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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确山县竹沟镇鲍棚村烟

叶烘烤站内一片繁忙景象，七八个男女

劳力有的忙着把头天晚上采摘回来的

烟叶整理上杆，有的忙着对烘烤好的烟

叶进行挑拣分级。

“今年的烟叶长得好啊，我算了一

下，一亩能收成品烟叶400斤，按平均每

斤14.5元算，除去成本最少净落3000

元，40亩就是12万元，今年致富不成问

题了。”村民吴来富眉飞色舞地对前来

做贷后检查的确山农商银行竹沟支行

客户经理说。

47岁的吴来富全家5口人，女儿早

年辍学外出打工，两个儿子都在上学，

他和妻子种着几亩山岗薄地，入不敷

出，是想致富没门路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3年前，他开始跟着别人学种烟，由

于缺资金，烟叶种植面积小，收入少，虽

然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户帽子，但收入

没有很大增长。

2019年初，确山农商银行竹沟支

行行长雷冬艳带领客户经理开展进村

入户授信、送贷走访时，了解到吴来富想

申请贷款扩大烟叶种植面积的想法后，

很快为他办理了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

于是，他通过承包土地一下子把烟叶面

积由3亩扩大到40亩。在他和妻子及帮

工的精心管理下，烟叶长势良好。

听着吴来富的算账，看到一杆杆刚

出炕金黄金黄的烟叶，客户经理说，吴

大哥，今年你是真的“来富”了。吴来富

笑着说，干了几十年都是“无来富”，今

年是真“来富”了，这也多亏了你们农商

行贷款的支持。

眼下，正是烟叶成熟采收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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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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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旗县下洼镇坑黄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黄运朝，自从被纳入贫

困户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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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县烟草公司包村扶贫工作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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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就收入了十几万元，不仅在去年年

底光荣地脱了贫摘了帽，还被县乡政

府树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典型带头

人。

7月22日，正在烟地采收烟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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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种烟一边照

顾家庭，比外出打工强得多。烟叶收

获后我还利用烟地种蔬菜，政府帮销

售。种烟不仅让我摘了贫困户的帽

子，还让我成了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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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公司加大了对贫困户种烟的扶持力

度，除为贫困户种烟提供全程的技术

指导和免费培训服务外，又以贫困户

土地流转带资入股、劳务入股等形式，

让贫困户参与烟叶种植的务工分红，

搭建烟叶产业精准扶贫的公益项目，

使广大贫困户种烟的积极性更高了，

脱贫摘帽的信心更足了。

8月5日，晨曦微露，卢氏县官坡镇沙

沟村群山上的雾岚开始消散，农家炊烟袅

袅升起。6点半左右，群众已开始吃早饭，

和前些年相比时间提前了两个多小时。

村民赵保正、夏春玲夫妇吃完饭，便

早早赶到地里采摘烟叶。今年他们家

种了7亩烟叶，前天晚上出炕的300多

公斤金灿灿的烟叶让两口子喜不自禁：

“今年一亩烟叶收入5000元不成问题。”

2016年初，赵保正一家被识别为贫

困户。近年来，卢氏县注重激发贫困户

的内生动力，赵保正一家和其他贫困群

众一样，变“苦熬”为“苦干”，大力发展脱

贫致富产业。赵保正年年种烟叶，还发

展近万袋香菇。儿子到北京送外卖，家

里的活儿全靠他们夫妇二人，一年到头

起早睡晚不闲着，纯收入达六七万元，

2017年底就脱了贫，今年年初还被评为

标兵户，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

“起得早、吃饭早，主要是群众都知

道苦干、实干、大干了。幸福生活都是

奋斗出来的，这两年都明白了这个理

儿。”沙沟村党支部书记马建设说，“像

赵保正这样的典型太多了。”

村里脱贫户马建斌，三年来年年都

种十来亩烟叶，最多时一年还要种3万

多袋香菇，还在镇区办了一家羊肉馆，

年收入较为可观，他家虽有两个病人，

但去年底也顺利脱贫摘帽。沙沟村贫

困发生率曾高达60%，这个当年在全县

贫困发生率较高、脱贫难度较大的深度

贫困村，预计今年9月底顺利实现脱贫

摘帽，贫困发生率将降到1.46%。

8月5日，商水县郝岗镇高庙常村的

种烟大户常华伟、常占伟，在长势良好、

丰收在望的百亩烟叶示范田中忙得不亦

乐乎，他们的脸上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

提到烟叶种植，常华伟、常占伟劲头

十足：“俺这里种烟从开始移栽烟苗就

与烟草公司签订了产购合同，价格有保

证，加上前天镇政府牵线，农业银行扶

持我们种烟农户，每户可贷款10万元，

只要烟叶管理好，每亩至少能收入5000

元。”

据悉，郝岗镇农民有种植烟叶的传

统，种植的浓香型烟叶一直是卷烟集团

抢手的香饽饽。镇党委、镇政府一直把

烟叶生产放在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

业来抓，积极打造周口市烟叶种植第一

大镇，让群众通过烟叶种植奔上“黄金

大道”。为鼓励烟农科学种植，生产优

质烟叶，带动贫困户种烟脱贫，该镇投

入资金建成了高标准的烟叶育苗工场，

与种烟农户早早签订产购合同，烟苗、

肥料免费提供；烟叶生长管理过程中，

邀请专家到田间实地指导，对种植大户

派出工作队帮助流转土地，做好机井、

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烟叶采摘烘烤过

程中，组织贫困家庭妇女组建钟点工队

伍进田务工挣钱，烟叶炕房全部采用电

脑控制的现代化炕房，保证了炕出的烟

叶色泽好、品相好；后期烟农售烟更不

愁，镇干部职工、烟草技术人员分别到

烟农家中，做好政策宣讲，指导烟农合

力挑拣分级，打击烟叶收购贩子，烟叶

收购站公开、公平、公正收购，保障烟农

利益不受损失。

技术指导到田间，合同收购有保证，

资金扶持不断线，加上种烟科技大户的

示范带动，郝岗镇农民种烟热情高涨，劲

头十足，涌现出了一大批种植30亩、100

亩的种烟大户。“下一步，我们将在土地

流转方面做文章，在提高烟叶品质上下

功夫，打造豫东烟叶种植名镇，使烟叶成

为群众致富路上的‘金枝玉叶’。”郝岗镇

党委书记郭威对烟叶生产信心满怀。

8 月 8 日，时值立

秋，金叶飘香，卢氏县官

坡镇沙沟村烟农刘占西

早上6点就到烟田采收

烟叶。卢氏县今年推广

了云烟87等优良品种，

加上风调雨顺，全县近8

万亩烟叶喜获丰收，烟农

普遍已出炕第一炕烟

叶。张海军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
忠）平顶山市首届烟叶调制职业技能竞

赛于8月3日圆满落下帷幕。经过12天

的激烈角逐，获得一二三等奖的6名选

手从6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据介绍，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党组明确2019年烟叶生产的指导思

想为“高端原料，平顶山造”，通过提高

“三度”（田间整齐度、大田成熟度、等级

纯度）达到质量“三高”（高品质、高结构、

高纯度）。为了尽显平顶山市烤烟浓香

风格，确保烟叶烤熟、烤香、烤透，满足工

业企业高端原料需求，平顶山市烟草公

司在平顶山市总工会的指导下，组织各

烟草分公司烘烤主管、烟站烘烤专员于

7月23日至8月3日进行了首届烟叶调

制职业技能竞赛。

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64名经过理

论培训的选手首先进行考试选拔，根据

选拔赛成绩排名，取前32名进入竞赛正

赛阶段。竞赛前对参赛选手进行了考

前辅导，涵盖理论知识、鲜烟叶部位及

成熟度判定、烘烤特性判定及烘烤工艺

设置、烤房烤前检查、烘烤过程判定、烤

后烟叶分析等六个模块。

为了确保竞赛公平、公正，特邀平顶

山市总工会，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工会、人劳科及生产科相关人员组

成评委组；邀请市烟草专卖局打假机动

大队队员为执纪监督组；宝丰县烟草分

公司生产科、肖旗烟站的同志组成考场

工作人员，佩戴不同标志，明确岗位责

任。经过比拼，共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

奖2名，三等奖3名，获奖选手由市烟草

专卖局授予“平顶山市烟草专卖系统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一等奖获得者还可

按程序申报“平顶山市五一劳动奖章”。

“本次活动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

一场学习交流烘烤技能的课堂。在这

里我们既收获了知识、技能，也收获了

友谊和感动。”来自宝丰县烟草分公司

肖旗烟站的柳杨说。

本报讯 近期，三门峡市陕州区烟

草专卖局按照“端窝点、断源头、管市

场、腾空间”的工作思路，统筹安排，重

拳出击，稳步推进陕州区烟草市场转型

升级。

打好宣传引导攻坚战。该局始终坚

持把宣传引导、营造氛围摆在烟草市场

综合治理工作的首要位置，切实增强主

动宣传意识。充分利用电视台、报纸、

LED电子屏、公告、举报卡、微信群，在城

乡交通要道、车站、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

悬挂横幅，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结合

的多种形式，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展

示打假打私成果、曝光典型案例、发布

12313卷烟打假举报电话及举报奖励政

策，不断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打好打假破网攻坚战。该局始终保

持对制售假烟活动的高度警惕，坚决铲

除制售假烟网络，露头必打。强化案件

经营意识，成立案件研判小组，加强涉

烟情报分析研判。加强与公安、市场监

管、邮政和交通部门联合，深入开展“严

管违法大户”“利剑-2019”“围歼一号”

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假售假活动、

打击互联网物流寄递领域涉烟违法行

为和无证经营卷烟行为。目前侦办的

两起网络案件，其中一起互联网售假案

件目前正在侦办中，另一起非法经营烟

叶案的1名主犯已抓捕归案。

打好市场监管攻坚战。始终坚持对

烟草市场的日常监管，进一步巩固卷烟市

场稳定发展基础。盯紧节点，着力加强节

日期间卷烟市场综合治理，严查高档卷烟

经营场所、大型商超、集贸市场、景区、宾

馆酒店及车站等客流集中地区，严厉打击

明摆暗卖“假私非”卷烟行为，突出“串码

烟”和大户治理，对所有违规行为运用停

供货、行政约谈、行政处罚、明示承诺、取

消资格等措施，坚决做到凡违必停，凡违

必罚，打好违规治理组合拳。

截至目前，已开展集中行动16次，

出动人数1700余人次，车辆440余台

次，检查商户7100余户。查处各类涉

烟案件76起，查获违法卷烟1087.5条；

查处一起非法收购烟叶案件，查获违法

烟叶14.8吨。（刘卫东）

7月份以来，渑池县烟草专卖局（分

公司）紧紧围绕“一优两转”烟叶工作总

目标，打好田间优化下部烟叶关键战

役。目前全县2.65万亩烟叶长势喜人，

丰收在望。

唱好“三部曲”

唱好“宣传”曲。“下部烟叶全清

除，每亩补贴一百五”“下部烟叶全打

掉，中上部叶质价更高”……该县各种

烟乡镇、村组主要路口均悬挂着类似

不适用烟叶处理宣传横幅，积极引导

和动员烟农把田间优化下部烟叶变为

自觉行动。

唱好“算账”曲。向烟农印制“算好

一笔账”明白卡及政策导向告知书，细

数核算下部烟烘烤支出与每亩收入比，

在收购政策、市场形势及收支核算面

前，让烟农在“舍”与“得”之间果断选

择。

唱好“培训”曲。线上线下同向发

力，线上以微信、QQ群等方式发布“一

优两转”技术要点，线下通过集中培训

（PPT授课）、告烟农明白书、夜间访问

等方式为烟农搭建可读可视可听的技

术传授平台。印发告烟农明白书1500

余份，技术培训会70余场次，夜间访问

出动30余人次。

打好“四套拳”

打好上下“协作拳”。实行班子成

员包片、机关科室包站、烟站职工包

户的责任制，上下联动协作，连续作

战不休，加强对优化下部烟叶的组织

督导。

打好技术“指导拳”。指导烟农做好

两次清除下部烟叶，一次在现蕾前后把

下部3片叶连同2片底脚叶一起打掉，

二次在下二棚烟叶成熟采烤时，再打掉

2片烟叶。

打好烟农“服务拳”。特别关照困难

农户，扩展和延伸服务，发挥党员先锋

作用，协助他们赶进度保质量，确保不

误农时、不误农事。

打好督查“考核拳”。成立优化下部

烟叶督查组，实行此项工作和烟农星级

评定、烘烤师服务费、补贴标准挂钩考

核，确保烟叶“一优两转”落地落实落

效。

下好“五子棋”

下好“培土促根棋”。对烟株长势较

弱烟田，指导烟农实施根部位高培土，

促进侧根系生长。

下好“追肥促长棋”。对株高不足50

厘米且有落黄表现的烟田，及早开展叶

面喷施、灌根“双管齐下”的追肥措施。

下好“打顶抹杈棋”。有效烟叶达到

18~22片，及时引导烟农打顶抹杈。

下好“绿色防控棋”。开展烟田周围

种植向日葵“镶金边”，隔离蚜虫，实施

杀虫灯、性诱剂等物理杀虫。

下好“环境卫生棋”。把打掉不适用

烟叶、烟花烟杈等带出烟田统一处理，

防止病菌传染。落实四次中耕，清除杂

草。

本报讯“杨叔，你把这顶端的花芽

去除以后，整棵烟株就减少了养分消

耗，地里的营养能更多地分配到叶片

中，这样有利于提高烟叶品质，促进烟

叶成熟……”在汝阳县刘店镇二郎村杨

海须的烟田里，县烟草公司技术人员尤

方芳正在向他讲解烟田打顶抹杈的技

术要点。

7月底至8月初是全县烟田出现花顶

的高发期，为培育中棵型烟株，优化烟叶

生产结构，汝阳县烟草分公司专门安排了

一批烟叶生产技术骨干分别到各乡镇烟

区开展技术指导，根据不同烟株特性帮助

烟农进行合理打顶留叶、化学抑芽。

“打顶抹杈后还能改善烟田通风透

光环境，降低田间空气湿度，同时因为去

掉了蚜虫赖以生存的幼嫩组织，可以极

大减少虫害和蚜传病毒病的发生，咱们

一定要掌握好烟株打顶抹杈的时机，善

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提高单株

产量和质量，最终实现增收目的。”讲起

专业技术，尤方芳头头是道，杨海须也听

得频频点头，不时还要问上几句，“没想

到打个烟顶还有恁多注意事项，你说的

有道理，俺也听出门道了，就是想方设法

让烟长好，长好了才能烤好，俺也能卖个

好价钱，对不？”

“对对对，归根结底就是要生产出高

质量的烟叶，既能满足工业需求，又能让

咱烟农的钱袋子鼓起来，这就叫‘双

赢’！咱都不亏！”尤方芳笑着说。

夕阳西下，一排排整齐的烟株迎风

轻摆，似乎也在应和着他们的话语，共同

憧憬着即将迎来的丰收景象。(何向姗)

确山县

贫困户吴来富 贷款种烟来致富

社旗县
8个植烟乡镇
种烟当年脱贫
□季丰成

烟区见闻

渑池县“三四五”齐行动助丰收
□席新超

商水县郝岗镇 政府来帮忙 烟农劲头足
□吕耀光

卢氏县沙沟村 深度贫困村 九月将摘帽

烟叶香
烟农忙

平顶山市

举行烟叶调制职业技能竞赛
一等奖可申报“市五一劳动奖章”

汝阳县

打顶做得好 烟叶效益高

三门峡市陕州区

铁腕挥重拳 严打“假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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