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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烟叶稳，整个行业发展就稳；烟

叶出问题，整个行业发展就会出问

题”。如何将烟叶产业“稳”住，从而稳

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大

局，成为三门峡烟区的头等大事。

——合理优化产区布局。根据市

场需求导向，继续稳定卢氏、灵宝核心

烟区地位，推动烟叶种植向生态优越、

设施条件好、市场需求旺的烟区集中，

同时，逐步平衡“西强东弱”的烟叶格

局，积极推进渑陕一体化建设；着力发

展万担乡、千亩村，逐步增加万担乡、千

亩村数量和面积。

——培育新型生产主体。探索创

建职业烟农培训学校，在核心烟区试

点建设烟草农业技术推广站，全面推

行烟农星级管理，突出诚信体系建

设；大力推进专业合作社建设，开展

专业化育苗、机耕起垄、植保服务覆

盖率分别达到100%、60%和40%，减

工降本450余万元；开展劳务输出、设

施利用、土地轮作等多元化经营增收

160余万元。

——稳步优化品种布局。全面宣

传“烟田是工业企业第一车间”的种烟

理念，紧密围绕客户需求，全市落实工

业企业需求品种面积95%以上，烟叶品

种结构进一步优化。

通过优化生产布局、优化烟农队

伍、优化品种布局，全市烟叶规模化种

植、集约化经营水平明显提升，有力促

进了烟叶生产增效和烟农增收，全市核

心植烟县产能占比76%；万担以上乡

（镇）11个，产能占比79%；千亩以上种

烟村45个，产能占比41%；50亩以上种

植连片225个、产能占比27.46%。

值得一提的是，三门峡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新建的120座电能烤房已全部

通电运行，为烟农带来了减工降本、提质

增效的直观感受。

地处豫中平原地区的襄城县姜庄

乡盆张村，没有任何集体经济和产业

基础，居民主要收入靠务农和外出务

工，2017年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4

户35人。

2017 年以来，许昌市烟草专卖

局（公司）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李

闯到盆张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通过

抓党建、搞建设、兴产业、帮就业等多

项举措，累计为盆张村直接投入帮扶

项目资金38万元、帮助引进各类财

政扶贫项目资金225万元，提供公益

性岗位就业增收5户，办理金融扶贫

帮扶项目增收14户，发展养殖产业

项目到户增收3户。目前，建档立卡

贫困户 14户 35 人全部实现稳定脱

贫。

抓党建
要“硬件”更要“软件”

来到盆张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栋黄色两层小楼，这便是盆张村党

群活动中心，小院不大，但功能齐全，

支部会议室、党员活动室、图书阅览室

等设施应有尽有。

“刚来的时候，屋里除了几张桌椅

板凳，啥都没有。”李闯说。

许昌市烟草局（公司）党组了解到

盆张村的情况，第一时间送来捐赠资

金5万元，帮助实施村部基础设施改造

及党员活动室建设项目。李闯又利用

第一书记专项经费，相继为村部添置

了办公电脑、打印机、纸张耗材等办公

用品，村党支部这个党群之“家”有了

“家”的样子。

在李闯的组织下，盆张村 2018

年 4 月顺利完成了“两委”换届，选

出一名年富力强、思路开阔的致富

带头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针对长

期困扰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不

规范、党员发展不规范问题，李闯还

着手规范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

积极发展政治素质好、思想觉悟高、

愿意为群众服务的年轻人向党组织

靠拢。

“过去党组织生活不太规范，现在

我们每月都要召开党小组会议，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李书记还定期讲党课，

向我们传达中央的大政方针。”68岁的

老党员张保岭说。

村民王军寨是一名货车司机，没

事的时候爱跑到村部义务劳动，有些

干部不会用电脑，热心肠的他还发动

自己的女儿一起来帮忙。今年年初，

他先后被吸收为村委会监事会成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

搞建设
要“面子”更要“里子”

党群活动中心对面是一个宽敞崭

新的文化广场，几个中年妇女抱着孩

子在广场上晒太阳。

“这里原来是个大水坑，一到夏天

水臭得不行还生蚊子，现在我们白天

来健身，晚上来跳舞，孩子们也有了玩

耍的地方，真好！”正在广场上抱外孙

的刘秀香说。

村民张付才也有话说：“原来家家

户户门口都是土路，下雨天出门两脚

泥，收了庄稼路太窄车开不进院，李书

记来后协调资金80万元实施了通户支

路、胡同小巷硬化项目，现在大家伙儿

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入村的主干道原本只有4米宽，随

着小汽车、三轮车不断增多，经常出现

人车抢路的情况。许昌市烟草局（公

司）再次捐赠资金8万多元，在入村主

干道路两侧铺设1米宽的青砖人行道，

并种上金桂、玉兰等景观植物。

村子美了，人心也要美起来。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村里组建了腰鼓

队、广场舞队、戏迷乐园等群众文化

活动组织，让村民一展才华，交流互

动；新建的图书阅览室藏书量达到

3000册以上，更成为村民们的精神

食粮。

促脱贫
要“产业”更要“事业”

任职驻村第一书记以来，在许昌

市烟草局（公司）支持下，李闯积极引

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烟叶、

辣椒、花生等经济作物。他还利用第

一书记项目资金及市烟草局（公司）捐

赠资金共36万元，为村里新建8座烤

房，既方便农民烤烟和烤辣椒，又通过

烤房租赁增加村集体收入。

村民张会平2020年种了6亩辣

椒，提起种植经历，他用了“两个没想

到”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一是没想到

种辣椒效益这么好，每亩地比原来多

挣1000多元；二是没想到烟炕还能用

来烤辣椒，我把采摘的生辣椒烤干以

后，每公斤能多卖好几倍的价钱！”

在帮助盆张村发展特色产业的同

时，许昌市烟草局（公司）局长、经理王

宏超多次到盆张村逐户走访农户，并

与村“两委”一起研究制订具体到户的

帮扶计划和脱贫增收方案，争取让每

一户农户都有自己的一番“小事业”。

71岁的村民张金立因为长期患有

慢性病致贫，了解到他有养殖牛羊的

经验，李闯多次上门做工作，引导他扩

大养殖规模，并帮他申请困难户养殖

到户增收补贴。2020年，张金立养羊

规模达到17只，净收入达1万元以上。

村民李俊娜的丈夫2017年遭遇

车祸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针对其上有

老、下有小、中有病残丈夫的实际困

难，村里为她安排了保洁员、农险协管

员等公益性岗位，每年工资收入1.2万

多元，家庭综合收入3万多元。

“2020年，我们又选派了新的第一

书记到盆张村工作，我们将继续坚持

久久为功、愈战愈勇的优良作风，持续

巩固并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积极助力

乡村振兴！”王宏超说。

为改善土壤结构，均衡烟田营养，在零下9℃的严寒天气情况下，洛宁县烟草分公司烟叶生产技术人员，在底张乡烟

叶产业综合体指导烟田冬耕起垄。近日，洛宁县烟草分公司掀起冬耕起垄高潮，确保春节前烟田深翻起垄到位，为全年烟

叶生产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王世宇 摄

本报讯 2020年12月以来，郏县

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红伟每

天都早出晚归，一边带着机耕作业队在

辖区烟田内轮番作业，一边科学规划着

作业工序。经过6台拔秆机和10余名

操作手近10天的饱和工作，由他服务

的堂街镇邵湾、后庄村和长桥镇刘

楼、兴店等12个种烟村的4000余亩

烟田内的烟秆以及杂物被清理一空。

像刘红伟这样从事拔秆整地的

机耕作业队，在郏县共有16个之多，

共拥有拔秆机、拖拉机、钩机、无人机

等烟草农用机械120台，成了5万多

亩规划烟田拔秆整地战场的生力军。

“省工省力省时就是省钱。俺这

几年每年种烟都保持在六七十亩，收

入一直保持在30万元上下，多亏了合

作社的烟草机械，没有这些机械助

力，俺不可能种出这么多好烟，也就

不会有这么多的收入。”长桥镇种烟

大户赵国臣说。

在郏县堂街镇张沟村烟田土壤

保育示范区内，数台大型挖掘机正在

撂荒地里作业，200多亩规划的新烟

田即将被逐一开垦出来。

郏县围绕烟叶浓香型风格特

色，出台奖补和合同倾斜政策，积极

引导烟叶生产向基础设施完善、生

态环境优越、烟叶质量较好的烟区

转移，注重新烟田开发和老烟区调

茬，着力搞好烟田种植布局优化，东

南“山儿西”烟腹地、西北山区成了

新烟田开发的重要战场。

为使新烟田开发更好更快更优，

切实在改善烟叶质量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该县烟草部门严格遵循“调、

翻、培、控”技术体系要求，狠抓过程

管控和精准考核，领导班子成员靠前

指挥，生产技术部门亲临一线指导，

实行日通报、旬总结和月考核，严把

时间进度关、质量落实关和考核奖惩

关，确保了新烟田开发质量上乘。

“自新烟田开发攻坚战打响以

来，所有工作人员均放弃了双休日，

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督促进度，监

督质量，处置难题，确保高质量完成

这一利在当前、功在长远的烟田布局

优化工作。”望着一块块泛着新鲜泥

土气息的新烟田，该县堂街镇烟叶收

购站负责人韩朝卿自豪地说。

（叶新波 徐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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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天冬意浓，陕州大地忙冬耕。

热火朝天来起垄，土碎行匀南北行。牛粪

羊粪齐上阵，粗肥养地贼实用。妙招上阵

效益增，金叶助力振兴梦。”近日，在三门峡

市陕州区，机械轰鸣，起垄撒肥的景象随处

可见。

“红领金”引领“见实效”

今年以来，陕州区烟草专卖局着力打

造以“党建+烟叶”为核心的“红领金”党建

品牌建设，以激发团队合力为着力点，确保

“六个示范”护航技术落地。每站高标准打

造2到3块党员示范田，每个种烟村推选一

名生产技术水平高、宣传动员能力强的党

员烟农示范户，充分发挥“六个示范”在各

个烟叶生产环节的宣传带动作用。

截至目前，今年陕州区的烟田冬耕工

作已全面结束，并进入检查验收环节。

种烟增收“有妙招”

“铁成，冷不冷啊！你把牛粪当宝贝

了？”

“可不就是宝贝嘛，听了烟草公司的

话，撒上它烟一年少生多少病啊！”宫前乡

三道塬村烟农李铁成拿着铁锨，正呼哧呼

哧撒着刚刚挑来的牛粪。

李铁成每年都会早早囤积五六十m3的

牛粪，捂上塑料纸，第一次冬耕过后就把腐

熟好的牛粪，按每亩2m3的标准均匀撒进地

里。他家的烟地土质松软，有机质含量高，

烟株抗病性好，整个生育期很少发病。

说起种烟小妙招，菜园乡桥凹村的崔

立厚可尝到了甜头，“这揭膜培土可真妙，

团棵过后揭掉地膜，培上一层土，这烟明显

长得快了、旺了，遇上风雨也很少倒伏！”他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团棵期揭膜的和没

揭膜的烟株根部土壤扒开，只见揭膜的烟

株埋在土里的烟秆上生出密密麻麻的白色

根系，没揭膜的，靠近薄膜的根系黑乎乎

的，基本都死了。

听话的王占才也没少“占便宜”。因为

优化结构落实得好，王占才2020年的25

亩烟长势非常喜人，加上烘烤师指导到位，

烤后烟叶又黄又香，2020年上等烟比例高

达73%，加上烟草公司每亩兑现的150块

钱优化结构补贴，2020年亩产值4800多

元，这少出力多赚钱的生意，王占才可没少

炫耀。

金叶托起“振兴梦”

“2020年全面脱贫摘帽是硬指标，必

须让老百姓掌握种烟脱贫增收的硬本

领！”自2016年结对帮扶以来，陕州区烟

草专卖局成立驻村帮扶工作组，进村入

户、深入调研，综合分析致贫因素，因户施

策、对症下药，标本兼治拔除穷根。

倾斜合同资源奠定致富根基。以烟叶

工作站为单位，对全区满足种烟基础条件

且有烟叶种植意向的贫困户，进行全面普

查。经普查满足条件的共43户，5年来，陕

州区烟草专卖局年均倾斜合同资源600余

亩，每年贫困户户均单项增收5万余元。

传递技术经验增强致富本领。对缺少

技术经验的贫困户烟农，对标烟站、责任到

人、帮扶到户，在烟叶移栽、豆浆灌根、优化

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服务送到家活

动，在烟叶采收环节积极发挥烟叶烘烤师、

烟叶预检员作用，传递技术经验。

结对到户注入红色动力源。陕州区烟

草专卖局创新开展“情暖金叶”主题党日活

动，尤其是对因残致贫的农户，定期开展慰

问活动，进村入户帮助推进烟叶生产进度、

烟农打通技术难点，提升致富本领。

三门峡市陕州区

妙招上阵效益增 金叶助力振兴梦
□尚苏苏

在不平凡的“十三五”收官
之年，三门峡烟区交出了一份优
异的成绩单：收购烟叶 45.52 万
担，均价 28.61 元/公斤，上等烟
比例 77.9%，上缴烟叶税 1.43 亿
元，烟农总收入 6.51 亿元，惠及
10278户烟农……

“十三五”期间，三门峡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坚持把烟叶产
业作为推动全市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积极谋划烟叶产业
发展，在计划资源持续调减的大
背景下，实现了烟农增收、财政
增税、企业增效的“三增”目标。

“质量是烟区最硬的品牌。”这是今年烟

叶收购中，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

经理张敬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基于此，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全面

落实“五大体系”建设，加大烟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力度，加快建立“数量充足、特色突出、结

构合理、配置高效”的优质原料保障体系，推动

全市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向纵深推进。

例如在收购环节，始终坚持进度、均价等

服从质量，质量服从市场的收购导向。依托

“4333质量工作法”建立了全环节质量管控体

系，严格执行烟叶质量倒查追溯和不合格烟

叶退回等制度，烟叶收购均衡度、平稳度、规

范度和质量纯度大幅提升。

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还将管理关

口前移，在生产环节上下足功夫。

以节令移栽为抓手，着力争取生产主

动。牢固树立“节令就是质量，节令就是效

益”的意识，全面推行小苗井窖式移栽，于5月

12日前高标准完成移栽任务，为全年烟叶生

产开了好头。

以重点技术为支撑，着力提高生产水

平。全市冬耕起垄、集约化育苗、地膜覆盖、

豆浆灌根等关键技术落实覆盖面均达到

100%。“住氧吧、睡绿毯、吃土粪、喝豆浆、披

花环”等特色技术措施有效落实。

以绿色发展为主调，着力推进生产转

型。加强提钾增香减害技术集成落实，全面

推广栽后2次追施钾肥技术措施，积极推广应

用食诱、性诱、灯诱、烟蚜茧蜂等病虫害绿色

综合防控技术，实施绿色高效植保2.4万亩，

全面实现烟用废旧地膜100%回收。

正是三门峡烟草人对烟叶的严苛与偏

爱，也让政府、工业企业、烟农获得了“三

赢”。2020年，仅灵宝市朱阳镇烟叶税收入就

达2400余万元；三门峡烟叶进入了多家卷烟

工业企业招牌产品的主配方，河南中烟、江苏

中烟、浙江中烟、安徽中烟等多家工业企业对

三门峡烟叶应收尽收；上万名烟农靠着烟叶，

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建好体系稳质量

在灵宝市新店烟叶工作站，马丽丽正在

认真挑拣着片片金叶，作为周边村的非种烟

农户，她也实实在在享受着烟叶产业给她带

来的实惠。

“我是通过培训和筛选才来到这里工作

的，现在我在家门口工作，收入稳定，还能照

顾家。”马丽丽笑着说道，“收购期间我可以挣

到6000多块呢！”

跳出烟叶抓烟叶，延伸链条助扶贫。三

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大力拓展产业链，

通过合作社组织专业化服务队、烟叶延伸产

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关注贫困户、返

乡务工人群的就业问题，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大局，输出稳就业的“烟草力量”。据统计，

“十三五”期间，三门峡烟区烟叶生产收购季

节性用工近两万人次，全部从当地招录，实

现农民增收1亿余元。截至2020年年底，全

市1254户烟农、3000余人通过烟叶产业稳

定脱贫。

此外，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大力

推进产业综合体建设。根据试点先行、整体

推进原则，4个产烟分公司结合各自实际，各

统筹规划建设1个试点。灵宝市透山综合体

作为全国建设试点，经过多方论证，科学规

划，资源整合，构建了“烟叶+蔬菜”“烟叶+油

料作物”等产业组合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

“去年，我们这的鑫源合作社引进的烟秆

回收再利用项目受到了烟农的一致好评，今

年我们还准备再次引进！”新店烟叶工作站站

长孙鹏介绍道，“烟秆不仅可以变成优质肥

料，还解决了烟田卫生问题，也给烟农增加了

另外一份收入！”

依托产业稳就业

郏县 打响新烟田开发攻坚战

□姜昊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