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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以土地流转为基础
助力乡村振兴

由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既能盘活农

村土地，又能惠及乡村群众，还能引导资

本下乡、带动乡村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

事。近两年，平顶山市烟区因地制宜，推

广了三种土地流转模式，常年流转土地近

5万亩。

模式一：“地方政府+合作社+烟

农”。由地方政府牵头和主导，统一规划

发展种烟专业村，合作社跟进，与村委会

及农户签订租赁合同，如郏县的堂街镇政

府与伟科烟叶种植合作社，叶县的夏李乡

政府与腾飞烟叶种植合作社等。

模式二：“村委会+合作社”。村委会

以发展村集体经济的方式统一流转土地，

以土地入股合作社，联合对土地、用工等

进行管理和使用，如叶县保安镇的三村、

夏园村、魏岗铺村等。

模式三：“合作社+家庭农场”。合作

社直接操作土地流转，由社员种植烟叶或

返租给家庭农场，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

服务、统一管理，如宝丰县的亨瑞种植专

业合作社与国伟家庭农场，汝州的天奉源

合作社与鑫臻家庭农场等。

以专业服务为驱动
推进减工降本

合作社采取“全托式”或“半托式”的

方式向社员和烟农提供专业化服务，将亩

均用工控制在20个左右，亩均降低种烟

成本近400元。

“全托式”服务即烟农把烟叶生产分

级的全过程，以合适的价格托付给合作

社，双方约定服务质量，烟农最终拿到满

意的产品，种植户既是业主，又是过程的

监督者。“半托式”服务即针对某个环节或

某项操作，合作社以提供单个服务产品的

形式为烟农提供有偿服务。无论采取哪种

方式，服务价格均经烟农和服务人员代表

协商、社员大会通过并公示后统一执行。

以业务拓展为抓手
创新增收途径

引领新技术。每年由烟站和合作社

联合优选200户烟农（示范户）的烟田作

为培训、示范、交流的基地，重点进行新技

术、新模式、新方式的引进推广，带动其他

烟田种植水平的提升。

传播新技术。合作社与烟叶工作站

联合，定期对烟农、产业工人开展培训，提

高服务技能；建立烟农服务微信群86个，

定期推送技术指南、作业注意事项、服务

信息，免费接受烟农咨询，或利用抖音、微

信小视频开展即时指导和经验交流。

推动设施综合利用。引导支持合作

社利用闲置密集烤房群烘烤红辣椒，利用

育苗大棚种植青菜、苦瓜等蔬菜或食用

菌，常年利用闲置烟叶基础设施500个

（座），累计实现产值近200万元。

以多元经营为导向
实现融合发展

引导合作社建立烟用物资供应服务

部，办理相关手续，发挥“量大价优”的优

势，统一为社员（烟农）订购储备各种肥料、

农药、农膜等物资，降低烟农种烟成本。

结合地方政府“一村一品”产业规划，在烟

田轮作调茬期，规模种植红薯、青贮饲料、

谷子、芝麻等益烟作物，并积极拓展初加

工服务，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利用线上、

线下及烟草物流网络等多种渠道，打通市

场“最后一公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经济

效益，实现烟农增收、烟叶增效的良性发

展循环，助推乡村振兴。 （陈旭初）

一位有着30多年烟草行业工龄，20

多年党龄的基层党支部书记，甘做一名

服务烟农的“孺子牛”，在平凡的岗位上

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积极性、战斗性、纯

洁性和先进性。

他，就是社旗县烟草分公司烟叶生

产收购服务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李强。

1987年，高中毕业的李强到社旗县

烟草分公司刚组建不久的太和乡烟站

上班。因勤奋敬业、好学上进，他被委以

重任，先后担任该烟站的会计、副站长、

站长，1996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走上站长岗位的李强不忘入党初

心，7年间带领全站职工苦干实干，使全

乡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植烟面

积由起初不足1200亩发展到3500多

亩，烟农亩均效益由300多元提高到

1000多元，当地烟田由零星分散发展为

连片成方、旱能浇涝能排、沟渠相连路

相通。

捍卫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尊严，是李

强作为一名党员的使命担当。2001年

9月14日，正值烟叶收购高峰期，太和乡

某村党支部书记唐某某指使纠集人欺行

霸市，强买强卖。李强与不法分子斗智

斗勇，搜集罪证，与县公检法部门配合，

将唐某某等8名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

法。在2003~2008年调任社旗县苗店

烟站站长期间，李强曾冒着生命危险，同

长期混迹烟站的一些烟叶二道贩子进行

不懈搏斗，保护烟农利益。

履行党员职责，就要为烟农办实

事。2006年5月1日，苗店镇老沟赵村

烟农赵相贤因车祸住院。得知情况的李

强带领全站职工，主动承担起了赵相贤

家17亩烟田的全部农活。当年8月底

赵相贤出院回家，看到已炕出的金灿灿

的烟叶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从事烟草工作30多年来，李强一直

奋斗在生产一线，他为烟农办的好事、实

事不计其数，深受烟农的爱戴和好评。

（季丰成）

近日，经过国家烟草专卖局综合评

定，宜阳县高村镇杜渠、王莽的3000亩

烟叶产业综合体，以全国第一名的成

绩，被认定为国家级烟叶产业综合体。

该项目以合作社为经营主体，实行

烟薯轮作的产业组合，并与王莽村特色

贵妃梅种植、大棚蔬菜种植紧密结合，

打造“烟叶+红薯+N”产业综合体新模

式，形成多产业协同发展。

近年来，高村镇扎实推进“5223”烟

叶发展规划，投资400余万元建造了80

个密集式普通炕房、两个移动炕房，争

取上级资金建造130个新型电烤房，打

造全市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样板，高标

准规划省级烟叶产业综合体项目，大力

推广“河洛天香”烟叶品牌，在全市率先

探索出一条产业提质、烟农增收、降本

增效与生态环保多赢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

（会民志辉冬冬）

“这东西精准便捷，是真好用！”4

月4日，卢氏县东明镇涧北烟叶育苗

工场主崔乐指着眼前的中集智冷科

技温控仪检测模块赞不绝口。

崔乐拿起模块指给笔者看，上边

温度显示12℃，相对湿度是84.5%。

崔乐说，当天早起手机报警，提示湿

度超过临界值，赶紧过来揭膜通风排

湿。顺着崔乐指示的方向，笔者发现

大棚两侧的棚膜已被卷起半米多高。

尽管只有28岁，但崔乐已有多年

大棚育苗的管理经验。他说，如果温

湿度调节不及时，会对幼苗生长产生

不利影响：温度低了，造成冻害；温度

高了，容易烧苗；湿度大了，诱发病害。

崔乐介绍，他们这个育苗工场有

14个四连体钢架大棚，供苗能力1.5

万多亩。每到育苗季节，他一天到晚

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每天不停歇地到

各个大棚查看温度、湿度，一天下来，

手机上显示走路都在两万步以上。

“今年情况就不一样了！14个大棚编

上号，装上模块，连上手机，各个大棚

每个时段的温湿度一目了然。不管

在哪儿，只要接到中集智冷平台报警

提示，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马上

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崔乐说。

与崔乐一样享受智能化育苗便

利的还有南朝红、杨小花等14个育苗

工场主。卢氏县烟草分公司按照四

连体大棚每棚一个、水泥拱架大棚一

个育苗工场一个的标准，为全县15个

育苗工场配备温控仪检测模块 55

个。这些模块通过云平台与县烟草分

公司推广站的技术人员相关联，各育

苗工场预警处置情况尽在掌控之中。

“用上物联网，实现烟叶育苗信

息化、智能化，代表我们的智慧烟叶

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卢氏县烟

草分公司负责人席东峰说。（李根栓）

“出生于1907年的李翔梧是咱们

底张乡中高村人，1925年第一次将《共

产党宣言》带到家乡，点燃了洛宁的革

命火炬。”洛宁县烟草局（分公司）机关

党委委员李东宇讲道。

近日，该公司机关党委组织前往革

命老区底张乡的烟叶产业综合体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近30名党员志愿者和烟

农坐在烟田听起了红色故事。

“革命英雄的故事让我感动。现在

党给了这么好的惠农政策，我们可得加

油干，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底张烟

叶产业综合体烟农罗江武说道。

“今年县烟草局（分公司）机关党委

积极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新路

子，今天邀请底张烟农一同参与主题党

日活动，就是想让分包党员与烟农共同

学习，共同进步。分包党员从整地起

垄、烟叶移栽到大田管理，为烟农全方

位做好技术指导。”洛宁县烟草局（分公

司）党组书记、局长、经理王伟杰介绍

道。 （赵夏明王世宇）

4月8日，在禹州市张得镇大周

村村口，数十辆装满菠菜的三轮车正

排成长队，等待过磅装车，殷阳阳穿

梭在车队中间，有条不紊地巡回抽查

菠菜质量。与此同时，村东头的菠菜

种植大田里，200多人的采收队伍正

一字排开，紧张有序地挖菜、去叶、扎

捆、装车，整个队伍绵延数百米，场面

蔚为壮观。

“多亏了阳阳这个大侄子，给了

我们这些‘闲人’在家门口务工赚钱

的好机会！”一位大妈一边忙碌一边

说。

殷阳阳是张得镇大周村农民，年

龄不大，却已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

人。十几年前，早早辍学的他到北上

广深等大城市打工，由于没有文凭和

技术，工作并不顺利。后来回到家

乡，在当地烟草部门的帮助下，发展

以烟叶为主的多元化规模种植，他不

但自己率先致富，还带动附近村民通

过务工增加了收入。

“今年种植菠菜680亩，这些菠菜

将全部运往山东，并在那里经过深加

工出口到日韩、欧美等地市场，预计

今年仅菠菜一项，纯收入达70多万

元，带动周边群众增收50多万元。”殷

阳阳说。

事实上，种植菠菜只是殷阳阳和

乡亲们创收的一小部分。菠菜采收

完毕后，他还将组织人员对菜地进行

翻耕起垄，开始今年的烟叶移栽工

作。

自2019年起，禹州市烟草部门在

张得镇开展烟叶生产组织方式改革

试点，探索实施土地流转、集中种植、

规模生产、轮作倒茬、机械服务等农

业循环发展模式，为烟叶生产减工降

本增效探索了新路子，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姜昊楠）

双桥小学举行“红领巾争章”启动仪式
为构建人人可行、天天可为、阶梯进

步的红领巾奖章评价激励体系，2021年3

月29日，郑州市惠济区双桥小学举行了

新学期红领巾奖章评价体系启动仪式。

此次的争章启动仪式拉开了双桥小学“红

领巾奖章”争章活动的序幕，全体少先队

员增强主人翁意识，全面提高素质和修

养。 （孙梦璇）

基层社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郑州市金

水区北林路国泰花园社区党支部紧紧围

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坚

持多形式、多渠道、多载体加强学习教育

宣传，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

深。 （王珍）

学习“四史”，做师小好少年
4月12日，郑州市惠济区师家河小

学的同学们围绕建党百年主题，通过交

流自己的感受体会，学习了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进一

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了

解。学校通过日常教育活动，为青少年

成长培根铸魂，让革命传统、爱国精神和

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司晓凤）

深入开展“话脱贫感党恩奋进新时
代”主题活动

鹤壁市鹤山区采取“入户访”“大家

谈”“亮成果”“树典型”等多种形式，开展

“话脱贫 感党恩 奋进新时代”主题活动，

引导广大群众知党恩、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奋进新时代，助推乡村振兴。自

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借助“周四访贫日”，

集中安排5次活动，累计发动帮扶干部

下村1500余人次。活动中，帮扶干部与

脱贫群众一起梳理脱贫攻坚战以来享受

的政策和自身发生的变化，通过脱贫前

后变化的对比，教育引导脱贫群众常怀

感恩之心，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牢记总书记嘱托，感恩奋进，描绘

更加出彩的鹤山新篇章。 （张俊妮）

双桥小学开展系列党史学习
4月12日，郑州市惠济区双桥小学

迎来了第二次红色宣讲活动，各中队分

别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少先队主题活动课。通过开展

红色党史宣讲、唱童谣学党史活动，少先

队员们对党的光辉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双桥小学将继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孙梦璇）

“学习百年党史 传承雷锋精神”讲
故事比赛

日前，郑州市惠济区师家河小学少

先队大队部举行了“学习百年党史 传承

雷锋精神”讲雷锋故事比赛，引领孩子

们学习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传承雷锋

精神。借助此次活动，同学们从故事

中有所思、有所获，树立了理想信念，

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向建党百年献礼，

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司晓凤）

平顶山烟区组建烟农专业合作社

为烟农致富搭稳“四梁八柱”

烟叶育苗用上物联网 烟茬菠菜卖出国门

宜阳高村荣获“全国第一”
该镇烟田项目被认定为国家级烟叶产业综合体

坐在烟田听党课
洛宁县烟草局（分公司）组织党员聆听红色故事

渑池烟区“战场”看点多

社旗县烟叶服务部主任李强

有责任能担当 为烟农办实事

烟人物

组建综合服务型烟农专业合
作社，是培育、服务烟农的重要渠
道，是创新组织方式，实现烟叶生
产向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标
准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平顶山市烟区积极
开展烟农专业合作社建设，引导
搭建涵盖技术培训、专业服务、土
地流转、设施利用、多元经营等多
环节、多渠道的综合服务平台，搭
稳烟农致富的“四梁八柱”，实现
烟农持续增收。

大美大美大美大美烟田烟田烟田烟田

4月12日，刘店镇滕岭村一排

排烟田，构成一幅豫西山村美丽的画

卷。 康红军摄

▲

刘店镇烟站站长

杨向乐（左）和沙坪村烟

叶育苗基地的烟农一起

查看烟苗长势情况。

何向姗 摄

▲

汝阳县刘店镇

是烟叶种植大镇，全

镇12个行政村村村

种植优质烟叶。4月

以来，刘店镇在科学

育好烟苗的同时，在

坡坡岭岭起垄好的

烟田陆续开展地膜

覆盖，为适时移栽烟

苗打好基础。

眼下正值豫西烟区春耕备播，近

日，笔者走访渑池县各烟区时，看到了

快马加鞭不离鞍的干劲，听到了期待又

一个丰收年的朗朗笑声，真切感受到烟

区的变化日新月异。

看点一 育苗棚里暖洋洋

走进渑池县天池镇杨村烟叶育苗

工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

育苗棚，干净整洁的大院内静悄悄的，

似乎怕惊动正在长个儿的烟苗。

“拿这干啥？”听到院里有动静，该

烟站负责人刘中强与两名职工走出育

苗棚，手里都捏着一把整齐的钢丝。

原来，在调控育苗大棚温度时需开

窗通风，棚内悬挂的诱蚜板经风一吹容

易粘在一起，于是他们想办法用钢丝把

诱蚜板固定起来，以免影响诱蚜效果。

棚内温度在20℃以上，苗池里水质

清清，格盘上均匀整齐的烟苗已长出十

字小绿叶，透着光亮。“烟苗出芽率高、整

齐度好，目前正在定苗间苗，满足辖区

烟农需要没一点问题！”刘中强介绍道。

看点二 政策春风吹满地

天刚蒙蒙亮，天池镇桐树沟村烟农

席光伟夫妻俩就开始在烟田开沟施肥，

有说有干，忙得不亦乐乎。

“这日子就像这麦苗，一天一个样儿，

不想富都难！”席光伟难掩心中的兴奋。

“美得你，还不是党的政策好！”媳

妇娇媚地白了他一眼。

听新闻、看报纸，老百姓不再单单

埋头苦干，“十四五”规划着墨众多的乡

村振兴消息早已飞到寻常百姓家。“拿

烟叶产业来说，今年烟叶价格上涨让俺

们直接增收不少。”席光伟扳着指头算了

一笔账，“今年中桔三上涨1.8元/公斤，

中拧二上涨1.4元/公斤，上桔二上涨1.2

元/公斤，这三个等级俺去年分别交售了

5942公斤、206公斤和938公斤，多增

收4800多元。今年想多种点！”说罢，

自信的笑声随春风飘向远方。

看点三 不过关就整改

在英豪镇育苗工场，烟叶生产检查

组与育苗户产生了争执。原因是一个

育苗棚里两个温度计的对比温差有

2℃，育苗户认为这是小问题，对棚内温

度管控影响不大，检查组认为在烟苗小

十字期，2℃的温差关系是否开窗通风，

对培育壮苗关系很大。作为解决方案，

新的温度计很快悬挂在育苗棚内。

不过关就整改，今年渑池县烟叶生

产指导高频次、严督查，决不把当天发

现的问题留给明天。 （席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