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30日，灵宝市

五亩烟叶工作站的工作

人员在对烟叶验级。五

亩乡是灵宝市烟叶种植

大乡，今年烟叶种植面

积达1.4万亩，亩纯收入

预计可达4000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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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发行原阳县支行开展征信信息安
全主题活动

近日，农发行原阳县支行组织开展征

信信息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

过LED屏循环播放宣传标语；该行摆放的

专题案例展板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群众，

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答他们

的疑问，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关注征信安

全。通过此次宣传活动，提升城乡群众对

征信安全的认识，营造金融机构普及宣传

氛围。（谷飞）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召开员工恳谈会
为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近日，农

发行获嘉县支行召开了员工恳谈会。会

上，员工结合自身的工作岗位及成长经

历，畅谈了对农发行高质量改革发展的认

识体会，积极建言献策，进行热烈讨论。

该行领导与员工深入交流，就相关意见建

议给予答复，希望大家开拓创新，努力拼

搏，为建设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性银行贡

献力量。（王花婷）

开展红歌比赛弘扬爱国精神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近日，郑州市

金水区北林路汇城社区党支部组织辖区多

家幼儿园及金水区绿化管理队开展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红歌比赛活动。活动现

场，党员志愿者、网格长向居民发放了文明

礼仪和爱国宣传页。（齐惠静）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业部参观主题
教育档案文献展

9月29日上午，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

业部全体干部员工到新乡市博物馆，参观

了由新乡市委组织部、市档案史志管理中

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活动。大家受益匪

浅，激起了全体干部员工的家国情怀。大

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

创新，砥砺前行，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贡献

自己的力量。(林磊)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月”宣传活动

近期，农发行延津县支行积极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该行以营业

网点为宣传阵地，组织人员在营业大厅为

等候办理业务的客户讲解征信业管理条

例、防范风险诈骗等金融知识，与客户积极

互动，解答客户疑问。通过此次宣传活动，

提高了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展示了该

行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推动农发行更好

提高服务质量。（袁静）

举办社区监委会培训 奠定居务监督
工作基础

为进一步提高居务监督委员会民主

管理、民主监督水平,规范和完善居务监督

委员会运作机制，9月26日，平顶山市郏县

东城街道举办了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培训

班，六个社区监会主任及委员参加了培

训。培训班上，进一步学习了居务监督委

员会的权利、义务、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

并就目前巡察整改、社区监委会监督对象

统计、监委会工作及公开记录、三务公开等

进行了安排布置。该街道纪工委书记郑凯

华就如何更好发挥社区监委会作用进行了

强调。通过此次培训，切实提高了社区监

委成员的自身素质,熟悉了工作职责及业

务流程,为更好推进居务监督工作奠定了

良好基础。（张国亮）

寿面庆重阳共话邻里情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金基社区

党支部与共建单位万厦物业、玖久社工联

合邀请森林阳光网格、维也纳森林网格邀

请社区年满75周岁的户籍老人，共聚一堂

吃寿面并分发小礼品，受到了大家一致好

评。（伦菲菲）

泌阳县供电公司加强物资供应管控
助力“煤改电”工程建设

10月8日，泌阳县供电公司“煤改电”

工程共计31台变压器如期配送到施工现

场。“煤改电”工程建设期间，泌阳县供电

公司根据物资供应实际情况，主动服务，

不定期组织召开物资供应协调会，及时协

调解决供应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程顺利

实施。

针对近期“煤改电”项目物资供应集

中情况，泌阳县公司建立了专项跟踪机

制，指定专人沟通协调项目管理单位及供

应商，每周跟踪该项目物资定厂及排产情

况。为确保物资按期到货，该公司积极了

解供应商生产周期，跟踪物资生产情况，

加强物资供应全过程管控，要求供应商严

格按照工程计划时间到货，确保工程物资

及时供应。同时，积极开展物资履约和仓

储物资供应管理工作，物资工作从物资仓

库出入库、安保、物资装卸安全管控、合同

履约、现场物资交接服务、设备送检与抽

检、供应商关系管理、物资履约配送等方

面入手，夯实物资供应保障的基础。认真

落实安全职责要求的物资管理人员的安

全责任，严抓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

防止物资安全事故的发生；优化物资调配

平台运作机制，提前做好工程物资到货预

判，积极协调各专业计划、合同、配送、仓

储相互配合，实现区域物资履约供应统一

受理、综合协调；提前做好项目物资及暂

存材料的储备清点工作，并对ERP物资

的账、卡、物进行盘点、核实；不断提升物

资合同规范化管理水平，提高物资合同与

物资供应全过程风险防控能力；物资供应

主要负责人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及时

协调物资履约过程的各种问题，努力完成

公司“煤改电”工程建设物资保障工作任

务。

此外，该公司统筹人员、车辆配置，畅

通物资配送渠道，并在物资管理人员与“煤

改电”项目负责人间建立微信平台，实时保

持联系，确保“煤改电”物资及时高效运抵

施工作业现场，切实发挥物资的基础保障

功能，为“煤改电”工作顺利推进创造良好

条件。（王丽娟）

9月27日清晨，安阳农行内黄县支行满

怀热情举办升国旗仪式，礼赞新中国70周年

大庆，激发员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爱国情

怀，增强员工爱岗敬业、昂扬向上的奋斗精

神！侯瑞生靳红军摄

一笑卖烟不拥挤

9月20日，是卢氏县东明镇铁峰村佐

家沟组烟农朱书红卖烟的日子。按照收

购前烟站发放的售烟明白纸，朱书红卖烟

的时间段是上午9点到10点半。

头天，村里预检员马法顺来到朱书红

家，对他家烟叶进行了预检、封签，填写了

预检合格通知单。临走时，马法顺给朱书

红交代：“今年烟站对烟叶交售时间段卡

得紧，你一定要按照烟站安排的时间段去

卖烟，去早了不让进站，去晚了就错过这

一轮了。”朱书红连连点头应允：“放心吧，

俺一定按烟站安排的时间段去。”

售烟当日，朱书红早早起床，先到自

家炕房添了几锨洁净煤，然后爬上梯子，

从观察窗里看了一下烟叶变黄情况，下来

后，设定了温湿度，这才放心地离开。

回到家，朱书红把预检过的烟叶装上

三轮车，吃罢早饭，招呼老伴儿坐上车，一

溜烟地向烟站奔去。

到了烟站门口，朱书红掏出手机一

看，时间是8点50分。朱书红从口袋里掏

出预检合格证、合同本，到进站口办理了

登记手续。进到烟站大院，朱书红发现烟

站里没有几个人，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

回再也不怕拥挤了。

二笑诚信受表扬

朱书红来到站前复检处，复检员查验

了他的复检合格证，对分级质量、水分含

量进行了复检。这时，烟站站长周俊峰正

好来到现场，看到朱书红的烟叶打理得非

常整齐，走上前去翻看起来。朱书红见站

长亲自翻看自家的烟叶，便拍着胸脯说：

“周站长，你只管看，俺这烟叶绝对没有掺

一点假！”周俊峰笑笑说：“老朱，您曲解我

的意思了。”周俊峰从上到下仔细翻看了

一遍，心里暗自佩服：这烟叶挑得真好，上

下左右，里里外外，部位一致，颜色一致，

等级一致，就连烟叶长短都打理得非常整

齐。周俊峰想，如果烟农都能像朱书红这

样分级、打捆，烟叶就好收多了。

周俊峰心里高兴，脸上也堆满了笑，

一边招呼复检员开具复检合格证，一边招

呼身边的生产员宋建峰：“去，写个表扬

信，贴在表扬栏，表扬表扬老朱。”见烟站

要表扬自己，朱书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表扬啥哩，俺种烟这几十年，算是悟出点

道道，这种烟靠技术，卖烟靠诚信，挑得

纯，才能卖得好。”

三笑烟款到账快

说话间，朱书红来到观察区，通过电

子屏幕，看见师傅们正在对他家烟叶进行

分拣，心里一阵忐忑：不知道今天的烟叶

能不能验上号。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显示屏上显示：

朱书红，中橘三：120公斤，下橘二：20公

斤。见与自己在家挑的等级、数量完全一

致，朱书红心里又是一阵窃喜，遂三步并

作两步，来到付款处，等把烟款打到卡上，

朱书红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看了一下，还不

到9点半。从进站到卖完烟叶，还不到半

个小时，朱书红开心地吹着口哨，一边招

呼老伴儿，一边大步流星地向自家三轮车

走去。

在回去的路上，朱书红想起今天卖

烟一事，心里就乐呵起来，不时地笑出声

来。坐在一旁的老伴儿，用手往朱书红

的脑门上戳了一下，嗔怪道：“吃了喜屁

了，看把你高兴的。”朱书红嘿嘿一笑说

道：“咋会不高兴呢？一来，咱家烟叶挑

得好，受到了烟站表扬，这是多体面的

事。二来，全部照号卖了，一点儿没折

秤。三来，不到半个小时就把烟卖了，这

回去还不耽误干活，这么顺心的事能不

高兴嘛！”

“咱烟农现在卖烟真方便，茶水供着，

预验封签、身份识别、自动叫号、大屏幕显

示，就像银行的VIP服务，就等着数钱

了！”10月8日，在郏县茨芭镇烟站烟农休

息室里，齐村烟农齐功伟正和其他烟农聊

得起劲。

“今年，不论谁从老百姓口袋掏钱，我

们就砸谁的饭碗，不管他的后台有多硬，

一律查处决不心慈手软！”在收购现场，平

顶市烟草系统抽调的帮促磅组收烟干部

梁医掷地有声地说。

今年的烟叶收购中，为杜绝收购不正

之风和坑农害农行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好

烟农利益，郏县烟草公司把维护烟农利益

放在第一位，采取四项措施巩固和维护烟

区的长远健康发展。

改革烟叶收购模式到位。改变烟农

以前的烟叶捆扎模式，全面推行10公斤

“标准捆”扎捆售烟，防止压秤现象；对收

购流程进行了改革，实行人烟分离，防止

收购人情烟、面子烟，体现定级时公平公

正、童叟无欺；实行主评员定期轮岗制，对

主评员10天进行一次交流，防止压级坑

农行为，从源头上堵塞管理漏洞，最大限

度地保护烟农利益。

提升服务烟农水平到位。由烟站牵

头引入第三方组建专业分级队，下沉到分

级点和农户，实行“烟站统一规划，第三方

组织实施，采取“分级在社、交售在站”和

“分级在户、交售在站”两种模式，督查组

跟踪考核的办法，为烟农提供全面周到的

服务。

始终把握平稳收购到位。坚持以烟

叶纯度为核心，实行烟叶纯度管控关口

前移，把“三混”问题和青杂问题提前解

决在家中，按照轮流售烟时间，有序进行

售烟；自始至终做到坚持统一收购眼光、

统一收购标准，平稳执行收购等级，全力

提升烟叶质量信誉，大打一场烟叶质量

翻身仗。

切实严格执行烟叶收购纪律规定

到位。成立了10个内部专职工作组，

收购期间不间断在各烟站进行检查，重

点查处压级压秤，收购人情烟、面子烟

等徇私舞弊、坑农害农行为；与县纪委

联合在各烟站张贴“关于开展烟叶收购

领域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平顶山市烟

草公司 2019 年烟叶收购调拨纪律规

定”“县纪委专项整治联合通告”，并公

布举报电话，一经查实，将严肃从重处

理。（徐汝平 王自行）

在烟叶烘烤中，烤烂烟叶的现象时

有发生，找到其产生的原因，就能“对症

下药”做好预防措施。

症状 烟叶在烘烤过程中，从叶基

部开始，逐渐向中尖部腐烂，这种现象

称之为烤烂烟叶。轻微的烤烂烟叶，大

多是叶片基部腐烂，烟叶在烤烟杆上不

掉落；严重的烤烂烟叶，烟叶基部乃至

叶片中部，甚至全叶腐烂，烟叶从烤烟

杆上坠落，整炉烟叶要损失1/2～2/3，

甚至更多。

产生原因 变黄阶段温度过低导致

烤烂烟叶。变黄期温度过低，烟叶内部

水分含量及烟叶之间水分含量太多，腐

烂细菌或腐烂真菌容易滋生繁殖，并通

过愈伤组织，侵染主脉及叶片，产生烤

烂烟叶。

变黄阶段湿度过大烤烂烟叶。变

黄期湿度过大，烟叶内部水分含量及烟

叶之间水分含量太多，腐烂细菌或腐烂

真菌容易滋生繁殖，并通过愈伤组织，

侵染主脉及叶片，产生烤烂烟叶。

变黄阶段腐烂细菌或腐烂真菌侵

染烤烂烟叶。烤烟烘烤过程中，由于腐

烂细菌或腐烂真菌的滋生繁殖侵染，导

致主脉及叶片腐烂，产生烤烂烟叶。

产生腐烂烟叶时，通常三个条件同

时具备。

防止措施 适当提高变黄阶段温

度。起火前，适量通风排湿，待热气在

烟叶之间均匀一致后，再转入正常烘

烤。变黄阶段的温度不要太低，不得低

于32℃。

适当降低变黄阶段湿度。适度通

风排湿，湿度不宜高于95%。如果发现

经常烤烂烟叶，要适当稀装，加强通风

排湿，减少或克服烤烂烟叶。

田间采收烟叶时，发现腐烂细菌或

腐烂真菌的滋生繁殖浸染，要及时处

理。（黄彦）

本报讯 自9月16日开磅以来，灵

宝市朱阳镇多措并举，扎实做好烟叶收

购工作。

坚持合同收购，推广品种优质优价，

保护烟叶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坚持预约收购，领导包站，干部带

队，维护烟叶收购秩序。

坚持公平收购，成立收购等级仲裁

小组，组织镇人大代表视察收购，确保

定级合理，维护烟农利益。

坚持巡视收购，镇党政主要领导、

主管领导轮流督查4个收购站点，及时

掌握收购情况，确保均衡收购，把握收

购方向。

坚持严禁烟叶外流，镇组织烟叶稽

查队走村串户巡查，设立烟叶出境堵截

卡点5个，各村组织打击烟贩小分队，查

处并警示教育私收烟叶事件1起，确保

烟叶不外流。

坚持营造维护烟叶收购秩序的良

好氛围，在各烟站、各种烟大村、各主要

路口，悬挂维护收购秩序和打击烟叶外

流专题横幅30余条，倡导依法烟叶收

购。

据了解，该镇今年共合同种植烟叶

2.582万亩，自开磅以来的20多天时间，

已累计收购烤烟126万余公斤，烟农收

入3700余万元，上等烟比例达75%以

上，占收购任务38%，基本实现时间任

务同步。（陈越）

烟区动态

当前正值收获季节，连绵的秋雨却让烟农忧心忡忡。天刚一放晴，汝阳县的烟农们就

迅速行动，不顾满地泥泞抢采成熟烟叶，看着一车车丰收的希望收进囊中，烟农的心里乐开

了花。图为汝阳县大安工业区罗凹村烟农侯运杰正拉着一车成熟烟叶往家赶。何向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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