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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草专卖老兵刘波的记忆里，20世纪末的烟

草专卖市场监管工作是纯靠人力实现的。

“商户定位离不开人、鉴别卷烟真伪离不开人、开

具执法文书离不开人。”刘波笑言，“以前没有电脑和

网络，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开展日常市场监管工作普遍

采取挨家挨户检查的方式，对于偏远地区的商户，全

凭记忆，每次都得带着经验丰富的‘活地图’才行，不

然找不到路。”

虽然这种监管方式覆盖面广，但存在针对性不

强，监管周期长、监管滞后等问题，取得的成效也不够

明显。

“那时候由于条件限制，单位配备的车辆非常少，

经常是一辆车好几个部门轮着用，根本不像现在这样

分区监管，往往是一支队伍全县巡逻。”说起当年的工

作环境，刘波感叹，“市场检查中主要是按经验办案，

靠眼睛辨别卷烟真假。要是遇上大案，那就采用最原

始的办法——蹲点！冬天蹲雪地，夏天喂蚊子，一蹲

就是几天几夜。”

直到2000年以后，大的乡镇都成立了烟草市场

部，烟草专卖执法人员派遣进驻，烟草专卖市场管理

才实现了划区而治、分区监管，一改以往粗放式监管

模式，向精细化监管模式转变。

但如何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如何进一步锁定市

场重点监管主体，仍然是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头疼的难

题。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赵佳佳

确山县烟草专卖局烟叶党支部只有14名

党员，党员平均年龄在47岁以上。近两年，随

着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该党支部在为烟

农办实事上积极探索，充分发挥老党员“多角

色”本领，为烟区高水平烟叶生产作出了贡

献。

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当检验员 烟苗健康有保证
“按往年的经验和今年的气候，今年花叶

病应该发生很严重，但是俺家烟田几乎没有

发现，这多亏确山县烟草专卖局烟叶党支部

的党员，是他们在移栽前对每一池烟苗都进

行了严格化验，才有了俺今天的烟叶大丰

产。”8月 13日，确山县竹沟镇烟农叶留记笑

着说。

“苗好一半收”，确保烟苗健康是烟叶育

苗管理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集约化育

苗模式的推广和普及，烟叶病毒病的防控是

每户烟农的心头牵挂。然而，烟苗是否带毒，

单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今年年初，得知有

专门检测烟苗病毒病发生情况的试纸，确山

县烟草专卖局烟叶党支部组织党员到科研院

所学习相关技术，回来当起了检验员，让烟农

吃上“定心丸”。

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当引路人 机械移栽省时间
今年4月下旬，确山县石滚河镇聂庄烟田

一片繁忙，党员示范田里，6辆机械化移栽机

像士兵一样整齐排列，十里八村的烟农都赶

来看稀奇。

“每年烟苗移栽是最犯难的时候，家里劳

动力不够，总害怕跟不上进度。”石滚河镇烟

农张为民激动地说，“今年烟苗移栽时，烟站

的党员主动联系我，整个移栽期间，不但给予

技术指导，还帮俺协调移栽机，这70亩烟苗不

到3天就栽完了，一亩地成本还不到150元。”

“烟农种烟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用工难、

成本高，移栽环节尤其费工。今年烟苗移栽

前，我们组织党员进行了广泛调查，探索推广

适合烟区实际的小型移栽机。”确山县烟草专

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纪福说。

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当气象员 恶劣天气早预防
近年来，干旱、涝灾等极端天气频发，对

烟叶稳产增收造成较大威胁。针对烟农普遍

年纪大、不能熟练通过网络及时掌握天

气预警信息的现状，确山县烟草专卖

局烟叶党支部组织4名党员当起气

象员，每人服务一个烟站，负责实

时与气象部门对接，及时电话

提醒烟农预防恶劣天气。

“今年几场大雨，俺家烟

田都没有积水，多亏了烟站

的党员同志提前通知俺开

沟排水。”石滚河镇烟农张

斌感激地说。

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当好医生
绿色防控效果好

在做到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的基础上，烟叶病虫害

防治还要做到绿色环保。

近年来，确山县烟草专卖局

烟叶党支部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法组织 3名党员专

程外出学习取经，遇到疑难杂

症，请许昌烟草研究所的专家前

来把脉问诊。今年以来，该党支部

共开具药方20余个，病毒病发生率控

制在了5%以内，切实提升了烟叶质量，

降低了烟叶的病害损失。

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当检修员 电能烤房便利多
去年以来，确山县改建

烟叶电能烤房 40 座，新建

266座。新烤房建好后，

厂家培训了好几次，但

烟农依然不敢轻易尝

试。作为全市烘烤专

家，年过五旬的该党

支部党员何少华开

始了新领域的学习，

三伏天里奔波，研究

起了操作指南，制作

了通俗易懂的使用说

明，现场指导烘烤师如

何操作。

“老何是专家，俺都信任

他。今年使用新烤房，再不用

半夜起来加煤保温，可以放心睡个

囫囵觉了。”该县瓦岗镇烟农赵国真笑

着说。

8月5日~15日，首届三门峡市
烟叶调制技能竞赛在陕州区张茅乡
西坡脑村烘烤工场火热进行。大赛
共设烟叶烘烤理论、鲜烟部位与成
熟度判定、烟叶烘烤特性判定及工
艺设置、烤前检查、烘烤过程判定、
烘烤实操等环节。尚苏苏 摄

“营养不足是因为氮磷钾肥比例不合理，发育不良是

因为芒种时才种下……”8月9日，一场为基层烟农精准施

策送技术的专题培训会在洛阳市孟津区横水镇张庄烟田

召开。省烟草职工培训中心高级讲师孙翠英、李飞应邀为

当地28名铁杆烟农、种烟大户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

这场专题培训会是孟津区烟草专卖局党总支和省烟

草专卖局党校、省烟草职工培训中心结对组织的共建活

动。 （杨帆文/图）

8月12日，在汝阳县刘店镇邢坪村绿油油的烟田里，

该村党支部书记卢建利热情地向前来观摩学习的众人介

绍：“俺们村有15户烟农，今年种植烟叶670亩……”

眼下正是烟叶后期管理的关键时期，烟叶采摘、烘烤

工作陆续展开。为促进烟农增收，把烟叶这一优势产业做

大做强，当天汝阳县烟草专卖局组织刘店镇12个村党支

部书记到烟叶种植质量好的邢坪村、岘山村现场观摩学

习，交流种植经验，查找生产上的不足。

据悉，刘店镇计划明年在岘山村公路两旁实施烟薯轮

作。 （康红军 文/图）

“瞅瞅这捆你分拣过的烟叶，虽然夹杂的小短叶不多，但

是直接影响收入。说白了，这样混拣吃亏，一斤至少少卖一

块钱。”8月9日，社旗县烟草专卖局技术人员王建生在苗店

镇种烟大户袁清臣家，指导他如何分拣烟叶。

烟叶进入烘烤季，为了确保烟叶收购工作有序开展，社

旗县烟草专卖局及早安排部署，严把烟叶收购初分预检关

口。“成立烟叶预检工作专班，根据收购量，科学划分预检员

的责任区域、预检工作量，切实提高预检质量。”谈到强化组

织领导时，该局负责人李明波胸有成竹地说。

从7月下旬开始，社旗县烟草专卖局就组织相关科室业

务骨干入户对烟农进行烟叶预检指导。预检员根据入户预

检管理办法，从前期的鲜烟分类、分类绑杆、合理装烤到看烟

烤烟，制订入户预检考核管理方案，对烟农初分、打捆、保管

进行现场检查指导，对每天的预检情况及数量做好痕迹化记

录并及时上报。

入户预检工作队员张勇刚发自肺腑地说：“分拣工作做

到位，烟农增收，我们也高兴。” （封文昌张举）

8月13日，西峡县田关镇小峪村烟农范书强和妻子宋小

侠早上5点多就起床下地，趁着天不热，领着请来的邻居们

帮忙采烟，几个小时后把满满一车烟叶运到家里，喝口水后

开始编杆，而村里刚刚改造完毕的电炕烤房里的烟叶也一天

天变得金黄。

40℃高温的空气中，处处弥漫着收获的喜悦。

1973年出生的范书强最近每天都泡在烟田里，皮肤被

太阳晒得黝黑，妻子宋小侠是他的黄金搭档，采烟、编杆、装

炕，烘烤、出炕、初分、打捆无论走到哪里，夫妻二人都配合默

契。

十几岁起范书强就跟着父亲学习种烟，从刚开始的白肋

烟到目前的烤烟，一年也没有间断过，从起步的6亩地到今

年的170亩，他凭借种烟的收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中午时分，范书强和宋小侠把烤好的烟叶一杆杆卸下

来，小心地放入屋内，汗水早已湿透了衬衫。“地里的头茬、二

茬烟采完了，三茬烟眼看又跟上了，趁天好加紧干，耽误可就

降低了收入。”干活间隙，夫妻俩用湿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

拿起茶杯咕咚咕咚猛喝几口凉白开，润润嗓子，说着心里话。

“主要是县烟草公司的技术服务好，育苗、整地、施肥、抹

顶、烘烤环环相扣，技术员手把手教，科学种植才做到了增产

又增收！”范书强说。

“听说你们大女儿今年研究生毕业了，要在上海上班？”

邻居问。“可不是吗，闺女挺争气！”宋小侠说，二女儿今年秋

天上大二，小儿子目前正在县城上高三。

“俺俩靠种烟已经供养出来了两个大学生，明年就是三

个喽！”迎着邻居们羡慕的眼光，范书强的话语中透露着自

豪。 （王玉贵赵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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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手空拳”到“披坚执锐”
作为烟草行业基层单位，自成

立以来近40年的风雨征程中，光山
县烟草专卖局的市场监管技术手
段经历了多次革新：从无目标、无
针对性的粗放式管理到分类监管、
动态监管的精细化管理，从人力消
耗大、监管周期冗长的全面监管模
式到重点监管、精准打击的信用监
管模式，正逐步迈向更加智慧化、
数据化、精准化的监管之路……

时间来到2022年8月13日，一大早，光山县烟草专卖

局市管员小张打开“金叶卫士”手机App，当天要走访的商

户立马呈现在眼前。

近年来，信阳烟草依托行业“三统一”专卖管理信息系

统、“豫见云曦”平台、专卖案件审理综合系统、执法工具箱

系统、执法视频系统，打通各系统间数据壁垒，整合建立了

一套集扫码检查、案件查办、文书打印、数据查询等功能模

块于一体的全过程市场监管体系，打造了信息化立体式市

场监管新模式。

“我们现在检查市场，都是拎着这个就走了！”小张说

着拍了拍手中的执法工具箱，打印机、执法终端、执法记录

仪、内窥镜、强光手电筒……平时市场检查需要的工具应

有尽有，导航指路、扫码检查都能搞定，再也不担心找不到

商户门店位置了。如果发现涉烟违法行为，当场就可以打

印执法文书，大大缩减了市场检查的时间。

光山县烟草专卖执法人员通过“三统一”系统下达检

查计划，市管员在执法终端接收并执行检查任务，实现零

售户监管由“线下走哪访哪”到“线上逐户检查”，检查记录

从“纸上”跃入“屏内”。

“五大”烟草专卖工作系统的数据互通，实现了烟草专

卖数据功能分区和数据串联的有机统一。各工作系统在

保证其主要功能模块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建立数据关联，

实现信息只录一次，大大缩短了前端数据采集及录入时

长。

不仅如此，烟草专卖管理信息系统就像个移动的数据

库，历史违法违规信息、许可证历史变更情况、执法人员基

本情况，统统都一键可查。数据统计模块更是可以一键自

动生成报表，不仅方便快捷，更避免了人工统计可能带来

的遗漏和差错。

除了执法工具、工作系统“鸟枪换炮”，烟草专卖部门

对市场涉烟违法行为的管控也由事后追查转变为事前预

防。

近年来，光山县烟草专卖局持续深化以诚信等级监管

为基础、以APCD工作法为基本手段的日常监管模式，根

据经营数据、违规行为等信息综合划分诚信等级，并对不

同类别的零售商户实施相应的监管措施，检查重心移至有

违规记录的商户上，执法方式趋于重点监管、精准打击，做

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以前每个月不把辖区所有商户跑一遍不放心，现在只

需要检查BCD商户就好了。”该局市场监管队队长方军高兴

地说，“不仅工作效率提高了，案件查办命中率也提高了！”

“互联网+”监管模式的运用，是烟草专卖市场监管风

雨40年的又一里程碑，极大地简化了烟草专卖执法人员

的日常工作流程。

也许在未来的烟草专卖市场监管模式上，还能够实现

从信息化到智能化、从智能化到自动化的跨越，能够更加

科学地收集并预测市场走向及存在的问题，智能制定解决

措施，提高监管对象命中率和方案的可行性，不断推动烟

草专卖市场监管的高质量发展，让烟草专卖人的使命在下

一个40年继续传承。 （杨冬薇）

“我进入烟草行业工作的时候，已经有了电脑，但信息

系统还没建立起来。那时候想找个什么东西很麻烦，我们

只能自己手动制表，把相关信息登记起来，留到用的时候

备查。”已有20年左右工龄的烟草专卖稽查队队长陈智回

忆道,“零售户的各类信息库全靠我们手动更新，赶上零售

户增长快的时候，不仅忙不过来，还容易出错。”

在精细化监管模式的探索之路上，光山县烟草专卖执

法人员尝试将监管对象、监管过程进行数据化管理，在市

场监管过程中广泛收集数据，利用计算机录入代替手写，

将收集来的数据进行电子化保存。

这种存储方式有效避免了纸质材料编写费时、不易保

存的弊端，更具稳定性、便捷性。

“我们会将零售户的每次违法违规行为记录起来，建

立违规商户名单，定期筛选违法违规行为较多的商户，将

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市场检查的时候就多注意这部分商

户。”陈智说。

监管数据化是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在市场监管过程中

探索出的新方法，利用计算机数据存储、数据可视的特性，

将人力监管转化为数据助力，将监管信息从人脑移入电

脑，使市场检查工作开展更有效率、更有依据。

随着河南烟草商业信息化发展，烟草专卖管理系统在

各地陆续上线运行，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可以将收集的信息

录入烟草专卖管理系统，利用软件对商户信息进行分类整

理。这一操作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重复使用效率，但从本

质上依然未改变监管数据化过程中人为收集信息的工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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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烟草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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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烟草专卖局烟叶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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