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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小六524.55公斤，金额12789. 82元，最后一单收购完毕，关秤！”9月23日19：30分，在完成广顺镇花红村啊翁组烟农蒲
小六的最后一单交售后，长顺县广顺烟叶站站长玺超宣布关秤，标志着2020年长顺烤烟收购工作圆满收官。在烤烟收购工作中，
长顺县日均入库量21715公斤，同比增加4850公斤，用时35天，同比缩短收购时间9天，成为全州率先完成烤烟收购任务的烤烟
县之一。

今年长顺县烟叶收购量为76万公斤，完成计划量的100%，产值2460.44万元（含补贴），每公斤均价为32.37元（含补贴），上
等烟比例76.38%。无论从烟叶质量、均价、上等烟比例，还是产业扶贫成效看，长顺烤烟均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长顺烤烟产业
的“复兴计划”正在变成现实。

是什么原因让长顺烤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实现“触底反弹”？
“党建引领！”长顺县局（分公司）局长（经理）吴雨明坚定地说，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让长顺烤烟重新“活”了过来。

2016年，长顺烤烟被合作多年的福
建中烟中途“抛弃”。作为七匹狼品牌的
主配方原料，工业企业的撤出，让长顺
烤烟产业一下子跌入历史低谷，烟叶生
产计划由 2014 年的 8.3 万担逐年下滑至
2019 年 的 1.15 万 担 ， 调 减 比 例 高 达
86%，种植面积“断崖式”锐减，让长
顺县公司深陷发展危机。产业低迷，人
浮于事，人心涣散，企业找不到出路，
职工看不到希望。

“必须重树产业信心，把‘人心’拉
回来！”吴雨明说，突破口就是抓基层党
建，让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突显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现党建与业
务“比翼齐飞”。

长顺县分公司迅速调整思路，用抓
队伍管理来强化技术服务，采取“1+
1”服务模式，补齐技术短板，打破原来
的考核模式，薪酬向烤烟生产工作倾
斜，实行重点工作承诺制，领导班子挂
点、支部挂服务站、党员挂户，激发员
工干事创业热情。

以“亮身份、树形象、显作用”为
主题的“党员 100%承诺岗与 100%示范
岗”的“双百”创建活动得到党员干部
的支持和拥护，“单位争先进、岗位争先
锋、党员争优秀”和“我是党员、向我
看齐”蔚然成风，党员“走在前、做表
率、好作为”，干部职工紧跟其后。

同时，建立党组书记负总责、领导
干部督导、支部联系服务点、党员、预
备党员、发展对象、积极份子具体落实
的服务格局。以生产节令为着力点，以
生产技术标准落实为重点，以维护烟农
利益为落脚点，抓牢抓细抓实各环节服
务工作。

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其成效在
今年的烟叶收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机关 22名党员干部被委派到各烟叶
收购点参与烟叶收购工作。

长顺县分公司党建管理员何朝江就
是其中一员，他在广顺烟叶支部担任组
织委员。“今年公司参加烟叶收购的党员
共有41名，其中烟叶支部19名、机关支
部10名，以联动的方式带动了合作社12
名党员。在烤烟收购期间，41名党员分
布在不同的岗位上，占领思想高地，把
好收购流程关，为烟农提供优质服务。”

在广顺烟叶站收购现场的候烟区
里，成捆的烟叶整齐堆放，分级区里，
专业的分级工人，整洁的工作环境，井
然的收购秩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是不是一改以往灰尘满屋的样子？
每天要打扫两次卫生，分级工上岗前须
将随身物品入柜存放，比如手机、钥
匙、包等等，都不能带到工作岗位上。”
玺超介绍，为全面提升烟叶收购管理水
平，保持良好的烟叶收购秩序，分公司

对烟叶站的物资摆放、环境卫生、台班
人员、台班样品、疫情防控等都进行严
格考核。比如，待分烟叶、分级桌、烟
筐、手推车、垃圾筐及大院车辆等设施
设备实行定置管理，纳入考核。各收购
点每天要分时段完成例会、台班样、统
一眼光、现场管理、排筐样品、排筐评
级、排筐成包、看板、装厢打包、疫情
防控10个规定动作，确保收购流程落实
不走形不变样。

烟叶站还一改以往“一窝蜂”排队
交烟的方式，对烟农实行预约售烟，每
天收购量平均在 6500公斤左右，确保烟
叶收购井然有序，收购进度平稳快速推
进。

规范管理带来了明显的效益和效果。
“以往来交烟，又挤又乱又难等，交一

次烟要耽误整整一天时间。今年不同了，
烟叶站打电话预约时间，一来就进场分
拣，几个小时就完成交售。”9 月 18 日下
午，在广顺烟叶站，贫困烟农张大顺核对
着手里的烟叶收购凭证，心里喜滋滋的。
他当天售烟 2002公斤，收入 5.24万元，今
年纯收入预计在8万元左右。

“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要体现在企
业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的扶贫成效上。”吴
雨明说，烟技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
体现，比如，针对生产服务中的难点、堵
点、热点问题，干部们主动列清单，梳重
点，找痛点，向烟农讲全政策，讲透技术，
以优良的作风，优质的服务指导生产，得
到烟农的高度认可。

今年的烤烟种植，对烟农张兵来说很
有意义。因为种烟后的第 15 年，他学会
了烘烤技术。

“以往都是请人烘烤，正常年份下烟
叶烘烤比较容易，今年因雨水多、气候特
殊，第一炕就没烤好。”张兵说，眼看一年
的辛苦和付出就要化为乌有，心里急得要
命。正在关键时刻，烟叶站的党员干部郭
启盛上门服务来了。“像抓到了救命稻
草。”

“上门服务后才知道，他原来不会烘
烤。”郭启盛说，从烘烤原理到实际操作，
再到如何看烟叶变化调节温湿度，手把手
教了两炕后，他学会了“火中取宝”，现在
完全可以独立烘烤了。

“说老实话，以前总觉得他们只会‘纸
上谈兵’，心里还‘看不起’他们的技术。”
张兵有点难为情地说，要不是老郭，今年
自己亏惨了。

观念一变天地宽。长顺县分公司把
党建与烟叶生产、卷烟营销、专卖打假、脱
贫攻坚等关键工作结合起来，突显党组织
在基层一线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涌现出一批吃苦耐劳、敢于拼搏、
善于创新、乐于奉献的先进典型。

党建引领，促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何朝江所在的岗位是烟叶收购的
第一道关口。“验收打捆质量，剔出有
霉头、水份超限、有恶性杂物的烟叶，
提高收购质量。”何朝江说，在此之前，
专业化分类打捆人员在烤房群结合下
炕解杆，将青杂、霉头、非烟物质和不
予收购烟叶剔除集中处理，用标记绳
按炕次分类打捆，将同一部位、同一颜
色的烟叶，用统一标准的打捆箱定量
成捆，确保捆内纯度达到95%以上。

分管烟叶副经理李先文说：“不要
小看这个小细节，它不仅让烟叶看起
来整齐规范，而且能准确预估烟叶的
重量和等级，加快分拣分级速度，提高
等级纯度。”

烟叶分好级后，对验收合格烟叶
逐筐对样排筐、有序摆筐，验收评级、
定级收购，烟农确认后过磅入库。最
后逐筐扫码对样装箱，然后统一规格
精准成包，确保烟叶部位一致，档次一
致，色度深浅一致，此举得到了贵州中
烟的高度肯定。

生产技术上的创新和经营管理上
的规范，让长顺烟草的转型与优化“蹄
疾步稳”。

近年来，长顺烟草坚守发展和规
范两条底线，按照“稳定总量、稳定烟
农、优化结构、优化布局、拓展市场”的
工作思路，以优化烟叶结构、减少烟农
无效投入、稳定烟农收入为目标，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强化红线意识，
加快优化转型步伐，推动烤烟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烟区布局上，将烤烟种植向生
态条件好、生产水平高、烟农效益好的
优质区域倾斜，稳定核心烟区和核心
烟农，打造1个万担镇，2个千亩村。

在品种布局上，按照工业企业需

求，选择云烟 87为主栽品种，K326为
搭配品种，杜绝种植劣杂品种。

在节令管控上，抓实烟叶生产各
环节，精准抓好育苗、移栽、打顶、采烤
等关键技术落实，确保烟株长势整齐
一致、营养平衡，凸显山地烟的长势长
相。

在设备转型升级上，升级配置4套
烟地起垄、覆膜、开沟排水一体机，150
间生物质燃料烤房，300台套简易编烟
机和4台套一体化编烟机、4200个编烟
夹，以示范点推广为圆心，辐射带动全
县设施设备转型升级；以“1121”工序
化移栽、“全托式+半托式”烤烘、“151”
精准收购模式，转变原有的烟叶生产
组织方式。

在烟叶结构优化上，针对全县 27
个村、86 个组、176 户烟农、0.65 万亩、
725万株烟叶，以田间不适用烟叶处理
为重点，以烤房群上炕前绑竿和下炕
剔除处理为保障，把任务分解落实到5
个不适用烟叶处理小组，对不适用烟
叶处理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切
实做不采、不烤，不形成商品，不进入
流通环节。

在烘烤环节上，合理布局烤房群
（点），提升烟叶烘烤效益。培养了一
支技术过硬的职业烘烤师队伍，设置
烘烤总管 1 名，烘烤主管 3 名，烘烤管
理员 10名。成熟采烤指导员 16名，专
业化烘烤队长30名，专业化烘烤师100
名，组建 20亩及以下种植农户互助专
业化成熟采摘编烟队伍，20 亩以上种
植户专业化采摘服务队伍，具体负责
烟叶的田间成熟采收、烟叶分类、绑
杆、装炕及烟叶下炕解杆、分类打捆等
专业化服务。

转型优化，推动烤烟产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2460.44 万元的产值（含补贴），每
公斤 32.37 元的均价（含补贴），76.38%
的上等烟比例，烟农户均 13.98万元的
收入，同比25.1%的增幅，对一个曾经遭
受产业重创的县级烟草公司来说，交出
的这张产业成绩单，可圈可点。

“稳住产业，就稳住职工的饭碗，稳
住烟农的收入，这是企业的责任担当，
也是企业的生存之道。”吴雨明说，一系
列的“组合拳”后，长顺的烤烟产业有了
新起色，让烟草的干部职工看到了产业
复兴的希望，让烟农看准了种烟致富的
美好前景。

今年，长顺县烤烟种植指导面积
0.65万亩，产量76万公斤，产值2460.44
万元（含补贴），176 户烟农户均产值
13.98 万元，同比增长 3.33 万元，增幅
31.27%。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49
户，售烟17.73万公斤，产值522.3万元，
户均产值10.66万元。

马路乡贫困烟农刘昌和虽然脚有
残疾，但很勤劳，种烟5年，妥妥的脱掉
了贫困帽。

“去年种烟 40亩，本来想好好挣上
一笔的，但是运气不好，遇到了水灾和
雹灾，最后除掉成本，只挣了 4 万块
钱。”刘昌和说，为了保险起见，今年只
种了 26亩，投入了 6万多元，在技术员
的指导下，今年的烟叶长得好，烤得好，

除掉成本，加上烟草公司的补贴，纯收
入7万多元。

为了种植烤烟，刘昌和把自己的 3
亩高产水田和其他农户换了 3 亩多的
坡地种烟，“一车烤烟就有 1200 多斤，
卖了 1.7万元。”刘昌和说，明年的烟地
都选好了。

在广顺烟叶站 13 号分级工位上，
左胡珍和代友香是自由组合的搭档，一
人负责清杂，一人负责分级，动作娴熟，
配合默契，每天有 300多公斤烟叶经过
她俩的手，按照分拣每斤0.53元计件拿
工资，每人每天可以拿到 180 元左右。

“每天上岗前都要统一眼光，一看色泽，
二看长度，三看油份，再加上手感，就能
准确分出五个级别。”代友香说，部位不
一样，质量就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在
这里，手快的分级工，一天可以分拣
400 斤，收入 200 多元，“关系到烟农的
切身利益，所以每个分级工都会认真对
待。”

烤烟产业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务
工就业岗位，带动 421人参与烤烟种植
各环节务工，务工人员收入 599 万元，
人均收入 2.45万元。烟叶收购专业化
分级环节带动社会就业人员 274人，分
级费和打包费收入141.36万，人均收入
5159元。

责任担当，开创产业复兴和提质增效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