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听“烘烤大拿”讲电烤煤烤哪个更实惠

听听灵宝烟农侯项孝种烟有啥高招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让我搬出了水窝子；小店改

造，让我的日子红火起来。”

每每提起自己的发展致富

路，黄国建内心都感慨，是

长垣市烟草专卖局客户经

理的指导，让“搬得出”的他

在新环境里“稳得住”。

迁建前，黄国建在老家

武邱乡经营着一家小的食

杂店。迁建以后，他继续从

事着老本行。凭借着熟络

的人际关系和夫妻两个的

为人，小店生意基本可以维

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受疫

情冲击，小店的生意越来越

难做。

获悉黄国建的境况，长

垣市烟草专卖局客户经理

跟他一起分析了小店装修

陈旧、商品杂乱、盈利差的

具体因素，最后，黄国建决

心整改小店。经过紧锣密

鼓的装修，店面整齐干净，

商品分区排列，加上现代化

的设备，崭新的便利店开业了。

硬件设施的完善，对黄国建的

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商品

入库管理、零售应用扫码、销售数

据查看，这些对黄国建都是新挑

战。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数字化管

理，同时也对电脑设备不熟悉，黄

国建在客户经理的指导下，对着教

学视频一遍遍学习操作流程。现

在的他已经能够熟练运用系统软

件，真正实现了经营便利，小店的

生意蒸蒸日上。

黄国建的便利店位于小区楼

下，前来光顾的都是街坊邻居。听

从客户经理的建议，他突破传统店

铺的经营模式，开展多样化服务，建

设便民中心，让来往消费者都能在

这里休息，建立消费者微信群，线上

线下相结合，宣传店内每日特色和

优惠商品并实行线上接单，为消费

者提供上门配送，提升消费者满意

度。

如今，黄国建的小小便利店已

经成为片区的特色店铺，一家人实

现了安居又乐业。 （陈慧慧）

“您好，请出示核酸检测码。”

“请大家保持 2 米距离，不要着

急，戴好口罩。”

“您好！我帮您量一下体温，谢谢

配合！”

11月 10日，迎着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洛阳市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5名

党员志愿者准时到达洛阳市创业路社

区，参与到当天的防疫工作中，与医务

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紧密配合，完成核

酸检测登记、人员分流及现场秩序维

护等工作（如图）。

自今年 7月以来，面对复杂多变

的疫情防控形势，洛阳市卷烟物流配

送中心主动担当，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参与全民疫情防控工作，缓解社区人

员不足压力，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烟草

企业的责任担当，为洛阳市疫情防控

工作尽了绵薄之力，切实将“五联五

促”活动落到实处。

“每次在群众有需要的时候，你们

总是第一时间出现。有你们帮助，我

们感觉特别踏实。”创业路社区党支部

李书记说，危难之时显担当，他们不是

专业人士，在需要之时，却坚守在社区

疫情防控最前沿，用朴实的行动，同舟

共济克时艰，下沉社区当先锋，以实际

行动发扬志愿服务精神，尽职尽责地

扮演了队伍疏导员、秩序维护员、检测

登记员，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烟草力量。

当天，该中心还组织全体党员分

批次到常态化核酸检测站协助工作人

员搬运清点物资、转运核酸检测样本、

清理现场垃圾，全面支援社区核酸检

测工作。 （李媛东 文/图）

洛阳市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坚守一线争当防疫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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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斗争载入史

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举世瞩

目，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全民共

享，生逢其时，我们别样豪情、倍感欣

慰、分外感恩，务必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

“作为青年干部，要把小我融入

大我，以青春奉献基层……”

近日，在济源市烟草专卖局卷烟

党支部的微信群中，党员同志你一言

我一语，一同畅谈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的深刻体会。

自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为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济源市烟草专卖局采取“四重四推”

措施，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

贯。

重学习，推动精神落实入眼入

耳。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

大意义，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

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兴起学

习宣传贯彻热潮，学思悟贯通、知信

行统一。组织党员干部、员工用好

“学习强国”“中国烟草网络学院”等

平台，学深学透党的二十大精神，营

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做到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全覆盖。

重交流，推动精神落实走深走

实。加强正面引导，做到思想上更加

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与中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相结合，组织

党员干部以教育培训、辅导讲座、知

识测试等多种载体，明确“为什么学”

“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联系岗位

工作实际，就如何工作实践谈心得、

谈认识、谈感受，着力学深悟透，准

确把握内容，掌握方式方法，取得学

习成效。

重宣贯，推动精神落实有声有

色。充分利用LED显示屏、宣传栏、

宣传册子、短视频等渠道，强化宣传

阵地建设。组建宣讲团，由主要领导

带头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组织宣

讲员深入基层部门、市场一线开展宣

讲，把宣讲活动与“我为烟农办实事”

“我与客户共成长”等专题活动融合

起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

常百姓家”。

重实践，推动精神落实见行见

效。进入年末，全面启动“收官战”，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转

化为超前的谋划力、超强的执行力，

做到行动上更加坚决，把学习贯彻

与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谋划明年工

作思路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成

效转化为增强党员干部职工能力本

领、提升工作质量水平的具体行动，

接续奋斗推进济源烟草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头。

下阶段，济源市烟草专卖局将持

续加强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

精神上来，真正做到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见实见效。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段淑欢）

济源市烟草专卖局

“四重四推”宣贯党的二十大精神

“截至今天下午，全镇共收购烟

叶 149.6 万公斤，投放金额 6681.2 万

元，实现税收 1029.8 万元，圆满完成

了县里下达的烟叶收购任务，县烟叶

收购指挥部还给我们发来了贺信。”

11月 7日，郏县茨芭镇主管烟叶生产

的主任科员杨晓宏说。

今年以来，茨芭镇积极推进烟叶

基地建设，按照计划种植、合同管

理、规范生产的要求，创新烟叶生产

全程技术服务方式，扶持引导专业

合作社和种烟大户流转土地规模发

展烟叶种植。全镇共种植烟叶 1.1

万亩，发展 50亩以上烟叶种植大户

68户，同时积极争取上级扶持资金，

改造老旧烤房 246 座，新建电烤房

20座。

面对烟叶收购期间的疫情防控

严峻形势，该镇采取由各村烟叶预验

员定点联系种烟大户，掌握烘烤进

度，指导精确分级，并与烟站联系定

时定点售烟的办法，实行点对点闭环

管理，避免了售烟过程中的扎堆销

售，做到了生产防疫两不误。

茨芭镇是一个传统种烟大镇，烟

叶的标准化种植和烘烤技术在该镇

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所产烤烟品

质好，均价高，成了上海卷烟厂等国

有大型烟厂的原料基地。种烟致富

成为当地农民的首选，全镇常年烟叶

种植面积在1万亩以上。

“今年我镇的烟叶每公斤均价达

31.6元，烟农普遍反映收入不错，种烟

积极性更高了。目前我们已经提前

规划了明年烟叶种植基地，留出春地

1.5万余亩，为明年的烟叶丰收打下了

坚实基础。”茨芭镇镇长王红彬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李世旭）

郏县茨芭镇

完善服务保障烟农利益

“今年烟叶又是好收成！”11月 8

日，灵宝市苏村乡下湾村烟农侯项孝

自豪地跟同村的几个烟农闲聊道。

侯项孝是一位铁杆烟农，从上世

纪80年代开始种烟，由最初的三五亩

发展到现在 20余亩，2022年种烟 24

亩，上等烟比例达84.93 %，亩均收入

5200元，售烟总收入10多万元。经过

多年的种烟实践，他摸索总结出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种植、管理和烘烤经验。

优选良种出好烟

好品种是农产品丰收的前提，但

具体到种烟，许多烟农并不重视。侯

项孝说：“多年来，我一直种植烟草公

司推荐的品种。”去年，侯项孝种植的

是云烟99，严格按照技术明白纸的要

求和技术员的指导，该什么时候施肥

打药、施多少肥打多少药，该什么时候

移栽、除草、采收，他都一一照做。结

果，他的烟叶长势好、成熟落黄好、烤

后质量好，收成自然不差。

勤奋耕耘地生金

侯项孝说：“种庄稼不能偷懒，尤

其是种烟。”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冬耕起

垄，增强烟田的蓄水保墒能力；积极落实

挖大坑、深栽烟技术，促进烟株根系发

育；不折不扣地按照标准化生产要求做

到3遍中耕、适时打顶；每当有新技术推

广，他总是积极配合应用。今年，他的

24亩烟田全部实施井窖式移栽、豆浆灌

根、揭膜培土，烟株比别人家的长势好，

烤烟也比别人家的质量高。

按规操作得实惠

多年来，侯项孝对烟草公司提出

的生产管理规定都严格遵守。烟叶收

购期间，他按照等级要求进行烟叶初

分，从未出现过混青混杂情况，每次去

卖烟都是出售速度最快的，卖的等级

也和他的预估一模一样。今年，他按

照预约轮流交售时间、数量、部位售

烟，合同履约率100%，上等烟比例达

84.93%，有望明年被评为“五星烟

农”，预计可获补贴5000余元。

科技助力增效益

随着种烟的面积不断扩大，侯项孝

近几年购买了不少烟用农机，开展机械

作业。“以前种烟，一到农忙季节全家老少

齐上阵都不够用，雇工也很难找。自从

实现机械作业，起垄、移栽、中耕等任务

轻轻松松就能完成，费用比雇工人低得

多，效果也比人工作业好得多。”今年，他

还购买了无人机叶面喷肥服务，亩均用

工9个，不仅烟叶长得更加茁壮，与往年

相比每亩还降低2.5个工，增收375

元，侯项孝说这也是他种烟亩均

收益高的原因之一。 （姚谆）

卢氏县木桐乡“烘烤大拿”曲根

令，在今年烘烤季来临前先后应邀在

卢氏县、灵宝市烟叶采收烘烤培训班

上授课，还利用闲暇时间制作烟叶采

烤微视频在全县涉烟微信群内广泛传

播，引发轰动效应。

近日，笔者慕名来到了曲根令位

于该乡张家村张家组的家。

“先来看看我烤好的烟！”一见面，曲

根令就热情地说。在他家偏房内，堆满

了用油布包裹着已经分好级的烟叶。掀

开油布的一刹那，金黄油亮的烟叶映入

眼帘，摸一摸油分浓足，嗅一嗅香气浓

郁，掂一掂沉甸不飘，量一量个头修长。

“这是目前看到最好的烟叶！走，去

你电烤房看一看。”笔者迫不及

待地说。

在曲根令的带领下，笔者来到了

10座连片电烤房前，只见十几个工人正

在热火朝天地出炕，不时传来朗朗笑声。

曲根令打开由他管理和使用的第

三、第四电烤房，不由人眼前一亮：挂

杆上的一排排烟叶泛着金光，整齐划

一，散发出浓香。随行的技术人员取

下一夹烟叶，就地挑分起等级来。

“这一夹烟中橘二占大头，部分中

橘二可以再挑拣靠到中橘一，少数可

以靠到中橘三，真不愧是‘烘烤大拿’，

烟叶干净无瑕疵。老曲，你是咋做到

的？”技术人员问道。

“撇开生产环节咱不说，单说采

烤，无论电烤煤烤，成熟采收最基础，

同杆同质编夹（杆）最重要，烧火控温

控湿最关键。”曲根令说。

“电烤房与煤烤房相比，哪个更经

济更实惠？”笔者问。

“经过这两年的反复比较，我算了

一笔账，同样是烤一炕烟，电烤房的费

用是700元左右，省工、省力，烤出来的

烟叶质量有保证；煤烤房的费用是

1200元左右，费工、费力，人还受煎熬，

稍有差池很容易烤青挂灰，有报废或降

低等级的风险。两相一比较，高低立

显。另外，从环保角度来看，用电明显

好于用煤。这一排10座电烤房，我一

个人就能轻松搞定！”曲根令动情地说。

“我家今年种了35亩烟叶，用了两

个电烤房，烤出的烟叶80%以上可挑拣

进中橘二以上，只有20%左右的烟叶在

中橘三以下，这季烟能卖 20万元以

上。”曲根令自信满满地说。（叶新波）

“小佰小佰，一号烤房升高！”

11月8日，在灵宝市五亩乡白羊村

烟叶烘烤工场，随着烟农许彦师的一声

令下，1号烟叶电烤房的智能升降机便

开始工作，距离烤房顶部40厘米处的

液压装置带动滑轮上的钢索匀速上升，

满满一层烟从地面到达上层位置，仅仅

用了两分钟时间。

“都说科技产生效益，这话我是真

信了。这智能升降机今年可是帮了大

忙！”关上烤房的密封大门，许彦师迫不

及待地向旁边看稀奇的烟农炫耀起来。

今年，许彦师种植烟叶40亩，前后

共烤了12炕烟叶。“以前编杆、装炕都

需要花钱雇人，使用智能升降机直接省

去了装炕的费用，只用找人把烟编好，

他和老伴两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装

炕。烤一炕烟节省费用 300元，12炕

烟就是3600块钱。省钱是一方面，关

键还省时省力、安全高效。”许彦师说，

“以前 4 个人装一炕烟需要 4 个多小

时，而且得用梯子，爬上爬下不但累人

而且不安全，用上智能升降机后，烤一

炕烟只需两个小时，不用爬上爬下，只

要把烟杆卡槽升降到顺手的位置，站在

地面就可完成全部三层烟叶的装炕工

作。”“咱们烟农最闹心的是雇工难、用

工贵，用上这智能升降机，再不闹心

嘞！”引得众人纷纷附和。

近年来，灵宝市烟草专卖局（分公

司）大力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快关键

环节农机装备研发与引进推广，不断提

升机械化作业水平，促进烟叶产业稳定

发展、烟农持续增收。烤房智能升降机

就是今年该局（分公司）与河南佰衡节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新产

品。

“烤房智能升降机和自动晾衣架的

工作原理类似，其主要有五大特色亮

点：一是有着语音操控和手动按键两种

模式，方便智能，人人都可操作；二是科

学合理，不增加烤房风阻，不改变热分

封，不影响烤烟质量；三是烟梁高低极

限位置自动停止，中间档位自动锁定；

四是启停、升降匀速平稳，避免烟杆

（夹）滑落，造成损失；五是降低劳动强

度和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避免装

卸登高作业风险。”河南佰衡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人员薛亚凯介

绍道。

据了解，这款智能升降机是第二代

改良产品。第一代产品使用的是链条式

升降，操作运行中容易出现卡顿和抖动，

造成烟杆（夹）脱落，利用滑轮和钢索升

降则有效解决了此类问题。目前，该智

能升降机已申请了专利，并计划在灵宝

烟区逐步推广使用。（王小锋文/图）

上等烟84.93% 亩收5200元

烤房智能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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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一炕烟节省300元

灵宝烤烟用上了智能升降机

省工省力烤烟质量好

11月7日，西峡县丹水镇北凹村烟农驾驶大型拖拉机在新规划的烟田深耕，以提高土壤通透性和肥力，利于蓄水保墒，同时有效减
少烟田病虫害发生。 王玉贵 摄

◀◀1111月月55日日，，汝阳县刘店镇汝阳县刘店镇烟站工作人员严把烟站工作人员严把质量关质量关，，确保烟叶顺利验收入库确保烟叶顺利验收入库。。今年今年，，刘店镇种植优刘店镇种植优
质烟叶质烟叶35003500亩亩，，由于措施到位由于措施到位，，采摘烘烤及时采摘烘烤及时，，目前已收购烟叶目前已收购烟叶4040万斤万斤，，投放资金投放资金600600余万元余万元，，收购烟叶收购烟叶
占收购量的占收购量的5353%%。。 康红军康红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