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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苏苏

“今年咱家2366公斤烟，卖了7万多

块钱，每公斤均价将近30块钱呢！虽说比

往年卖的烟少了，却还多卖了将近1万

块！”年终岁尾，陕县宫前乡头峪村的王六

保算起了年账，他看着媳妇儿高兴的样子，

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老任可真是牛！”

“老任”就是河南烟草商业系统2020

年度“十佳烟叶收购员”任海军，由于主动

对标“一优两转”结构目标，高标准落实不

适用烟叶处理、揭膜培土等配套技术，让

烟农尝到了“减产反增收”的甜头，被当地

群众异口同声点赞：“牛”！

敢于尝新“拓荒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中高

档卷烟市场需求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卷

烟工业企业对烟叶原料逐渐由量的需求

向质的需求转变。为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2012年以来，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提出

“一优两转”的优化结构目标，“打下5留

上2促中间”的不适用烟叶处理技术成为

烟叶优化结构的技术核心。

当部分同志还在观望迟疑的时候，每

当工作间隙，一个熟悉的身影，捧着各种

资料，在办公室、在楼道里，甚至在田间地

头，一遍遍研读着各级文件精神，查找相

关实验数据佐证，学习优化结构技术要

点，到实验点参观学习，第一时间在示范

方推广应用……任海军成了“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锲而不舍“老黄牛”

头关不破二关难攻。宫前乡地处山

区，老百姓思想普遍固执、守旧，对新事

物、新技术接受速度较慢。怎样从这些群

众中选出一批和他一样敢于“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成了把推广技术变成能为烟农

减工降本、提质增收好技术的“头关”。

任海军制订了一套“广泛宣传、重点

培养”的宣传方案，以种烟小组为单位集

中召开技术培训会，再对接受能力强、敢

于尝新的种烟农户逐一入户动员。

任海军拿出前期研究的政策文件和

实验数据，跟老百姓算投工账、收益账，还

把烟草公司制作的烟叶生产“一优两转”

宣传动漫放给大家看，以王六保为首的三

五名群众动了试试看的心思。

到了入户动员的时候，王六保媳妇儿

却不愿意了：“为啥打掉下部叶能促进中

部叶片发育？”“下部叶也是钱呀，打掉岂

不是跟钱过不去？这不是败家吗？”

“弟妹，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先坐下，

听我慢慢儿说……”任海军始终微笑着，

不嗔不怒、耐心细致地讲解着，终于打动

了六保媳妇儿，同意先搞一年试试，一年

下来，果然尝到了甜头。第二年，六保夫

妇主动请缨，当起了“一优两转”宣传员。

躬身服务“孺子牛”

作为一名烟叶生产收购员在对标政

策抓收购、对标收购抓生产的路上，任海军

不只是耐心细致的政策宣传员、技术讲解

员，更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挽起裤

腿下烟地、抡起锄头干农活儿的“实干家”。

2020年7月，阴雨连绵、雨水不断，

很多烟田都出现了严重积水，任海军所承

包的头峪村也不例外。任海军几番电话

查访后，便带上锄头、铁钎，组织排涝小分

队逐村逐地块儿排涝作业。宫前这一片

属于红黏土，一下雨泥土就黏在鞋上，让

人动弹不得，可是排涝作业时间紧任务

重，若不及时排除积水，损失不可估量。

情急之下，任海军脱掉鞋子、挽起裤腿儿

下地排涝，一天下来，地里的积水将脚泡

得发胀、石子儿硌得生疼，可这丝毫挡不

住他排除积水降低灾害后的喜悦。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的评

价同样是中肯的。任海军是善于学习、敢

于尝新的“拓荒牛”；是肯吃苦、能耐劳，持

之以恒、锲而不舍的“老黄牛”；更是一心

为民、不计个人利益安危的“孺子牛”。在

他的努力下，头峪村烟叶优化结构连续两

年实现了推广率、验收达标率两个百分

百，并在2020年烟叶收购中，创下全村上

等烟比例 78.59%、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2.58个百分点的好成绩。

□李根栓

今年冬天格外冷，劳作了一冬，烟地

犁完了，牛羊粪送到烟田了，人们终于可

以松口气了。这天，卢氏县沙河乡杨家村

的程玉平、张邦福、莫留山、李玉峰、刘换

生、朱社军、范石军等几个种烟大户、村组

干部，相约来到村支书马金锁的家，一同

商讨今后的产业规划。

老马招呼大家围拢在一起，一边嗑着

瓜子抽着烟，一边围绕着产业发展谈看

法、说想法。

“伙计们都猜猜，咱们村今年烟叶卖

了多钱？”老马开口问道。农村人习惯用

农历纪年，没过农历春节，还说今年。

“我们只知道自己卖的不少，至于全

村卖了多钱，我们不知道。”见老马这样

问，大家一脸茫然。

“今年咱们这个只有一二百户人家的

小村，光烟叶一项收入714万！我算了一

下，咱村今年86户人家260口人种烟，户

均8.3万，人均2.7万，不得了呀！”老马顿

了顿说道，“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今年合同

面积1564亩，比去年少了二三十亩，产值

却多出百十万，伙计们替我想想，这是为

啥？”

“叫我说，今年收成好，首先是冬前整

地抓得早。咱们村是县里的示范点，去年

上冻前，烟草公司席经理隔三岔五到村督

促，赶在上冻前1500多亩烟地全部深翻

了一遍。春上烟栽上后，长得那个好啊，

叫人看了喜欢！大家尝到了冬前整地的

甜头，今年不用催，预留烟田全部深翻过

了。”村支委张邦福首先接过话茬说，“冬

前整地是旱作栽培的核心技术，俗话说

‘冬前破层皮，顶住春上犁几回’，冬前把

烟地深翻一遍，蓄住地上墒，纳住天上水，

经过一冬的冻垡，土壤疏松，第二年烟叶

栽上成活率高、返苗快、长势好！”

“我认为，今年收成好，还有一条原因

是粗粪用得多。”见老张说得有理，种烟大

户范石军抢过话茬说，“作为老烟农，大家

都知道粗粪好，可苦于没有粪源，这些年

只好靠化肥，烟叶烤出来后颜色不好、油

分少。今年，烟草公司帮助我们联系粗

粪，每亩地少则二三百公斤，多则四五百

公斤。这牛羊粪用到烟上，土壤疏松，肥

效长，烟叶长在地里就不一样，清秀，旺

势，油光发亮，烤出来颜色鲜艳、油分足、

弹性好，到烟站不用说话就能验上好等

级、卖上好价钱。”

“老张、老范都说在点子上，这烟叶收

成好，得靠集成技术，五关十六环，每个环

节都不能落下，都要用心去管。”村支委、

产业专干程玉平搭上了话，“这俗话说得

好，苗是金，管是银，烘烤是个聚宝盆。”

程玉平不愧是烟叶专干，说起话来有

板有眼：“在我看来，今年能有这么好的收

成，最重要的一条是采烤措施做得实。主

要有四点，这第一点，结构优化措施到位

了，烟农明白了清除田间不适宜烟叶的好

处，都自觉自愿地把下部不适宜烟叶打

掉。这第二点，分类编秆分类装炕措施落

实了，采摘时看一看，编秆时分一分，同秆

同质，同棚同质，火好烧了，烤出来的烟叶

质量一致了。这第三点，上部六片叶一次

采烤技术落地了，上部烟叶烤后结构疏

松，油分充足，握在手里软绵绵的，叶片不

再那么厚了，颜色不那么深了，大部分都

能进入上等烟了。这第四点，‘2456’烘

烤模式应用好，我村烟农都能按照两次停

烤、四次采摘、五炕烤完、六步工艺采收烘

烤，烟叶长熟了、采熟了、烤熟了，黄烟率

高了，收益自然好了！”

“伙计们，咱们杨家村过去是鸟都不

拉屎的地方，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这些年

靠着烟叶，路通了，群众富了，在城里买了

房，开上了小轿车，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

村！”听完老程的一番“高论”，老马心里高

兴，感慨地说，“下一步，发展产业，振兴乡

村，咱也不用指靠别的，就靠烟叶，村‘两

委’把‘宝’还押在烟叶产业上，老程下住

劲，把它抓好，稳住种植规模，稳住种烟队

伍，稳住种烟收入。”

1月18日，襄城县汾陈镇烟蚜茧蜂繁育基地一片忙碌，烟农们正在搭建育苗拱棚。入冬以

来，该基地为确保供应烟农移栽壮苗，及早动手，不分昼夜备原料建拱棚。目前，已搭建300多个

烟叶育苗拱棚。 古国凡吴晶晶摄

冬耕起垄时节，洛宁县

景阳镇烟农在条施发酵腐熟

羊粪。据悉，2021年，洛宁

县计划施用发酵腐熟羊粪

14000吨，按照每亩200公

斤的施用量，全县落实7万

亩烟田施用发酵腐熟羊粪，

为“优质烟叶”生产奠定土肥

基础。 包晓容摄

本报讯 1月19日，天寒地冻，社旗

县室外温度已达零下7度，而在该县朱

集镇大梁庄村百亩烟田大方里，党旗飘

飘，机声隆隆，一台大型拖拉机，正不停

地穿梭田间，犁耕深翻、旋耙土壤，为烟

叶生产开春备播打下基础。

这是社旗县烟草公司，以党建高质

量，助推烟叶生产高质量，引领烟农走

科技兴烟之路，夯实烟叶生产高质量跨

越发展的一个缩影。

筑牢烟叶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

近两年来，社旗县烟草公司先后在基层8

个烟站组建了8个党支部，把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引入到烟叶生产中来，建一个支

部，树一面服务烟叶生产的旗帜，插在了

服务烟叶生产高质量发展的一线前沿

阵地，引领烟农科学种烟，筑牢烟叶生

产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促进了烟叶

生产稳中求进，行稳致远。

打造烟叶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社旗县烟草公司按照不同岗位分工实

际，对全体党员实行挂牌上岗，佩戴党员

徽章，开展生产服务，并采取了党员分包

植烟农户和分包责任田的办法，将全县

1.3万亩种烟面积分包到站到人，每位党

员联系三至五户烟农，分包30至100亩

烟田，建立面对面地服务生产、服务烟农

的党建责任制，并开展了党组织烟叶示

范站、共产党员烟叶示范岗评比活动，增

强党员服务烟叶生产的责任意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既为烟农提

供生产技术指导，又为烟叶生产提供技

术保障，在打造烟叶高质量发展中，助推

烟农种烟提质增效。 （季丰成）

本报讯“咱们商户实行诚信经营服

务，是为了让守信者受益，让失信者受

损，促进卷烟零售户依法诚信经营，也

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打造一个诚信

满意购物环境。”1月18日，在郏县三苏

园景区旅游超市里，茨芭镇烟草专卖稽

查队负责人王阿科正在给卷烟零售商

户王桂珍解读如何开展诚信经营服务。

以往，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在市场检

查中发现个别商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

生轻微违规现象，钻法律的空子打“擦

边球”。今年以来，郏县茨芭镇烟草专

卖稽查队改变工作思路，以服务商户为

先导，充分发挥诚信等级在市场管理中

的关键作用。

据王阿科介绍，他们根据卷烟零售

户的信用信息，综合评价其诚信等级。

根据守法守规情况，分为AAA（信用优

秀）、AA（信用优良）、A（信用良好）、B

（一般违规）、C（较重违法违规）、D（严重

违法违规）6个档别。根据守约守信信

息，按经营活跃度高低，分为四、三、二、

一、零5个级别，档内套级，综合评价。

如AAA4，说明该零售户信用极好，经

营活跃度极高；C1，则说明该零售户存

在违法记录，经营活跃度较低。

他们还强化客户诚信等级评定结

果运用，在货源投放、监管效能、事项审

批、撤销恢复、许可期限等方面应用，联

合市场监管部门出台联合惩戒办法，对

严重失信商户进行联合惩戒，充分发挥

诚信等级管理在市场管理中的关键作

用，突出数据分析研判、采取提醒约谈、

定期教育、重点监控、停业整顿、顶格处

罚等措施。

“我通过上级管理部门在卷烟零售

户开展的诚信等级评定活动，被评定为

AAA（信用优秀）户，现在能享受绿色通

道、送证上门、卷烟零售户评优评先、卷

烟限量政策、紧俏货源分配等优惠政

策。现在，镇上的老少爷们买东西都是

冲着我这‘金字’招牌来的，遇上好日子

一天的收入能赶上一个月的房租了，诚

信经营不吃亏！”正在福源超市忙碌的

卷烟零售商户丁锋宾说。

（徐汝平 张万里）

□叶新波

新年伊始，地处豫西深山区的卢氏县，

百里烟区到处呈现出人头攒动闹冬耕、种烟

致富兴乡村的繁忙场景。以“把全省烟叶第

一大县转化为第一强县”为目标，以快马加

鞭未下鞍的干劲拼劲，为“十四五”期间全力

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开好局谋好篇。

固根本把稳烟叶生产发展方向

该县遵照全国、省、市烟叶生产工作

安排部署，依据国内工业企业以及专家学

者烟叶质量反馈意见，结合去年烟叶生产

工作实际，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讨论

制订了《2021年烟叶生产工作方案》。

把提升烟叶质量及风格特色、满足工

业企业原料需求、打造浓香型高海拔生态

特色烟叶品牌提响叫亮，把持续增加烟叶

产质效益、提升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地位、

巩固烟叶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权重摆上

重要日程，通过调整种植布局，落实精耕

细作措施，提升烟叶的产量质量，确保全

省烟叶的这面旗帜在新的竞争环境中不

褪色、不掉色、不变色。

强基础抓实烟叶提质增效措施

坚持旱作栽培，走好“一优两转”发展

路径，突出抓好烟田布局优化和土壤改

良，着力稳固烟叶生产发展基础。

该县已把基本烟田开发与保护纳入

全县“十四五”规划当中，采取行政干预与

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实施“北改

南扩”发展战略，把基本烟田向生态条件

好、群众种烟积极性高、基础设施完善的

万亩乡、千亩村、百亩组转移，着力搞好新

烟田开发和老烟田改造，配齐配强烟叶生

产“第一车间”。

出台奖补政策，广泛深入发动，认真组

织协调，动员烟农切实搞好以烟田钩机深

翻和增施有机农家肥为重点的土壤改良措

施落实，进一步优化烟田土壤结构，增加烟

田有机质含量，持续提升烟叶产质效益。

浓氛围调动全员抓烟叶热情

该县借助县电视台和烟叶生产微信

群，并通过印发《告烟农书》和宣传“明白

纸”，把冬季烟叶生产的工作要求、技术要

领、改进措施、完成进度等内容，宣传贯彻

到基层站点和烟农中去，形成比、学、赶、超

的浓厚工作氛围。同时，成立冬季烟叶生

产工作专班，组建由县烟叶生产服务中心

和县烟草分公司相关人员组成的联合督导

检查组，划片包干，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

查，确保冬季烟叶生产工作扎实推进。该

县还建立健全了强有力的考核奖惩机制，

把冬季烟叶生产工作成效与干部职工工资

奖金挂起钩来，与烟农诚信等级管理和星

级评定挂起钩来，严格考核兑现，充分激发

和调动全员抓好烟叶生产的工作热情。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

枝”。通过固根本、强基础、浓氛围和抓落

实，该县冬季烟叶生产正按照预定规划有

序推进中，一个推动烟叶高质量发展的美

好画卷正在莘川大地徐徐展开。

寒假即将到来，为帮助贫困学生提高成绩，柘城县烟草局志愿者为洪恩乡部分贫困

学生赠送了好记星学习机以及辅导教材，还为他们带来了食品和御寒衣物。图为1月19

日，志愿者王丽霞（左一）、马亮和（右一）为受助学生演示学习机的使用。牛靖华摄

为了保障春节期间卷烟市场稳定，增加客户盈利能力，平顶山市烟草公司石龙区分

公司营销人员增加重点客户的拜访频次，上门指导客户经营技巧。图为1月18日石龙区

烟草分公司营销人员吴亚辉给零售终端客户赵慧培进行盈利分析指导。史建峰摄

烟叶富了杨家村 乡村振兴还靠它

推动烟叶高质量发展 看卢氏如何开局谋篇

烟农乐赞：老任可真是牛！

社旗

党员服务烟农有了“责任田”

郏县

诚信经营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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