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灵宝市五亩乡窑坡村，村民们正在忙着进行烟叶移栽。窑坡村是该乡的精品

烟区之一，也是浙江中烟品牌核心示范区。2019年，五亩乡合同种烟1.4万亩，涉及17

个村1400户，为确保烟叶移栽顺利进行，该乡一方面加强烟田管理，对烟田整理、起垄、

覆膜、划线定穴等加强指导，另一方面严格整治杂劣品种，对农户私自育苗非推广品种的，

向农户做好政策解释，劝其自行铲除；对于拒不铲除的，组织人员开展集中行动，坚决予以

铲除，并取消育苗人烟叶栽植合同，杜绝杂劣品种进入烟田。谢小涛摄

5月6日，宜阳县高村镇石村农民正在田间栽植烟苗。该县把烟叶种植作为农民脱贫

致富的重要产业，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促进烟叶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土地效益

明显改善，农民收益显著增加。田义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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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后，正值豫西烟区烟叶集中

移栽期。走进三门峡烟区，天高云淡，满

目苍翠，春风徐徐，舒适宜人。烟田里，银

光闪闪，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一派繁忙的

景象，烟叶“一优两转”栽期前移攻坚战激

战正酣。随着采访深入，几个字跃然脑海

中——阅读三门峡烟叶移栽，这是怎样的

心境呢？

年初，三门峡市局（公司）提出了烟叶

“一优两转”（“一优”，即把无市场需求的

烟叶在田间优化掉；“两转”，即通过种植

优良品种、增施有机肥和改善烘烤工艺等

关键技术措施，把柠色烟转化为橘色烟；

通过栽期前移满足上部烟充分开片、成熟

的环境条件，把上部烟转化为上等烟）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并把烟叶移栽作

为一项关键举措，系统谋划，及早安排，一

环套一环，用心抓落实，全力助推三门峡

烟叶高质量发展。

统筹安排求“早”，栽期前移求“变”

20世纪90年代初，三门峡烟区7月

中下旬就开始收购烟叶。

进入新世纪以来，“7月转，8月看，9

月底才能见烟叶面”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烟叶成熟晚成了制约烟区高质量发

展的瓶颈。

2018 年，三门峡市局（公司）聚焦

“65、65、98”烟叶优化结构目标，明确提

出了烟叶栽期前移7～10天，力求烟叶生

长周期和气候条件吻合，促进烟叶早生

长，早成熟，早采收，上部烟叶成熟度明显

提升。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局（公司）及早制

订烟叶移栽实施方案，统筹安排烟叶移栽

工作。

从播种、育苗管理、烟田准备到肥

料、农药、地膜以及移栽机械设施、社会

化服务等，提前谋划，早准备，备足量，

为打好烟叶栽期前移攻坚战役奠定基

础。

4月23日召开的全市烟叶移栽现场

会，明确提出栽期在去年基础上整体前移

5天，5月10日前大头落地，15日前全面

结束，并落实好“135”移栽法，即一块地1

天内移栽结束，1户农户3天内移栽结束，

1个乡镇（烟站）5天内移栽结束。

移栽期间，三门峡市局（公司）成立3

个工作组，督导检查烟叶移栽工作，及时

解决有关困难和问题。

技术调整求“早”，技术措施求“变”

栽期调整，技术先行。三门峡市局

（公司）从育苗开始，调整播期、早定苗，加

强管理，早成苗。大力推广“井窖”式、小

苗膜下移栽技术，引进示范“杯罩”式移

栽，完善配套了人工和电动两种打孔器近

2000台套，集中管理，科学调度，加快移

栽进度，保证移栽质量，减工降本，提升效

率。

卢氏县杜关镇烟农杨占应今年种烟

150亩，全部使用“井窖”式移栽。“电动造

穴器真是帮了大忙，两个人一天造穴30

亩左右，我150亩烟叶用了5天左右时间

全部移栽结束。如果是人工摆弄，估计

10天也栽不完。”提起今年的“造穴神

器”，他感慨地说。

据统计，全市今年小苗膜下移栽和

“井窖”式移栽近5万亩，平均栽期比去年

整体提前5天左右。

服务烟农求“早”，组织形式求“变”

三门峡市局（公司）积极探索引导烟叶

生产社会化、组织化服务。依托烟叶综合

合作社，成立烟叶移栽服务队，逐户、逐块

烟田打“歼灭战”，缩短区域内移栽时间。

送烟苗、送水到田间地头。免费为规

划的示范方片烟农、种烟大户运送烟苗，节

省烟农用工；协调各乡镇洒水车，免费为示

范方片、种烟大户以及具有储水窖的烟农

运送栽烟水至田间地头，加快栽烟进度。

市县两级局组织志愿服务队义务帮

助贫困烟农移栽烟叶，县、乡两级党委政

府把烟叶移栽工作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优化品种、优化

布局、优化农户，积极支持“一优两转”各

项措施落地见效，积极推动烟叶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三门峡市局（公司）把烟叶栽

期前移作为一场关键战役，从谋划、准备

到实施全流程一气呵成，新技术、新设备、

新模式全程亮相，政府力量、社会力量、行

业力量凝聚合力，为三门峡烟叶“一优两

转”目标实现、为烟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本报讯“现在正是烟田管理的关键

时期，利用中耕机可破除板结，提高地

温。”5月5日，在郏县李口镇白龙庙村烟

方里，该县烟草植保专家刘迎昌正在对

烟农现场指导。

今年，郏县为改变个别烟农“重种轻

管”现象，聚焦工业对上等烟结构需求，

提高优质资源权重，培育特色“拳头”产

品，优化工商协同服务，全面提升该县烟

叶占领市场能力。

小苗膜下移栽烟田栽后管理到位。

指导烟农注意防高温、避烧苗，及时关注

天气预报信息，地膜内温度不能超过

30℃，当外界温度达到25℃时，膜内温

度就会达到30℃，中午更高，要提前一

天在每株烟的地膜两侧各扎2个孔，直

径约2.5厘米，有“一元硬币”大小即可。

移栽后20天左右，当烟苗生长接近顶膜

时，照准苗心在膜顶打孔放气（打孔直径

4～5厘米）。

常规移栽烟田栽后管理到位。移栽

后7天左右进行浅中耕，破除板结，提高

地温。做好查苗补栽，小苗偏管。栽后

应及时进行查苗补苗、对烟田补栽的小

苗要进行偏管，浇“偏心水”，略施“偏心

肥”，即用0.3%的硝酸钾化水浇施，每株

浇肥水约0.5公斤，促其快速生长。还要

做好水分管理。栽后返苗期至团棵期适

当保持土壤黄墒，切忌浇水。可进行浅

中耕，提高地温、保墒，有利于根系生

长。个别区域如果遇特别干旱, 可采取

单株打孔补水或滴灌的方法进行补水。

团棵期气温有效回升稳定之前，一般不

得浇水，以防降低地温影响根系发育，导

致病毒病发生。

烟田绿色防控工作到位。以大农业

生态调控为基础，营造促进烟株生长发

育的有利环境，降低发病几率，通过深冬

耕、冬灌、高起垄、控制氮肥施入量、增施

有机肥、补充中微量元素肥料等措施，重

点做到炼苗到位、移栽环节治虫到位、杜

绝移栽时对烟苗造成机械损伤、山岗丘

陵区沙土地防治根结线虫到位、重点示

范方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

平顶山市烟草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马

文辉说：“我们重点为烟农解决‘四大’问

题，即实施综合措施解决部分烟田烟叶

‘大深厚’问题，实施降氯提钾工程解决

‘钾氯比偏低’问题，实施综合防控措施

解决‘根茎部病害严重’问题，推广采烤

一体化技术解决烟叶‘采烤损失’问题，

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讲清说明市场形

势，教会烟农用好技术措施，让政府部

门、烟农认识到，在计划有限的前提下，

优化结构、提升质量才是增税增收的有

效途径。”（徐汝平王自行）

本报讯 社旗县饶良镇采取“三结

合”措施，科学推行烟叶杯罩式井窖移

栽方法，既减少了移栽时间，又提高了

烟苗的成活率。

集中培训与入户宣传相结合。该

镇举办了由村烟叶专干和植烟大户参

加的杯罩式井窖移栽培训班，并组织相

关人员直接进村入户，面对面地为烟农

讲授烟叶杯罩式井窖移栽的优势和移

栽要点、注意事项等。

现场演示与大田指导相结合。该

镇在谭北村举办了烟叶杯罩式井窖移

栽演示现场会，技术人员从整地起垄、

烟苗要求、井窖制作、移栽、淋施肥料等

环节逐一现场演示，让烟农真正了解和

掌握实际操作技巧和“链条式”操作程

序。在大田移栽时，分别由该镇分管烟

叶生产的人大主席张延龄和烟办主任

王洪福带领两个指导小组奔赴全镇植

烟基地，现场指导烟农科学移栽。

提前算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该

镇积极引导烟农对往年的传统栽植方

法与推广的新技术进行算账对比，继而

推动实际操作的落实。

“烟叶杯罩式井窖移栽好处多，不

仅省工、省水、省时、省力，而且烟苗的

成活率高，同时还能均匀施肥、喷水、洒

药，可谓是‘三全其美’。仅一周时间，

全镇1200亩烟叶全部移栽完毕。”张延

龄介绍说。（赵兰奇 张天增）

本报讯 当前正值烟叶移栽高峰期，

镇平县枣园镇、王岗乡、高丘镇等烟区一

线，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按照全市烟叶移

栽现场会议安排，合理确定移栽密度，挖

大坑、浇大水、匀施肥、深栽烟、施毒饵，确

保烟叶移栽质量。

据了解，该县井窖式移栽技术示范应

用点多、面广、量大。针对全县烟叶移栽

存在着烟苗普遍没有做到剪叶炼苗2次

以上；少部分地方膜下小苗移栽没有做到

刨大坑、深栽烟、高支膜，覆膜质量差、标

准低；个别地方红薯套种不规范等问题，

该县烟办、烟草公司技术人员分组深入田

间地头，做到烟苗下地，“管”字上马。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集中人力物力，

加快移栽进度，确保高质量完成烟叶移

栽工作；栽后及时查苗，将死苗、弱苗和

受害虫侵害的烟苗拔除，做到高质量补

栽，确保补栽质量；适时破膜、揭杯，及时

封膜培土；根据省烟草病虫预测预报，今

年是黑胫病、根腐病偏重发生，病毒病中

度发生年份，及时喷药防治蚜虫及病毒

病，适时浇施硝酸钾等速效性肥料，并与

防治根茎病害药物同时施入，促使烟苗

早发旺长。同时，该县以作风建设提升

年活动为载体，组织技术人员走进田间

地头，指导烟农加强田间管理，落实生产

技术措施，切实把当前管理工作抓紧抓

好。目前，全县烟苗移栽成活率达95%

以上。（刘理政曹亦兵）

5月5日，嵩县烟草分公司九皋烟站技

术人员来到烟田移栽现场，指导烟农挖大

穴、深栽烟、多浇水、施双层药、防治病虫害

发生等移栽技术。周国强摄

5月4日，卢氏县东明镇太平村烟农正在进行网格化移栽烟叶。今年，卢氏县大力推广运用网格化移栽烟叶，确保烟苗横平竖直，为

烟叶成熟期充分通风透光，增加干物质积累，进而提高烟叶产质量打好基础。叶新波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增
强 李彦红）“去年我种烟，一亩地收入

3000多块，年前顺利脱贫了。今年我计

划种15亩，准备彻底打个翻身仗。”4月

27日，该镇渔东村脱贫户陈战涛在移栽

烟苗的间隙说。

长桥镇是典型的农业大镇，烟叶是

其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为有效激发贫困

户的内生动力，在烟叶生产过程中，该镇

积极帮助贫困户进行联片种植，落实免

费犁耙地和生产后每亩补贴180元的政

策优惠。组织技术人员对贫困户小苗移

栽及烟田管理进行技术指导，开展烟叶

大田管理及烘烤技术培训，使贫困户的

种植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丰

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今年，该镇规划种植烟叶面积6500

亩，其中10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有18

户，有3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计划通过种

植烟叶实现脱贫。

“五一”前后正是烟叶大田栘栽的

黄金期，在社旗县东部8个植烟乡镇，到

处可以看到贫困户烟农忙碌的身影，他

们依靠烟叶产业扶贫，不但甩掉了贫困

帽子，还当上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2016年,该县下洼镇坑黄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黄运朝，自从被纳入贫困户之

后，他全家人感到脸上无光，愁眉不展。

正当他为甩掉贫困户帽子犯愁时，县乡

包村的工作队员和烟站技术人员上门向

他宣讲烟叶产业扶贫优惠政策, 并动员

他积极搭乘烟叶精准扶贫的“快车”，尽

快甩掉贫困帽子，走上致富之路。

在包村扶贫工作队员的帮助下，黄

运朝在2017年将自己承包的6亩耕地

全部种上了烟叶，当年种烟当年见效。

尝到甜头后，去年他租了30多亩耕地种

植烟叶，仅烟叶一项就收入了16万元，

不仅在去年年底光荣地脱了贫摘了帽，

还被乡里树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典型带

头人。

4月29日，正在烟地补栽烟苗的黄

运朝说起脱贫摘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贫困户太丢人，在村里低人一等，烟

叶产业扶贫算是让我扬眉吐气了！种烟

的效益也远远高于种植花生和玉米，而

且种烟有统一机耕补贴，有化肥补贴，有

烟苗补贴，免费培训技术，烟站技术员还

到田间指导，统一喷洒药物防病治虫。

在烟草公司和镇政府的关心帮扶下，我

一边种烟一边还能照顾家庭，比外出打

工强。烟叶收获后利用烟地还能种蔬

菜，政府帮销售。种烟不仅让我摘了贫

困户的帽子，还让我成种烟名人了。”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在社旗县像黄

运朝这样靠烟叶产业扶贫甩掉了贫困户

帽子的有60多户。今年，该县烟草公司

将继续加大对贫困户种烟的扶持力度，

并为贫困户种烟提供全程的技术指导和

免费培训服务。同时，还让贫困户以土

地流转带资入股、劳务入股等形式，参与

烟叶种植的务工分红，实施烟叶产业精

准扶贫，贫困户种烟的积极性更高了，脱

贫摘帽的信心更足了。

三门峡“早”中求“变”看移栽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李建平

烟区动态

社旗县饶良镇
杯罩式井窖移栽
“快而精”

郏县“三到位”让栽后管理“由轻变重”

镇平县 烟苗下地“管”字上马

移栽网格化 烟苗“站”整齐

烟草扶贫
郏县长桥镇

“玉枝金叶”助脱贫

社旗县

种烟当年甩穷帽

□季丰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