公正，并提前告知零售户，做好前期准

备，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布局规定，具体

讲解相关要求。工作中对部分商户口

头承诺、实际上不配合清理的现象，利

用换位思考，取得中小学校周围的商户

对相关政策规定理解与支持，尽量做到

商户理解、工作配合，使回收证件工作

顺利圆满完成。目前，郏县烟草专卖局

已组织换发零售许可证近600份，占全

县商户比例约1/3，已取缔违规经营户

5户。

本报讯 11月10日，卢氏县烟叶

收购工作全面结束。全县共收购烟叶

19.05万担，投放收购资金2.59亿元，

同比增幅26.97%；上缴烟叶税5698万

元，同比增幅27.01%；上等烟比例达

68.39%，同比增长18.69个百分点，不

仅圆满完成了省、市下达的烟叶生产

收购计划，而且产值、税收、上等烟比

例较去年有大幅增长。

烟叶是卢氏县的重点支柱产业之

一。2018年，尽管该县农村经济发展

项目实现了多元化，但没有放松对烟

叶传统支柱产业的关心支持，相反却

更加重视烟草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在烟叶生产的组织领导中，县

乡烟办积极配合烟草部门，大力开展

烟田轮作调茬、品种治理和各级各类

示范区建设，使该县烟叶生产要素和

烟叶生产根基得以稳固。

在新技术推广应用中，该县积极

实施土地深松、大麦掩青、绿肥沤制、

水肥一体化、采烤一体化等新技术，

为增加烟叶科技含量进而提高烟叶质

量续添了后劲。在烟叶采烤中，该县

大力培养GAP技术员和烟叶烘烤师，

实行“准采证”“准烤证”等采烤制度，

大力清除不适用烟叶，全力提升烟叶

成熟度和烟叶可用性。在烟叶收购

中，该县全面实施烟叶入户预检和散

叶收购，全力搞好优质服务和廉洁收

购工作，千方百计提升烟叶的等级纯

度和等级质量，保证了烟叶收购秩序

稳定、进展顺利和结局圆满，赢得了

干群的普遍认可，较好地实现了烟

农、政府、烟厂和企业“四赢”的目

标。（叶新波）

本报讯 社旗县太和镇充分挖掘烟

叶增收潜力，努力拓展烟农增收新途径，

今年烟农户均增收1.2万元。

优化产前政策。该镇下发《太和镇

关于促进烟农增收实施方案》和增收任

务清单，把烟农增收工作纳入各植烟村

的目标考核，科学制定烟叶产前投入补

贴预算，把产前投入往物资补贴、专业服

务等烟农急需的项目倾斜。同时，强化

领导，细化任务目标，明确工作重点，加

强监督考核，全力推进烟农增收。

推广先进技术。该镇强化科技对

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实行“减少一个用

工，增收100元”的措施，重点推广分段

湿润育苗适用技术，大力推行机械化作

业，有效降低烟农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强力推动产业延伸。该镇聚焦轮

作烟田、育苗大棚、密集烤房等开展多元

化经营，积极探索体验式采摘和观光旅

游。构建“烤烟+多产业”的发展模式，形

成具有太和特色的产业组合。（王欣科）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光
杰曲焕平）11月12日，记者在洛宁县小

界乡烟站看到，该乡瓦村烟农井金超不

用排队等待，直接把烟拉到烟站专为贫

困户开通的“贫困户售烟绿色通道”，经

过分级挑拣、上秤过磅、打捆、开票结算

等流程，仅仅十几分钟，就顺利拿到了

3000多元的烟款单。

井金超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需要

花钱，老母亲又长期患病，因而成了村

里的贫困户。去年，在洛宁县烟草局的

帮扶下，井金超尝试种了14亩烟，算是

个“新手”。谈到今年的收成，井金超露

出了幸福的笑脸。他说：“今年烟叶收

成好，俺家卖了将近6万元，年底就可以

摘掉‘贫困帽’了。”

和井金超一样，洛宁县689户贫困

户依靠种烟走上了致富路。

作为全国适宜烟叶种植的主产区

之一，洛宁每年现代烟草种植稳定在7

万亩左右，已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黄

金产业”。今年，该县把烟叶产业发展

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起来，将烟叶种植

计划指标向贫困户倾斜，不断加大对贫

困户的扶持力度，种植烟叶每亩补贴

600元，烟叶保险每亩补贴4.5元，为全

县3045口贫困人口发放“金叶”扶贫政

策补贴525万元，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种

植烟叶的积极性。

该县烟办帮扶的东宋镇下宋窑村贫

困户任百贞，今年种植烟叶12.7亩，7月

初遭受雹灾、风灾损失4亩，在帮扶人员

的耐心指导下进行灾后自救，有效收获

面积达8.7亩。截至目前，收入4.5万元，

每公斤均价29元，亩产值达4930元。

在该县兴华镇程岭村的烟田里，烟

叶中下部都摘剩了秆儿，只有上部剩余

七八片金黄阔大的叶片等待采摘。正

在烟田采收烟叶的烟农程约民说，该镇

73户贫困户种植烟叶681亩，预计可收

入187万多元，户均收入2.56万元。

同时，该县从烟田耕地起垄、烟苗

移栽、地膜、滴灌到收购，不间断给烟农

安排生产技术、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培训

和指导，驻村帮扶队员深入全县689户

种烟贫困户家中，帮助分级扎把。在全

县14个烟叶收购站为贫困户售烟开辟

绿色通道，专门设立服务点、提供茶水、

急救箱、工具箱，给烟农提供最贴心的

保障。

据了解，今年洛宁县共发展689户

贫困户3046人种植烟叶11049.41亩，

预计仅烟叶一项贫困户收入将达3500

万元，户均收入5万元，人均收入1.1万

元，有力助推了全县脱贫摘帽整体目标

的实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琼）

为达到烟农满意、企业满意、工业满意、

政府满意的最佳效果，平顶山市烟草公

司盯紧烟叶生产、采烤、收购、调拨几个

关键环节，环环紧扣，步步为营，圆满完

成了2018年收购任务，其中上等烟比例

达73%。

网格化管理，定制化生产。2018

年，该市共落实9.1万亩烟田，全面实现

了网格化组织生产。在烟叶生产过程

中，该市狠抓过程精细化管理和关键技

术落实，烟叶育苗适期精量播种，壮苗质

量提高；烟叶移栽期提前，栽期集中统

一；平衡施肥、小苗移栽、优化结构等关

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烟叶整体生产水

平明显提升。与此同时，该市将“上六

片”高端原料开发作为2018年“一号工

程”，规划“上六片”开发核心示范区1.5

万亩，特色原料定制生产项目示范田

2000亩。

专业化服务，一体化采烤。该市的

8个烟叶专业化合作社，涵盖烟叶育苗、

机械化作业、烟叶移栽、大田管理、烟叶

采收、烟叶分级等环节，为烟农提供从

整理土地、育苗到烟叶田间管理、采收

的全过程服务。203个烟叶服务队为

全市1134个烟叶种植大户提供烟叶移

栽、大田管理、烟田植保、烟叶采收分级

等服务，极大地缓解了种植大户用工难

的问题。充分发挥烘烤专职员和烘烤

技师队伍的职能作用，把好烟叶成熟采

收、鲜烟分类、分层挂杆、科学烘烤等关

键节点，为烟叶质量提升打下了良好基

础。

信息化监管，统一化接收。以治理

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改造优化烟叶收

购流程，加强收购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安装自动叫号、无人称量系统，实现全程

视频监控。成立现场执纪组和烟叶接

收监管组，对异常情况及时进行通报、查

处，通过“重手”治乱，杜绝收购期间的小

微腐败问题；对烟叶收购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实行“三卡”绑定（即：合同、身份

证、银行卡），一一对应；优化收购流程，

推行平筐装烟、平筐称量、平筐码垛、烟

不落实地，基本实现散烟成品烟零库存，

使烟叶收购管理上了一个新台阶。全

面推行全市总经销、质量巡检制度，实行

烟叶直线调拨，两级接收；安装质量追溯

系统，实现烟叶质量可追溯，坚持收购数

量、质量与工资挂钩，努力提升烟叶纯

度，彰显质量特色。

目前，平顶山市烟叶收购已全部结

束，共收购烟叶26.4万担，其中收购“上

六片”1.41万担，圆满完成收购任务。其

中，上等烟比例达73%，中等烟比例达

26%，下等烟比例达1%。烟农售烟收

入38254.06万元，同比增加1997.67万

元；均价28.98元/公斤，同比提升2.3元/

公斤。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1月18日上午，初冬的豫东平原，连日阴

雨后，寒气袭人，但柘城县洪恩乡小罗张

村头的一户农家小院里却是暖意融融，一

片欢声笑语。小饭桌上，烛光欢快地跳动

着，志愿者王利霞轻轻搂着张瑞佳的肩

膀说：“许个愿吧。”

虽然是满脸笑意，但眼泪却在小瑞

佳的眼眶里打转。在小瑞佳的印象中，

这是第一次吃到生日蛋糕，而且是县烟

草专卖局的叔叔阿姨在县城著名的西餐

店专门为她订制的。小瑞佳幼时父亲因

病去世，家中欠下沉重的债务。母亲改

嫁后，她和弟弟跟随多病的爷爷奶奶生

活。和同龄的孩子们相比，姐弟俩经受

了太多的磨难，也使得他们的性格略显

内向。

在一次走访中，小瑞佳的奶奶无意

中说起，由于家中距县城较远，交通不

便，两个孩子长这么大还没有正式过一

次生日，更没有吃过生日蛋糕。志愿者

得知这个情况后，经过商议，决定在小

瑞佳十三岁周岁到来之际，趁着星期天

孩子不上学，提前一天来陪她过一个快

乐的生日。

除了生日蛋糕以外，王利霞还给小

瑞佳带来一块象征“福禄”的葫芦形精美

玉佩。“知书达理，温润如玉，福禄安康，

长命百岁。”红包上的祝福语，寄托着志

愿者的期望。几年来，两个孩子由戒备

到亲近，再到依恋，在他们的心里，志愿

者已经成了他们的亲人，融入了他们的

生活，再也割舍不开。每次学习进步，或

受到老师的表扬，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志愿者，分享他们的快乐。而

王利霞等志愿者，则同样将孩子们的冷

暖放在心中，抽时间就会来看望他们，为

他们送来书籍或零食，关心着他们的成

长。为了不让弟弟旺达感到冷落，志愿

者王春华、李清龙等人为爱吃馄饨的他

打好了肉馅，甚至购买了紫菜、虾皮、榨

菜、胡椒粉等配料，还带来了开发智力的

书籍。

抹去眼角的泪，孩子奶奶告诉志愿

者，懂事的小瑞佳没有住校，而是选择了

走读。放学回家，小瑞佳总是抢着做饭、

洗碗，成了奶奶的好帮手。在做好自己的

作业以后，还要辅导成绩稍差的弟弟。“我

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被许多细小的爱

所感动着。”看着满墙的奖状，王利霞感慨

不已。

戴上生日帽，唱着生日歌，接过志愿

者送来的红包，小瑞佳在祝福声中许下了

自己的心愿，切下了自己的第一块生日蛋

糕。

（图为11月18日上午，柘城县烟草
局志愿者来到洪恩乡小罗张村，为孤儿
姐弟中的姐姐张瑞佳过生日）

烟区动态

洛宁县

“金叶子”鼓起贫困群众“钱袋子”

卢氏县
烟叶再获好收成

社旗县太和镇

拓展烟农增收新途径

平顶山市圆满完成收购任务

上等烟比例达73%

小瑞佳的第一块生日蛋糕

郏县

取缔违规经营 保护“幼苗”成长

□徐汝平王自行

汝阳县

变废为宝 提质增效

□何向姗

郏县烟叶中心仓库重视冬季消防工作，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近日，仓库安检

员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检查外调烟叶车辆的车载灭火器，并对司机进行安全行车教育。

徐汝平王自行摄

□牛靖华文/图

烟草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