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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锁，是济源思礼镇思礼村

人。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妻子在村子

里开了一间烟酒副食小店。当时烟草公

司实行的是坐店经营的批发部营销模

式，由于我们村距离镇上的批发部路途

较远，加之交通不便，我每次进烟来回都

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2000年后，烟草公司开启了访销配

送改革，服务越来越好，订货越来越方

便，特别是公司推出了网上订货，卷烟订

购从一个需要时刻盯着货品库存、绞尽

脑汁想着客户需求、反复誊改报烟计划

的烦琐过程，变成了“看图识数”、点击几

下鼠标就可以完成的精简流程，节约了

大量的精力。

自国家乡村振兴计划推行以来，我

也踏上了农网建设之路。那段时间客户

经理几乎“住”在我的店里，帮助我规划

布局、优化商品陈列，还配发了宣传贴

纸、付款二维码等。而后随着数字化的

发展趋势，全店铺扫码系统推广应运而

生，尝到甜头的我主动联系客户经理申

请进行店铺再升级。

与此同时，我的身份也转变了。

2018年，我的身份迎来第一次转变。为

进一步规范卷烟经营，烟草公司鼓励我

们村的商户自发参与、自行组织建立诚

信互助小组。我发动自己的“村友圈”，

联合村里的商店老板们组建了思礼村诚

信互助小组，并且高票当选为小组长。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责任的到来，从那以

后，我除了负责自家店铺日常经营外，还

经常发动小组成员开展明码实价抽查、

生意经探讨分享等活动。大家都非常支

持拥护我这个小组长，我也感受到了这

个身份的意义和价值。

2021年以来，公司“最美店铺”评选、

经营知识竞赛活动的开展让我的身份迎

来了第二次转变。多年的工作让我养成

了记笔记的习惯，每次参加公司举行的

政策宣讲、经营知识学习会议，或者客户

经理到店经营指导时，我都及时地把“干

货”记录下来，认真研究学习。以往顾客

到店里买商品，我都是等他们自己选择，

很少主动介绍。现在的我不光能根据顾

客消费能力、爱好习惯等特点进行主动

推销，还学会了利用店内空间划分新品

展示区、重点销售区、临期特卖区等，并

按照货品关联、色系搭配等方法进行个

性化陈列，从而增强客户体验感。

这一年下来，我的经营能力、店铺知

名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客源也越来越多，

不知不觉竟然成了这一片的网红店，生意

更加红火。 （王锁口述 王煜整理）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吴俊林

“老刘，长这么好的油菜，犁了多可

惜呀！”

在泌阳县双庙镇武岗村，一台大型

拖拉机正在绿油油的油菜地里进行深

耕，过路的老乡疑惑地问站在地头的刘

国顺。

“这是我今年预留的烟地，油菜是我

种来当绿肥的，这好比给烟地铺的一层

绿毯子，可以让烟叶长得更好。”

“种烟咋还种绿肥呀，不是浪费吗？”

“这你就不懂了！”刘国顺嘿嘿一笑

说道，“油菜掩青后可以当绿肥改良土

壤，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力，来年种烟

就能少用化肥，关键是烟叶长得好、能多

卖钱。”他对绿肥掩青的作用深信不疑，

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

刘国顺是双庙镇武岗村的一位老烟

农，2022年种植烟叶约60亩，收入近30

万元。多年的种植经验告诉他，绿肥掩

青对烟叶种植有很大的好处，所以，2022

年烘烤一结束他就像往年一样种上了油

菜。

“绿肥含有多种养分和大量有机质，

能改善土壤结构，促进土壤熟化，增强地

力。”泌阳县烟草分公司烟叶生产科周权

介绍说，“最明显的效果还是减少烟田病

害，烟叶烘烤后色泽更漂亮、品质更高。”

“现在烟草公司对绿肥掩青有一亩

地 100元的补贴政策，效果好还不用多

投入，俺有信心把今年的烟叶种得更好，

争取年底买辆小轿车。”说起绿肥掩青的

好处，古城街道七里岗村烟农邱猛也是

难掩兴奋。

2022年以来，为有效提升烟田土壤

保育水平，进一步提升烟叶质量，泌阳县

烟草分公司抓住夏收秋种时机，结合预

留烟田情况，加大对绿肥掩青技术的宣

传指导，向烟农讲清楚绿肥掩青的技术

要点、效果和补贴政策。同时，集中连

片、示范引领，让更多的烟农看到绿肥掩

青效果，营造以点带面、全面带动的良好

局面，引导更多的烟农开展绿肥掩青。

“我叫薛建朝，是城关镇张河村人，

平时比较忙，去年捎带着种了8亩烟，收

入3万多元。听说今年烟叶收购价格又

上涨了，我准备多种点！”

近日，在汝阳县城关镇张河、罗沟等

社区召开的乡贤创业经验交流会上，几

位种烟致富能手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种植

烟叶的经验以及丰收的喜悦。

在薛建朝的带动下，同村的杨高坡

也尝到了种烟的甜头。“我是一名退伍军

人，养过羊，开过租赁公司，种过药材，都

没成功，还赔了不少钱。2022年年初，在

建朝哥的鼓励下我把以前种药材时流转

的20多亩地都种上了烟。当时作为门外

汉的我心里很忐忑，但好在有烟站技术

员，从平整土地到机耕起垄、从选苗下地

到烟叶采烤，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悉心指

导，卖烟后一算，居然收入十来万元。我

今年要继续种，早点把之前的损失挣回来。”

杨高坡对今年的目标既明确又有信心。

在罗沟社区的经验交流会上，同样

也有许多烟农表示，将继续种植烟叶，走

“家门口致富”的好路子。

“我种烟十五六年了，一年比一年省

心。机耕起垄有专门的农机合作社，便

宜又实惠；浇地铺设有滴灌带，机器一

开，省水又省力；烟田植保有无人机飞

防，省时又省工。再加上烟草部门的服

务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周到……”说起种

烟这么多年的变化，罗沟村烟农秦文捞

深有感触。

“现在炕烟全用电炕，电闸一推，按

键一点，只要把温湿度调节好，烟基本上

就烤成了……”罗沟村烟农刘建敏接着

说道，“去年俺村新建了20座电烤房，再

也不用熬夜添煤了。”

汝阳县是优质生态烟区，近年来，汝

阳县烟草部门在烟苗培育、烟田管理、烟

叶烘烤和收购以及电烤房的改建、新建

等各个环节都提供精细化服务和保障，

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位，基础设施保供

到位，确保烤烟提质增效，切实帮助当地

烟农增收致富。

“我叫李高强，看着身边那么多人都

通过种烟有了很好的效益，我也想试

试。今年开了60亩的荒地，现在正在深

翻，我要好好把地拾掇拾掇，打好基础，

争取跟大家一样有个好收成。”（孙书利）

我的小卖部成了网红店

绿肥掩青让“绿毯”变金叶

“家门口致富”的经验交流会

1月 11日，斜阳抚摸着傍晚的

封丘县曹岗乡后府村街道。街道旁

有一家写满岁月印记的卷烟零售小

店，小店门前有一块空地和一株生

长了多年的梧桐，树下有人三三两

两地晒暖、喝茶、下棋、唠家常，画面

温暖而恬静。

小店的主人高洪国是一名退伍

军人，服役期间在沈阳执行爆破任

务时以身躯挡住两名身陷险境的放

牛娃，被部队授予二等功。他的英

雄故事在家乡口口相传，加上他热

情好客、憨厚正直，十里八村的乡亲

们都喜欢到这里来闲逛。

由于当初救人时头部被石块击

中，高洪国的大脑受到了永久性损

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四肢开

始有点不受控制，尤其是阴雨天走

路更加吃力。近一年来，他常常忘

记许多事情，记住商品库存、售价对

他来说也成了难题，经营这家小店

变得越来越困难。

“索性关门吧！没人帮着，账目

都算不清，许多货品也搬不动了。”

听到高洪国的这番自说自话，元旦

期间进行市场走访的封丘县烟草专

卖局烟草稽查队队长柳永胜心头一

颤。

在柳永胜的记忆中，从自己上

班起这家小店就存在，人来人往中

高洪国憨厚的面庞和他的英勇事迹

就像一道光感动着许多人。作为辖

区责任人，他必须做点什么。柳永

胜向局党组汇报了此事，封丘县烟

草专卖局迅速成立志愿者小组，开

展“情暖老兵，与爱同行”帮扶活

动。知道高洪国行动不便，志愿者

定期来帮忙，杂乱的商店被打扫一

新，货物分类摆放得整整齐齐；地里

的庄稼熟了，志愿者帮着联系机械

收割；小店屋顶漏了，志愿者下班得

闲第一时间爬了上去。2022年 10

月疫情管控期间，为保障小店物资

供应，柳永胜利用周末时间开着自

己的车带高洪国到县里进货，他的

小店成了非常时期村里的长明灯。

渐渐地，小店比往日更加热闹，高洪

国的心也跟着亮堂了起来。

为解决记账难题，柳永胜想了

许多办法，最终，志愿者小组讨论决

定用“金叶通”系统来解决。没有电

脑，客户经理朱拯瑞把自己的笔记

本电脑搬了过来；没有网线，柳永胜

与邻近的住户协商，调来了无线网；

不会操作，志愿者就一遍遍讲解，一

次次演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高洪国重燃了经营好小店的信

心。目前，封丘县烟草专卖局的志

愿者正在帮高洪国申请更便捷的双

屏机，暖洋洋的微笑又开始在高洪

国的脸上蔓延开来。

（高璐）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李鹏远

“春节临近，保证市场卷烟

供应的考验再次来临，全体营销

人员要树立战役有我、冲锋在前

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全员在

岗，全力以赴保障销售工作。”1

月11日，济源市烟草公司卷烟销

售管理科科长商卫平在攻坚动

员会上郑重要求。

为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卷烟

供应，济源市烟草公司卷烟部门

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党员带头，

齐心协力开新局。

“作为新人，我要紧跟老党

员步伐，全力参与，做好订单管理、

货款结算等工作。”预备党员刘

平在货源分配会上果断地说道。

“要采用多种方式，通知到

所有零售商户，并实时关注其

订货状态。”第三卷烟市场部主

任杨红波在每日例会上反复叮

嘱辖区客户经理。

济源市烟草公司采取实地

拜访、线上动员、电话告知等“线

上+线下”多种方式，指导零售商

户及时订货、按时结算、备足货

源。同时，聚焦零售商户所需所

求，持续深化烟银联动，宣传银

行“烟户贷”金融惠民服务，帮助

商户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持续提

升客户满意度。

“李老板，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在系统后台查询您家近期的

销售数据，结合往日的购烟记

录，建议您在下次报烟时增加一

类烟的订购量。”客户经理闫柯

在近日市场走访时再一次细心

地向商户提醒着。

自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郑州市烟草专卖局航空港区直属分局

党组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以服务群众、做好群

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和基本职责，特别是在农村留守

儿童的教育帮扶中，摸索出了具有烟草特色的“港区经

验”。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2022年6月，在

一次走访农村商户时，郑州市烟草专卖局航空港区直属分局

客户经理时华伟偶然间听到远处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循着

声音走近，映入眼帘的是一所破败的学校——郑州航空港区

小李庄小学。

怀着好奇，客户经理敲开了学校的大门。在该校王校长

的带领下，时华伟参观了学校仅有的一座教学楼。当走进学

校图书室时，时华伟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斑驳的墙壁下仅

仅摆放着 4组破旧的书柜，书柜上稀疏地摆放着几十本图

书。仔细翻看，其中竟有许多是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的有

关书籍。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时华伟悄然萌生了给孩子们

捐助爱心图书室的念头。

在该直属分局党总支的倡议下，全体党员第一时间筹

得善款7900余元，为小李庄小学购置课外书籍500余本。

“知识改变命运，引导孩子们好读书、读好书，是我们

作为国有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关注农村地

区的留守儿童，捐赠更多的爱心图书室，并为爱心图书室

配备更全面的设施，让孩子们接触更精彩的世界，为他们

实现梦想助力。”该直属分局党总支书记表示。

这次图书捐赠活动，不过是港区烟草教育帮扶的一个

缩影。2020年以来，每年中考、高考期间，不管日晒雨淋，

总有一群身着红色志愿服的港区烟草人在考场外为莘莘学

子及家长朋友提供矿泉水、口罩、急救箱等，获得辖区居民

的一致点赞，也提升了郑州烟草的企业形象。

（高浩然）

“这个POS机怎么无法扫码？过节生意正好，大

鹏，快帮我想想办法！”1月 12日，新乡市红旗区海信

名烟名酒行店主王海彦焦急地在电话里对新乡市城

区烟草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主任李云鹏说道。

因银行系统升级，新乡市区 62户云 POS扫码商

户不能正常使用全付通收款，正在经历高烧和“刀片

嗓”的李云鹏一面向商户电话解释沟通，一面与银行

联系尽快疏通堵点。

“有事？找大鹏！”已经成为新乡市城区卷烟零售

商户的口头禅。

暖心服务暖心服务““疫疫””路不停路不停

“这张偷拍的照片我保留了很久，就是想记录这

份美好！”近日，新乡市城区卷烟零售店老板任环音发

在朋友圈的客户经理李云鹏的工作照（如上图）刷屏

了，附在照片后边的是任环音长达 3000字的“回忆

录”，折射出李云鹏在工作中带给她感动的点点滴滴。

去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不少像任环音一样的店

主都遇到了资金困难，李云鹏和他的营销团队紧锣密

鼓地花费20天时间联系到3家银行为商户办理“烟草

贷”，帮助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截至目前，李云鹏带领

客户服务部共帮助400余名商户协调贷款8000多万

元。同时，李云鹏所在的营销团队开展“云端”服务，

通过“云指导”“云直播”“云调研”等，保障服务不断档。

关键时刻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挺身而出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李云鹏将这句说了

无数遍的誓言刻在了骨髓里，时刻彰显着雷厉风行、敢打敢拼的优良

品质。面对前一段时间不容乐观的新冠病毒感染，新乡市城区烟草

分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很多送货员无法到岗，影响了正常的生产

经营。“我们可以顶上，放心吧，保证把货品按时送到商户手中！”李云

鹏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发动部门职工充当临时送货员。为了及时

沟通协调，李云鹏的手机一天至少充3次电。有时他休息片刻，再张

嘴时，嗓子已经发不出一点声音。“不管多晚都会送到”是那段时间李

云鹏跟商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心有猛虎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细嗅蔷薇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妈妈病了，一直咳嗽！今天是我

的生日啊，你回来陪陪我吧！”4岁的儿子抽泣着在电话里跟他说

道。“宝宝最勇敢了，要做个小男子汉，爷爷奶奶在家里陪着你

呢。”顾不上多说几句话，他匆匆挂断电话，投入工作中。很晚回

到家，孩子抱着生日礼物已经睡着了，看到这一幕的李云鹏鼻子

直发酸。

起初妻子并不理解他，但久而久之，大鹏的这种韧劲和对工作的

热情也感动了她。在妈妈的教育下，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像李云鹏那

样遇到困难不低头。

作为一名奋战在营销战线十几年的老兵，李云鹏从客户经理到

客服部副主任，变动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不怕难、不服输的韧劲和为

客户服务的初心。 （宋晨绮）

春节临近，卷烟销售迎来旺季，

亲朋好友闲聚、亲戚邻里问候，有温

度有商机，但同时也是违法违规行为

的高发、易发期。为严厉打击各类涉

烟违法犯罪活动，净化春节期间卷烟

市场环境和提高商户安全防范意识，

舞阳县烟草分公司提前部署、深入一

线，全力做好卷烟市场营销工作。

“按照以往经验，访销日当天一

定要做好商户的问题反馈和安抚工

作。同时，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商

户的安全防范工作……”舞阳县烟草

分公司主管卷烟经营的副经理杨琳

在月初的工作例会上强调。

“李队长，这是客户经理整理的

异常商户排查名单和线路图，咱看

看。”卷烟营销工作动员会后，该分公

司卷烟客户服务部主任与专卖稽查

队队长协调沟通。“好的。对了，文峰

乡马某某的店有一个星期没开门了，

你让客户经理去看看咋回事。”李队长

边接过名单边交代道。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卷烟市场秩

序，舞阳县烟草分公司积极发挥部门

联动作用，注重日常拜访中的信息采

集，形成监管合力。

“李老板，这几周卷烟订购量大，

为免除违法违规经营风险，我特意来

给您交代有关事宜。把这张宣传页

贴到墙上，有空了你看看，也让到店

的顾客看看，必须守住规范经营这条

红线。”客户经理对零售商户耐心地

进行规范经营宣传教育。

“临近年关，大家一定要做好防

火防盗、防疫消杀工作。去年咱辖区

有商店被盗，丢了几十条烟和 1000

多元现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在

近期客户经理组织召开的诚信互助

小组会上，客户经理在宣传安全经营

时告诉各位商户。（郭富乾 黄梓楠）

1月10日，卢氏县在该县官道口镇召开2023年烟叶面积落实暨烟田整地起垄现场推进
会，现场听取官道口镇先进经验介绍，通过亲临感受、学习先进，全面掀起烟叶面积落实暨烟田
整地起垄高潮。 叶新波 摄

办实事办实事我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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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市场供应
舞阳县烟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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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满足商户所需所求 “联动+监管”引导商户规范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