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省三个产烟区

将试点生产作业方式改革

卢氏县
涉烟部门“把脉问诊”烟叶生产

□赵兰奇侯占雷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近几年，由于

烟叶生产作业方式变革缓慢，烟农队伍不

稳、核心烟区流失，烟区碎片化现象较为

突出，为我省烟区稳定发展带来了很大压

力。近日，记者从全省烟叶工作电视电话

会上了解到，为稳定核心烟区、稳定烟农

队伍，确保我省烟叶稳定可持续发展，今

年我省烟区将加快推进生产作业方式变

革研究和探索。

整乡推进生产组织形式改革试验。

在许昌禹州市选择一个乡镇，整乡推进烟

叶生产组织方式改革。以土地流转、集中

种植、规模生产、轮作倒茬为模式，以全程

机械化作业为手段，推动烟叶生产标准化

作业、集约化管理，探索将平原烟区一家一

户分散种植的生产组织形式，向新型种植

主体集中规模化种植转变，提高烟叶生产

的组织和服务化程度，探索提升烟叶生产

效率和减工降本的新途径。

整县推进采烤一体化试点。在平顶

山郏县整县推进烟叶生产采烤一体化试

点，建立烤师队伍，探索规范化采烤管理

模式，严把入炕烘烤和出炕分拣关，倒逼

成熟采收技术落实，倒逼生产流程化、标

准化，解决采生、采青和烘烤难的问题；研

究利用物联网手段，提高烘烤软硬件建设

水平，提升烘烤智能化管理水平，改善烘

烤质量，降低烘烤损失，逐步推动全省烟

叶采烤管理模式变革。

整市推进烟叶专分散收示范。在三门

峡市通过培训专业分级队伍、完善管理流

程、细化考核体系、探索等级质量管控新模

式，整市推进烟叶专分散收、原收原调示范，

提高分级效率和收购效果，推动原级收购、

原级成包、原级调运、原级验收。

会议强调，参与实验、试点和示范的

三个产区要及早安排、及早部署，明确责

任分工，尽早拿出工作方案，安排好投入

预算，有条不紊组织好、开展好各项工作，

全力确保今年的试验可复制、试点见成

效、示范能推广。

另外，我省烟区还将积极鼓励引导和

推动新型种烟主体的培育，将农村大中专

毕业生、现有农村创业者和返乡创业者等

纳入职业烟农培育范畴，不断扩大职业烟

农认定范围，提高职业烟农专业化水平和

职业素养，为稳定烟区、稳定面积打牢坚

实的基础。并积极研究探索山区丘陵烟

区中小农户分散种植与现代烟草农业发

展过程中的有机衔接问题，稳定中小农

户，保护好山区丘陵的核心烟区和优质烟

区。

“正月十五月儿圆，元宵佳节大团

圆。不谈思念和耍玩，只讲烟叶再发

展。”2月19日（正月十五）晚上10点，社

旗县朱集镇人大主席吴文生，听过植烟

大户梁士党“四级干部会”汇报后，从内

心发出赞叹。

原来，梁士党去年在吴文生的帮助

下，不仅试种的40亩“烟谷（玉米在当地

称苞谷）套种”获得成功，而且带动10户

贫困户脱贫，还将在全镇推广。所以，春

节后梁士党就琢磨着怎样扩大种植面

积，如何提高烟叶质量，怎么增加贫困户

收入。通过查资料和咨询农技师，对国

内外烟叶行业环境、市场供需、经济运

行、市场格局、生产企业等有所了解后，

他立志带领全家大干一场，来个“大人小

孩齐上阵，扶贫场上竞风流”。恰遇中国

传统佳节的正月十五，中共中央国务院

公布了《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

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使梁士党喜

上眉梢，决定利用元宵节的晚上，开个

“三级干部会”，集思广益，来个“三个臭

皮匠，顶个诸葛亮”。

儿孙们远在武汉，他只好把家当作

“主会场”，在武汉设立“分会场”，用视频

的形式，把这个会议开好、开成功，开出

团结和睦大会的“精气神”，开出经济发

展大会的“振兴梦”，开出领会精神大会

的“大学习”。

晚上7点45分，“三级干部会”如期

进行。“主持人”梁士党首先说明会议议

题，并简要学习了2019年中央“一号文

件”。接着，他对烟叶市场进行分析，然

后请与会人员谈看法、说思路、讲带富。

“娃啊，你在农村这样想就很好，中

央又说不折不扣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只要能为老少爷们做点好事比啥都强。

我老了，也没啥‘谋’给你出，就大胆干

吧！”父亲梁德勋道出了心声。

武汉分会场的二儿子梁伟高对梁

士党说：“爸，你的思路符合‘一号文件’

精神和新时代烟叶生产的发展。我完全

赞成，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回去帮助

你。”

“今年，我准备种 200亩‘烟谷套

种’，恐怕到时候忙不过来……”梁士党

担心地说道。

“也可以套种一些比如晚芝麻、晚秋

丝瓜等省时、省工、省投入的东西，照样

能增加收入，照样能让贫困户多挣钱。”

电商专业毕业的大儿媳妇谷青霞很有把

握地对公爹说，“让丝瓜往烟秆上爬，既

减少砍烟秆劳动和搭丝瓜架费用，又能

高产，还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我可以

通过电商把芝麻叶、丝瓜瓤卖出高价钱，

说不定比你这‘烟谷套种’还挣钱多哩。”

在分会场，连列席资格都没有的大

孙子梁航通，听到爷爷要种芝麻、丝瓜啥

的，就夺过手机对爷爷说：“爷爷，给我留

两垄，种上雪糕和馒头，您渴了我给您摘

雪糕喝，您饿了我给您摘馒头吃，中不？”

小孩子天真的话使本来就洋溢着

喜庆气氛的“三级干部会”又增添了一串

笑声，“今天会议应该是‘四级干部

会’！ ”两个会场同时发出声音。

9点45分，全部议程进行完毕，梁

士党宣布：“今年种植200亩烟谷、烟瓜、

烟油套种……”会议结束后，梁士党随即

拨通吴文生的电话，向他汇报了这一情

况。

“你看，我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立马

出现这盘烟苗的详细信息：育苗户姓名史

书林，品种是1306，播种时间是2019年

2月21日。烟苗信息也能实时认证了，

将来还要和种到地里后烟苗突显出来的

品种特性对照考核呢，这样就能杜绝劣杂

品种了。”近日，汝阳县烟草分公司对所有

播完种的苗盘粘贴了二维码，扫一下就能

显示烟苗的品种、播种时间、育苗户的姓

名和联系方式，真正实现了烟苗信息全程

“可追溯”，既能通过过程管控杜绝劣杂品

种，又能增强育苗户实施品种革命的责任

心。何向姗 摄

“你们听说没，小辉家的烟苗棚里

放了个煤火炉，不知道是弄啥？”春寒料

峭，汝阳县柏树乡黄路村育苗户刘红彦

在家里生起了炉子，正和几个伙计们侃

大山，谈论他最近刚发现的新鲜事。

“怪不得，我那天看到他往苗棚里

拉煤球。当时我还问他，煤球咋往苗棚

里拉，难不成真是要给烟种烤烤火？”吕

爱民也是育苗户，此刻恍然大悟地说。

“他就是在大棚里生火呢！前两天

我去他那棚里转了一圈，暖和着呢，烟

种都冒芽了，咱这烟种还没动静呢，估

计就是冻得了！我也正打算试试他这

法子。”育苗户柴水泉说。

最近正值育苗时期，偏偏天公不作

美，过年期间一直雨雪连绵，又阴又冷，

育苗棚里普遍出现了温度过低、烟种发

芽慢的情况。如何提高育苗棚内的温

度，成了摆在众多育苗户面前的难题。

刘小辉前几天也在为这事犯愁。

今年冬天格外冷，烟苗生长本来就慢，

再加上过年这半月又下了三场雪，更是

雪上加霜。刘小辉整天都揪着心，吃不

下睡不香，就怕刚种好的烟苗会被冻

死，整个年都过得没滋没味。没想到自

己才八岁的儿子小珂竟把事情解决了。

“哎呀，爸爸，你到底在愁什么？我

这次考试都进步这么大，说好的我考好

了，你给我发压岁钱呢，这年都快过完

了，你也没表扬我，笑也不笑一下。”小

珂看爸爸一直心不在焉，撅起了小嘴。

“小珂，你这次进步这么大，考得不

赖！我是发愁咱家这烟苗啊，它们要是

跟你一样棒就好了。”

“它们哪能跟我比，你看我现在写

作业都不用你们催了，考试成绩还好！

你那烟苗天天去看，到现在还没长出来

呢。”小珂一听表扬，越说越来劲了。

“嘿，你这小子还骄傲起来了！我

每天起早贪黑照看它们，就是老天爷不

配合啊，这天太冷了，咱家的烟种冻得

都不敢冒头了。”刘小辉轻轻地拍了拍

儿子的小脑袋，叹了口气。

“嫌天冷，那你给它们烤烤火不就

行了！弄个大火炉子放到大棚里呗！

你看咱屋里有个炉子多暖和！”小珂一

脸不以为然。

“啥？给烟种烤火？！”乍听到儿子

这童言无忌的想法，刘小辉愣了下，豁

然开朗，猛地一拍大腿，“嫌冷就烤火！

保不齐这招真有用！”

“要不咱试试 ，就几个煤球的事，也

不值啥。”小辉媳妇说。

“中！明天我就去弄个炉子！好孩

子，爸没白疼你，这法子要是真管用，我

今年给你发个大红包！”

说干就干，刘小辉第二天就弄好了

炉子。担心直接烧火会产生有害气体，

影响烟苗生长，他还特意选用了清洁

煤，并用烟囱排出废气，避免大棚内出

现煤烟。经过实际测量，此法可使大棚

温度升至25℃左右，烟种繁育速度加

快，出苗率高。

汝阳县烟草局主抓烟叶生产的副

经理赵自安知道此事后，特地带着生产

科工作人员到小辉家的苗棚现场“取

经”。

一人智短，众人计长。为了解决苗

棚低温问题，县烟草部门通过实地走

访、微信群聊、座谈等多种形式，寻找像

刘小辉这样善于钻研尝试的育苗户，广

泛收集各种升温保苗的“金点子”，并在

2月21日组织育苗户召开了现场会，向

大家推广地膜覆盖基础保温、棚上覆盖

棉被保温等方法，管控苗棚温湿度，最

大限度避免出现冻苗、烧苗现象，确保

种子按时发芽。

现在刘小辉家的苗棚外格外热闹，

时不时就有人来参观学习。他总是笑

呵呵的，一遍遍地给来访的育苗户讲解

怎样搭建煤火炉更方便更实惠，告诉他

们实际操作中的注意事项，毫无保留地

向大家传授经验。“你们有啥好方法，可

也得给俺说说，别舍不得说啊！咱们加

把劲，争取今年这烟都卖个好价钱！”刘

小辉笑着说道。

本报讯 2月26日，卢氏县召开烟叶

质量反馈会议，通报烟叶生产形势，谋

划推进烟叶质量提升工作。三门峡市

烟草公司主管烟叶生产的领导以及有

关部门负责人到会指导，卢氏县主管烟

叶生产工作的副县长、县烟办主任、县

烟草分公司经理以及5大产烟乡镇长、

主管烟叶工作副职领导以及烟办主任、

烟站站长、烟草分公司部门负责人共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详细介绍了当前全国烟叶生

产形势，通报了卢氏县烟叶质量反馈情

况及理化指标化验品吸情况，“各路精

英”对该县烟叶生产进行了“把脉问

诊”，5大产烟乡镇及烟草分公司做了

表态发言，会议初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找出了影响发展的“梗阻性”矛盾与问

题，达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形

成了推动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方法。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必须团结一

致，依据现代烟草农业发展方向，按照

市场需求，下大力气解决困扰和阻碍烟

叶生产发展的矛盾问题，全力推动烟叶

“一优两转”工作落实，以烟叶生产高质

量带动烟叶质量稳步提升，着力培育优

质烟叶，推进烟叶大县向烟叶强县迈进

步伐。

会议要求，全县所有涉烟部门要对

会上研讨并达成的发展共识照单全收，

组织有关部门加以认真研究，形成有利

于推进烟叶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意见，并

建立跟踪问效机制，主动担当起优化品

种、优化结构、优化质量重担，大力优化

品种、施肥、栽期、烘烤应变和烟叶收购

方略，努力提高烟叶质量，全力恢复市场

信誉，着力改善外部形象，努力提升烟叶

质量和市场信誉，确保各项改进措施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推动烟叶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叶新波）

2月25日，在嵩县九皋镇郭岭村烟叶漂浮集约化育苗工场大棚内，烟技员、育苗大

户、烟农们正忙碌着为播下的种子覆盖基质，确保该镇今年3000余亩烟叶的足额供苗。

王丙丙周国强 摄

梁士党家的“四级干部会”

八岁男孩主意多
育苗棚里烤烤火
□常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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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024 奥格斯堡VS多特蒙德
比赛时间：2019-03-02 03:30
奥格斯堡上轮客场1比5惨败给弗赖堡，遭遇联赛

3连败；中后卫奥克斯福德因背后铲球被直接红牌罚
下，本轮停赛。主帅鲍姆备受媒体批评，球队经理史蒂
芬表示鲍姆应尝试更换工作方式，并拒绝对其任教前景
做评论。前锋芬博阿松、席贝尔和边后卫弗拉姆贝格还
在养伤。多特蒙德在上轮联赛主场3比2险胜勒沃库
森，扎加杜、桑乔和格策各进一球，帮助球队取得2月首
胜也是这个月唯一胜仗。阿坎吉上轮已伤愈复出 罗伊
斯恢复训练本周末也有望披挂。普利西奇是“大黄蜂”
目前唯一伤兵。对多特蒙德来说保住联赛显然比争取
逆转热刺晋级欧冠8强来得更加实际，他们不会在此战
做任何保留。

周五026 利兹联VS西布罗姆维奇
比赛时间：2019-03-02 03:45
利兹联在周中补赛客场0比1不敌女王公园巡游

者，错过了重返积分榜前两位的机会，目前他们和谢菲

联同分但因净胜球落后排名第3。后卫道格拉斯已伤
愈复出，但前锋鲁费、班福德和中场福肖都有伤在身，其
中班福德已可进行简单的恢复性训练。西布罗姆维奇
在上轮联赛主场0比1不敌锡菲联，遭遇近5轮首败，连
续5个主场不胜，不过他们最近客场表现神勇，取得了
联赛客场4连胜。前锋卡努已伤愈复出，但中场莫里森
和布伦特继续养伤。利兹联近况不太稳定，鲁费伤缺影
响比想象的还要大。

周五027 巴列卡诺VS赫罗纳
比赛时间：2019-03-02 04:00
巴列卡诺上轮做客负于德比对手赫塔费，西甲中遭

遇4连败，继续排名倒数第二，主教练米歇尔赛后坦诚
球队各方面表现都不如对手。前锋托马斯（联赛10球）
曾扳平比分，此前一直首发的秘鲁后卫阿德文库拉上轮
坐上替补席，球队主力阵容仍然完整，只有中场埃卢斯
顿多在养伤。赫罗纳上轮在晚场中战平皇家社会，主教
练尤塞比奥表示考虑到对手的实力，对于一分感到满
意，伤兵方面大为好转，中场博尔哈·加西亚、前锋敦比

亚都在上轮复出，仅剩中场贝尼特斯和前锋罗伯茨两名
伤兵，前锋斯图尼亚承认收到巴萨的询问。

周五003 悉尼FCVS阿德莱德联
比赛时间：2019-03-01 16:50
悉尼FC上轮客场击败惠灵顿凤凰后结束两轮不

胜，其排名也得以超越了上轮战平的墨尔本胜利，重返
澳超积分榜次席。连续两场比赛通过点球破门的英格
兰前锋勒方德雷目前以14粒进球继续独占澳超射手榜
首位。因伤休战了一个多月的荷兰前锋西姆·德容本轮
有望复出，另两名锋线球员布哈贾尔和祖韦拉都是长期
伤兵。阿德莱德联过去6轮联赛中的两场胜利是先后
在主场击败排在澳超积分榜最后两位的弱旅中央海岸
水手和布里斯班狮吼。缺阵了近一个月的中场文斯·利
亚上轮联赛替补复出，前锋巴巴·迪亚瓦拉和中场布鲁
克、哈洛伦、米莱乌斯尼奇继续缺阵。悉尼FC最近6个
主场5胜1平保持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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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蒙德渴望重回正轨

2月27日，体彩大乐透第19022期开奖，前区开出
号码“01、04、14、15、21”，后区开出号码“01、05”。当
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四期开奖，以2.5亿元的全国发
行量，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025万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3注头奖。其中，1注为追加投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奖金），2
注为基本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3注头奖
分落吉林、上海和湖南。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1800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

自黄浦区，中奖彩票为一张15元5注单式追加票。吉
林中出的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出自公主岭市，中奖
彩票是一张10元5注单式票。湖南中出的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株洲市，中奖彩票是一张“5+5”复式
票，投注金额20元。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
来自上海的幸运儿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80%奖金，使
得单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1800万元。

二等奖中出67注，单注奖金69.03万元。其中25
注为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55.22万元。追加后，二

等奖单注总奖金为124.26万元。
当期，三等奖中出219注，单注奖金为10000元。

四等奖中出447注，单注奖金为3000元。五等奖中出
11104注，单注奖金为300元。六等奖中出12803注，单
注奖金为200元。七等奖中出24963注，单注奖金为
100元。八等奖中出473025注，单注奖金为15元。九
等奖开出5365782注，单注奖金为5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72.60亿元滚存至3月
2日（周六）开奖的第19023期。（张慧慈）

大乐透19022期开出3注头奖
单期筹集公益金902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