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叶产业在卢氏县域经济发展和助

农增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布局“四大战

场”，及早谋划、统筹推进，不误农时，全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春季烟叶生产“双胜利”。

布局谋划战场
逆行调研规划先行

2月12日，卢氏县县长张晓燕、副县

长马怀安在烟草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深入

杜关、官道口等烟叶主产乡镇，检查指导

疫情防控和烟叶生产复工复产工作，对春

季烟叶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卢氏县烟草分公司认真落实市局（公

司）对复工复产安排部署，班子成员带队，

深入全县17个产烟乡镇、21个烟叶收购

站点，开展了为期5天的逆行调研活动，

并组织召开了烟叶生产布局规划推进会，

讨论制定了《2020年烟叶生产工作意见》

《2020～2022烤烟产业综合体建设规划》

两个文件，并对打好烟叶高质量发展攻坚

战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烟叶复工复产的工作局面迅速形

成。手机聊种烟，微信话技术，QQ群谈

致富，成了今年春季烟叶生产的新景象。

物资调运战场
迎“疫”抢运不误农时

节令就是命令。面对疫情防控影响，

生产物资运输不畅，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及

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和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协调，优先给烟用物资运输车辆

办理通行证，加快烟用物资供应。

从2月18日开始，卢氏县烟草分公

司组织人员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到高速

路口防疫卡点接车，并押运车辆把物资分

发到各个产烟乡镇的烟叶收购站点。在

短短4天时间内，就从漯河、许昌、洛阳等

地抢运回育苗物资16车、化肥30车，后

续仍有60余车的烟用物资将在3月中旬

陆续送达。

2月19日23点49分，技术推广站站

长钱双明独自一人到高速卡点协调解决

从漯河方向来的车辆下站，回到家里已是

次日凌晨1点10分。“辛苦我一人，换取

大家宁。”钱双明道出了心声。

烟叶育苗战场

“疫”中逆行早做准备

1月21日，卢氏县烟草分公司在张家

烟叶育苗工场大棚内点播了16盘烟种，

对漯河、许昌等地供应的育苗基质开展质

量验证对比试验。经过精心管护，2月14

日试验苗全部出齐。

从2月3日开始，该分公司组建由3

名党员干部牵头、新旺烟叶合作社植保

专业队两名技术骨干参与的督导组，在

疫情管控最为严格的时间段进乡串村，

对全县14个烟叶育苗工场的230个育苗

大棚及格盘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烟雾熏蒸

消杀督导。

目前，烟叶育苗各种准备工作全面就

绪，播种工作陆续展开，确保3月10日前

全面结束。

整地起垄战场

检查通报加快进度

为了加快整地起垄进度，卢氏县烟草

分公司实行领导包片、科室包站、职工包

村、生产技术人员包户和挂工资、奖金的

“四包两挂”责任制，开展整地起垄落实工

作。同时，成立由生产、内管、技术推广等

部门组成的督导检查组，开展进度和质量

督导检查，日日通报进度，实行赛马排序，

督促工作落实，确保了整地起垄工作循序

渐进、后发赶超。不仅如此，该县还充分

发挥烟叶合作社的设备及技术优势，引领

开展集约化、工序化和互助式作业，加快

推进了整地起垄步伐。

目前，全县已完成整地7万亩，育苗

播种已基本结束，3月15日以前有望完成

烟田起垄任务。

□叶新波

疫情防控是命令，保障生产是责任。

连日来，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局（分公司）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复工

复产，统筹安排，精准施策，有序推进烟叶

育苗工作，做到疫情防控不松劲、烟叶生

产不耽搁。

防控措施时时抓防控措施时时抓

在陕州区观音堂镇窑院村育苗工场

内，育苗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播种前的一系

列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育苗工场

大门口设置了警戒线、体温监测点，工作

人员全部身着雨衣当防护服，戴口罩、手

套进行作业。

“疫情防控中，所有进出育苗工场的

人员必须测量体温、做好防护。同时做好

分段式小规模作业安排，尽量减少同一时

间作业人数，保持安全作业距离，切实保

障好作业人员安全。”生产科科长孙强指

着疫情防控宣传版面介绍道。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为保障

员工、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序

推进育苗工作，陕州区烟草局（分公司）第

一时间制订了疫情期间育苗工作方案，精

心安排疫情防控、人员管理、技术落实等

工作，并提前购置了口罩、消毒液、测温枪

等防疫物资下发到烟站和育苗工场。

“我们用的都是本村人，按咱烟草公

司错峰育苗要求，分成三组，三班倒开

工。疫情期间，我们可不敢掉以轻心呐！”

窑院村育苗专业户任现臣说。

今年，陕州区共设育苗工场4个、育

苗点6个，为防止用工扎堆聚集，陕州区

烟草局（分公司）督导烟农拆分育苗环节、

控制作业规模，同时建立作业人员管理台

账，分类动态管理，切实营造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的安全生产环境。

育苗物资及时送育苗物资及时送

“孙科长，窑院育苗工场的基质什么

时候能到？这疫情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结

束，咱这农活儿也耽误不起呀！”任现臣打

电话急切地催问。

疫情发生后，由于生产企业停工、交

通运输受限，部分烟用物资生产运输面临

很大困难，育苗户的情绪有些焦虑。为

此，陕州区烟草局（分公司）加大协调力

度，落实专人加强与供应商衔接，对2月

10日复工后的物资进行预安排，同时，积

极联系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运政、交管

及乡镇政府，尽最大努力保证育苗急需物

资按时到位。

2月13日中午，由漯河运来的1740

袋基质、1900公斤育苗肥抵达三门峡观

音堂高速路口。由于疫情管控，供应商无

法按照协议要求将基质配送至各育苗点，

只能停滞在高速路口。接到消息后，主管

领导张占军紧急安排部署，联系各烟站安

排物资接收车辆和装卸人员，到高速路口

进行现场分装转运。

“所有到场人员必须穿上防护服、戴

好口罩，疫情面前，安全第一。”张占军要

求道。

为加快物资转运进度，张占军带头加

入物资装卸队伍中，生产科人员现场办公，

对照物资分配表进行现场核对签字，保障

了物资转运规范有序。2月14日，最后一

批育苗基质抵达并配送到位，不误农时。

线上线下随时聊线上线下随时聊

“各位站长及育苗专业户：烟叶育苗

正值关键时期，烟苗质量的好赖，直接关系

到烟叶的质量和产量。务必请大家高度重

视育苗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育苗群里

不时下发着技术要点和重点工作要求。

“为了能在疫情期间积极有效地推

进育苗工作，我们建立了育苗管理群，群

里成员有主管经理、生产科全体人员、各

站站长、全区的育苗户，就是为了随时随

地能为大家做好技术咨询和服务。”孙强

说道。

特殊时期，特殊手段。疫情防控期

间，陕州区烟草局（分公司）积极开启线上

交流模式，通过电话通知、微信培训、短信

提醒等方式，为烟农分析疫情防控形势、

宣传烟叶生产政策、介绍育苗技术要点，

充分调动广大烟农的种烟积极性。同时

开启烟农线上预约、技术人员上门服务的

方式，及时高效地解决技术难题。

“苗盘摆放间隙不超过1厘米，基质搅

拌要手握成团、落地散开，旧格盘清洗消毒

确保在20分钟以上，环境卫生要整洁、每

穴1～2粒精准播种……”线上，群内一个

个通知在传递，技术员、育苗户就育苗标准

及注意事项、天气信息和生产关键性技术

等信息也在随时交流；线下，烟站人员到育

苗工场、育苗大棚，帮忙搭苗床、装基质、搬

苗盘，做到了沟通畅通、服务无阻。

为确保育苗质量，品种优化，陕州区

烟草局（分公司）实行了领导包片、生产科

包站、烟站职工包棚层级责任制，成立了

三个“疫情防控烟叶育苗”督导组，确保

“两手抓、两不误”。

□员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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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

5万余亩烟田全部整地到位

三门峡市陕州区 防控不松劲 育苗不耽搁

烟区动态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习近

平总书记第一时间指出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长葛市南席镇纪

委不分昼夜，战在一线，坚决履行监督

责任，重点抓好“四查四落实”工作：一

查许昌外返乡人员是否有迟报、漏报、

瞒报现象，确保准确上报落实到位。

二查返乡人员隔离管控是否到位，确

保各项隔离管控措施落实到位。三查

防控监测点人员值守及措施是否到

位，确保防输入、防扩散措施落实到

位。四查疫情防控期间捐款捐物使用

情况，确保捐款捐物规范使用政策落

实到位。

通过监督检查，对工作不力、存在

失职失责的干部进行问责，党内警告3

人，提醒谈话10人，确保了疫情防控

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为疫情防控取得

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邢振华 李文斌）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陈启
强）日前，记者从漯河市烟草专卖局获

悉，该局制订了疫情期间卷烟营销、物

流配送、烟叶生产经营、专卖管理四个

应急保障工作预案，从工作目标、组织

领导、安全管控、工作方式、应急防范等

方面对复工复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加

强对生产过程的防控，努力为复工复产

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

为摸清防疫期间复工的准备情况，

该局主要负责人率先深入到基层单位，

对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和生产经营复工

准备工作进行调研督导，认真查看值班

值守和分包社区的疫情防控点情况，走

访卷烟零售客户、查看育苗工场，详细

了解卷烟销售、市场动态、库存盈利、卷

烟分拣和配送以及烟叶育苗、烟用物资

准备等情况。

卷烟营销中心积极加强与零售商

户、中烟公司的沟通衔接，紧盯市场动

态，聚焦疫情对产品动销、社会库存、人

员流动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研究制定

科学合理的访销策略和周期，有效满足

了市场需求。

物流中心扎实做好工业配送货源

衔接工作，了解辖区各地道路交通状

态，统筹卷烟货源调出安排，落实AB班

分班作业制度，落实“无接触送货”、约时

定点取货、拍照确认接货等要求，适度

加大单次调运批量，把措施抓实抓细抓

到位，切实保障市场稳定供应。面对突

增的业务量，为扎实做好配送，及时把

卷烟配送到商户，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落

实分包责任制，靠前指挥，层层传导压

力，并成立党员突击队。市局领导在第

一时间深入一线指导卷烟营销配送并

参加劳动，做好带动示范。市局机关、

打假机动队、各县区局纷纷抽调人员组

成党员突击队，到物流中心全身心投入

分拣、打码、配送等工作。

为不误农时，全市烟叶战线早在2

月3日就开始复工，采取一对一跟进的

方式，压实责任、分工到人。截至2月

26日，全市播种苗盘全部结束。烟叶产

购合同签订、烟用物资供应等其他准备

工作也在扎实推进。

“人心齐泰山移，群众的力量是伟

大的，组织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坚信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委、市政

府和省局的正确领导下，只要全市烟草

商业系统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就

没有翻不过的山、跨不过的坎、克服不

了的困难，就一定能打好‘疫’战、抓好生

产，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漯河市

烟草专卖局主要负责人郑杰满怀信心

地说道。

本报讯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

时期，灵宝市在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同时，迅速部署，抢抓时令，以落实“三

项措施”为抓手，全力以赴抓好烟叶春

耕备耕工作。

强化计划管理。通过积极向上级

争取计划，该市增加1500亩合同烟叶面

积，采取线上调查方式，逐户核实登记，

落实面积5.6万亩，预计增加烟农收入

600余万元，增加财政税收130万元。

强化政策扶持。出台《机耕起垄补

贴政策》，开展肥料补贴，示范片烟田每

亩补贴70元，肥料套餐补贴每亩400元。

加强技术指导。以微信和电话等

方式为烟农提供备耕等技术指导，及时

开展春耕起垄和农家肥堆沤，高标准、

严落实推进机耕起垄，提升春耕起垄质

量，合理平衡施肥，增施农家肥，抓实抓

好土壤保育。

截至目前，该市5万余亩烟田全部整

地到位，深翻面积5.3万亩，起垄面积3.5万

亩，增施粗肥面积1万亩。（邢博张艺童）

本报讯 3月2日，在灵宝市五亩乡桂

花村烟叶育苗工场内，一台育苗点种一体

流水作业机器正在不停地运行，该乡正组

织烟草技术人员、种植大户及育苗工人，

在育苗大棚基地开工复产。

“我们这个育苗工场有大棚28个，育

苗盘3.3万盘，可供5000亩烟田大田移

栽。现在正是育苗播种的黄金时段，我们

在保证个人安全的情况下，组织14人开

展育苗播种。现已播种两个大棚，预计一

星期内播种结束。”桂花村育苗工场负责

人张军升说。

雨水节气刚过，该乡就抓住有利天气

时机，组织技术人员到各个烟叶育苗基地

开展技术指导，做到疫情防控与农业生产

两不误。“为了不误农时，我们专门组织人

员对育苗工场进行了全面消毒，为育苗人

员发放口罩，加大培训力度，科学操作，为

烟叶丰产打下坚实基础。”在西淹村金塬

烟叶专业合作社育苗基地内，该基地负责

人杨彦岐正在和市烟草局技术人员指导

农户进行育苗点种。

据了解，烟叶是该乡的支柱产业之

一，全乡有烟叶育苗工场 3个、育苗大

棚88个，全部采用漂浮育苗技术，育出

的烟苗基本能满足全乡1.6万亩烟田使

用。

“烟叶是我们五亩乡老百姓脱贫致富

的支柱产业，是培植国家税源的有效途

径。在当前疫情风险可防的前提下，我们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做到两不误。”

五亩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宋东华表示，下

一步将指导烟农开展土地整治、起垄覆

膜。 （谢小涛）

▲ 3月1日，在社旗县下洼镇坑黄村

连栋育苗温室大棚里，技术人员正在查

看烟叶苗情长势，确保全镇3000余亩合

同烟田的烟苗供应。 申鸿皓摄

本报讯“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已于2月底圆满完成了烟叶育苗

任务，不但做到了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

‘两不误’，而且各项生产备播工作也基

本就绪。”3月4日, 社旗县郝寨镇王五

臣村烟叶育苗工场的张书群，一边查看

烟叶苗棚的托盘摆放质量一边说。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今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差一点让烟

农种不上烟叶。社旗县烟草分公司一

边抓疫情防控，一边抢抓农时复工复

产，动员全县7个育苗工场适时备播育

烟苗，实行“一厂一策”和“一对一”的定

向服务，选派了十几名烟叶技术人员，

分别进驻各个育苗工场督促育苗、指导

生产，为农民工测量体温，把好场地消

毒关，还统一为生产人员配发消毒液、

口罩、胶手套、防护服和体温计等防疫

物资，科学安排生产时间，严格质量和

标准，精心培育壮苗，为烟叶生产按下

了“快捷键”。到二月末，全县已顺利地

完成了两万多亩的烟叶育苗任务。

为不误农时，该分公司采取“两线

作战”，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放松，对进入

育苗工场的人员一律先测量体温，佩戴

口罩，入厂登记，确保防疫到位后再生

产；一手抓生产不放松，先后印发了生

产技术要点5000余份下发给烟农，还

采取了“空中课堂”，利用烟农微信群和

手机短信，定时定期向烟农发布生产信

息、操作规程等相关知识，培训烟农学

技术，宣传防疫知识，实行严格的生产

管控，限定生产范围，统筹谋划疫情下

的生产工作。全县统一组织拖拉机操

作手，集中耕耙烟地，起垄烟田，避免分

散作业，集中供应发放生产化肥和农药

农膜，并配送到户，确保生产物资及时

到位。 （季丰成）
▶ 俗话说：“苗好一半收。”汝阳县

烟草分公司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及时督促指导育苗户做好苗棚和苗

盘的管理工作，确保培育出无病壮苗，为

烟叶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图为3月4

日，汝阳县烟草分公司技术人员在刘店

镇育苗户史书林的育苗大棚里，查看苗

池水质以及苗盘吸水状况。何向姗摄

卢氏县

“四大战场”齐发力 防控生产“双胜利”

强化监督责任确保责任落实

灵宝市五亩乡

育苗大棚点种忙

漯河市烟草专卖局

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

社旗县

烟叶生产按下“快捷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