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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部的工作千头万绪，要

做领导的参谋员、部门之间的协调

员，还要做大家的服务员。怎么在

不同的角色之间自由切换？我的

法宝是‘三心二意’，‘三心’就是上

进心、责任心、贴心，‘二意’就是让

组织满意、让大家满意。”

分享这份工作心得的人叫蒋

合录，是洛阳市卷烟物流配送中

心综合部负责人。十年来，面对

日常的繁杂事务，他有条不紊，尽

职尽责，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一

致好评，获评省烟草公司2020~

2021年度十佳优秀物流班组长。

“刚负责综合部全面工作的

时候，我感觉压力很大，担子很

重。”蒋合录说。

有压力就有动力。没有经验

就从学习上级文件、会议领导讲话

开始，工作之余经常到对口科室请

教交流，努力提升能力素质，尽快融

入角色。每天下班后拿出工作笔记

充电，是蒋合录保留了10多年的习

惯，如今的他，早已成为自如应对各

项事务的多面手。

2020年年初，面对来势汹汹

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主动请缨担

任抗击疫情后勤保障组组长，白

天奔波采购物资，夜晚挑灯修订

完善疫情防控方案，一肩挑起卷

烟物流配送中心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各种信息上传下达的重担。

其间，他因极度疲劳出现发烧等

疑似症状，被强制住院隔离。

后来有人问他怕吗，“怕啊！

但这是我的责任，况且我还是一

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我必须站

出来、必须挺得住。”健康出院后，

蒋合录和同事分享道。

综合部工作最烦琐的还是后

勤服务保障，采购、发放、维修、派

车……每一件事情看着小，却关

系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蒋合录

时刻要求自己做到真诚热情、耐

心细致，休假也不例外。

2021年6月，他的肩膀处多

了一条约5厘米长的疤痕，这是皮

脂腺囊肿切除手术留下的，缝了9

针。上午做完切除手术，下午他

就上班了。他媳妇儿抱怨：“你们

单位离了你就不行吗？”

其实单位没有说离不开谁，

只是他觉得在家待着不如在工作

岗位上踏实，很多事情大家习惯

了找他，他也乐意为大家服务。

（李媛东）

蒋合录

以“三心”换得“二意”

“去年刚来遮山镇种烟，烟站领导有求

必应、细心帮助，我的80亩烟田纯收益达

20余万元。”3月5日，尝到种烟甜头的贵

州烟农付盛华早早给该镇烟站站长范培旭

打电话，提前要求帮助订购100亩的烟苗。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镇平县良

好的烟叶种植环境、完善的扶持政策，吸

引了一大批来自贵州、安徽等地的烟农。

只有心里装着烟农，才能更好地服务

烟农；只要烟农有困难、有需求，烟站工作

人员都是第一时间解决。去年5月，贵州

烟农秦仕奎和妻子在遮山种植烟叶100

亩，资金一度出现困难。烟站工作人员知

道后，主动为其垫付药肥资金两万元。

贵州气候湿润，雨水充足，那里的烟

农初来镇平遇到干旱天气就束手无策。

烟站工作人员帮他们团购滴灌带、三通、

水阀等设备，利用闲暇时间将他们组织起

来，手把手指导滴灌带打孔和安装、组装

和使用。2021年，在遮山种植烟叶的贵

州人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今年来镇平种

烟的烟农有增无减。

“要不是烟站工作人员悉心帮助，原

来打算放弃的70亩烟田至少损失10多

万元。”贵州烟农李忠国竖起大拇指道

谢。2019年，李忠国初来镇平种烟，因为

不了解当地土质，也没有和烟站沟通，结

果承租了一块漏肥漏水的沙地。加上当

年天旱，水肥浇多少漏多少，烟叶烘烤后

质量很差，他打算放弃了。得知这一情况

后，烟站工作人员成立互助小组，指导李

忠国成熟一片采收一片。最终，70亩烟

田保本不赔。接下来的两年，李忠国不仅

继续在镇平种烟，还带来好几个老乡和自

己一块儿种烟致富。

“镇平人不排外、包容性强，种烟政策

好、收入稳，烟站工作人员都是热心肠，县

烟草分公司说话算话，在这里种烟我们心

里踏实。”贵州烟农张正祥发自内心地评价

道。张正祥在枣园镇种植烟叶近200亩，

初来乍到，镇平县烟草分公司不但帮他协

调住房，还主动与村委会联系，把流转土地

中朝阳、连片的烟田租给他，并且从大田移

栽开始到烟叶收购结束，该县烟草分公司都

出钱出力出技术，帮助他省工省时。

近年来，镇平县烟草分公司当好服务

烟农的“金牌店小二”，辐射带动种烟由

2020年的7600亩恢复至2021年的1万

亩，其中千亩方3个、500亩方7个，发展

烟农131户，烟叶平均亩产136.9公斤，投

放资金3458万元，均价30.7元/公斤。

（周峰王小娟刘理政）

近日，襄城县烟草分公司在许昌现代

烟草农业产业园推行粉垄耕作增产提质

新技术，示范面积300亩。

“粉垄耕作”在根本上改革了犁耕模

式，提高了耕作质量，提升了作物品质。

粉垄机采用6个螺旋钻头，垂直旋磨粉碎

土壤，耕作深度达40~60厘米，打破农田

坚固的犁底层，耕作土壤团粒结构细小且

不乱土层，悬浮成垄成厢，可使土壤中的

养分、气体量明显增加，有助于阳光的吸

收利用、天然降水的存蓄和微生物活力的

提升，有利于作物根系深扎、生长，同时，

也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减缓了土壤的板

结，具有活土、释肥、增氧、保水、增温、淡

盐等功效。 （李洪亮文/图）

春来河洛，洛宁县河底镇新开辟的

2000亩烟薯轮作示范区内机器轰鸣，一

派繁忙景象。

“去年种了20亩，收入11万元。”3

月5日，正在烟田里忙碌的烟农魏军伟

停下手里的活儿，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去年形势好，他尝到了甜头，今年准备

把烟田面积扩大到80亩。“烟站从起垄、

育苗、种烟直到卖烟都有一套好制度，

加上技术人员经常到田间地头进行指

导，给了我很大信心。”魏军伟说道。

河底烟站站长卫豫阳介绍，河底镇

多丘陵，传统的经济作物是烟叶和红

薯。去年，当地整合2000亩土地上马

烟薯轮作示范区项目，实现统一供苗、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统一组

织收购，并配套滴灌设施、新式炕房及

1000平方米的分拣车间，当年8月便基

本实现千亩烟叶、千亩红薯轮作种植。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未来示

范区每年可带动1500人就地务工，人均

年收入1万元。

记者从洛阳市烟草专卖局了解到，

目前，全市烟田起垄、精准施肥、大棚育

苗等工作已经开始。该局要求各县区

烟草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育苗作业流

程、育苗操作要求、育苗管理规范和施

肥起垄盖膜技术规范进行讲解，严把育

苗数量关、品种关、质量关、进度关、管理

关，精准施肥，趁墒盖膜，3月底前，实现

烟田100%起垄。（本报记者 黄红立
许金安通讯员李霄蔡璐）

“2021年库存周转次数提升了 2.2

次，希望今年实现新突破！”在近日举行

的济源市烟草专卖局对标管理工作会

上，局长尚贺伟对卷烟营销中心的这项

对标指标给予了充分肯定。

2021年，济源市烟草专卖局卷烟

营销中心积极对标先进，抓好短板指标

的目标调整、分解落实和过程监控，成

功实现了库存周转次数持续提升的新

跨越。

“库存周转次数受销量和库存两个

指标影响，而销量任务是不变的，咱们

需要在库存管理上下功夫，测算一下，

日平均库存量保持在多少箱合适。”济

源市烟草专卖局卷烟营销中心负责人

翟国华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由于济源市域小，每周卷烟平均销

量分解到各个厂家达不到车载量标准，

为库存管理增加了难度。“省产烟根据

平均周销量能够实现单独配车发货，而

且发货距离较近，在到货时间上也容易

把控，那就主要从省产烟库存管理上找

空间，再对省外烟调拨重新规划！”翟国

华明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2021年济源市烟草专卖局库存周

转次数达到20.33次，同比增加2.2次，每

日平均库存量保持在1097箱，比2020

年全年同比减少了133箱，达到了省烟

草专卖局要求的合理库存量。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史雪妮）

“一株烟的产值究竟有多大潜力，

俺不知道，但去年俺把上部叶‘种’成了

上等烟，这一项一亩地就增收100多

元。”3月2日，在渑池县烟草分公司召开

的上部叶高可用性开发试点农户座谈

会上，该县英豪镇杜岭村烟农董振民乐

呵呵地说道。

近两年，渑池县烟草分公司汇聚工

商研智力，把推进上部叶高可用性开发

作为促进烟农增收的重要工作来抓，破

解上部烟内在成分不协调、吸食刺激性

强、工业适配性差、烟农卖价低等难题。

引进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井窖式

移栽技术，形成适宜渑池烟区的技术范

本。推动栽期前移，试点区域4月20日

左右启动移栽，4月底结束，较一般移栽

提前10天完成，9月底前完成采收烘

烤。移栽模式变化，为上部烟在最佳光

照下充分成熟提供了保障，避免了大田

生长后期低温、霜冻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冬耕深翻、绿肥掩青等措施强化

土壤保育，奠定烟株生长的基础；以氮肥

调控、二次打顶等措施培育合理株形，打

造质量形成的基础；以调整基追肥比例、

豆浆灌根、叶面喷钾等措施，平衡烟株营

养，提高烟叶耐熟性。生产过程链条上

的技术运用一环接一环，有效改变了上

部烟组织结构紧密、叶片僵硬等性状，上

部叶工业可用性得到充分挖掘。

以“养熟”促“耐熟”，以“耐熟”助

“延熟”，提高上部叶采收成熟度和烘烤

成熟度。严格执行准采证制度，确保大

田烟叶达到充分成熟采烤；严格执行上

部六片叶一次采烤技术，上3片和下3

片实行分类堆放、分类编杆，分层装炕；

严格执行三段式烘烤技术，通过延长变

黄期时间和定色前期加速排湿，保证上

部烟烤熟烤香。

“渑池县烟草分公司推进上部叶高

可用性开发效果好，有经验可循，要大

力推广！”江苏中烟工业有限公司相关

部门负责人在今年年初三门峡市烟草

公司召开的质量反馈会上如是说。

（赵红朝张兆扬席新超）

“之前我的店铺快倒闭了，但你看

现在，店面整洁大气，人来人往，生意越

干越有奔头。打心里感谢你们啊！”3月

4日，武陟县南贾村爱花超市店主陈福

新激动地对武陟县烟草分公司的客户

经理说。

南贾村地处城乡接合部，是武陟县烟

草分公司的分包村。爱花超市位于村口

沿街马路边，周边有中小型企业和固定的

常住人口，店主陈福新为人和善，但同行

不同利，店铺盈利一直下滑。针对这种状

况，武陟县烟草分公司将其作为首批“金

叶”加盟终端进行全方位改造升级。

“现在啊，这个‘金字招牌’让我成

了周边最靠谱的老板。”店主陈福新高

兴地说，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针对卷烟零售加盟终端建设过程

中的不足，武陟县烟草分公司采取课题

研究的方式创新性提出“135”工作法，

突出“金叶”流通品牌提质赋能核心，通

过积极与村“两委”及街道办接洽，有的

放矢提供服务措施，与客户一道走好

“金陟烟路”。

“作为咱们烟草分公司的受益者，

我也要为社会献一份爱心。我准备在

店铺旁边建设免费充电桩和环卫工人

休息区，设置零钱募捐箱。”陈福新说

道。 （王嘉生）

“烟草专卖局吗？有一批涉烟包裹从

中通物流安阳分公司发车，可能在卫辉北

关中通物流中心转运……”3月2日下午，卫

辉市烟草专卖局接到这样一通举报电话。

涉烟物流车有几辆？什么时候到达

卫辉？包裹是否进行了伪装？执法人员

一无所知。但他们清楚，如果错过，这批

涉烟包裹就可能通过物流分拨离开卫辉

市中转地，给专卖执法带来更大难度。

当日下午6点，在卫辉市公安局和中

通物流中心的协调下，卫辉市烟草专卖局

执法人员全程守候在物流分拣中心的分

拣传送带两侧，对过往包裹进行判断筛

查。直到翌日凌晨3点半，查验了近10

万件包裹后，执法人员才在查验3辆安阳

牌照物流车辆运送的包裹时发现异常。

当时该物流车司机接到一通电话，然后迅

速关闭卸货车门，上车打满方向、猛踩油

门打算逃离。蛰伏在暗处的执法车辆反

应迅速，以车身堵住其去路。在公安、物

流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执法人员在这3辆

物流车内发现205个分别伪装成服饰、生

活用品的涉烟包裹，内有黄金叶等36个

品种422条卷烟，包裹即将发往四川、湖

南等地。

“物流寄递环节涉烟违法行为存在情

报来源少、虚构物流信息、大幅度跳单发

货等特点，查办此类案件难上加难。”卫辉

市烟草专卖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如何打破烟草专卖部门执法的局限

性，震慑物流寄递渠道涉烟违法行为，关

键是要借势借力、协同作战。自今年1月

以来，卫辉市烟草专卖局联合新乡市烟草

专卖局打假机动队和公安等部门开展了

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内物流快递企业进

行摸底调查，并建立健全辖区内物流快递

企业信息库，为市场监管提供了可靠线索

依据和方向，共查获物流寄递案件两起，

累计查处1102条卷烟，案值77万余元。

（胡剑兰陈磊）

茨芭村烟农李付民，在郏县茨芭烟

站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为啥呢？“种烟面

积不大，种烟收入不少！”去年，他种烟

90亩，在茨芭镇算不上大户，在洪涝灾

害影响的情况下卖烟收入50多万元，除

去成本净赚25万余元。

3月2日，在烟叶育苗大棚忙着的李

付民跟一起劳作的烟农分享他的增收秘

籍：“种烟啊跟养娃一样，付出的耐心、

细心多了，回报也必定让你满意！”“你倒

是说得细一点啊！”众人催促道。

“郏县烟草分公司发的《致烟农朋友

的一封信》你们都看了没？我可是研究

得很透彻。比如这个打顶，它可不仅仅

是个动作，还要求把握住时机、把握住频

率、把握住留叶数量。”

“不就是打个顶，咋有那么多的讲

究？再说，多留点烟叶不好吗？我有时候

也舍不得。”面对部分烟农的质疑，李付民

不紧不慢地说：“我算过一笔账，打顶抹叶

不精准的话，多留的烟叶不仅增加用工成

本，也增加烘烤成本，最关键还影响烟叶长

势和质量，得不偿失，千万不能因小失大！”

“你再说说你烤的烟为啥都金灿灿

的？”

“在县烟草分公司的帮扶下，去年烤

烟换上了自动化的电烤房，技术难度降

低了很多，只要掌握住温度和湿度，适当

延长出炕时间就能促进烟叶优化变黄，

减少甚至杜绝青筋现象。”

“你咋懂得这么多！”大家赞叹道。

李付民翻出手机给身边的烟农看：

“这是我收藏的技术文章，平时没事就多

看，遇到烟站的技术员拉着多沟通，有啥

技术培训赶紧去，你只要有我这股劲，肯

定也中！”

听李付民这样说，大伙儿纷纷回应：

“那都跟着你学呗！”（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王秋菊）

3月4日，郏县李口镇烟叶育苗点热闹非凡，县烟

草分公司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产业合作社的

工人使用新型播种机装填苗盘（右），工人把装填好的

苗盘放入加了营养液的育苗池中（下）。

史建峰摄

行业聚焦

花香蝶自来
镇平县吸引外地优质烟农留得住稳致富

科技之窗

烟草增产提质新技术
粉垄耕作增产提质

打私打假

卫辉市烟草专卖局
联合执法涉烟物流寄递

跟着李付民学种烟

济源市烟草专卖局

对标提升库存周转次数

渑池县烟草分公司

技术提升让上部叶变上等烟

武陟县烟草分公司

“金叶”赋能 客户盈利

洛阳市烟草专卖局

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金叶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