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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扶贫

只有果断“舍”才能更好“得”

渑池县 烟叶结构优化“声入人心”

既“接地气”又“有人气”

烟叶结构优化的卢氏密码

烟区见闻

邓州市
烟草公司院里
热销“扶贫瓜”

“他是俺们的主心骨”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不知道他家的牛棚是否受到影响。”7
月20日一大早，镇平县烟草局驻王岗乡马岗村第一书记薛宗
普便早早起床了，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贫困户苏天成家中刚
出生的几头小牛犊，生怕这连日的降雨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前几年，贫困户苏天成夫妇俩同时出了车祸，肇事车辆逃
逸，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薛宗普根据政策，先后给他
们争取到户增收补助资金1万元，并帮助他到银行办理小额贷
款5万元，发展养殖业，如今老苏家的几头牛膘肥体壮，去年已
经光荣脱贫了。

——记镇平县烟草局驻王岗乡马岗村
第一书记薛宗普

□刘理政张烨曹亦兵 文/图

这5年来，作为一名扶贫第一书记，

老薛默默无闻，吃住在村，想尽办法，倾

其所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无怨无

悔，只因当初心中立下的铮铮誓言：“必

须要改变现状！”

在老薛的带领下，马岗村的养殖户

从当初的3户发展到现在的30户，有不

少贫困群众将到户增收资金注入村里的

春果家庭农场入股分红，每户年增收500

元。老薛还利用自己积累的一手种烟好

技术，鼓励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全村每

年发展烟叶种植都在150亩左右，为当

地创税15万余元。马岗村的贫困发生率

也从原来的12.5%降到现在的0.21%。

薛宗普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赢得了大家的认可，村民们给他送来蒸

馍、萝卜、花生、大葱、红薯……老薛的名

字也越来越响亮。

穿行在马岗村的乡间村野，新建成

的495千瓦光伏发电基地，让每个贫困

户每年都能享受3000元的光伏分红，

加上金融扶贫、到户增收，户均收入

4000元。

放眼望去，宽阔平坦的村村通公

路，整洁怡人的农家小院，崭新明亮的太

阳能路灯，无不证明着马岗村美丽的蜕

变，也印证着扶贫第一书记薛宗普的初

心与担当。

精准识别、算经济账、填写档卡资

料……薛宗普样样都是行家里手。在

村里时间久了，村民们自然就把薛宗普

当成了自己人，“老薛”也成了他的昵

称。一晃驻村到现在已近5年，5年来，

谁家有困难，谁家有家庭矛盾，谁家里

结婚办事，都愿意找老薛商量，老薛也

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2016年1月9日，薛宗普突发脑干

出血，当即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后转

至南阳南石医院。在他住院的第二天，

84岁高龄的老父亲也被诊断为膀胱癌

住进了南石医院。怕他情绪波动，家人

一直瞒着他。十几天后，在他从重症监

护室转到普通病房的第三天，老父亲让

人搀扶着到病房去看他时，薛宗普拥抱

父亲，眼泪夺眶而出。

新年刚过，镇平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

期，三个月的驻村时间，薛宗普已经和马

岗村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加上工作

思路清晰，发展前景明了，病情刚稳定，

他就主动向单位要求，重返工作岗位。

2015年10月，根据全县扶贫工作

部署，镇平县烟草专卖局领导征求薛宗

普意见，问他是否愿意下乡担任扶贫第

一书记。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薛

宗普，毫不犹豫地打起背包，第一时间

来到了王岗乡马岗村。

马岗村是省定贫困村，当时，村里

只有一条坑洼不平的通村公路，4间村

室房屋陈旧，稍有雨水，屋顶漏雨、内

墙返潮、地面积水、墙上发霉、纸张变

色，室内设施破旧，办公条件非常差。

此外，村内也没有群众可以休闲、健身

的地方，环境卫生很差，到处杂草丛

生。

眼前的一切让薛宗普的内心无比

复杂，“必须要改变现状！”一种强烈的责

任担当在心中油然而生。

马岗村辖7个自然村，薛宗普挨个

熟悉情况，他让村干部带着自己逐户走

访，了解群众的家庭情况、衣食住行，整

整一个月时间，田间地头、庄前营后，跑

遍了村里的每一个旮旯狭缝。

谁家因病致贫，谁家缺乏劳动力，

谁家的牛羊下了几个崽，谁家的孩子在

外打工，谁家的房屋急需修缮，薛宗普

都摸得一清二楚。

“必须要改变现状！”

马岗村的美丽蜕变

“老薛”成了他的昵称

进入7月份以来，渑池县烟草专卖

局（分公司）紧紧围绕烟叶“一优两转”工

作总目标，集中力量打好田间不适用烟

叶处理关键一战，助烟农增收。目前全

县2.67万亩烟叶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打好宣传“组合拳”

宣传氛围造起来。“一优两转搞得

好，收入肯定少不了”“下部5片要打掉，

采烤也是卖不了”……该县制作80余条

不适用烟叶处理宣传横幅，悬挂在各种

烟乡镇、村组主要路口和烟叶种植大片

大方，形成强大宣传声势，营造浓厚宣传

氛围，使广大烟农把不适用烟叶处理变

为自觉行动。

线上线下同发力。线上以微信、QQ

群等方式推送“一优两转”小视频和技术操

作要领说明；线下采取集中培训、告烟农明

白书及田间地头一对一讲解等途径强化

技术培训到位。集中培训50余场次，烟农

明白书1300余份，受训烟农覆盖面100%。

算好一笔收支账。将工业原料需求

导向、烟叶结构优化补贴政策及每亩烟

叶用煤、用电、用工等采烤成本向烟农算

清算好这笔收支账，使烟农真正认识到。

攻下5片“硬任务”

把责任扛起来。印发《关于县局（分

公司）领导和机关科室包站开展烟叶结构

优化工作的通知》，实行领导包片、科室包

站和生产员包户制度，围绕打掉5片以上

下部叶目标，人人立下“责任状”，个个争

当“主攻手”，誓要攻下这个“硬任务”。

把标准立起来。生产员把“主战场”

转移在田间地头，指导烟农严格落实不

适用烟叶分两次处理的技术标准，准确

把握处理的时机和方式，特别是严防第

二次打掉2片下二棚烟叶时间过早，导

致中部烟叶变薄、质量变差，切实把技术

标准落实在每块烟田、每株烟叶上，确保

烟田通风好、烟叶质量好和烟农效益好。

把进度赶上来。成立机关临时党员

志愿服务队，专门攻坚因人手不足、进度

缓慢的困难农户，关键时候“搭把手”、拉

一把，帮助烟农加快进度，确保全县烟叶

结构优化工作齐头并进。

用好考核“指挥棒”

立规矩严纪律。把烟叶从业队伍专

项整肃活动贯穿结构优化全过程，全面公

示验收补贴兑现结果，对于结构优化不到

位造成下低次烟叶超出合同约定比例，导

致烟叶无法收购、调拨给行业造成损失

的，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处理。

全程跟进督查。成立烟叶结构优化

督导组和纪律监督组。实行周督查验收

制，每周五各站点将结构优化的农户、地

块和面积表册上报至县公司，次周进行

核查验收，对于责任落实不力的单位或

个人进行谈话提醒，确保工作落地。

用好激励“催化剂”。实行结构优化

与烟农补贴标准、星级评定、诚信户管理

考核挂钩，与烟站第三阶段烟叶生产考

核挂钩，包站科室与对应站点同奖同罚。

7月下旬的一天午后，卢氏县范里

镇范里村垃圾填埋场内一片繁忙景象，

来自王窑村的烟农赵江涛正从三轮车上

往下卸打掉的不适用废弃烟叶，不大一

会儿，垃圾填埋场内的废弃烟叶便堆积

得如小山一样高。

“俺这是从13亩烟田里打掉的不适

用烟叶，有1000余公斤。今年，烟草公

司给出的不适用烟叶处理政策比较优

惠，俺们坚决拥护！”赵江涛愉快地说。

在场的范里烟叶工作站站长王留性

介绍说，他们站今年合同种烟面积为

8780亩，每亩地按200公斤不适用鲜烟

叶计算，今年单是采收前打掉的不适用

下部鲜烟叶就有170万公斤之多。

今年像赵江涛这样有处理不适用鲜

烟认知并付诸实施的烟农，在卢氏县烟

区不在少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喜人局

面，源于卢氏烟区广大烟农的广泛认知

和烟草部门的大力宣传推介。

为了提升烟区市场信誉，进而抢占

市场竞争制高点，今年以来，卢氏县烟草

部门按照上级提出的烟叶“一优两转”发

展方略，大力优化烟叶结构。所谓的“一

优”就是把没有市场需求的下部不适用

烟叶，在田间通过清扫底脚叶给优化处

理掉。所谓的“两转”就是通过生产措

施，实现由柠色烟向橘色烟转变，上部叶

向上等烟转变，最终使烟叶结构实现

“76、75”（即上等烟总量占到全部烟叶的

76%比例，中部上等烟总量占到上等烟

的75%比例）目标。

发展共识达成和发展目标确立后，

卢氏县烟草部门出动宣传车，印发明

白纸，举办宣讲会，大力开展宣传造势

和宣传引导，得到了辖区干群的普遍

理解和大力支持。为使市场不需要的

下部烟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

得到彻底优化，卢氏县烟草部门宣传

引导和行政干预措施一起上，县辖21

个烟叶收购站点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纷纷采取既接地气又使烟农乐于接受

的“四挂钩”优化措施，收到了事半功

倍的成效。

与核定的清除不适用鲜烟叶数量挂

钩。该县烟草部门按照清除下部5至6

片不适用烟叶标准，分区域核定每亩清

除不适用烟叶的产量，分站点下达给烟

农，及时拍照验收，登记造册，为下步算

账做准备。

与烟农清除不适用烟叶的专项补贴

挂钩。该县烟草部门统一核定清除不适

用烟叶亩补贴标准，分两次对清除不适

用烟叶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依据实际完

成任务比例进行奖惩兑现，分次兑现补

贴，不完成不兑现，注重过程控制，以此

调动烟农积极性。

与烟农星级评定挂钩。该县烟草

部门将清除不适用烟叶工作列入烟农

年度星级评定范畴，占据一定分值，确

定烟农星级，通过不同星级兑现奖惩激

励机制，调动烟农优化烟叶结构的工作

积极性。

与烟农交售烟叶的结构挂钩。该县

烟草部门依据“76、75”烟叶优化结构目

标设定对应分值，根据每户烟农实际交

售烟叶结构情况，确定烟农星级评定级

差，依据烟农星级兑现奖惩。

“四挂钩”措施考核结束后，烟站点

将烟农清除下部不适用烟叶奖惩兑现情

况统一张榜公布，在核对烟农优化结构

面积达到标准面积前提下，及时给烟农

予以奖惩兑现或降档晋级。

由于政策制定科学合理，加上宣传

引导到位，目前，卢氏县烟草部门清除下

部不适用烟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中，一大批优化掉的不适用烟叶得到集

中无害化处理。

◀ 7月25日，经过5天的连续烘烤，洛宁

县河底镇刀环村第一炕烟叶顺利出炕，该村

烟农们忙着编烟、烘烤、分拣，到处呈现出一

片繁忙丰收的景象。 张雪摄

▲ 7月28日，卢氏县沙河乡沙河村农民

杨小花兴奋地向人们展示刚刚烘烤好的烟

叶。今年，她家种植的100亩烟叶喜获丰收，

品质好于往年。目前，该乡种植的1.5万亩烟

叶陆续进入采摘和烘烤。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聂金峰 摄

“刚开始是旱，现在是涝，好不容种

出来的瓜，卖不出去可咋办？”西瓜到了

收获季，邓州市高集镇寨上村贫困户张

秀华却一脸愁容。

张秀华今年61岁，因病致贫，家里

三口人，儿子在驾校当保安，生活上勉

强能够自给自足。他得了肺气肿，老伴

儿得了冠心病，老两口都不能干重活

儿，只能指望家里4亩地获得收成。

邓州市烟草分公司驻高集镇寨上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王汉波是张秀华的

帮扶人。想办法帮张秀华脱贫，王汉

波一直记在心里。今年，地方产业奖

补政策有了变化，贫困户通过自己种

植、养殖等自力更生的方式取得收益

后，可以获得额外奖励，例如，一亩小

麦亩产700斤以上，额外奖励200元；

种植经济作物效益2000元以上，额外

奖励1000元。

“既要用政策，也要结合张秀华家

的实际情况用‘活’政策。”了解到政策

后，王汉波到镇上、到邻村、到村部多方

打听和咨询后认为种西瓜比较适合张

秀山，劳动强度不算太大，种得好还能

获得每亩1000元的奖补。

“行，听你的，今年俺们就种瓜试

试。”听了王汉波的建议，张秀山跃跃欲

试。在王汉波的帮助下，张秀山参加了

村里组织的种植培训，自己种了2亩多

西瓜。

张秀山种瓜的事情，王汉波一直惦

念着。6月份，天气比较旱，瓜需要浇

水，王汉波就经常到张秀山的瓜地里帮

着浇水。整天晒着，王汉波比往年黑了

一大截，但让他高兴的是，瓜长得很“争

气”，又大又圆。

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7月10日以

来，连续的阴雨天气可愁坏了张秀山。

眼看近2000斤瓜在家里卖不出去，张

秀华急得团团转，饭都吃不下去。而王

汉波比张秀山还急。

“有困难了，找公司。”高集镇寨上

村扶贫工作队没忘记公司领导的嘱

咐。烟草公司第一书记王冀辉和王汉

波一起来到烟草公司找领导。“买了，我

带头，要按稍高于市场的价格动员大家

买。”薛世尊局长马上表态。

7月24日中午快12点的时候，张

秀华拉了两车瓜，忐忑不安地来到邓州

市烟草公司院里。

“瓜来了，下班后大家可以买几个

瓜帮一帮种瓜的贫困户。”办公室主任

周晓在烟草公司员工微信群里喊了一

嗓子。

很快，大伙儿围到张秀山的瓜车

边，你两个、我三个、他一袋……不一会

儿就卖了1300多斤瓜。“太感谢烟草公

司了，帮了我的大忙，谢谢……”张秀华

一扫满脸愁容，笑开了花。

“贫困户靠双手立志脱贫，遇到困

难时，我们必须帮一把、扶一程。”烟草

行业的帮扶人在精准脱贫、志智双扶工

作的道路上，一直走得坚实笃定。

□叶新波

□席新超

□白晶晶

薛宗普（右一）心里一直惦记着贫困户家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