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烟草农业 4
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孙雅琳 电话 0371-65795709 E－mail∶ncbxdyc@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王姝
农村版

烟草扶贫

本版联办单位：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投稿热线：0371-65795709 信箱：ncbxdyc@126.com
微信：hnrbncb 网址：www.zysnw.cn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30元 零售价1.00元

3月22日，灵宝市朱阳镇透山村烟农

杜建新满脸喜悦地说：“我这几年一直种烟

100亩左右，烟秆处理是个难题。生产有

机肥这个项目不仅解决了大家的难题，还

增加了收入，我的烟秆就卖了3000多块

钱。”近年来，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扛牢烟农增收的责任，依托烟叶产业优势，

因地制宜积极引导综合利用烟叶生产基础

设施、发展多种经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服务脱贫攻坚大局，探索并实践烟叶主业

与多元产业双轮驱动的烟农增收新路子。

废弃烟秆嬗变废弃烟秆嬗变““有机肥有机肥””

2019年，透山村195户烟农，种植烟

叶2102亩，售烟收入685.3万元，是远近

闻名的靠种植烟叶致富的村。每年需要

处理的废弃烟秆达400吨左右，成了村里

的一大难题。

去年烟叶收购刚结束，一个“变废为

宝”的项目落户透山村烟叶育苗工场。由

灵宝市鑫源烟叶合作社引进的烟秆回收

再利用加工粉碎机轰隆作响，烟农排着长

队在交售烟秆，已加工好的成品烟秆细碎

颗粒物堆积如山。

“灵宝是全国闻名的苹果之乡，这些烟

秆颗粒经过发酵加工，可作为上好的果树

有机肥料，市场前景很广阔。”灵宝市朝阳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

我们第一次批量回收烟秆加工生产，计划

生产300吨左右，今后将逐步扩大产能，为

当地绿色农产品提供新型有机肥源。”

育苗大棚果蔬飘香育苗大棚果蔬飘香

透山村的烟叶育苗工场有4个温室

大棚，占地面积11亩，承担着附近3个村

3000多亩烟叶的育苗任务。

每年5月到12月，这个育苗工场就

变身为蔬菜基地，西红柿、黄瓜、豆角、芹

菜等10多种蔬菜源源不断上市，不仅丰

富附近群众的菜篮子，还建立了农户散

卖、超市直供和“微信+农商”的供销模

式，直接卖到了镇里、城里和网上。烟叶

育苗工场的综合利用成了透山村实现助

农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

“去年每个大棚种蔬菜收入1.3万元左

右，除去物资、人工等费用，4个大棚净利润近

4万元。”透山育苗工场负责人赵慧龙介绍说。

育苗大棚种植蔬菜，不仅解决了设施

闲置问题，还能化“闲”为“钱”。

“我们村不仅有烟叶育苗工场，还有

一个烟叶烘烤工场。前段时间已咨询过

有关专家，20座烤房闲置期可以种植香

菇。我们今年冬天就准备干，再给群众增

加一份收入。”透山村党支部书记任金禄

说起助农增收底气十足。

家门口打工其乐融融家门口打工其乐融融

“随着烟叶生产收购流程精细化、专业

化，烟站对季节性用工需求较大，2019年烟

站的预检员、分级员、烘烤师等季节性用工

岗位达到94个，支付费用62万元，透山、新

店等附近村的村民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的越

来越多。”新店烟站站长孙鹏介绍说。

“我是通过笔试和面试才获得了烘烤

师的资格，负责20个烤房的烟叶烘烤。

现在，我在家门口工作，收入稳定，还能照

顾家。”透山烟叶烘烤工场烘烤师曹宝山

说，“我去年就赚了2万元左右。”

烟叶生产的育苗、移栽、大田管理、采

收烘烤、分级挑拣需要大量的雇工，同时，

社会化专业服务和一些非烟用工让农民

在家门口打工成为首选。

“我负责的是育苗棚的消毒和格盘

的清洗，我媳妇儿负责育苗播种，虽然没

有外面挣得多，但是在家门口工作能照

看父母和孩子，我觉得很划算。”透山村

的张黑娃说道。

“今年的育苗棚翻新我用了30名工

人，育苗结束后，我还要继续雇工，大力发

展大棚蔬菜，争取今年的收入再创新高！”

赵慧龙信心满满。

据了解，2019年三门峡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烟叶生产收购季节性用工4024

人，全部从当地招录，实现农民增收2100

余万元，引导烟农依托烟叶产业开展多元

化经营，实现烟农增收7000余万元。

“咱现在消了毒再进去，在咱贫困户

眼里这些牛可都是金疙瘩……”阳春三

月，在郏县李口镇周沟村红牛养殖场，一

排排整齐的牛舍干净整齐，牛儿在悠闲地

吃草，几只还没满月的小牛在单独的牛舍

里拱在母牛的怀里吃着奶。“你们别看这

牛娃刚生下没几天，它们可是这批牛中的

‘福二代’。”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公司）驻

该村的第一书记吴景超介绍说。

周沟村位于李口镇西南一隅铧角

山下的一个“旮旯儿”，2014年被列为省

级贫困村。该村饲草丰富，野苜蓿、野豌

豆等豆科牧草随处可见，发展养殖业得

天独厚。去年，在对口帮扶单位平顶山

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吴

景超申请第一书记项目资金20万元、市

烟草公司捐90万元建设了26亩红牛养

殖场，又通过县财政补贴50万元购置红

牛50头。吴景超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

讲解有关政策，动员群众参加养殖合作

社。根据贫困户贷款需求和产业发展贷

款需求，经过申请、申报、审核、备案等程

序，为贫困户申请到贷款，想方设法解决

脱贫致富的资金问题，抓好红牛产业发

展，增强产业扶贫带贫效果。

“头如罐，眼如蛋，耳如扇，毛如缎，

龙门角真好看，叫唤一声能听二里半，前

胸放下斗，后档放下手，老虎脖子石磙

腰，木偶蹄子白尾梢。”这是平顶山当地

人对郏县红牛的形象描述。随着红牛养

殖产业的壮大，牛粪的数量也开始增加，

从牛粪里淘金，又成了最大的亮点，利用

种养结合走生态循环养殖的方式，现在

已成为烟农与养殖户的共识。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增义指着远处

的空地说：“你看，那块儿就是养牛场处

理牛粪的地方，据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烟

叶生产技术中心的农艺师何晓冰检测，

经发酵处理后的牛粪，除含氮、磷、钾素

较多外，还含有部分微量元素，有机质含

量也丰富，施到烟地里，不仅可以改善烟

株生长状况，而且可以协调叶片对养分

的吸收，烟叶烤后油分足色泽鲜，内在化

学成分协调，评吸效果好，另外常年施用

牛粪，对土壤结构的改良效果是显著

的。现在就有人预订牛粪了，在种烟大

户眼里这可是金蛋蛋抢着要。”

“我们的设想是通过两三年的努力，

让养牛业带动林果业发展，这里是平顶

山的后花园，到时候，市民可以领着孩子

参观‘中国第一炕房博物馆’，看一看‘烟

王亭’，了解一下农耕文化，到百果园采

摘，品一品农家饭，尝一尝地道的郏县红

牛肉。通过红牛养殖，为每个贫困户建

一个搬不走的固定‘银行’，让老百姓真

正牛起来。”吴景超满怀信心地说。

周沟村贫困户程广志笑着说：“我们

村是山区村，原来没个正路，群众想下山办

事都沿山转，山下的人都说我们是‘山顶洞

人’，自从市烟草公司给我们派来了吴景

超书记，修了路，安装了路灯，修建了党员

群众活动中心和林果采摘园，现在又出资

给俺建了养牛场，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

‘吃着甘蔗来上楼，步步甜来步步高’！”

近年来，陇海铁路、郑西高铁、连霍高

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给三门峡市陕州区

带来了外出务工的便利条件，当地农民放

下手中的锄头选择外出务工致富，然而，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挡住了务工路，让他

们对种烟有了新的认识。

疫情挡住务工路
金叶送来新希望

“复工潮来临，12种行业却被列入禁

止复工的名单。”陕州区西张村镇涧里村

的乔云峰吃过晚饭后，拿出手机看到今日

头条的这条消息，不禁紧皱眉头：“眼看着

一家老小要吃饭，孩子要上学，八十多岁

的老父亲要赡养，可这疫情闹的，出去打

工怕是难了……”

今年，像乔云峰一样被疫情挡在家里

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户不在少数。烟草作

为陕州区的重点惠农产业，陕州区烟草局

（分公司）发挥烟叶产业技术服务到位、扶

持补贴健全、经济效益客观的优势，在这

一特殊时期勇担责任使命。

2月25日，陕州区烟草局（分公司）上

下联动，迅速协调，协同种烟乡镇，对疫情

期间不能外出务工且有种烟意愿的农户进

行全面摸排，并对家庭劳动力、土地、是否

有过种烟史、炕房设备等情况登记造册。

“家里有困难又有种烟意愿的农户要

优先考虑！”经过自愿申请、基本情况（劳

动力、地块、炕房）核查，截至3月4日，陕

州区烟草局（分公司）共为乔云峰这样的

25户农户审批烟叶种植计划320亩。

资金不足怎么办？
小额贷款来帮忙

“潘站长，开春儿就得整地起垄了，家

里资金不足咋办呀？”2月10日刚上班，宫

前烟站站长潘强就接到这样一个紧急求

助电话。由于烟叶种植初期生产投入成

本较高，对于烟叶种植30亩以上的种烟

农户来说，问题更为突出。

“您好，咱们银行有没有小额贷款惠

农政策？”陕州区烟草局（分公司）财务部

门迅速联系了邮储银行、中原银行。经过

多方协调，于2月29日最终与邮储银行共

同商定了一项5万元免息贷款（当年偿还

后可连续三年享受免息政策）和5万元以

上有息贷款（一年期）的惠农贷款政策。

烟叶种植规模在20亩以上、合同履约率

达100%的诚信户可申请5万元免息贷

款；烟叶种植规模在50亩以上、合同履约

率达100%的诚信户可申请5万元以上的

有息贷款。

截至3月10日，陕州区6个种烟乡

镇，52户种烟农户申请了该项贷款，其中

20亩以下的种烟农户1户，20亩到49亩

的43户，50亩以上的8户，有效解决了辖

区部分烟农资金不足的问题。

技术护航农耕路
扶持补贴收益增

雨水过后，进入一年一度的农忙季，

烟叶生产从烟叶育苗、整地起垄、烟叶移

栽、大田管理、采收烘烤，环节多、技术细，

“线上+线下”的技术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烟农朋友们！陕州区地处丘陵，地

形不一，平地起垄适宜南北向，缓坡起垄

顺坡势更好……”陕州区各烟站的烟农微

信群里每隔几天就会有一次这样的线上

技术培训会，每次培训结束还会有不少烟

农在群里交流经验。

考虑到每户烟农技术掌握程度不一，

每天包村职工都会戴上口罩手套到田间

地头一家一户地做“实战式”技术指导。

“今年的烟苗去哪领？新户能不能享

受到扶持？”

“在审批烟叶种植计划的时候，大家

的烟苗就已经分配好了。”

“大家能享受到的扶持补贴主要有烟

用物资扶持和现金扶持两种：像烟苗、地

膜、农药、豆浆粉等都是每亩补贴一定金

额后以烟用物资的形式发放到户；还有揭

膜培土、‘一优两转’推行的优化结构补贴

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按亩核算后直接转账

到售烟账户。”

“种植烟叶实行‘双百分管理制度’和

‘星级管理制度’，只要生产技术落实到

位，烟叶质量目标实现，年度就能评上四

星、五星户，享受较高的生产投入补贴。

每个星级都有不同金额的现金补贴，来

年种烟的可以用来购买套餐肥料，来年

不种烟的直接补贴现金！”大延洼烟站刘

晓正逐条为每一位新烟农介绍各项扶持

政策。

正如西张村镇涧里村的乔云峰所

说：“都说外出务工好，我看还是在家种

烟妥！烟用物资都配套，政策优惠扶持

多，技术服务上了门，烟叶致富保障多！”

图②当前烟苗已进入十字期，宜

阳县烟草分公司抓紧抓实育苗管理，

及时组织育苗户开展间苗、定苗工作，

确保每穴一苗、苗齐、苗匀。图为3月

25日，工作人员正在给烟苗进行间

苗、定苗。 王艺绘摄

图③ 3月22日，在汝阳县蔡店乡

仝沟村烟叶育苗工场内，今年的第一

轮间苗、定苗正在进行。目前，汝阳县

各育苗点的烟苗逐渐进入小十字期，

烟叶间苗、定苗工作全面开展。汝阳

县烟草分公司积极组织育苗户开展间

苗、定苗工作，同时，加强棚内温湿度

管理，确保苗齐、苗足、苗壮。

何向姗摄

图① 3月25日，西峡县阳城镇牛

王村的烟农正在育苗大棚里查看烟苗

长势。眼下，正值烟叶育苗关键期，该

县通过对烟农加强技术指导，全力做

好育苗大棚间苗、定苗工作，确保大田

移栽不误农时，为全年烟叶丰产增收

奠定基础。 封德摄

3月24日，柘城县烟草局（分公司）志愿者一行四人，走访慰问了“商丘好人”李沐

霖。今年19岁的李沐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他在得知本地

血源紧张和防疫物资不足的消息后，于2月21日在爸爸的陪同下，主动参与无偿献血。

当天下午，他又赶赴县红十字会，捐献了自己积攒半年的津贴费6000元。李沐霖说：“作

为一名军校生，我在学习期间，国家承包了所有费用，每个月还有1050元的津贴，现在国

家有难了，我要尽自己的力量，把报国之心化作报国之行。” 牛靖华摄

本报讯 俗话说：“苗好五成收。”培

育出健康适龄的壮苗是烟叶生产丰产丰

收的基础。“春争日夏争时，农时不能误。”

为促进烟叶生产，助力脱贫攻坚，内乡县

岞曲镇“四个强化”加强烟叶育苗管理，

做到烟叶生产、疫情防控两不误。

强化烟叶育苗管理知识推送。疫

情当前，岞曲镇烟站工作人员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持续推送苗床注意事项、管

理技术要点、病虫害防治等措施。并适

时通过视频、照片等了解烟苗生长情况，

在线讲解技术难点问题，指导管理方

法。同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提醒大棚

管理人员进行增温补光、通风排湿等，确

保烟苗健康生长。

强化苗棚消毒及防疫管理。育苗

大棚用石灰或消毒剂进行严格消毒。在

育苗点入口处设置消毒池，进出苗床地

严格进行消毒，防止因人员出入将病原

物带入苗床和造成苗棚之间交叉染病。

同时对进入育苗大棚的人员进行严格检

查，每天对进入人员测量体温、必需佩戴

口罩、人与人保持安全距离。

强化操作技术规程。烟叶技术人

员除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随时掌握烟

苗生长情况。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护的情

况下，烟站站长沈有才还带领技术人员

深入大棚实地指导，从播种到烟苗出齐，

从小十字期到大十字期，从通风换气到

温湿度控制，从间苗补苗到假植炼苗等

各个技术层面进行现场指导，规范化操

作，精细化管理。

强化清洁卫生操作。及时清除苗棚

内和育苗场地周边的杂草，减少病虫害传

染源；及时清除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叶片、

残体、病株等，并进行集中消毒销毁处

理。同时严防池与池之间、棚与棚之间交

叉感染。

目前，该镇所有烟叶育苗大棚的出

苗率都已达97%以上，烟苗已进入小十字

生长期，一盘盘绿油油的烟苗壮实地生

长在池中，放眼望去煞是喜人。（王好）

郏县周沟村第一书记吴景超

让老百姓真正“牛”起来
□徐汝平王自行

柘城县

走访慰问“商丘好人”李沐霖

内乡县岞曲镇

春争日夏争时 烟叶育苗正当时

变“废”为“宝” 化“闲”为“钱”

看三门峡市金叶之外的“生财之道”

陕州区 疫情挡住务工路金叶送来新希望

③③

①①

②②

□尚苏苏

□李建平姚谆

科学育苗
保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