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烤烟不再是件苦差事

近日，卫辉市烟草专卖局联

合公安部门查获一起由湖南网络

接单、湖北实地发货的价值 50万

余元无证运输烟叶案，3名涉案人

员已被刑事拘留，成为卫辉烟草

打击非法经营烟丝烟叶的样板。

7月31日 17时 05分，卫辉市

烟草专卖局打私打假稽查队接到

举报，称一辆装有卷烟的晋M牌

号货车可能经过京港澳高速卫辉

段。卫辉市烟草专卖局立即启动

应急联动执法机制，联合公安、高

速交警克服车流量大、蚊虫叮咬、

夜间视线不佳等困难，在京港澳

高速上开展了近 3个小时的现场

周密布控。

19时 50分，目标车辆驶入卫

辉高速服务区，联合执法人员果

断上前将其拦下并检查，当场查

获烟叶 9.18 吨，案值 50.9031 万

元。司机明知非法承运烟叶且无

法出示烟草专卖品准运证，执法

人员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

措施。

办，就要办得彻底！根据司

机口供与技术分析，案件线索直

指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的网络接

单员梁某。8月 9日，卫辉市烟草

专卖局和市公安局联合专案组驱

车 1000 余公里赶赴汉寿县进行

调查取证，随后又根据线索，找到

了 600公里外的湖北省恩施州忠

堡镇发货人王某。经过突击审

问，王某承认非法收购烟叶的事

实，并交代自己在网上挂单进行

交易。

“‘7·31’案件是一起典型的

人、货、款分离无证运输烟叶案，

案值高，侦破难度大，比传统案件

的销售面更广、隐蔽性更强。”卫

辉市烟草专卖局主要负责人高超

说，他们将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

础上，把做好“7·31”案件的后续

工作作为践行“三正”理念的主战

场，持续扩大战果，守好一方净

土。 （胡剑兰陈磊）

9月 15日，走进泌阳县杨家

集镇晁庄村种烟大户丁书坡的

院子，就闻见一股淡淡的烤烟清

香。“今年的烟叶基本卖完了，屋

里仅有的几百斤准备这两天也

去卖了。今年一斤烟叶平均能

卖到14块多钱！”丁书坡指着黄

灿灿的烟叶对记者说道。

正是这一片片黄金叶让丁

书坡一家过上了好日子，他家的

瓦房变成大平房，买了三轮车、

汽车，还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县城

去上学。“种烟十多年，每年都有

十几万元的收入。明年，俺准备

再扩大规模，土地我都已经流转

好了！”丁书坡说。

说起种烟，丁书坡感受最深

的是十多年来烟炕的变化，电子

烤房的使用让他省了不少力，也

增加了不少收入。

晁庄村现有烟叶种植面积

1000多亩，平均每户种植20~50

亩。今年，村“两委”主动向上级

烟草部门申请煤改电项目，全村

的烟炕由曾经黑烟缭绕的煤烤

房升级成干净时髦的电烤房，丁

书坡只需设置好烘烤参数，烤房

就能自动工作。

“过去，烟叶烘烤可是件苦

差事。”老丁回忆说，采摘下来的

新鲜烟叶需要在烤房里烘烤一

周，经历变黄、定色、干筋三个阶

段后再出售。而这三个阶段对

火候、温湿度的要求各不相同，

需要密切观察烟叶变化及时做

出调整。像丁书坡这样经验丰

富的烤烟师傅，一人最多兼顾四

五个烤房。“烟叶一进烤房，两个

小时添一次煤，清一次炉渣，昼

夜不停。所以几乎整整一周都

要吃住在烤房边，即使这样，烟

叶烘烤质量也没有保障。”

比起繁重的工作强度，让丁

书坡叫苦不迭的还有恶劣的工

作环境：熏黑的墙壁，满地的炉

渣，呛人的煤烟味，整个烤房燥

热得像个大火炉，待在里面要多

难受有多难受。

事实证明，电烤烟成本更

低。一座烤房一次能够烘烤鲜烟

叶350~750公斤，如果用煤作燃

料，需要约 1.2 吨，按照一吨煤

1600元计算，一炕烟叶烘烤费用

大约1920元；如果用电烤房，大

约需要用电3700度，正常电费每

度电 0.8 元，政府补贴后每度电

0.32元，总费用 1184元，能节约

成本 736元。同时，电烤房精准

稳定的温湿度控制，使烤制的烟

叶色泽更加均匀，叶面更加舒展、

油分更加充足，成品率和优质品

率大大提升，每亩烟叶又能给农

民增收几百元。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陈远志）

卫辉市烟草专卖局

联合查获一起无证运输烟叶案

9月20日，在郏县李口镇烟叶收购现场，烟农依

次将自家烟叶从车上搬运下来，烟站工作人员有条

不紊地进行筛选、定级、装筐、称重计价。看着烟叶

即将变成真金白银，烟农个个难掩心中喜悦。

“我家今年种了 20多亩烟，比起去年每亩地产

量高出100多斤。今年都是用的电子炕，烟叶炕得

也好，按中橘三的话，一亩地能多收入1500块钱左

右。”烟农高六峰说。

李口镇三面环山，光照充足，土壤富含钾离子，

所出产的“山儿西烟”叶片肥厚、色泽金黄、油分适

中、气味香醇，是中国浓香型烤烟的代表，也是上海

卷烟厂、河南中烟等著名卷烟品牌的原材料之一。

为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李口镇严格把好入炕关、

烘烤关、出炕关，提高烘烤质量和等级纯度。烟站坚

持突出纯度、严控青杂、严禁非烟物质、烟叶等级不

出线的收购原则，严格把好烟叶预检关、收购关，保

证烟叶质量，同时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售烟

环境。目前，全镇共有21个种烟大户，1个烟叶种植

合作社，109户种植散户，带动周边务工人员 1100

人，务工人员平均年增收5500元。

“烟站自9月 10日开磅收购以来，坚持早上班、

晚下班，中午不休息，做到应收尽收，并严格执行烟

叶收购纪律及收购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烟叶价

格政策，严格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李口镇烟站

站长张新帅说。

“今年，我们在种植方面采用了新技术，在烘烤

方面大面积实施电子烟炕，烟叶烘烤的质量得到进

一步提升。目前已完成收购量3万公斤，有信心、有

能力完成今年的52.5万公斤收购量。”李口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梁伟华说。

据了解，今年郏县共种植烟叶 7.92 万亩，烟叶

收购目标任务 888 万公斤，预计可实现烟叶产业

总产值 3亿元以上，烟叶税收 6000 万元。全县自

9月 10日开磅收购，预计 50天内完成烟叶收购计

划。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米可培新军辉）

金秋时节，卢氏县组织烟技员、烘烤师、预检员，

带着政策、技术和感情，下沉到全县15个种烟乡镇、

131个种烟村，通过田间地头、烘烤场所集中培训，面

对面、手把手指导点拨，促使新老烟农全面掌握烟叶

采收烘烤、分级保管等减损增收知识，助力烟农实现

增量、保质、提纯目标，为高质量完成烟叶收购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

烟技员进村 升增量
8月下旬以来，卢氏县接连下了几场连阴雨，一

解旺长期烟叶干渴，但也为中后期防病治虫和下部

烟抢采带来了一定压力。

针对此形势，该县组织县、乡、村三级烟技员进

村入田，大力开展减损攻坚行动。县级层面，通过制

作播放小视频、举办电视讲座和印发宣传页、明白纸

等措施，把牢大方向；乡站级层面，通过召开培训会

和微信群、QQ群发布技术指导意见，提供差异化、个

性化应对管理措施，实施微改造。

在加强田间管理的基础上，烟技员着力向烟农

传播“5510”采烤法、防霉变“四要”宝典等，减少采、

运、编、烤、存环节损失。

烘烤师进棚 保质量
针对种烟新户多、电烤房推广应用难度大等实

际，该县择优配足配强烘烤师、烘烤辅导员队伍，划

片包棚，指导烟农编烟装炕、烘烤初分、保管待售等，

向烟农传递“上5下2”不适用烟叶田间处理、上部烟

叶带茎砍烤等要求，传播电烤新模式和雨涝气象条

件下的应变采烤技术，助力烟农烤出好烟。

在此基础上，烘烤师、烘烤辅导员还通过入户制

样、分户制作看板、巡查校对眼光，着力提高烟农分

级水平，促进烟农自觉落实好去青、去杂、去高、去低

要求。

预检员入户 提纯度
该县把保证烟叶纯度当成提高今年烟叶收购等

级质量的重中之重，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确保烟叶

纯度达到工业企业满意。

严格落实“4334”质量工作法。烘烤师、烘烤辅

导员、预检员下沉，分阶段开展技术指导和平衡校对

眼光，确保“一提四控”取得实效。

严把预检关。按照入户预检管理及考核模式，

做好烟农初分指导，合理调配分部位收购时间，避免

不同部位交叉收购，重点解决影响纯度的不规范问

题。

严把专分定级关。严格专业化分级标准，规范

专业化分级要求，加强分级队伍管理考核，狠抓等级

纯度及质量，杜绝人情烟、面子烟。 （叶新波）

请保持一米间距，佩戴口罩，扫码、测量体

温、登记……9月20日，一踏进镇平县遮山镇烟

站，消防通道、工作区的疫情防控警示标语格外

醒目。

目前，正值烟叶收购关键阶段，镇平县从疫

情防控、消防安全、烟叶外调等多个环节，压实

责任要求，为保障烟农利益不受损失筑起一道

道烟叶生产安全防线。

镇平县烟草分公司先后对 60余名辅助分

级工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并派出 3组安全

督导人员，深入枣园镇、遮山镇、曲屯镇等乡镇，

通过播放场景视频、剖析现场案例，进行安全警

示教育。各烟站强化安全巡查力度，严格打包

机、传送机操作规程，外调烟叶运输车辆全部安

装高空防护架，搬运工系好安全绳、戴好安全头

盔，防止高空坠落。

同时，该分公司加强对烟叶仓库、烟叶堆场、

烟叶收购站（点）重点部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安全

督导人员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安全检查，针对排

查发现的隐患，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整改销号，

定期跟踪复查整改结果。（刘理政曹亦兵文/图）

“老弟，你这烟叶成色不赖，按上二烟收，不

亏吧？”“中啊！你是大家公认的质检员，信得

过！”9月23日，在西峡县老沟口烟站，该县烟草

分公司烟叶主检杨翕与烟农王国胜捻着手里的烟

叶交流道。

自今年烟叶收购工作开始以来，杨翕就一

直坚守在老沟口烟站，今年57岁的他是站里乃

至整个烟草分公司顶级资格的主检员。“不管谁

来卖烟，我都一碗水端平！”杨翕说，“预约轮售、

约时定点，今天咱们的下部烟和中部烟全开，优

质优价！”

“其实，卖烟就是‘选美’，谁的烟叶种得好、

烤得好、分得好，谁就卖得好！”王国胜说。

为使烟叶交售科学有序、烟农丰产又增收，

烟叶收购工作开始之前，西峡县各烟站客户经

理就入户指导烟农对烟叶进行初分，初分后预

检员入户预检，然后预约轮售，最后烟叶上分拣

台定级、过磅、入库，售烟款当天就进了烟农的

银行卡。

“我们对标对样收购，避免因等级要求忽高

忽低造成烟农试探、惜售或扎堆拥挤等情况发

生。”到老沟口烟站巡回查看工作进度的该县烟

草分公司质量总检王洪振说。

统计显示，2022 年西峡县发展烟叶种植

7900余亩，种烟农户 400余户，每块烟田都有

所属烟站包村客户经理填写科学种植明白卡，

确保施肥精准化、种植科学化，前一段天旱，客

户经理适时组织烟农抗旱浇水保苗，有效减少

了烟叶产量降低造成的损失。（王玉贵赵征）

9月 20日上午，灵宝市朱阳

镇新店烟叶烘烤工场编杆棚里，

新店烟站组织的烟叶分级培训

会正在火热进行。与此同时，在

编杆棚旁边的电烤房前，一出

“争烟”好剧也在快乐上演。

根据培训会流程，其中一个

环节是讲解烤烟分级技巧。新

店烟站负责人何朋朋和鑫源烟

叶合作社网格员杜雷泽来到烤

房前，准备将 8号烤房中已回潮

好的烟叶取出当讲解样品。俩

人打开烤房门，一片金黄顿时映

入眼帘。“这炕烟好，几乎可以

‘顺杆抹’呀！”何朋朋的一声惊

叹，吸引了正在周边烤房作业的

烟农，不一会儿便拥过来了几十

号人。

“清一色的橘黄，肯定能卖

个好等级！”“我的几十亩烟叶要

全 是 这 成 色 ，今 年 可 发 大 财

啦！”……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边

说，边将烤房门堵了个严严实

实，都想凑过去摸摸、看看。

“这是我的烟！”正当人群议

论纷纷时，一声喊叫把大伙儿震

了一下。大家转过身，看到杜锁

魁笑眯眯地从后面挤了过来，

“大家随便看哈！”

杜锁魁是新店村烟农，今年

种烟 25亩。他的烟叶也在这个

工场烘烤。

“老杜，你能烤出这么好的

烟，有点不敢相信！”

“这炕烟真行，你得给我们

分享分享经验！”

此时，站在烤房门边的杜雷

泽听着大伙儿的议论和赞美声，

心里也美滋滋的，因为这一片属

于他的网格，烘烤由他负责。他

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站出来发

言，但突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哎！不对呀，这烤房的门是我

拿钥匙开的，怎么成了他的烟？”

他急忙挤出人群，仰脸看了看烤

房编号，确认这就是自己的烟。

“老哥，这到底是谁的烟？”

杜雷泽挤到杜锁魁身边，朝他的

肩膀拍了一下说道。

“这肯定是我的烟啊！”正忙

着给大伙分享经验的杜锁魁，头

也不回坚定地回答。

“哥呀！这炕房上白底黑字

的，你就别给我争了。”杜雷泽笑

着又拍了一下杜锁魁的肩膀。

也许是杜雷泽拍得有些重

了，杜锁魁连忙转身：“哎呀，是

雷泽兄弟啊，这烟是你的、是你

的。俺看你这炕烟这么喜欢人，

所以就吹个牛，图个高兴嘛！”

“哈哈哈，老杜真能蒙，这你

也敢争！”杜锁魁闹的这一出，把

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王小锋）

烤场争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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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在灵宝市五亩乡西淹村新建的烟叶电烤房里，烟农正在将一杆杆金黄
的烟叶有序出炕。今年以来，该乡实施烟叶生产提质增效项目，全乡种植烟叶1.8万余
亩，新建、改建电烤房600余座，让烟叶产业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黄金叶。谢小涛 摄

金秋时节，汝阳县三
屯镇迎来收获季，到处是
烟农忙碌收获的身影。9
月20日，三屯镇贠沟村烟
田，烟农在忙着收获烟
叶。康红军 摄

本版联办单位：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投稿热线：0371-65795709 信箱：ncbxdyc@126.com
微信：hnrbncb 网址：www.zysnw.cn

金
叶
飘
香
季
减
损
增
收
忙

富农家富农家
金叶黄金叶黄

郏县烟叶收购正当时

卢氏县“三支队伍”下沉一线镇平县

筑牢收购安全墙

西峡县

烟站指导优质优价

烟区见闻

严格标准分级挑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