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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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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烟叶收购期间，在灵宝

市五亩烟叶工作站，烟农刷脸或身份证后

拿着自动生成的二维码顺序排队，专分散

收车间挑拣员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片片

金叶熠熠生辉，“一打三扫”全流程信息化

便捷服务等，瞬间吸引了全省烟叶原收原

调现场观摩会代表的目光。

近年来，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全力推进烟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扛

起全省烟叶第一大产区责任，提出了“一

优两转”烟叶发展创新举措，做优做强烟

叶产业，服从和服务于脱贫攻坚大局，为

乡村振兴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在全市46个烟叶工作站（点）全面推

行专分散收烟叶收购模式，全面实行烟叶

原收原调。始终围绕精准收购、精细服

务，实施“初分在场、细分在户、专分在站”

一体化和“约时定点、预约交售”烟叶收购

模式，力求做到烟农、政府、烟草公司、工

业客户四方共赢。

优化流程，收购更精准，服务更精
细。结合三门峡实际，完善原收原调体

系，优化专分散收工作流程，更新全程信

息化服务设施，突出精准精细。工作人员

走村入户，精准指导分级技术，把等级纯

度、等级质量解决在烟农家中，减少烟农

在烟站逗留时间。灵宝市苏村乡固水村

村主任张勤卫说：“种了这么多年烟，烟农

反映今年格外省心、省时。”

集中时间，收购更便捷，服务更贴
心。今年烟叶收购实行集中时间交售，按

照定户数、定数量、定时段“三定”预约交

售方式，交售时间精确到小时到分钟，每

户烟农从进站到付款结束的时间控制在

30~60分钟，实现均衡收购。同时，在烟

站设立咨询台、茶水桶、医药箱等便民设

施，为烟农提供贴心服务。卢氏县杜关镇

显众村烟农姚书武说：“卖了这么多年烟，

今年格外顺心。”

加强监督，收购更规范，服务更透
明。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烟

叶收购综合检查组和收购质量检查组，对

全市46个烟站进行巡回检查，严肃查处

违规违纪问题。在烟站醒目位置设置信

息公开栏，主动公开涉及烟农利益的各类

事项，解答烟农关切，设立举报信箱，公布

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为烟农提

供公开透明的服务。朱阳镇镇长史风高

说：“朱阳镇今年种植烟叶近3万亩，是全

省烟叶第一大镇，镇政府主要财政税收来

源于烟叶特产税，维护了这么多年的收购

秩序，今年格外轻松。”

10月17日至18日，全省烟叶原收原

调现场观摩会在三门峡召开，与会的上海

集团、浙江中烟、江苏中烟、河南中烟等工

业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后，对三门峡烟叶质

量、收购组织、便民服务等给予了充分肯

定。

据悉，今年三门峡从9月26日陆续开

磅收购以来，没收到任何对烟叶收购工作

的投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收购烟叶

30万担，占年度计划的70%，上等烟比例

达75%，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今年烟叶

收购周期 40~50 天，比往年缩短近 20

天。烟叶收购秩序平稳，烟叶收购等级质

量进一步和市场对接，烟农收入稳定增

长，实现烟叶特产税稳中有升。（李建平）

家住卢氏县东明镇峰云村3组的王

文正，今年已经75岁高龄了。尽管已到

耄耋之年，但老人家精神矍铄，爬坡过

坎、下地干活仍不在话下。老人说，要不

是老伴儿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他还想再

种上十来亩烟叶过过当烟农的瘾。一个

到了该享天伦之乐的老人，何以对种烟

情有独钟？原来老人不仅获评过20世

纪90年代卢氏县的“十大种烟状元”，而

且还是峰云村烟叶发展的“功臣”之一。

王文正出生于淅川县，因为家庭成

分不好，二十好几了还未找到媳妇。

1968年，在他24岁那年，投亲靠友来到

卢氏县东明镇峰云村落户。在好心人的

撮合下，与该村一有轻度语言障碍的姑

娘结了婚。婚后，王文正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并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环境。

1982年，卢氏试种烤烟获得成功，

第二年扩大种植面积，王文正第一个响

应，在自家责任田里种了3亩烟叶，当年

喜获成功，3亩烟叶卖了千把块钱。快

30岁的王文正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钱，高兴得合不拢嘴。从那时起，王文

正就认定，种烟是条稳赚不赔、脱贫致

富的好门路。

因为种烟，王文正的人生就此翻开

了崭新的一页。因为烟叶种得好，各种

荣誉接踵而至，王文正先入了党，接着

由村民小组长当选村副主任，接着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在他担任村党支部书

记的十多年间，峰云村烟叶种植面积由

原来的500多亩发展到1200多亩。由

于成绩突出，王文正先后获得过全县

“十大种烟状元”、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峰云村也因种烟获得过不少荣誉。

王文正说他种烟之所以获得成功，

主要是他相信科学、依靠科学。

第一要紧的是培育壮苗，这是种好烟

的基础。只有培育出高质量的高茎壮苗，

栽到地里才能活得好，长得快，能抗病。

第二要紧的是大田管理。大田管理

没有诀窍，关键是勤快，人们常说人勤地

不懒。烟叶下地后，中耕除草、防病治虫

都要跟上。尤其是中耕除草，人怕黄地

怕荒，要一遍一遍地锄地，把烟田打理得

“寸草不生”。只有这样，大田长出来的

烟叶才有重量有质量。只要管理得法，

云烟87品种亩产也能达三四百斤。

第三要紧的是采收烘烤。要抢采

下部烟，稳采中部烟，迟采上部烟，做到

不采生烟，不留熟烟。王文正说，有一年

他有一块地烟叶长势旺盛，最后十来片

烟一次采收烘烤，光中橘二烟叶就占了

一大半。至于说烘烤，只要烟叶长得好，

不采生，烘烤就简单多了，只要拉长“二

火”，烤出来的烟叶一定好得没法说。

王文正对烟事说得透彻，叫人由衷

地钦佩。提起种烟给他家带来的变化，

王文正脸上洋溢着喜悦。他说，他膝下

有两男一女。大儿子当年应征入伍，在

甘肃某部服役，因表现突出，转了志愿

兵，退伍后安置在甘肃金昌市民政局。

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县一高任教。小

女儿上学不中，就嫁到本村种起了烟

叶，目前日子过得十分红火。现在，大

儿子每年春节回来一次，二儿子和小女

儿隔三岔五回来看看他们老两口，王文

正心里很满足。

王文正说，十多年前从村支书的岗

位上退下来后，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他

们组有七八个党员，他就担任了党小组

组长，每个月的主题党日活动他都会按

照党支部的安排，组织党员学政策、搞活

动。老王说，这是他每个月最乐意干的

一件事。翻开党小组学习笔记、活动记

录，笔记、记录做得非常工整。除了照顾

老伴儿，闲暇时候侍弄几分菜园，一年四

季端上桌的菜品全是绿色食品。

种了半辈子烟，王文正对烟叶生产

也很操心，没事的时候，到左邻右舍的烟

田里走走看看，谁家烟地该锄了，谁家烟

地该打药了，谁家烟地该打顶抹杈了，他

都会不厌其烦地上门督促。因此，王文

正得了个“编外技术员”的雅号。

说起卢氏烟叶的发展前景，王文正

说他对烟叶生产充满信心，因为农民离

不开这个产业，说句心里话，要不是老

伴儿身体不好，他每年还想再种上十亩

八亩烟叶，过过当烟农的瘾呢！（李根栓
叶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田秀忠）记

者11月4日从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获悉，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烟农增收，推

进烟叶产业转型升级，彰显该市浓香型质量

特色，平顶山市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抓好

2020年烟田规划落实工作的通知》，将优化

资源配置，着力打造“烟区产业综合体”，建

设优质核心产区，发展优质烟叶示范田。

《通知》要求，各县（市）政府要充分认

识烟叶产业转型升级对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的重要作用，按照“工业导向，规模发

展，突出特色”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烟叶资

源配置和种植布局，重点发展生态适宜、

设施完善、面积稳定、技术较高、质量信誉

良好的优质优势烟叶产区。各级的农业、

水利、道路、交通等项目要优先支持产区

建设，要以千亩以上种烟行政村为单位，

以烟农为主体，以合作社为载体，充足利

用好烤房设施配套，稳定核心烟田，着力

打造“烟区产业综合体”，建设烟叶产业和

多元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优质烟区，更好

地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烟农持续增收。

据悉，平顶山市初步规划2020年烟叶

种植面积11万亩，突出发展万担乡镇、千

亩村，着力打造优质烟叶产业经济带，其

中，要重点发展15个烟叶种植专业乡镇

（郏县的堂街镇、李口镇、茨芭镇、薛店镇、

渣园乡、安良镇、白庙乡、长桥镇；汝州市的

焦村乡、夏店镇；叶县的龙泉乡、夏李乡、保

安镇；宝丰县的闹店镇、石桥镇）。同时，要

强力推进烟叶种植区域优化，各产烟县

（市）政府继续执行对麦烟套种农户“不扶

持、不签产购合同、不收购”的政策，对每发

现1亩麦烟套种的，核减该乡镇2020年烟

叶收购计划3担，并按照麦烟套种田面积的

两倍核减该乡镇2021年烟叶种植计划。

平顶山市政府要求，全市各级烟草部

门要突出抓好优质烟叶开发三级示范田

建设，县（市）烟草分公司主要领导、分管

烟叶领导要规划不低于500亩的示范田，

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和烟站站长要规划

不低于200亩的示范田，烟站职工要规划

不低于50亩的示范田，并开展相同指标体

系下的奖优罚劣，真正充分发挥好竞争优

势下的示范引领作用。

各县（市）要在重点产烟乡（镇）区域

内，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化种植，为推进专

业化服务、机械化作业打好基础。对新规

划300亩以上的连片烟方，要科学安排轮

作倒茬，建设优质特色烟叶核心示范区。

同时，烟草部门继续落实新增区域性连片

烟方的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对由村委会、

合作社统一组织流转新增的300亩和500

亩以上烟方，分别给予60元/亩和80元/

亩的土地流转补贴，充分发挥村委会、合

作社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作用。要积极

培育种烟面积在50亩左右的职业烟农和

1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大力推动种植主

体的职业化。积极扶持引导农业职业院

校大学生、烟农子弟及年轻农民工返乡创

办烟叶家庭农场，积极推进烟叶种植主体

的年轻化、知识化，为该市烟叶产业转型

升级打牢基础。

本报讯“这红扎绳是从烟站领的，

今年烘烤环节，烟站就引导咱烟农使用

棉质编烟绳编烟，严禁尼龙绳、塑料绳编

烟进炕，售烟推行‘标准绳’扎捆售烟，这

‘标准绳’可以循环使用，还能防止塑料

绳等非烟物质混入原烟。”11月3日，在

郏县堂街镇李士和庄东村，种烟大户周

国强向前来取经的老乡们介绍。

今年以来，郏县大力推进烟叶生

产高质量发展，在搞好非烟物质挑拣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到了明显

成效。

全面建立烟叶非烟挑拣（简称“非

挑”）分级组织。依托原有合作社、新成

立烟叶分级专业合作社或烟叶分级（非

挑）组织，进行注册登记，要求合作社或

分级组织负责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管

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合作社或分级组织

服务范围要求全覆盖，根据烟站管辖范

围，一个烟站辖区设一个或多个分级组

织。

在人员配置上，该县根据种植集中

度和大户多少合理确定每一万担配置

35～40人，每个分级组织设专业化分

级队队长（非挑）1名，质管员1名，下设

若干个专业化分级（非挑）小组，每组

2～3人，选组长1名。一万担以下的烟

站根据收购数量自行安排人员。专业

化分级（非挑）人员的招聘由烟站负责

组织实施，烟站把关和统一培训。

专业化分级（非挑）组织在烟站的

统一指导下开展工作，分级标准、纯度

标准由烟站制定，重点是去青去杂，集

中分级场地进行精挑，主要负责挑出

烟农未挑净的青杂烟和窜级烟，尼龙

片、毛发、碎纸片、羽毛、塑料绳头等。

大户成立的分级队在专业化分级队的

指导下，要一次分级到位，对分级不到

位的，由专业化分级队与烟农分级队

一起进行第二次挑拣，专业化分级队

小组队长检验合格进行成捆封签。无

论在分级、封签、烟站二次把关、定级

等环节，对青杂烟去除不彻底，非烟物

质、等级纯度达不到要求的，坚决退回

重挑。

截至11月3日，郏县已收购原烟

7114768.7公斤，已有1.95亿元被烟农

收入囊中。（徐汝平王自行）

近日，在宝丰县赵庄镇烟站，该镇纪委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视察监督组，对烟叶收购秩序和烟叶采样、定级、收购等各个环

节进行全程视察监督，防止发生压级压价、损害烟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创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烟叶收购环境，确保烟农利益得到切实保

障，烟叶收购期间市场秩序稳定。王双正摄

烟田冬耕在即，唐河县少拜寺镇党委、镇政府及早给全镇烟农送上扶贫“大礼包”，对

2020年植烟村待种的6000亩烟田提前免费深松一遍，助力烟农减工降本、高产增收。

图为农机手高旭在为烟农深松烟田。海龙摄

平顶山市明年规划种烟11万亩

唐河县少拜寺镇

烟农乐享免费土地深松“大礼包”
三门峡市精准收购精细服务赢得烟农夸赞

卖了多年烟 今年最顺心

王文正

俺还想过过当烟农的瘾
红绳联万家
措施惠烟农
郏县烟农收入1.95亿元

宝丰宝丰 护航烟叶收购护航烟叶收购““黄金路黄金路””

固始县人民法院

息县人民法院

罗山县人民法院

商城县人民法院

信阳市公安局

固始县公安局

息县公安局

罗山县公安局

商城县公安局

新县公安局

固始县林业局

热烈祝贺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
祝贺单位：

固始县水利局

固始县扶贫办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固始县交通运输局

固始县住建局

固始县卫健委

固始县自然资源局

固始县农业农村局

固始县发改委

固始县教体局

固始县农村商业银行

固始县公路局

固始县交警大队

固始县城市管理局

固始县人民检察院

固始县生态环境分局

固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固始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固始县道路运输管理局

固始县交通运输执法局

固始县河道砂石管理站

固始县房地产管理中心

固始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固始县妇幼保健院

固始县人民医院

固始县慈济高中

固始县一中

固始县草庙集镇一中

固始县陈集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分水亭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武庙集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段集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方集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丰港乡党委、乡政府

固始县往流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固始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固始县陈集镇中学

固始县秀水街道办事处

固始县番城街道办事处

固始县蓼城街道办事处

固始县马堽集乡党委、乡政府

固始县赵岗乡党委、乡政府

固始县张广庙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往流中学校长：刘文军

固始县柳树乡党委、乡政府

固始县黎集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胡族铺镇党委、镇政府

固始县文星学校董事长：胡传山

固始县旺达驾校董事长：史玉林

河南省九华山茶叶有限公司

河南万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固始县明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楚克宝

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道红

河南省固始县段集镇青峰酒厂总经理：金永清

河南仰天雪绿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章春

河南怡晨众农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垂刚

河南三高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孝法

固始县佳能新能源电子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林

固始县华氏大光明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宾

固始西九华山旅游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力

固始县南方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金刚

河南固始双板桥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虎

固始县臻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祥杰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