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喂！李经理，我的聚合支付今天开通了，你快

来指导指导我咋用。”这急切中略带恳求的电话，是

前几天有“老顽固”之称的叶县卷烟零售客户王石

安打给该县烟草分公司客户经理李尚的。

提起王石安，该县烟草分公司营销人员立马浮

现出他整日守着的杂乱无章的“车站超市”。但谁

也没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一年时间，这个昔日拒人

于千里之外、难以沟通的“老顽固”经营的店铺焕然

一新，不仅干净卫生，卷烟摆放整齐有序，更为重要

的是他的经营理念也与时俱进，一步跨入了数字经

济时代。这样的蝶变，始于省烟草公司2021年开

始的“金叶”流通品牌建设。

店面升级变形象

按照省烟草公司开展“金叶”流通品牌建设的

统一安排部署，叶县烟草分公司结合实际，将那些

守法规范经营、配合程度高、经营潜力大的零售客

户纳入建设范围，王石安的“车站超市”成为首批被

纳入提质升级改造的店铺之一。本着客户“自愿参

与、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原则，经过营销人员多

次上门服务指导和沟通交流，王石安为“金叶”流通

品牌的美好前景而心动，最终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王石安昔日店面

破、环境差、商品乱的“车站超市”成了叶县展示“金

叶”流通品牌的形象窗口，他多年不温不火的生意

较以前好了很多。

数据赋能转理念

思想一变天地宽。在进行店面硬件改造的同

时，叶县烟草分公司还为“车站超市”安装了“金叶

客”终端管理系统，让王石安搭上了现代信息技术

的“快车”。“想不到这小小的系统真方便，每天的

进、销、存数据一目了然，我再也不用盘库到深夜。

‘金叶客’就是我经营的好管家、好助手！”木匠出

身、一向木讷寡言的王石安对新工具有了强烈的学

习兴趣。通过不断培训指导和实际应用，现在的

“车站超市”已实现了全店铺管理、全商品扫码和全

渠道支付。

本文开头时所打的那个电话，就是王石安学习

新技术新工具的一个生动瞬间。生意不忙时，他还

经常通过“金叶道”企业微信平台学习销售技巧和

品牌知识，提升开口营销能力。通过学习，他不仅

学会了利用数据理财算账，还学会通过开展会员积

分管理，拓宽盈利增长点，实现了经营方式从传统

粗放式向精准精细化转变。

服务拓展增价值

为发挥“金叶便利”的便民惠民和服务引流作

用，位置优越的“车站超市”还增设了扶贫土特产专

柜和快递接收站，免费提供雨具和茶水等服务功

能，打造“烟草+”消费跨界混搭，提升了店铺客流

量和消费者满意度。在人潮涌动的旅客中转站，

“车站超市”在拓展服务功能，增加自身收益的同

时，更传递着烟草人助力乡村振兴、真情服务群众

的良好社会形象。

截至2021年年底，我省像王石安这样的“金

叶”流通品牌加盟店已经建成1100余家，逐渐成为

服务广大卷烟消费者和社会群众的一张金字招牌

和亮丽名片。

（李亚军鲁小丛）

土地是最重要的

金志新开始种烟，是在2005年。当

年的他靠家里的6亩烟田养家糊口，因为

一年下来没赚多少钱，就和大多数青壮年

一样，选择了外出打工。直到2009年，外

头漂着感觉不踏实的金志新回到老家。

当时金志新的老家叶县烟叶种植正

处于低谷，政府和烟草部门为了扭转局

面，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来稳定烟叶生产规

模。考虑到烟叶是计划种植，不用担心市

场和销售问题，金志新于2011年又开始

种烟。

与其他烟农不同，金志新打算进行规

模化种烟。为了流转土地拿到承包经营

权，金志新和农户一家家协商，最终签了

60亩土地的租用合同。

“租地种烟，乡亲们都认为我傻了，他

们觉得很多地多年不种庄稼，地力薄，什

么都长不出来。”金志新说，不试怎么知道

行不行呢？万一行了呢？于是，不惜本钱

找来挖土机对土地深翻，并将土壤送到研

究院所进行化验分析，一个仅有高中文化

程度的农民，就这样实现了测土施肥，为

烟叶“吃饱喝好”用尽了心思。

金志新的种烟规模逐年增加，2019

年 123 亩，2020 年 105 亩，2021 年 110

亩，金志新成了当地有名的种烟大户。

管理不是件容易的事

2013~2015年，由于没有管理经验，

金志新事事都要操心：工人到地里干活，

他要记工；地里需要什么物资，他要亲自

去置办；烟田出现病虫害，他要想办法处

理，渐渐地，他感到力不从心。“比如说烟

地里要施肥，我要先去买肥料，然后告诉

工人怎么施用，比较负责的工人会按要求

操作，有些责任心不强的工人就随心所

欲，后期烟长得肯定参差不齐。”金志新

说，起初对这样的问题自己无可奈何。

从2016年开始，金志新改变了管理

思路，他借助自己打工时学到的经验，将

雇用的工人分组细化，聘请有一定种植经

验的人当烟田总管和组长，根据分工不同

给他们发放不同的工资。

统筹安排之后，金志新变得轻松起

来。2021年烟苗移栽大忙季节，金志新

的烟田里有60多人在干活，他却优哉游

哉，完全不像往年那样焦头烂额。2021

年，金志新还先后参加了省、市、县各级烟

草部门组织的烟农培训，学到了更多的先

进管理经验。

发展中遇到的“坎儿”

现在的金志新，是当地公认的种烟

“能人”。但在发展过程中，他并非顺风顺

水，也遇到过不少的“坎儿”。

2018年，平顶山地区遭受严重的旱

灾，烟叶产量下降，当年他亏损了 8万

元。由此，金志新认识到烟田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此后，他宁愿出高价选择土层

厚、耐旱的地块，同时自己出资建了一部

分烟水工程，加之后来烟草部门配套修建

的烟水工程，完全保证了稳产稳收。

让金志新记忆犹新的还有2016年，

随着烟叶种植规模的扩大，移栽期需要大

量用工的时候请不到工人，工价也随之上

涨，同时又经常出现工人消极怠工、技术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2017年我就开始想，何不让农户在

自己的土地上打工，双方以合作经营的模

式种烟？这样或许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于是，当年除了在原有的租赁土地保持以

前的种烟模式外，金志新还与农户签订协

议，规定由他负责产前投入、技术指导、田

间管理、烟叶烘烤与分级销售，农民只需

要自己投入土地和劳动力，双方共同组织

烟叶生产。

“就这样慢慢引导大家跟着我的思路

走，把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起

来，在我赚钱的同时大家也能赚到钱。只

有让农户赚到钱，我才能赚更多的钱，这

才是双赢。”金志新说。

（王营春）

烟
农
名
片

姓名：金志新

住址：叶县邓李乡丁杨村

2021年种烟面积：110亩

交烟数量：15950公斤

上等烟比例：75.9%

亩均收益：4490元

2022年起，《现代烟草农业》版改

为《烟草视窗》版，旨在全方位、多角

度服务全省各级烟草部门及广大卷

烟零售客户、烟农和消费者，聚焦党

建引领、市场管理、烟叶生产、客户服

务、改革创新等主题，宣传烟草企业

支农惠民政策和服务客户举措，树立

行业标杆，讲好烟草故事，为推动河

南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

围。版面开设栏目如下：

●行业动态：报道全省各级烟草

企业新闻讯息；

●金叶故事：讲述专卖管理员、

卷烟客户经理、烟叶技术员以及卷烟

零售客户、烟农的典型故事；

●打私打假：聚焦涉烟重大案

件、典型案件，展示和推广打私打假

的好方法、好经验；

●科技之窗：聚焦科技创新等重

点领域，提炼、推广、展示改革创新的

优秀成果；

●行业聚焦：展示全省各级烟草

部门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的

举措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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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栾川探索出一条烟叶产业高效发展之路

“小气候+绿色生态”

近日，社旗县烟草专卖局组织

人员对50亩以上的烟方开展土壤

取样，为下一步土壤分析检验、测土

配方施肥和今年烟叶获得大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

在深入烟田进行取样的同时，

技术人员向烟农宣传精准测土配方

施肥、土壤改良等相关知识，解答烟

农的咨询和疑问，引导科学施肥，降

低施氮量，确保土壤质量。

目前，社旗县已对67块烟田进

行了土壤取样，检测结果出来后将

逐地块给予施肥技术指导。图为技

术人员在饶良镇邱庄村烟方取土

样。

封文昌赵兰奇摄

把脉烟田
开处方

本版联办单位：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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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故事

在卢氏县东明镇小湾村，活跃着一

支土里掘金的年轻人，他们以种烟为

业，在红色土地上编织致富梦想。

“眼下很多年轻人都把外出打工作

为首选，但在我们村的60户烟农中，

80%是40岁左右的年轻人！”该村党支

部书记张好军脸上洋溢着兴奋说道，

“小湾村烟叶产业后继有人！”

2021年，小湾村种烟面积1740亩，

卖烟收入729万元，户均收入12.15万元。

“不敢想象，在我们这个小山村，烟

叶产业一年能带来七八百万元的收

入。”张好军感慨，“烟叶产业最大的优

势是政策稳、收益稳，种植烟叶富了小

湾村，乡村振兴还靠它！”

如果说早些年种烟是为了手头宽

裕，那么如今种烟就是为了发家致富。

今年34岁的孙艳波个头不高，身子骨看

起来有点瘦弱。村民说，别看他身单力

薄，干起活来毫不含糊，他创造了村里

好几个第一，种烟面积最大、卖烟收入

最多、钩机深翻烟田最早、在县城高档

小区买房最早。

面对村民的夸奖，孙艳波清瘦的脸

上两只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2003年高中毕业后外出打过工，跟着

父亲种过烟，两项收入也只够一年开

支。2011年，眼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

龄，仍是两手空空。”说到这里孙艳波一

脸的苦楚，“那年，我家一次新建了3座

大烤房，种烟面积扩大到45亩，当年收

入24万元。”

尝到了规模化种植的甜头，孙艳波

通过开垦新烟田、土地流转，把烟田面

积扩大到80亩，2021年收入44万元。

“听说邻村有300亩坡改梯，我准备联系

几个人承包下来，把面积再扩大一点。”

新的一年，孙艳波有了新的打算。

“如今种烟轻松！”今年43岁的兰小

伟身材魁梧，面皮黝黑。他说，之前下

过煤窑、干过建筑，2004年结婚生子后

看到乡亲们通过种烟摆脱了穷日子，就

把致富的梦想压在烟叶上。如今，烟草

部门把炕房群修到了家门口，机耕路修

到了田间地头，购买农用机械有补贴，

还成立了机耕、植保等专业队，机械化、

专业化程度高了，种烟很轻松。

“我们的日子很潇洒！”今年38岁的

王江波个头不高，浓浓的眉毛下两只眼

睛炯炯有神。他说，种了多年烟，一年

的农事活动形成了定式，啥时间该干啥

都印在脑子里，踩着节令干活，轻松自

如，自由自在。“眼下农活干完了，我们

住在城里，隔三岔五村里的年轻人聚到

一块儿喝喝酒、聊聊天，小日子美着

呢！”王江波自豪地说。

“眼下，谁来种烟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们要分析和研究小湾村，培育接续队

伍，稳住烟叶产业！”卢氏县烟草分公司

负责人席东峰说。 （李根栓）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构筑疫情防控安全屏障，1月10日，渑池县烟草专卖

局积极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前往附近社区核酸检测点，和医护人员一道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用实际行动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展现渑池烟草的责任与担当。图为该

局志愿者帮助市民进行扫码登记。 徐鑫摄

“我们村的年轻人爱种烟”

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树立文明风

尚，去年年初以来，南乐县采取多项措

施，大力发展见义勇为事业，进一步传

递了社会正能量，营造了尊重英雄、宣

传英雄的浓厚氛围。

强化组织建设，组织募捐活动。成

立南乐县见义勇为协会，深入推进乡镇

建立见义勇为工作站、村（社区）配备见

义勇为联络员三级基层组织建设。召

开“99公益日助力见义勇为”活动动员

大会，对该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全力做

好募捐工作。

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浓厚氛围。“西邵

乡的刘社群为了保护乡亲们的小麦，面对

大火不惧生死，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谷金楼乡的崔运宗奋不顾身，挽救两个儿

童的生命……”该县利用电视、网络等各

种新闻媒体，及时广泛宣传见义勇为先进

事迹。在西湖湿地公园安装见义勇为公

益广告牌，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宣传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

见义勇为的激情和勇气。

加强人文关怀，落实保障待遇。对

见义勇为人员进行全面摸底，建立工作

档案，开展走访慰问，在就业技能培训、

子女助学等方面给予帮扶。（宋善玺）

南乐县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冬来栾川，大地却孕育着勃勃生

机。尽管地处山区，烟田分布零散，难以

大规模推进机械化作业，但栾川县扬长

避短，让烟叶种植成为振兴农村的主导

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烟叶的致富之路。

怎么扬长避短？答案就在沟沟坎坎

之间。

1月8日，天气晴好，在栾川县秋扒

乡马窑村一处烟田地头，烟农宁海波正

忙着冬耕起垄。

“趁着起垄的时候增施有机肥，让地

更有劲儿。”看到有人驻足围观，宁海波

迎上前来，道出他干活儿的目的：保墒，

把翻出的害虫和虫卵冻死。

宁海波其实是“半路出家”，之前一直

是开超市的，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和妻

子前些年开始专职种植烟叶，算上2021

年，入行已经8年。眼下，他们手里有50

亩烟田，2021年卖烟净落20多万元，“烟

站指导很到位，俺们种烟有底气”。

黄岭村山陡地少，烟田有250亩，已

经很成规模了。烟叶近年成了村里的支

柱产业，在十里八乡都是典范。村民崔

文立从2004年开始种烟，靠30多亩烟

田挣了钱，还在镇上买了商品房。

在狮子庙镇孤山村，40岁的杜小春

种烟也种出了名堂。与宁海波不同，杜

小春家与烟叶渊源颇深：他前些年在江

苏工厂打工，但家里老人种烟的手艺不

赖。“当时每个月三四千块钱的工资，花

销就得2000块钱，还不如回家种烟。”

…… ……

实际上，无论是从零开始的宁海波、

崔文立，还是“家学”深厚的杜小春，他

们在种烟之初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可

供种烟的地块非常零散——全县3000

亩烟田分布成 824块，还基本都是坡

地，这意味着没有水源，无法开展大规

模机械化作业，烟农只能靠天吃饭。同

时，烤房不够，电烤房尤其稀缺。比如

杜小春，他的烟田离狮子庙镇烤房有20

多公里，离秋扒乡烤房的距离也有20

多公里。

这么多困难怎么克服？

“别的地方旱的时候，咱这儿一般不

旱。”宁海波坦言，栾川森林覆盖率高，小

气候较好，土壤肥沃，县里这些年一直在

发展生态烟叶和绿色烟叶，利用优势弥

补缺点。

崔文立很看重技术：“就拿小苗膜下

移栽来说，既能提高地温，促进烟株早发

快长，还能抗旱保墒，再加上县里推广的

优良品种，烟的质量就有保证了，挣钱是

迟早的事。”

杜小春说，虽然烤房少，但是烟草部

门心细：“他们成立了指导小组，可没少

到我地里看，对我家地里烟叶的成熟情

况了如指掌，指导我及时进行采收。”他

仔细算了一笔账：2020年收入10万元，

2021年收入17万元，刨去花销，这两年

每年能存下好几万元钱。

天寒地冻，栾川烟农们如火如荼地

朝着幸福生活而奋斗。这奋斗接续乡村

振兴，也连着农村新气象。（蔡璐崔艳武）

金志新的种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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