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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按照“控
总量、提质量、促增收、严规范”的总体要
求，认真贯彻全省烤烟收购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在抓好烤烟生产工作的基
础上，细化措施有序组织烟叶收购，全面
提升收购管理能力，坚持标准提高烟叶
收购质量，用心用情全心全意服务烟农，
着力提高烟叶质量和纯度、收购管理和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水平，抓
实抓细抓好烤烟收购工作，勇于创新诚
信经营赢市场，保障坚持标准收购、提高
纯度收购、全程均衡收购。

通过多重举措的实施，曲靖市的烤
烟生产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带动脱
贫能力进一步增强。

沾益区炎方乡母官村委会村民邹连
锁是村里的157贫困户之一，他种植4亩
烤烟，收入两万元，加快了脱贫的步伐。
新屯村委会靠种植烤烟，许多农户的土
坯房，现在翻修成砖房，全村140多户种
烟户实现脱贫。

在各地的分级车间里，多个台板并
排运作，工作人员同时分捡几户、十几户
农户的烟叶。挑选整理，集中运输，验证
入点，分级定级，过磅入库，一气呵成。

马龙区马过河镇上龙井村村民吴树
民 10多年前种过烤烟，后来到外地打
工。今年，他又回来种了 7亩烤烟。他感
慨地说：“以前采摘的烟叶要自己拉，现
在集中运输。以前交一次烟要半天，现在
两小时就能搞定。下午拉来交售，很快就
卖完。以前，烘烤烟叶用煤，一天至少要
加料6次，夜里也要起来加料。现在大量
推广生物质燃料烘烤，自行加料、控温，
一天上一次料，省时省心还省力。以前掏
火掏灰一身黑。现在可以穿着白衣服烤
烟，生态又环保。”

龙海乡是陆良县海拔最高的地方，
全乡种植烤烟5200亩，良好的生态环境
让这里的烤烟质量提升不少，生产优质
烟叶1.42万担71万公斤，全部调供浙江
中烟。

“早在 10多年前，浙江中烟就选定
龙海乡作为原料基地。”浙江中烟驻曲靖
片区经理龚治翔说，“我们公司今年首次
从龙海乡全收全调，这也是浙江中烟在
云南唯一全收全调的点。我们从育苗就
开始跟踪，每个重要生产环节都要参与
制定技术，指导生产，为精准定制化生产
注入力量。”

“师宗县种植烤烟 16万亩，对接全
国 10家工业企业。江苏、湖南、河南、江
西中烟均是老客户。”师宗县烟草分公司
经理史航说，“工业企业参与制定标准，
参与生产技术指导和管理，今年烟叶质
量比去年好，尤其是油润度非常好。”

师宗县彩云镇烟站站长徐昆说：“烟
草产业在脱贫攻坚中是少不了的，仅彩
云镇就有 3.6万亩烤烟，5000多户烟农
靠种植烤烟摆脱了贫困。”

彩云镇红土村村民张高兴种了 24
亩烤烟，今年收入12万元，比去年增收3
万元。槟榔社区的陈华东今年种了24亩
烤烟，毛收入 20多万元，比去年增收两

万元。
宣威市是曲靖市种烟第一大户，全

市种植烟叶22万亩，一体化采烤占总种
植面积的 25％，生产烟叶 59.38万担，烤
烟年产值8.8亿元。

“今年节令抓得早，实施水肥一体
化，气候年景正常，烤烟长势最好，烟叶
单叶平均比去年重2克，一株18片烟叶，
增重36克，一亩1000株，增收30公斤。”
宣威市烟草分公司经理袁国庆说：“通过
流转土地2.97万亩，交给大户种植烟叶，
稳住种植面积，科技措施落实到位，一亩
毛收入5000元。”

宣威市宜兴烤烟生产服务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张磊说：“我们合作社服务 15
个乡镇，面积 8.5万亩，采烤分一体化
200多亩。有 8个专业移栽组，共有社员
357人。每个组负责 100至 140亩的移
栽、中耕管理，以及采、编、烤等环节，专
业、方便、快捷。”

格宜烟站站长赵振宇说：“我们把技
术环节落实到位，让群众赚到钱，从而信
任我们。2014年以来，烤烟种植产业带
动脱贫能力持续增强。全镇种植烤烟
3500亩，提供了800多个岗位，很多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宝山烟站站长贾培邦说：“今年宝山
镇移栽早、生长周期长、成熟度好，烟叶
质量比去年好，烘烤队伍配比到位，每个
村有一名烘烤科技员，每炉烤烟都有专
人指导。采用卧式密集烤房，烘烤损失比
往年下降了。”

宝山镇海西村村民晏祥果从前在外
打工，从 2015年开始回乡种烟。今年种
植烤烟120亩，毛收入五六十万元。

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切实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打造曲靖烟草商业大数据创新中心，
通过“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集约化建
设，集成“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打造基于物联网的

“云端平台”、协同化业务的“交互平台”、
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平台”，智慧化决策
的“智库平台”，构建企业数字化生态体
系，建立信用体系支撑下的供需双方AI
在线撮合机制，通过数字化对烟叶工作
全过程、全周期进行精确管控，探索资源
配置新模式，目前开局良好。

曲靖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
晏飞说：“下一步，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
司）把数字烟叶项目建设作为助推曲靖
烟草产业提质发展的重要抓手，立足曲
靖烟叶生产实际和发展目标，聚焦企业
人、财、物管理变革，以数字化手段实现
业务改造，坚持问题导向，建立业务数据
化—数据资产化—资产服务化—服务业
务化发展新模式，真正运用数据实现科
学决策、精准管理、贴心服务。”

通过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的不
懈努力，圆满完成了年度烤烟生产收购
目标任务。2020年，曲靖市烤烟种植面
积 120多万亩，收购烟叶 329.3万担，实
现烟农种烟收入48亿元以上，户均种烟
收入较去年增加4870元。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助推曲靖烟草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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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坚持以工业需

求为导向，不断加大高端特色烟叶开发力度，着力巩固烟

叶发展基础，大力推广绿色烟叶生产技术，积极探索“一

部手机管烟叶”数字烟草建设，全方位推动曲靖烟叶与工

业企业卷烟品牌深度融合，成功实现烟叶整体生产水平、

供给质量和市场需求稳步提升，曲靖烟叶在全国的市场

地位持续巩固，更好地助力曲靖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

曲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依托曲靖
市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着力在巩固烟
叶发展基础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烟
叶生产技术，各项基础工作扎实有力、成
效明显，生产高质量烟叶，呈现出四个

“落实有力”的特点。
烟叶生产技术措施落实有力。全面

落实“控总量、提质量、促增收、严规范”
的工作要求，坚持以工业需求为导向，大
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烟叶生产整体水
平得到全面提升。具体体现在,“品种纯
化”“合同管理”两项重点工作扎实推进，
最佳节令完成全面抗旱移栽，投入抗旱
资金 3074万元，保障移栽用水，移栽进
度和集中度得到大幅提高。严格落实相
关配套技术措施，大力推广膜下小苗移
栽、节水滴灌等抗旱技术，推广滴灌2.85
万亩，膜下小苗移栽成活率90%以上，有
效提高移栽质量。中耕管理扎实有效。积
极应对降雨不均的极端气候，科学追肥、
分类管理，大力推广破膜提沟培土技术，
全面抓好病虫害统防统治。科学烘烤指
导到位，召开烘烤现场会，认真落实“成
熟采收、分类编烟、分类装烟、精准烘烤”
技术措施，科学烘烤工艺落实到位率不
断提高。积极推广“1+N”专业化烘烤和

“采烤一体化”烘烤模式，按照“一体四
化”建设要求，将专业化烘烤落到实处，
烘烤水平进一步提升。

高端特色烟叶开发落实有力。成
立特色品种专项工作组，实行“追踪品
牌、服务品牌、共建品牌”的高端特色
烟叶生产模式，紧密对接工业企业原
料需求，优化烟叶种植区域布局，全面
加强高端特色烟叶生产、烘烤、收购等
相关配套技术措施的落实。以硃砂烟
开发为契机，健全工商研协同开发机
制，紧扣彰显曲靖烟叶风格特色目标，
在计划分解向规模烟区、优势烟区、特
色烟区集中的基础上，不断强化高端
烟叶原料开发。

巩固烟叶发展基础落实有力。坚持
把稳定核心烟区、稳定烟农队伍作为保
障烟叶产能、实现烤烟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头等大事来抓，不断巩固烟叶发展基

础。用好土地流转经费，按照依法自愿
原则，坚持市场化运作，以合作社、龙头
企业作为流转主体，做实土地流转使用
规划和破界取埂小改大，流转土地 7.4
万亩。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利用有
限计划资源，烟叶计划分配逐步向市场
需求旺、烟叶质量优、生态条件好、生产
水平高的区域倾斜，落实种烟地块 120
多万亩，实现了连片种植和适度规模种
植，烟叶生产力布局持续优化；投入职业
烟农培育补贴 225万元，培育 10亩以上
的职业烟农4500户；实行种植保险和烟
用物资差异化扶持补贴，投入补贴资金
804.52万元，受益职业烟农 20235户；坚
持“烟叶强、烟区美、烟农富”的思路，稳
步推进“马龙新楼房、麒麟横大路、宣威
关营”3个国家局试点产业综合体和“沾
益岩竹、会泽石咀、罗平金鸡、师宗小矣
则、陆良果河、富源寨子口”6个市级试
点产业综合体建设，综合利用轮作烟田
22.7万亩、育苗棚 32万多平方米、密集
烤房 2798座、烟用农机具 6221套，开展
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经营，高效农业
综合体建设取得实效。

烟叶绿色生产推广落实有力。坚持
科技引领和绿色循环并重，大力推广绿
色生产技术措施。全面施用有机肥，积极
引导烟农施用腐熟农家肥、秸秆还田，50
万亩烟田实现了亩施有机肥100公斤以
上。大力开展深耕深翻，组织专业化机耕
队和大型机械集中开展深耕深翻和冬耕
晒垡，土地流转区域实现 100%深耕深
翻；加大病虫害统防统治力度，实现烟蚜
茧蜂防治烟蚜技术全覆盖，大力推广太
阳能杀虫灯、蓝板、性诱剂等绿色防控技
术，农药使用量持续降低，绿色防治成效
明显；建成生物质烤房 7228座，建成大
中型生物质燃料加工线 12条，产能 5.7
万吨，替代燃煤 4.6万吨，环境效益进一
步彰显；按照“组织管理、烟叶生产、环境
保护、人员管理”四大板块评估内容标
准，在陆良县整县推进烟叶生产 STP项
目，其余 8个县（市、区）各选择 1个乡镇
整乡推进试点,烟叶生产可持续发展取
得新突破。

当前，在烟草产业发展的新态势
下，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烟叶生产。
从去年开始，国家局根据工业企业的
生产需求，直接将烟叶种植收购计划
下达至地市级公司。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曲靖市烟草
专卖局（公司）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听
取建议，对曲靖烟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进行科学系统谋划，提出了坚持市场
导向，持续提高曲靖烟叶的市场份额
和市场地位，在新一轮烟叶原料市场
竞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实现曲靖
烟草商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全面推行定制化生产。围绕
做精质量、做强品牌、做优服务，进一
步转变发展观念，推进全面标准化生
产转向个性化需求和定制化生产。加
强工业原料需求研究，梳理分析曲靖
烟叶在知名卷烟品牌，特别是高价位
段卷烟品牌中的占比和使用情况，把
准工业需求风向标，综合曲靖生态条
件和烟叶风格、工业企业卷烟品牌发
展势头等因素，实施烟叶生产分类管
理、分级施策，实现烟叶生产与工业
需求良性互动、精准对接。聚焦工业
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工业企业技术部
门探索“共同规划种植区域、种植品
种，共同制定烟农生产手册，共同落
实烟叶生产方案，共同指导烟叶大田
生产”的定制化生产模式，提升品牌
导向的烟叶生产能力，推动烟叶品牌
与卷烟品牌深度融合，最大限度满足
工业企业对品种、风格、质量和结构的
个性化需求，不断提高原料适配率和
工业企业满意度，化解供需矛盾，提升
供给质量。

其次，着力稳定核心烟区。坚持
“市场需求旺、烟叶特色显、生产水平
高、生产条件好”的原则，规划产能稳
定在 280万担左右的四大核心烟区，
着力稳定种植规模，稳定风格特色，稳
定烟农队伍，提升烟叶品质。一是以马
龙旧县，陆良芳华、小百户为代表的曲
靖西部核心烟区，产能稳定在60万担
左右；二是以师宗彩云、大同，罗平罗

雄、板桥、九龙、马街、富乐为代表的曲
靖南部核心烟区，产能稳定在80万担
左右；三是以宣威热水、落水、板桥，沾
益菱角、炎方、大坡为代表的曲靖北部
核心烟区，产能稳定在 70万担左右；
四是以罗平阿岗，麒麟东山，陆良龙
海、活水为代表的曲靖中部核心烟区，
产能稳定在70万担左右。

通过把四大核心烟区划入重点保
护范围，扎实推进核心烟区土地有序
流转；建立健全核心烟区土地流转财
政资金扶持、烟草投入补贴等配套政
策，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产前投入、
定制化生产等在核心烟区的配套倾
斜。同时，探索试点“以烟为主、多产融
合”的高效农业综合体建设，围绕烟叶
种植优化多产业组合，提高烟叶生产
设施利用率，通过烟农增收，产业有机
衔接，稳定烟叶种植产业，推动烟叶可
持续发展。

第三，着力构建纯种种植长效机
制。在今年烟叶收购期间，广泛开展烟
农种植品种意愿调查，充分征求工业
企业对烤烟品种的需求意见，逐步树
立纯种种植导向，引导烟农种植工业
企业需求的烤烟品种，构建既满足工
业需求、烟农也愿意种植的品种纯化
长效机制。同时，结合工业需求、烟农
意愿、生态优势、品种特色，进一步合
理优化品种布局，按照品种相对集中
的原则，实现品种布局有机衔接工业
需求。

第四，积极探索数字烟叶建设。
按照“立足两个点，联通一条线”的思
路，建立“管控精准、应用高效、支撑
有力、界面友好、应用场景广泛”的数
字烟叶大数据管理系统，努力实现

“一部手机管烟叶”。立足工业需求和
内控需求两个点，联通土地规划、烟
农信息管理、合同签订、育苗、移栽、
中耕管理、烘烤、收购、调拨等一条
线，让卷烟生产前端的全过程、全环
节的基础数据实现联通，以移动端为
载体，实现对烟叶生产、收购、调拨的
信息化便捷管理。

成效显著 服务烟农助力脱贫攻坚

多措并举 烟叶生产工作落实有力 顺势而为 推动曲靖烟草商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