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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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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烟草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袁中国作为烟叶生产的大国袁亟需发展现代烟草农业以提高烟草行业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遥本文分析
了我国现代烟草农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袁并进一步提出了对策袁以期为我国传统烟草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提
供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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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of tobacco industr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s a big country in tobacco production袁China needs to develop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to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tobacco industry.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in China袁as well a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袁and further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袁in order t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obacco agriculture into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Key words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曰problem曰countermeasure曰prospect

作为农业大国袁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农业现代

科学技术服务尧信息服务尧金融服务曰保障烟农利益袁使其消

化的宏伟目标袁而烟草作为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组分袁必然要

除后顾之忧遥

推动自身发展尧增强自身竞争力袁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遥

2 存在的问题
目前袁烟草行业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袁如烟草种植品种
单一袁出现新品种研发尧推广滞后的现象曰科研体系不全面尧
科研人员整体素质较低袁并且缺乏国际交流[7]曰山区涝尧旱尧

国家烟草专卖局于 2007 年提出了发展现代烟草农业的战
略目标袁旨在使传统烟草农业转变为现代烟草农业以适应农
业发展形势遥现代烟草农业要全面加快建设烟叶生产基础设
施袁努力实现野一基四化冶的目标[1]袁即烟叶生产的规模化种
植尧专业化分工尧集约化经营尧信息化管理遥
现代烟草农业作为烟草行业的重大转型袁应以减工尧降
本尧增效尧提质为目标袁以创新烟草生产模式为核心袁以满足
广大烟农利益为出发点袁最终实现国家利益至上尧消费者利
益至上[2]遥但目前其发展阻力较大尧困难较多袁需要一个长期

病尧虫尧冰雹尧低温尧大风等自然灾害频发袁受灾面积广袁经常
造成烟叶减产甚至绝收曰烟草常年连作袁造成土壤养分供应
严重不足曰化学农药的大量施入袁严重威胁着烟叶的安全
性遥以上问题是我国发展现代烟草农业道路上的绊脚石袁需
要进行深入分析和及时解决遥
2.1 机械化水平不高

努力且非常系统的过程遥针对我国现阶段烟草的发展现状

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袁部分烟区很难实现机械化遥一些

提出可行性方案袁有利于顺利开展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工作袁

山区地理条件复杂尧经济条件落后袁严重制约着现代烟草农

为烟叶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遥
1 现代烟草农业的基本概念

业的发展遥如湘西山地面积比例超过 90豫[8]袁山区地块小尧坡
度大袁栽培尧中耕培土尧田间管理尧病虫害防治尧烟叶采收等

现代烟草农业是通过实施集约化生产尧规模化种植尧专

机械化程度较低袁严重影响田间操作效率遥云南烟区尧广东

业化分工和信息化管理以及运用现代化机械设备尧先进科学
技术尧适用的管理方法尧便利的信息技术袁加大生产要素投

烟区和四川烟区的地形以丘陵或山地为主袁受地形的限制袁
大型机器难以进行联合作业袁只能采用小型农机具尧牲畜或

入袁提高土地产出率尧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袁实现烟叶

人工作业袁导致生产效率低尧劳动强度大尧工序复杂尧规模化

遥

[3-4]

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烟草农业发展形态

现代烟草农业的发展袁需要进一步加强烟田尧烟区的管
理及建设[5]遥烟农作为烟叶生产的主体袁是烟草行业发展的
关键袁政府是现代烟草行业发展的催化剂袁起到桥梁和纽带

种植滞后和生产成本增加袁因而地形已经成为阻碍烟草农业
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9]遥

2.2 基础设施体系不完善
烟叶生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烟水尧烟路尧烟电尧烟机尧烟

企业紧密联系起来袁实现烟田种植专业化袁即专业化育种尧

房尧烟叶收购站等综合配套设施[10]袁是烟叶生产的重要保障遥
湖南宁乡的烟水尧烟房尧烟叶收购站等设施不完善[11]袁水资源
不足袁电力设施尧道路及网络建设不能满足烘烤集约化尧生

专业化起垄尧专业化耕种尧专业化施肥尧专业化植保尧专业化

产机械化的要求袁收购场地尧仓储设施建设也不能满足需求遥

烘烤尧专业化分级等曰提供烟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销售服务尧

与平原地区相比袁湘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本高袁同等投入

的作用遥烟草企业与现代烟草农业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尧互
推互助[6]遥发展现代烟草行业袁应把烟田尧烟区尧烟农尧政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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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范围相对要小袁长期以来袁由于投入的建设资金少袁基
础设施体系薄弱遥贵州开阳县烟田综合治理尧烟地保护尧烟
水尧烟路尧烟房尧防灾减灾设备等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没有

李玉宝等院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根本上得到改善[12]遥湖南永州烟水设施有了较大改善袁但

资金投入袁保证资金流通遥湖南永州在统一规划基础上袁以

烟区排灌设施仍然落后[13]袁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弱袁同

野田成方袁路成网袁渠相连袁旱能灌袁涝能排冶为原则进行土地

时烟叶收购站和烟房亟需加强建设遥山地烟区育苗设施落

整治袁全面配套林尧路尧桥尧涵尧闸尧沟尧渠尧田等设施袁提高烟

后袁缺少烟机袁烟站尧烟水尧烟房尧烟路等配套设施不完善 袁

田的产出效益以及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25]遥河南省通过采

与规模化种植的要求差距很大遥

取部分有效措施加快了土地流转袁实现了土地的承租者和

2.3 烟草种植不具规模性

出租者双赢[26]遥同时袁按照野依法尧自愿尧有偿冶的原则袁允许农

[14]

烟草规模化种植受土地尧资金尧技术尧劳动力等因素的
制约袁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种植为主 遥农村土地实行承
[15]

包责任制袁农户土地分散袁不能形成种烟规模遥土地流转难

民以转包尧互换尧出租尧股份合作尧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
经营权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7]遥
3.2 培育优良烟草品种袁实现烟草多元化

度大尧土地租金逐年提高尧土地流转周期较短袁严重影响现

敢于创新袁培育出烟碱含量适中尧香气足尧质量优尧产量
高的新品种 [28]遥运用漂浮育苗培育无病壮苗曰生产高效尧低

代烟草农业种植的规模遥
此外袁农资价格上涨袁租赁费尧地膜尧机械燃油费尧农家
肥等其他物质与服务项目成本均有所上升 遥种烟效益降低袁
[16]

毒尧低残留尧无公害的农药或生物农药曰选育抗病尧抗虫尧抗
逆等优良品种袁种植有机烟草袁减少危害[29]遥

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袁实现烟草运用多元化[30]遥提取烟

与其他农产品比较袁竞争优势逐渐减少袁烟农种烟积极性有

碱制成人类需要的药品[31]曰烟草中的胡萝卜素[32]和柠檬酸[33]

所下降遥
2.4

专业化水平较低

是治疗心脏病所需药物的重要成分曰从烟草中可提取制成食

实现现代烟草农业袁专业化人才及烟农的素质尤为重
要[17]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袁农村多数青壮年农民外出打
工袁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到农村发展袁导致烟农整体素质

品的蛋白质[34]尧高纯度烟草蛋白质和烟草糖[35]袁可作为 21 世
纪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之一[36]遥

3.3 加强宣传教育袁培养高素质人才

下降尧劳动力短缺遥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低袁思想守旧袁对新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袁通过电视尧网络尧讲座等形式让广

事物尧新政策尧新技术接受较慢袁严重阻碍了烟草农业的发

大烟农了解烟草发展形式袁传递正能量袁以此来激励烟农的

展遥烟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袁知识结构尧文化结构尧操作技

种烟热情和积极性[37]曰利用条幅尧广告等进行广泛宣传袁营造

术及对新思想的领悟能力较低袁缺乏具有较高权威性尧较强

良好氛围曰突出烟农的重要性袁激发其主人翁意识[38]曰选择具

技术能力的综合人才袁不能满足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对人力资

有良好带头作用的烟农袁以个别带部分尧部分带动整体的方

源的素质要求[18]遥

法鼓励烟农们团结起来袁使其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

2.5

种烟袁并把烟种好[39]曰做好烟农服务工作袁加大补贴力度袁实

烟叶生长环境恶化
烟叶的生态条件逐渐发生改变袁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尧

农田土壤肥力下降和土壤污染严重 遥土壤 pH 值偏酸或偏
[19]

行风险基金保障制度袁消除烟农后顾之忧[40]曰为种烟效益好
的烟农缴纳部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曰通过与高校联合开展

碱袁长期连作导致土壤中营养元素偏耗严重尧土壤养分供应

专业讲座等形式袁聘请专家对烟农进行培训袁培养一批高素

严重不平衡尧烟叶质量下滑尧病虫害严重等遥土壤质量的改

质烟农队伍曰拓宽烟农视野袁提高种烟技术[41]遥

良和农田水利改造需要消耗较大的成本[20]袁普通农民无力承

3.4 建立规范的烟农档案

担昂贵的改造费用遥如四川凉山地区为了解决灌溉问题袁虽

按省局统一印制产购合同书袁由各产烟地县烟草局将产

然已经修建了大量水窖袁但仍无法满足烟株正常生长的需水

购合同书下发至烟农手中袁组织好烟叶产购合同的签订工

要求袁靠天收现象尤为突出袁不少农田的劣势条件没有得到

作[42]遥为使签订合同规范化袁需加强技术人员培训袁确保各产

改善袁甚至恶化遥

烟地县公司的花名册和合同正尧副本相一致袁保证烟农手中

3 对策

的合同手续齐全尧数量一致袁签订种植面积和发放种子相一

传统烟草行业向现代烟草行业的转变是一个长期且曲
折的过程袁既需要制度的改变袁也需要思想的扭转遥烟田管
理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人力劳动袁其要求较高程度的机械
化 遥种植规模不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袁而是利用土地

致袁苗床面积和移栽面积相一致遥对烟农实施户籍化管理袁
严格落实合同生产收购[43]遥

3.5 加强信息技术应用袁建立灾害预测制度

[21]

流转尧租赁等政策实现大规模种植和专业化管理 遥需要做
[22]

好科学规划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曰需要运用信息化管理技

运用野3S冶技术袁可以探测烟草的种植面积尧土壤肥力状
况尧病虫害等袁可以对烟草进行精准施肥尧灌溉尧病虫害防
治 [44]遥将烟叶烘烤与网络结合袁提高烘烤过程中对烟叶的调

术袁培养烟草生产专业化人员袁提高广大烟农的素质曰需要

控袁提高烟叶质量[45]遥建立农业气象专家预测系统和病虫草

利用先进的科学制度袁完善各种基础保障制度遥

害监测网点袁根据灾害性天气和病虫发生动态袁及时发出信

3.1

科学规划烟草生产袁实现规模化种植

号袁提前预防袁达到良好的防治效果遥

种植烟草前要对烟草品种选择尧烟叶采收及分级尧肥料

4

施用尧病虫害防治尧种植规模等进行科学规划袁完善基础设

展望
现代烟草农业的成功转型袁将为烟草发展提供更多机

施建设袁实现烟草规模化种植和集约化经营 [23]遥自 2005 年

遇遥基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

国家实施基本烟田配套建设以来袁我国烟叶基础建设逐渐

国家对烟叶生产的要求越来越高袁降焦减害成为烟叶生产的

完善袁为形成现代烟草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遥要计划好

一大标准遥这对育种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优质高产成

[24]

245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农村经济学
为其努力的方向遥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袁在
吸烟有害健康的大环境下袁发展有机烟草成为趋势遥促进烟
草多元化尧研究烟叶新用途为烟草发展提供了新途径遥总
之袁新时代对现代烟草农业提出了新要求袁走烟草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需要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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