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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本版联办单位：

本报讯 日前，商丘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召开烟叶工作专题研讨会，提出

以“四个围绕”为重点，推动烟区烟叶高

质量发展。

围绕目标提前谋划部署。立足

“少而精、小而强”的发展目标，认真

谋划今年烟叶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市、县、站三级责任管理制度和考核

奖惩制度，为烟叶发展指明方向和思

路。

围绕质量提高工作成效。全力落

实“上六片采烤、绿色防控”等专项技

术，重点解决“品种不良、生育期长、大

深厚”三大问题，进一步提高烟叶生产

质量；全面推行专分散收模式，加强烟

叶收购过程管理，进一步提高烟叶收购

质量；全面开展烟叶原收原调工作，加

强工商协同，进一步提高烟叶经营质

量。

围绕人员提升队伍素质。着力抓

好“管理队伍、技术队伍和烟农队伍”建

设，加强培训指导与技术服务，增强全

市烤烟产业发展工作后劲。

围绕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坚持

“服务为本”理念，邀请工业客户进

烟站、入烟炕、到烟田、访烟农，严格

按照工业需求组织生产、开展服

务。（吴高强）

本报讯 2019年伊始，社旗县烟草

分公司围绕四个“早”，制定措施，突出重

点，精准发力，积极行动，切实谋划好新

一年的烟叶生产工作，为夺取烟叶生产

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经验教训早总结。元旦过后，社旗

县烟草分公司迅速召开了全县烟叶生产

工作总结会，查摆问题，分析差距，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取长补短，补足短板。

制定了一些新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力争

从高质量发展上做好服务，开创烟叶工

作新局面。

生产布局早规划。科学分析各种烟

乡村的生产布局现状，完善提高烟叶产

量、质量、效益的可行措施，制定了防治

烟叶发生自然灾害和病虫害频发的具

体对策。合理规划生产布局，将种烟计

划转向生产条件好、基础设施完备、水

浇条件充足的地方，把烟叶种植计划倾

斜在产量高、质量又好的适宜乡村，取消

零星分散种植，向大乡大村连片成方转

移。

主体措施早落实。除及早开展冬耕

整地外,社旗县烟草分公司还对烟叶育

苗备播、育苗棚的修缮等做到早落实，并

动员烟农开展烟田废弃杂物清理，对基

础生产设施进行保养维护，将各项生产

主体措施在一个月内落实到位。

生产物资早备齐。及早把全年烟叶

生产所需物资准备到位,备足种子、化

肥、农药、农膜和机械机具等。利用冬闲

对烟农进行系统的技术培训，为开春后

的烟叶生产提供可靠保障。（季丰成）

本报讯 隆冬时节，卢氏县日出劳力

近千人、机械近百台，在2019年的规划

烟田里拔秆整地、施肥起垄，烟区到处人

头攒动、机械轰鸣。

为使拔秆整地起垄工作扎实推进，

该县烟草部门制定并落实“三项措施”，

确保2019年规划烟田整地起垄达到质

量上乘且符合时令要求，力求实现烟叶

生产“开门红”。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该县烟草部门先后组织召开了局

长（经理）办公会、烟叶生产布局规划推

进会，对2019年烟田布局规划、拔秆整

地、施肥起垄等工作进行了扎实安排，层

层传导压力，掀起大抓烟叶生产的工作

热潮。

全员参与，同频共振，确保工作落地

生根。该县烟草部门按照定时间、定任

务、定人员、定成效的“四定”工作责任

制，把烟田布局规划、拔秆整地、施肥起

垄等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形成人人头上

有指标、个个身上有压力的全员参与工

作格局。

加强督导，严格奖罚，推动工作开

花结果。该县烟草部门按照班子成员

巡查到片、督导检查组督察到站点、站

点检查到田块的层级督导督察程序，实

施日通报进度和优差排序措施，加强对

烟叶生产整地起垄环节工作的检查考

核，并依据烟叶生产“四包两挂”责任制

兑现奖惩，推动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效

果。

由于工作开展有力、推进扎实，截至

目前，该县2019年规划烟田拔秆整地工

作已全面结束，施肥起垄工作已陆续铺

开。（叶新波）

今年48岁的李合年，是渑池县果园

乡东岭村人。2018年，他种植烟叶504

亩，毛收入 199 万元，纯收入约 100 万

元。元旦前夕，李合年自己拿出7500元，

给村里的老人、低保户、老党员送去了节

日慰问，并给村里65周岁以上的88名老

人每人发放50元，给31名低保户、五保

户、特困户、贫困户、老党员每人发放了

100元。

问及为什么要给老人、低保户和老党

员发钱，李合年说，这几年，他在县烟草局

的帮助下，靠种植烟叶走上了致富的道

路。可是回到村里，看到和父母一样受了

很多苦的老人们，因为种种原因生活还很

困难；看到村里的老党员为了村集体工

作，为了贫困户脱贫不分白天黑夜奔波劳

累；看到为了让烟农走上致富路，进农户、

到田间进行技术指导的烟站人员辛勤工

作、无私奉献，尤其是当听说县烟草局机

关人员利用星期天到南村乡去走访慰问

贫困户时，他不禁心里一动，起了对村里

的老人进行节日慰问的念头。

李合年虽然是果园乡人，但他真正种

烟致富却是从陈村乡起步的。他家原来

有十几亩地，加上租赁别人的，每年耕种

土地23亩，每年辛苦劳作，勉强可以维持

一家人的生活，离致富还有那么一段距

离。2013年，曾在西村工作的一名烟站

人员说陈村土地流转较容易时，李合年毫

不犹豫地东凑西借了一笔钱，加入种烟大

户行列，当年流转土地115亩，收入20万

元左右。小试牛刀后，他坚信种烟致富应

该不是梦。之后，他逐年增加土地流转面

积，从2013年的115亩，到2014年的294

亩，2015年的395亩，2016年的418亩，

2017年的383亩，再到今年的503亩，李

合年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农民到种烟能手，从紧巴巴过日子到腰包

鼓起来，从向别人借钱到感恩党的好政策

回报社会，向老年人、低保户、老党员伸出

温暖之手。

“我是一个农民，我不会忘了曾经受

过的苦，更忘不了党的富民政策给我带来

的甜，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虽然我的力量还很有限，但我愿意尽

我有限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也

算是我的一个梦想吧！”李合年望着已经

机耕起垄的烟田，坚定地说，“只要我们每

个人都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的中国梦一

定能实现！”

有机肥富含大量的有益物质，不仅

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营养，而且肥效长，

可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和生物活性，提

高土壤肥力和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如今正是烟叶等经济作物施用有机肥的

主要时节，选择合格有机肥料就显得特

别重要。

选择有机肥，要一问、二看、三查

一问原材料来源。不主张只用畜

禽粪便作原料直接搅拌制作的有机肥。

虽然其中含有大量有机质，但因为集约

化养殖畜禽，某些饲料中也可能残留对

安全有隐患的物质。推荐使用的原料

是：动物蛋白，如工厂化加工的动物残

体、毛皮等；植物蛋白，如油枯、豆粕残渣

等。

二看制造工艺。看所使用的原材

料是否充分发酵腐熟，是否添加有益生

物菌群，是否具有缓释、控释长效性，是

否会产生过量酸、碱、盐及其他造成根系

伤害隐患的物质，包装是否规范等。

三检查检测检验报告。原材料及

产成品是否符合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是否取得了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

特别要关注重金属铅、镉、铬、砷、汞等是

否超标，有害细菌是否超标，有无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是否取得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颁发的肥料正式登记证。

如何自制安全高效的有机肥

使用未进行发酵、分解腐熟的有机

质原料作肥料，容易发生“烧根烧苗”现

象。因此在使用前，必须经过充分发酵

分解腐熟和无害化处理过程，其中有四

个步骤：

一是有机质原料在发酵前保持适

当的含水量。二是要添加含有益菌种的

有机物腐熟剂。三是采用厌氧或者好氧

发酵。厌氧发酵，就是俗称“堆沤”。原

料较少的可用薄膜覆盖创造厌氧环境，

使其高温发酵，厌氧发酵的优点是简单，

但缺点是容易产生铵态氮，施用时需注

意，避免烧苗。好氧发酵，是在发酵过程

中不间断翻堆，使氧气参与到发酵中，促

进铵态氮向硝态氮转化，提高肥料养分

和用肥安全。四是降温散热后直接或搭

配其他肥料施用。（柯新）

“好！无关人员撤离，现在开始熏

蒸。”1月8日，在郏县茨芭镇管村王军涛

的育苗工场里，随着县烟草公司植保专家

一声令下，专业植保队立即进入工作状

态，这标志着今年郏县烟叶生产工作拉开

了序幕。

在现场指导的县烟草公司植保专家

李彦涛介绍说，育苗盘一般可重复使用

3～5年，首次使用可不消毒，重复使用前

必须进行消毒。苗盘消毒先用清水（最好

用高压水枪）将旧盘孔穴中的基质、烟苗

残根等彻底冲刷干净；用 40﹪育苗宝

100～150倍液消毒，即将原药用清水稀

释成100～150倍液，将苗盘浸入消毒液

中并轻微晃动，使育苗盘表面无气泡，即

可提出沥干备用。第二次消毒用“苗盘专

用消毒剂”烟雾机进行熏蒸消毒。育苗前

还要进行棚内外消毒，主要选用25%甲霜

灵锰锌200～300倍液均匀喷雾消毒。育

苗前棚膜卷起通风3～5天再开始育苗。

棚外地面、走道、排水沟消毒则采用3%生

石灰撒施进行消毒……

为了搞好烟叶生产工作，完善生产监

管机制，郏县今年按照网格化管理“六定”

工作要求，科学划分网格，实行技术承包，

网格管理员每人配备一部平板电脑，实现

对网格管理员工作的实时监控。完善生

产考核机制，通过落实公司对烟站、烟站

对职工和职工对烟农的三级考核机制，对

工作进展情况跟踪问效，确保了烟叶生产

工作的扎实推进。重点培养讲诚信、有技

能、懂经营、会管理、种植规模50～100亩

的职业烟农和家庭农场341户，种烟面积

达 2.6342 万亩，占全县种烟面积的

48.2%。全县现有紫云、军杰、战锋、富艺

4家烟叶专业合作社，关键环节专业化服

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其中有育苗专业户

26户，拥有育苗大棚405座，可移栽面积

6.9万亩，完全满足全县移栽用苗；有植保

专业化队伍4支，育苗环节可100%实现

专业化植保，大田环节专业化植保率达

80%以上；有培植专业队251支，专业化

培植达87.4%。

提起育苗盘消毒这件事，育苗大户王

军涛高兴地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光今

年我这两次消毒就省了2.4万多元，县烟

草公司对我们烟农服务那是绱鞋不用锥

子——针(真)中。”

1月8日，郏县烟草公司植保人员在该县茨芭镇管村王军涛育苗工场里，利用烟雾机对育苗盘消毒，为育苗打下良好的安全基础。

李合年的中国梦
□赵红朝

烟区见闻苗盘消毒好 壮苗成色高

郏县为育苗大棚排“隐患”
□徐汝平王自行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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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职工王彦秋

冰河救人引轰动

哪种有机肥比较“肥”？

“河南日报农村版，发布消息万人

赞。遂平有个王彦秋，舍生忘死冲在

前。带病跳进冰河中，落水女命保全。

河南救人英雄多，层出不穷说不完。”1

月4日，网友“南海菩提子”在本报微信

公众号上留言说。

当天，本报在一版位置刊发了《遂平

县烟草局职工王彦秋 带病跳冰河勇救

落水女》的稿件后，本报微信公众号也在

第一时间图文并茂进行了及时推送，王

彦秋带病跳冰河救人的事迹瞬间传遍全

国，不少网友纷纷留言，为王彦秋的英勇

救人行为点赞。

连日来，王彦秋破冰救人的英勇事

迹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引发“感动效应”。病房里，落水

女孩的奶奶握着王彦秋的手几次抱头痛

哭，并向王彦秋多次致谢。

报道刊发后，驻马店市委常委、市

委宣传部部长戚存杰专门召集省驻驻

马店新闻单位及驻马店市新闻单位座

谈，结合王彦秋冰河救人的义举，商讨

进一步挖掘近年来驻马店涌现出来的

英模事迹，大力宣传驻马店的“好人之

城”新形象。

驻马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烟草

局及遂平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及社

会各界人士也先后在看到报道后的第一

时间赶往医院看望王彦秋，以各种方式

表达敬意。

1月10日，记者从遂平县委宣传部

了解到，县委、县政府正在拟定向救人英

雄王彦秋学习的决定，呼吁全社会学习

英雄，让“学好人、做好人”逐步成为市民

的自觉追求，并畅通发掘身边好人的绿

色通道，完善培树好人、宣传好人及褒奖

好人机制，让全社会崇德向善成为新常

态，让“遂平好人”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

最硬“软实力”，为新时代加快遂平高质

量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

支撑。

种烟技术

烟草人风采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魏冉亚楠文/图

驻马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遂平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到医院看望慰问王彦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