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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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烟草农业 4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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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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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

□叶新波

刘毅是卢氏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安保科副科长。在今年烟叶收购期间，他

有幸被省烟草局（公司）选派到洛宁县小

界烟叶工作站担任第一站长，协助该站搞

好50天的烟叶收购工作。驻站近40天

以来，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让他记忆犹新。

一次帮扶，拉近了站群距离

农历八月十五上午九时许，烟农吴延

军开着手扶拖拉机，拉了一车烟叶往家

赶。阴沉沉的天稀里哗啦下起了雨，路面

渐渐湿滑。在一个陡坡处，车轮开始打

滑，车胎在水泥路面上画出个黑圆圈，几

经“努力”，始终不能前行一步。

正当吴延军焦急万分之时，恰逢刘毅

随乡烟办主任王友超等人下乡调查烟叶

存量。刘毅等人二话不说，便帮吴延军推

起车来。一扭一扭，拉烟车终于驶出泥泞

冲上陡坡。

靠边停好车，吴延军从怀中摸出一包

香烟，一边散烟一边激动地拉起话来。当

他得知这几位是今年省烟草局（公司）派驻

小界烟站的驻站同志时，更是激动万分。

刘毅说正打算到吴延军他们村了解种烟户

的基本情况，吴延军答应为他们领路。

有了吴延军的带路和介绍，刘毅一行

的入户调查十分顺利，半天工夫便将村里

烟叶种植及存量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

与村民们交谈时，村民们敬烟倒茶让月

饼，跟一家人一样，让刘毅等人真切感受

到了十分融洽的站群关系。

一次挑拣，融洽了站群关系

刘毅参加烟草工作13年，在基层烟

站摸爬滚打了9个年头，经年累月地与烟

农和烟叶打交道，耳濡目染练就了一套过

硬的烟叶检验本领。这次驻站小界，正好

派上了用场。

十月上旬的一天，一个烟农因等级混

乱被要求重新挑拣整理烟叶。烟农一时

想不开，便在收购棚下大吵大闹，并且一

再言说该批次烟叶是经过预检员入户预

检过的，验不上号、重新整理纯属刁难，非

要让省烟草局（公司）派驻人员给个说法。

事情很快反映给刘毅，刘毅立即来到

现场。仔细察看过那个烟农的烟叶后，刘

毅问烟农要啥等级，烟农说他挑拣的烟叶

是下橘二。刘毅说，下橘二不假，但里边

混入了不少中橘三，若按下橘二交售，会

亏不少钱。一是烟农种烟不易，二是会造

成等级混乱，对烟叶产区质量信誉也会带

来不利影响。

经过反复盘问，那个烟农终于说了实

话。原来，他种烟时间不长，对烟叶等级一

知半解，对原来挑拣的下橘二不放心，经预

检员预检后，他又往烟捆里掺了不少中橘

三，谁知反而差点给自己造成了损失。这

次经刘毅一挑纯，反而增加了收入。

一次晨会，落实了派驻制度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刘毅经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和反复思考，决定召开一次晨

会，为全体收购人员上一节廉政教育课，

通过对比分析和对照检查，全面落实省烟

草局（公司）出台的派驻制度。

刘毅从自身的烟叶收购经历谈起，从

烟农的期盼和诉求谈起，从行业规章制度

特别是今年开始实行的派驻制度谈起，小

界烟站站长李红旗说：“刘毅站长的一番

说辞，有理论，有实践，有自己独特的看

法，道出了烟草行业的期盼，道出了大家

的共同心声。”

烟站职工说：“刘站长的说教语重心

长，我们没有理由不遵照执行，我们一定

要认真遵守烟叶收购规章制度，切实把烟

叶收好，把廉洁自律规定落实好，兼顾好

国家利益、烟农利益……”

季节工们说：“烟农种烟确实不容

易，整地、移栽、管护、采摘、编杆、烘烤、

分级……哪一样都要付出辛勤劳动，我

们一定要帮助烟农分好级、售好烟、多卖

钱……”

“黑铁面”把稳质量关

10月3日下午，宫前烟站主检员高

国朝正在收购棚里忙个不停。“小高，你

看看我这车烟吧，我急用钱！”高国朝抬

头一看，原来是崇保春。

70岁的崇保春，妻子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常年以药续命，早已失去了劳

动能力，今年这20亩烟叶是老两口唯一

的经济来源。

高国朝把崇保春拉来的烟前前后

后、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黑着脸说：“叔

呀！您这心情我理解，可这质量标准是

硬指标啊！您这烟青的、杂的、中部的、

上部的啥都有，您拉回去再挑挑吧！”

一旁的生产管理员任根昌安慰过

崇保春后，耐心地说：“叔，您先把烟拉

回去，明天是一周的停磅休息日，我们

帮您一起弄！”

第二天一大早，任根昌就带着临时

组建的“红衣小分队”来到崇保春家的

存烟室，话不多说，撸起袖子俯身便干

了起来……

临走时，任根昌指了指门口的扁担

说：“国家和咱烟农就像扁担两头的箩

子，等级标准就是我们挑起的这个支

点，只有不偏不倚才能确保两头都能装

得最多！”

“一杯茶”述尽服务情

寒露刚过，西北风卷着阴云格外寒

冷，大延洼烟站糯米沟村的董建峰来到

收购棚前，眼看着前面还排着4户烟农，

一脸焦急。

站长杨晓军看出董建峰的异样，拉

着他来到休息室坐下，端上一杯热茶，

关切地问道：“建峰哥，您今儿咋了？有

急事还是身体不舒服？”

“今儿早起出门急，脚崴了一下，也

没顾上瞅，就直奔烟站来了！”听到这

儿，杨晓军赶忙俯下身子，一通检查、上

药、包扎。

“您可真是咱烟农的贴心人！”董建

峰临走前向杨晓军伸出了大拇指。

医药箱、打气筒、热水、方便面……

各烟站的烟农休息室里一应俱全，换来

的是陕州区广大烟农对基层烟叶工作

者的一声声肯定，一个个点赞，一张张

笑脸。

贫困户“解难”露笑颜

10月1日，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也

是每周一次的扶贫帮扶人走村入户日。

“最近生活怎么样？家里有没有什

么苦难？”扶贫干部张占军来到帮扶对

象李合顺家中，带来关心与慰问。

李合顺因自身残疾无法正常从事

生产劳动，2014年被建档立卡确定为因

残致贫户。2016年，有着十几年种烟经

验的他在扶贫干部与烟草公司的共同

帮助下，走上了种烟脱贫致富之路。

今年烟叶成熟期以来，前期多雨，

后期干旱，近期又阴雨不断的反常天

气，给只有“一个半”劳动力的李合顺家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眼看7亩烟叶已经

到了收购中期，可是自己家里的烟就是

挑不出来、换不上钱……

了解到李合顺家的困难，张占军一

边拨通烟站站长的电话，协调周边预检

员前来帮忙，一边脱去外套，扑下身子

干起了分级打捆儿的活儿……

9月以来，陕州区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以基层党支部、结对帮扶人为主体，

动员全体职工、烟叶烘烤师、烟叶预检

员，积极开展走村入户、扶贫帮困活动，

重点打通烟叶采烤、分级技术难点，破

解用工难题，降低用工成本。

陕州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瞄准

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质量

信誉巩固年”总目标，全员参与、默默坚

守，以烟叶种植市场规范、价格稳定的

产业优势，助力脱贫攻坚稳收官；以铁

手腕稳抓等级标准，贯彻“国家利益至

上，消费者利益至上”共同价值观；以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倾情服务，搭

稳“和谐互助，共谋发展”的连心桥。

□姜昊楠

深秋时节，汽车在曲曲折折、高低

不平的山路中穿梭快两个小时，终于到

达位于内乡县马口镇的杏树坪村。

车停之处，左侧是一幢崭新的两层

小楼，“杏树坪村党群活动中心”几个红

色大字分外耀眼。

“咱们烟草扶贫队来了之后帮助修

了水泥路，要搁以前，从县城来一趟村

里，恐怕得三四个小时。”南阳市烟草专

卖局（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刘永浩说。

党群活动中心对面，是一排排用黑

色遮阳网遮起来的大棚。“那是村民们

的香菇棚，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特色产

业了！”刘永浩自豪地说。

走进遮阳棚，只见一座座铝合金架

子上，整整齐齐地码满了香菇菌棒。种

植香菇得有水，水咋来？“2019年，我们

协调水利资金65万元帮村里建了两个

塘坝，解决了困扰村里多年的居民生活

用水和生产用水难题。”刘永浩说。

杏树坪村历史上有种植香菇的习

惯，但受制于道路、水源、设备、资金等

问题，一直小打小闹发展不起来。刘永

浩找“娘家人”南阳市烟草局（公司）借

来15万元扶贫款，买机器、传技术，机器

归村集体，村民低价租用。

村民贾天义一家五口有四个残疾

人，原本是杏树坪村的贫困户，现在每

年靠种植香菇1万多袋，年净收入三四

万元。2020年，整个杏树坪村种植香菇

31万袋，比2017年增加了19万袋，群

众年收入预计可增加66万余元。

“感谢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帮扶队，

帮忙找销路，还借钱让我们养牛。”贾天

义感激地说。

贾天义说的借钱养牛，是2019年5

月，刘永浩看到这里发展养殖业优势得

天独厚，但不少群众连羊羔都买不起，

于是无偿借给11户贫困户共5.25万元，

帮助他们搞养殖。现在，村里牛羊数量

由原来的个位数已经跃升至几百头。

村民姚国敏，现在同样既种植香

菇，也搞牛羊养殖。“说出来不怕你们笑

话，我过去可是俺们村有名的爱告状

户。”66岁的姚国敏说话响亮，“我跟刘

书记也没少怼，现在眼看着刘书记带领

大家脱贫致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谁

还愿意费心费力去告状？”

姚国敏不但自己不告状，还主动参

与村民议事会的工作，哪家有矛盾，他

主动去调解，哪些群众对村里的决策想

不通，他主动去做化解工作。

临近中午，笔者邀请姚国敏一起到

村部食堂用餐，他连连摆手拒绝。“我那

边挖掘机正修着村里的自来水管道，忙

着哩，可不能耽误挣钱。”说罢，他骑上

摩托车，回头冲大家道了一声“bye-

bye”！

10月12日，襄城县范湖乡营陈村种烟大户段

素云家的260余亩烟叶喜获丰收，烟农正在拣烟分

级，打包销售。今年，全乡万余亩烟叶喜获丰收，预计

亩产值可达6000余元。 古国凡赵柯炎摄

本报讯“我今年已卖了11070公斤

烟叶，每次来售烟都是当‘甩手掌柜’，烟

叶合作社预检员从预检、约时装烟、卸

车、搬烟、上磅一条龙服务，俺到烟站就

像到了银行，光等着查钱了！”10月 11

日，在郏县茨芭烟站，烟农韩占西手拿着

售烟发票高兴地说。

今年，韩占西种了82亩春烟，烟站为

了减少烟农排队等候时间，实行“约时定

点、指令交售”。今天是他和烟站约定的

售烟时间，不到半小时，1000多公斤烟叶

顺利进库。

2020年，郏县烟草分公司为了更好

地服务烟农，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加强政

策形势宣传，把今年的烟叶形势、收购政

策和烟叶质量要求宣传透彻，达到家喻

户晓，使烟农全面了解今年的收购形势，

争取烟农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营造放

心、和谐的售烟环境。

在烟叶收购期间，郏县烟草分公司

要求各烟站烟叶收购样品上墙、收购价

格上墙、收购纪律上墙、收购流程上墙，

设置公平秤，设立举报箱，公开举报电

话，接受群众监督。茶水桶、药品箱、车

辆修理工具等便民设施摆放在显著位

置，免费为烟农提供服务。

实行烟农专业合作社分级模式，实

现烟叶纯度管控关口前移，烟叶出炕时，

烟农对烟叶去青去杂，分炕次存放，及时

预约烟农专业合作社进行专业化分级，

做到出一炕、分一炕、签封一炕，执行烟

叶“标准捆”捆扎模式。

切实改进服务方式。在烟站显著位

置公布各村交售烟叶时间，防止集中售

烟，减少烟农排队等候时间。加强现场

管，严格封闭验级、封闭收购，验级区、收

购区禁止编外人员进入；做到平筐装烟、

平筐称重、平筐定级、平筐摆放，实现散

烟零库存；验级区必须设有青杂烟筐、非

烟物质筐，收购环境干净整洁。

与金融部门搞好协调，紧密配合，做

好烟农售烟款的委托付款、在线支付工

作，保证烟农售烟后及时足额领到售烟

款。

加强中后期烟叶生产指导，做到生

产收购两不误。重点加强对烟农成熟采

收、科学烘烤的指导，减少烟农烘烤不当

可能造成的损失，切实保证烟农收益。

“由于烟站从大局出发，加强协调，

搞好配合，积极向镇政府做好汇报沟通，

争取地方支持，为烟叶收购工作创造了

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了烟农、政

府、企业三满意。”省烟草局（公司）派驻

的第一站长段宏群说。

截至 10 月 11 日，郏县收购烟叶

4314361.6 公 斤 ，烟 农 直 接 收 入

131772885.6元。 （徐汝平 王自行）

本报讯“大家来看看，这片烟叶颜色

橘黄，近40厘米长，手摸叶面有油润感，

弹性较好，韧性较强，是标准的中橘三；而

有的烟叶差别较大，区别明显，摸着没有

弹性，叶片还薄，有褪色和青筋现象。请

大家一定要对照样品严格定级，保证等级

纯度，避免‘二次挑拣’带来的损失，维护

烟农收益和企业效益。”10月7日上午7

时40分，夏邑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罗

庄烟站班前会议正在进行。

今年以来，夏邑县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创新收购举措，每天上午8点正式开磅

前召开会议，总结前日收购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当日事项进行安排，重点做好等级纯

度、流程规范、烟农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做

到每日一强调、每日再落实。 （吴高强）

本报讯“鲜烟分类编杆、分类装炕是

提高烟叶烘烤质量的有效手段，我们要找

准切入点，把握兴奋点，狠抓宣传引导、示

范试点、成果分享、督促检查，四轮驱动促

进进炕烟叶同杆同质、同棚同质。”在近日

召开的烟叶“采烤一体化”推进会上，卢氏

县烟草分公司负责人席东峰提出明确要

求。

宣传在先说意义

落实“鲜烟分类编杆、分类装炕”的“两

分”措施，实现“同杆同质、同棚同质”的“四

同”目标，主体在烟农，基础在认知。卢氏

县烟草分公司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宣传发

动上，在8月、9月召开的“采烤一体化”大

型培训会上，专家教授从理论层面讲目的

意义，樊玉红、刘和林、赵德留等烘烤“达

人”登台现身说法，教方法，说效果，算用工

投入与增收增效的经济账。

会下，21名烘烤主管、231名GAP技

术员、197名烘烤师总动员，纷纷走进各

自分包村组、分包农户，开展面对面宣传，

点对点交流。“强大的宣传攻势，扎实的宣

传功底，广大烟农思想认识上去了，‘两

分’措施落地了，烘烤质量明显好于往

年！”推广站副主任农艺师杨芳说起今年

的烟叶烘烤效果，脸上满是兴奋。

现场示范教方法

一个“分”字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

易。这里边不但有标准，更有方法。9月

18日，县烟草分公司召开“两分”现场会，

组织烘烤主管、烘烤师、GAP技术员，在

杜关荆彰、东明太平等烘烤工场召开现场

会，分欠熟、成熟、过熟三个档次制定分类

标准，现场交流经验，开展实操演练，解决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两分”的问题，增

强技术员敢指导、能指导、会指导的能力

和水平。

“我采取的是‘两步法’，第一步，采收

时分一次，即采收前站在地头看一下，对

烟叶长势先分分类，然后再下手采摘，采

收后按长势分开打包、搬运、堆放。第二

步，编杆时再过一次手，然后再编杆、装

炕，这样做效率高成效好。”现场会上烘烤

能手马法顺分享了他的“两步法”经验。

微信群里晒效果

“要想把‘两分’措施全面推广，典型

引领非常重要。我们及时把落实‘两分’

措施实，烟叶烘烤效果好、质量高的烟叶

照片在烟农微信群晒出，让烟农眼热心

动，跟着学照着做。”城关烟叶工作站站长

朱顺成深有感触地说。

“原来总想着鲜烟分类分工费时、多

花钱，不想弄，结果炕出来的烟叶一杆上

黄一片青一片黑一片，难挑拣是小事，关

键是卖不上好价钱。看了群里晒的照片，

我心动了，按照人家介绍的做法，实实在

在分分类，这效果还真好，你看我这一炕

烟，一杆一个色，满炕黄。”东明镇峰云村

种烟大户刘峰伟望着眼前黄灿灿的烟叶，

高兴得合不拢嘴。

烘烤工场抓落实

“烟叶采烤季节工夫金贵，烟农一忙

起来就把‘两分’要求抛到脑后了，这段时

间，我们要组成督导组，深入烘烤工场、田

间地头，对‘两分’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现场

监督检查，督促措施落地。”县烟草分公司

技术推广站主任钱双明在安排近期工作

时这样说道。

连日来，从县烟草分公司主管部门到

基层烟站烘烤主管，都把监督检查作为重

头戏抓在手上。他们深入烘烤工场、田间

地头，查采收情况，看成熟采收措施是否

落实；查鲜烟编杆装炕，看分类编杆装炕

措施是否落地；查烘烤效果，看烤后烟叶

是否达到同杆同质、同棚同质。

“卢氏种烟几十年了，怎样烧火烤烟

烟农都懂，叫我说，这鲜烟分类编杆、分类

装炕是一条务实管用的好方法。”种烟大

户樊玉红说起“两分”措施对提升烘烤质

量带来的利好，感受很深。 （李根栓）

“派驻站长”刘毅的二三事

卢氏县 鲜烟“两分”烤出满炕黄

三门峡市陕州区

“黑铁面”把稳质量关
“一杯茶”述尽服务情

秋到杏树坪

□尚苏苏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三门峡市陕州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烟
叶战线的27名党员同志，从亮明身份做起，每天清晨坚守着每天
一次的廉政宣誓、诫勉谈话、校对眼光等班前程序，稳抓等级标准
“一把钢尺”，将“八条禁令”“十条要求”“4333质量工作法”牢记于
心、践行于实。

夏邑县
开好班前会议
确保收购顺利

郏县 烟农售烟当上“甩手掌柜”

▲10月8日，社旗县苗店镇的贫困群众正在复

耕后的烟田移栽甜迟菜菜苗。近年来，该镇每年辟出

3000亩土地实施“烟菜轮作”，通过务工就业、土地入

股等，带动600余户贫困户增收。 申鸿皓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