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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村版

金叶飘香时 烟农笑开颜

8月18日，叶县保安镇魏岗铺村烟田里处

处是烟农忙碌的身影，他们正将采摘后的烟叶

运输到统一的地点，进行编杆、上炕、烘烤。目

前，叶县6000多亩烟叶全面进入了“赶烤季”，

为了规范采摘、烘烤，叶县烟草分公司配备专业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工降本、提质

增效、促农增收。

“今年，我们保安镇的烟叶长势非常好，目

前已经进入采收烘烤阶段，按今年的收购价格，

每亩纯利润达2000元左右。”保安镇烟站站长

刘红远说。

近年来，叶县牢牢把握“烟叶+产业综合体”

的发展方向，以行政村或跨行政村为单元，围绕

水源做规划，稳步提升烟叶种植规模。利用保

安镇、夏李乡、龙泉乡三个入选全市15个重点种

烟乡（镇）的有利契机，探索利用合作社、村集体

等多种模式构建起来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平

台，推进以烟为主、多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综合

体建设。

为进一步夯实烟叶发展基础，确保烤烟质

量和烟农收入，叶县烟草分公司在保证种植合

同面积的前提下多方争取政策，在采摘、烘烤中

早计划、早安排，提前抓好分级培训、入户分级

指导等工作，以确保从源头上抓好烟叶等级纯

度。

目前，叶县共建密集式烤房600多座，有效

保证了全县6000多亩烟叶烘烤工作的顺利进

行。全县共设有保安、叶邑、龙泉等6个烤烟分

级收购点，确保在8月底至9月初开始收烟，预

计可收购烤烟1.74万担，增加烟农收入2500万

元左右。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俊鹏王涵儒）

8月18日，郏县白庙乡黑庙村一片烟叶基地

里，十几个务工人员正在打烟、装车。没过多大

会儿，满载烟叶的农用车便向烤房驶去。烤房

前，务工人员将烟叶编杆，然后悬挂到烤房里。

旁边烤房里，是已烤好的金黄色的烟叶。进入8

月以来，白庙乡烟叶陆续进入采摘烘烤季。

“别看我年龄不大，但种烟叶已经6年了。

往年都种100亩，今年种了200多亩。”28岁的

刘晓东说，往常每年收入20多万元，今年扩大了

种烟面积，预计收入可达近50万元。

刘晓东所在的白庙乡今年共种植烟叶7700

余亩，涉及种植大户37户。村里的土地多年种烟

需要轮茬，不少种植大户选择到邻近的村庄租地

种烟。

产业兴，就业稳。正在地头烤房上烟的任

风云是白庙乡谢招村人，在刘晓东这里从事栽

烟、除草、打药、采摘、烘烤、分拣等工作，一年可

以干5个月左右，能挣上万元工钱。

据白庙乡农业发展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每

亩烟叶在采摘、烘烤期间用工量在5人左右，每

人每天工资100元，全乡一个月就为群众发放

报酬300多万元。

今年夏季，郏县降水量激增，为最大限度减

少损失，白庙乡农业发展办公室、乡烟站及时组

织技术人员利用自吸泵、排水渠排涝，并喷洒芸

乐收、磷酸二氢钾进一步强健根系杀灭病菌，有

效减少了灾害影响。为保障烟叶质量、压缩烟

农烘烤成本，全乡改建新能源烤房近30座供烟

农使用。

目前，白庙乡全乡460座烤房全面开烤，烟叶

成色好、质量高。预计9月中旬，烟叶收购工作将

全面开启。（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赵洁宁）

“这一个月的活儿可没白干吧？看

这烟烤出来多暄，一定能卖个好价钱。”8

月19日，汝阳县烟草分公司三屯烟站负

责人郭新明看着党军现新出炕的烟叶乐

呵呵地对他说。

“这都多亏了你跟老陈！上个月下

恁大的雨，烟都泡在泥水里，要不是你们

前前后后来找我说几回，我早都不想管

了！这会儿还有啥往烟炕里装啊？”距离

7月那场突发的暴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

月，满炕烟叶仿佛都在向党军现证明，洪

灾过后这一个月里他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7月19日夜，汝阳县三屯镇出现连

续降雨，郭新明及时组织烟站工作人员

对烟田情况进行逐块排查，并紧急通知

烟农迅速对烟田进行排水，南堡村烟农

党军现却迟迟不见行动。“俺村里人都说

这烟一经水泡就要不成了，我还去地里

干啥？”党军现声音沮丧，一再拒绝郭新

明一同前往烟地排水的建议。

“小郭，这两天烟田积水都排得差不

多了吧？”7月23日，分包三屯镇烟叶灾

后管理工作的汝阳县烟草分公司副主任

科员陈廷举关心地问郭新明。“大部分烟

农都很配合，烟田里的积水都排了，目前

正在打底脚叶，无人机也联系好了，正和

各处的烟农协调具体喷施药物的时间。”

郭新明话音一转，“就是南堡村的党军现

说他的烟没救了，这两天都没去地里，劝

了几回也没用。”

略一思索，陈廷举吩咐郭新明：“带

几把铁锹，我跟你一起去他地里看看。

你给党军现打电话，就说他老伙计来了，

看他来不来？”陈廷举曾在三屯烟站任站

长，对党军现一直印象很深，“他是个实

在人，干活也不怕出力，一会儿咱见到

他，好好给他讲讲这烟地过水以后该咋

处理、咋补救，他应该会听的。”陈廷举对

郭新明说。

到了党军现承包的烟田，陈廷举和

郭新明从南至北绕了一圈，决定在北边

地势低洼处挖几条排水沟，加快烟田排

水。等党军现得知消息匆匆赶到时，他

们已经挖好了两条排水沟。

“这边地势低，在这儿开个口子，积

水顺势就都流走了。”陈廷举一见到他，

就指着脚下刚挖好的一条排水沟让看

他，“老党，咱俩可是老相识了，你种烟也

十来年了，我得好好说说你。这地里都

是活水，趁着雨刚下过，赶紧把水排走，

这烟叶不是不能救！放任不管，那才真

是眼睁睁看着辛苦钱打水漂了。”党军现

听得半信半疑。

“可不敢不管！不然之前你们不都

白干了！”郭新明见他态度有所松动，趁

势讲起了烟叶涝灾之后的自救处理措

施。三人边说边干，转眼又在地里挖了

好几条宽窄不一的排水沟。

第二天，党军现再次来到烟田，发现

田间的积水已经基本排出，田外高处的

雨水通过排水沟引到了路边水渠，不再

漫向烟田。经过清扫底脚叶、打顶抹杈、

通风排湿等措施，党军现承包的30亩烟

田中除去3亩浸水时间较长的地块损失

较重，其他烟叶均得到了有效治理，陆续

恢复了正常长势。

“多亏你们，这20多亩地才都救了

回来。”党军现高兴地说，“有你们在，我

放心得很！明年我还要接着种！”

（翟晓辉孙铃娟/文 黄康/图）

走进老支书廉子全家，烟叶的醇香扑鼻而

来，一楼地上整整齐齐码满了一片片“黄金叶”。

今年，邓州市高集镇戴岗村种了500多亩

烟叶，经过烘烤后的金色烟叶为村里铺就了一

条致富路。

和绝大多数农村一样，戴岗村的很多年轻

人都外出务工，留守的是一家家的老老小小。

如何让这些乡亲能在家门口致富、从土地里“掘

金”，是老支书廉子全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2014年，廉子全开始尝试种烟。从育苗、

移栽、大田管理、采收到烘烤，全部过程需要七

八个月。廉子全犹豫过，自己没有种烟的经验，

需要从头学起，加上年纪大了，整个种烟过程相

对繁琐，会不会太麻烦？但在南阳市烟草公司

的帮助下，廉子全种烟越来越有信心。“工作人

员上门解释政策，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实打实

给俺们补贴，一对一地真心帮扶。”56岁的廉子

全回忆起最初种烟中的感动，忍不住感慨。

但种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今年5月

14日，邓州市烟草分公司对广大烟农发布了

大雨天气预警，当时廉子全人在外地。高集烟

站站长曾兆彦了解情况后，立即带着站里4个

人第一时间到廉子全的烟田里挖沟排水。“多亏了曾站长及

时出手帮忙，要不然今年损失就大了。”廉子全说。

“我们扎扎实实把关键技术落实到位，把服务做到位，把

烟农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让烟农在致富奔小康的

路上走得更快更稳，让种烟成为老百姓一个体面的职业。”邓

州市烟草分公司烟叶副经理薛子钟信心满满地介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年，村里种的烟长势喜人、烤后

品质非常高，预计每亩纯收入2500元以上。整个种烟过程

中需要大量用工，很多留守在村里的人都能在家门口挣钱，

每人每天有100多块钱的收入。廉子全认准了带领村民种

烟共同致富的路子，明年打算再扩大流转土地面积，争取带

领全村种植800亩以上的烟叶。 （白晶晶文/图）

“这电烤房真厉害，炕出的烟通

杆黄！这一杆烟少说也能卖到二三十

元……”8月23日，在郏县安良镇酸庄村

热泵式电能烤房群里，烟农们有的忙着编

烟，有的忙着装炕，而在另一边，烤好的烟

叶正在出炕，空气中到处散发着烤烟的醇

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李长岭是郏县安良镇狮西村4组的烟

农，当天，他家共有730杆鲜烟在这里装

炕。他说：“我舍近求远地来到这里烤烟，

就是看中了这里有河南佰衡电能烤房。”

烘烤师薛战锋说：“现在使用的炕房

叫热泵式电能烤房，全部采用的烘烤物

联网新技术，可以根据烟叶营养状况、成

熟度及天气情况，进行烘烤前技术程序

编排，烟叶烘烤信息通过物联网服务平

台直接送达，能有效解决利用煤、生物燃

料在烘烤中升温不均致使烟叶变黄时间

不够、定色后期转火过快等实际问题，只

要把手机和烤房电脑联网，我就可以去

干别的农活了。前几天有好几次都是在

后半夜发生掉温情况，幸亏手机及时报

警，及时升温，不然我就是有座金山也赔

不起。‘物联网+电烤房’就像咱郏县人吃

饸饹必配火烧的标配。现如今不用烟熏

火燎，咱也成‘白领’了。”

据了解，安良镇酸庄村热泵式电能

烤房群有10座烤房，往年用煤炕烟需聘

请两名烘烤师，整个烘烤季每人需支付

工资1.3万元，现在使用电能烤房只需1

名烘烤师就可以胜任。

郏县是我省浓香型烟叶种植核心

县，有12个种烟乡镇，常年种烟面积在7

万亩左右。目前，已新建热泵式电能烤

房320座，煤改电1193座。

“我们今后将加大实施电能替代战略，

大力推进以电代煤，探索‘烟草+企业+烟农’

合作模式，推动热泵式电能烤房示范户建设

和推广工作，让家乡天更蓝水更美。”郏县烟

草专卖局局长梁少锋说。（徐汝平王自行）

8月20日，卢氏县杜关烟站站长王

留性的办公室来了几名烟农，他们开门

见山地问道：“王站长，眼瞅着烟叶快收

购了，咱们站今年还是李斌当主检吗？”

王留性笑着回答：“咱们的主检人选

得到收购前才能确定，大家伙着啥急？”

“今年咱们杜关镇不是和去年一样

受到雹灾了吗？李主检在，我们才踏

实！”几名烟农纷纷说道。

这要从去年收购季说起。去年卢氏

县杜关镇遭受冰雹，烘烤季阴雨连绵，烟

叶收购一度出现混级、混青、混杂等问

题，在三门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的多

次收购检查中，杜关烟站的烟叶等级纯

度和等级合格率达不到规定要求，虽经

多次整改，却一直没有起色。烟农意见

很大，觉得烟站收购过于严苛，烟站工作

一度陷入两难的困境。

为了改变现状，卢氏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决定调整杜关烟站的主检员，

但让谁来担任主检员成了站长王留性头

疼的问题。

经过反复权衡，王留性从几个备选

人名单中选择了李斌。这位“80后”年轻

人有两年的军旅生涯，工作以来一直保

持着雷厉风行、办事干练的军人作风，工

作负责、处事公道，深得烟农信赖。但他

毕竟年轻，在主检岗位上经验不足，能否

承担起杜关烟站每日约3万公斤收购量

的重任，王留性心中不免画了一个问号。

李斌到岗的当天上午，一位烟农因

烟叶分级纯度达不到要求，导致其大部

分烟叶被退回，在烟站院内大喊，叫嚣着

要闯进分级区教训分级人员。了解事情

经过后，李斌找到这位烟农，义正词严地

说道：“我是烟站主检，有什么问题你向

我反映！”情绪失控的烟农一把抓住李斌

的衣领，狠狠地说：“是不是你把我的烟

退回了？”李斌甩开他的手，不温不火地

问：“你的烟在哪？带我去看一下。”

来到被退回的烟筐前，李斌拿了两

个小板凳，招呼这位烟农坐下，开始对这

批烟叶挑分。不大一会儿，李斌指着这

批按照等级纯度分成的三堆烟叶说：“你

这几筐烟叶不仅等级分得不纯，还有这

么多青杂烟，如果我都收了，对别的烟农

公平吗？”李斌继续说，“下午我让预检人

员专门去一趟你家，帮你把剩下的烟初

分好。”情绪冷静下来的烟农听后又羞又

愧，知道自己理亏，连忙向李斌道歉。

经历这事后，李斌与站长王留性多次

讨论，决定从内外两方面着手，查找烟叶

等级纯度和等级合格率不高的根源。客

观来说，去年部分村组雹灾严重，烟叶减

产且质量下降，不少烟农心存侥幸，烟叶

挑拣纯度不高；主观来说，预检员入户预

检存在应付现象，导致户内初分预检质

量不高，分级组长没有严格落实验收装

筐制度，主检员没有认真履行翻筐定级

职责，导致烟叶分级落实不到位。

找到病灶，李斌决定从培训、管理、

考核三点入手，紧抓入户预检、站内专分

两支队伍的规范管理。在培训方面，每

天上班前，李斌领着分级工学习“4333”

分级工作法内容，做到心中有标准、分级

有质量。李斌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到烟

农家中和预检员校对眼光，指导烟农初

分，确保户内初分眼光一致。在管理方

面，李斌严格落实两支队伍的台账管理

制度，对预检员、分级工每日工作成效记

录在册，不定时到分级操作台对分级工

挑拣分级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对分级组

长验收装筐情况进行检查。在考核方

面，每日通报公示，明确奖惩标准，定期

兑现，充分激发两支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经过努力，杜关烟站烟叶收购纯度

差、合格率低的局面得到了扭转，不仅在

全市检查中顺利达标，辖区烟农也心服

口服，纷纷称赞李斌“心中一杆秤，公平

又公正”。

这不，今年烟叶收购还未开始，烟农

就开始打听李斌是否还能担任杜关烟叶

收购站的主检，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

一幕。（姚谆李根栓张艺童）

近日，经过技术人员和研发机构持

续努力、不断改进完善的三门峡烟农诚

信星级信息化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得到了广大烟农和基层员工的一致好

评。该系统于今年7月开始试运行，已

经过一个多月的测试、提升和完善，旨在

打通烟叶生产经营全环节信息化支撑的

重要节点，落实为基层减负。

该系统通过将烟站技术员与其服

务烟农关系绑定，形成数据池，对烟农管

理实现数据赋能。每个环节考核前，随

机从数据池中抽取考核对象，实现烟技

员阶段考核任务的均衡性和考核覆盖面

的科学性。经过现场打分，考核数据直

接上传系统终端，考核过程数据化、考核

结果痕迹化，实现考核过程的公平、公

正，维护了烟农利益。市、县两级烟草部

门可通过系统终端实时查看各环节考核

结果，及时掌握基层烟叶生产进程和烟

农技术落实质量，便于精准督导管理，促

进技术落地，提升烟叶质量。

在烟叶收购工作结束后，根据环节

技术落实、种烟收益和诚信表现等方面

的考核结果，对烟农进行诚信星级评定，

诚信等级直接挂钩下年计划分配和生产

扶持兑现，实现对烟农的差异化管理，让

那些真正讲诚信、重技术的烟农得到实

惠，引导激励低星级烟农主动提高落实

技术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对生产经营环

节中结构优化不到位、技术标准落实不严

格和“四混交烟”故意等失信行为引入诚

信激励和进入退出动态管理机制，着力培

育出“讲诚信、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

业烟农，助力三门峡烟叶高质量发展。

该系统有助于落实基层减负，提升

工作效率。一是优化考核内容。将原有

的烟农“双百分”考核内容简化为6项一

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和13项三级指

标，方便基层职工掌握考核内容和技术

标准，提高履职能力。二是简化软件操

作难度。烟站技术员依据烟农技术落实

情况，通过做选择题来确定烟农环节得

分，大大减轻操作难度，提升工作效率。

三是减轻基层职工工作量。通过考核数

据、照片的实时上传，大量的痕迹化资料

在系统终端可以实时查看。年度收购工

作结束后，系统可以实现星级评定、扶持

资金算账、物资发放等表格的自动生成、

打印输出，快速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将

基层员工从繁重的痕迹化档案管理中解

放出来，实实在在减轻基层员工的工作

负担。 （李建平 赵永伟）

在近日镇平县烟草专卖局、市场监

管部门联合开展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

烟侵害“守护成长”专项行动中，镇平县

烟草专卖局强化责任担当，查处了南阳

市首起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案件。

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管总

局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侵害“守护成

长”专项行动部署要求，镇平县烟草专

卖局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宣传发动广大

群众，共同营造保护未成年人健康的社

会氛围。宣传排查过程中，镇平县烟草

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立即组织执

法人员对涉嫌经营门店进行检查，对涉

案当事人进行询问，核对销售凭证及转

账记录，并且取得了未成年购买人及其

监护人提供的直接证据。

8月15日，镇平县烟草专卖局依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该电子烟经营店

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作出罚款

1000元并没收违法所得290元的处罚

决定。

（徐豪放刘理政）

镇平县

查处一起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案

“李主检在，我们才踏实”

烟农变白领 蓝天更洁净

郏县推广热泵式电能烤房惠烟农

郏县白庙乡 460座烤房“开烤”

﹃
金
叶
﹄
铺
路
共
同
致
富

廉子全家烤出来的片片“黄金叶”

党军现（右）在烟站技术人员指导下装炕烘烤烟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