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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烟叶等级纯度的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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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烟叶等级纯度的重要性袁总结了烟叶等级纯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袁分析了主要原因袁并提出了解
决措施袁以期促进烟农增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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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Grade Purity of Tobacco Leaves

SU Zhenghe WANG Zhengxin LI Xiaofeng ZHANG Yaling
(Shidian Branch of Baoshan Tobacco Company in Yunnan Province, Shidian Yunnan 678200)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importance of grade purity of tobacco leaves, summarized the main problems of grade
purity of tobacco leaves, analyzed the main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obacco farmers忆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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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等级纯度是衡量烟叶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袁

1.2 部分烟农采烤技术不过关袁烤坏烟叶较多

不同质量的烟叶只有经过科学准确分级袁烟叶整体纯

一方面袁部分农户对田间烟叶成熟度标准把握不

度均匀一致袁资源才能得到合理利用遥 烟叶等级纯度

到位袁导致采烤过程中存在采青尧过熟等问题曰另一方

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卷烟产品质量的稳定

袁也影响

[1-4]

面袁在烘烤工程中技术落实不到位袁导致烤后烟叶青

烟农收入效益遥 近年来袁种烟投入成本不断提高袁烟叶

烟尧杂色烟较多袁烟农将这部分烤坏烟叶混在正组烟

收购价格保持不变袁导致种烟效益不断下降袁在一定

中滥竽充数[10]遥

程度上影响了烟农种烟积极性遥 为了提高烟农种烟积

1.3 预约预检工作落实不到位

极性袁稳定烟农队伍袁在行业内树立纯度出效益理念

一是部分预约预检员工作责任心不够袁没有将预

势在必行袁利用提高等级纯度来确保烟农利益遥 笔者

检工作落到实处袁存在只开票现象曰二是烟站对预约

通过分析烟叶等级纯度有效提高途径袁旨在引导广大

预检工作考核力度不够袁预约预检工作存在野前紧中

烟农及烟叶收购人员树立烟叶等级纯度出效益的意

松后不管冶的现象遥

识袁从种尧管尧采尧烤尧分尧收等关键环节下功夫袁严抓管

1.4 评级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理袁狠抓落实遥

1 烟叶等级纯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方面袁部分评级人员对国标的学习和理解程度
存在偏差袁或因经验不足袁导致对部分部位尧颜色尧等

一是混部位袁主要突出表现为中部混下部尧中部

级交集的烟叶处理不当袁或对特殊条件下生产或调制

混上部曰二是正组混副组袁主要突出表现为正组烟混

的烟叶不能判断相应等级袁评级人员有野好烟高看尧差

青烟尧杂色烟曰三是混水分超限烟叶及霉变烟叶曰四是

烟低看冶的收购心理曰另一方面袁部分评级员心态不

混非烟物资袁如动物毛发尧绳线尧泥土等[5-7]遥

1.1 烟农种植技术参差不齐袁大田基础未打牢
由于农户间种植技术水平高低不一袁 在烤烟移
栽尧施肥尧揭膜培土尧病虫害统防统治尧封顶打杈等关
键技术措施落实及大田管理上有差距袁导致种植技术
水平较低的烟农种植的烤烟长势不均匀袁鲜烟叶素质
参差不齐袁给后期烟叶采烤工作带来一定难度[8-9]遥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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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袁存在收人情烟的问题[11-12]遥

2 提高烟叶等级纯度的措施
2.1 高质量抓好烤烟大田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技术培训袁向烟农讲解烤烟生产各关键
环节技术要点袁 重点扶持种植技术水平低下的烟农曰
二是积极开展技术指导袁指导农户按照技术要求做好
移栽尧施肥尧揭膜培土尧病虫害统防统治尧科学封顶尧合
理留叶尧成熟采收等工作袁确保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

苏正和等院有效提高烟叶等级纯度的措施探讨
田间地头袁打牢田间基础遥

理出初分纯度差的农户袁进行针对性初分指导袁逐步

2.2 积极组建采编职业队伍袁抓好以留养成熟度为中

逐户进行扭转袁提高烟农初分水平袁确保等级纯度袁做

心的烟叶采编工作

到野烘烤一炉袁及时按要求初分一炉冶袁做到按炉次尧按

一是以村或片区为单位袁调查统计辖区内每户烟
农采编环节自给劳动力尧需雇工等情况袁对采编环节
确需雇工的袁由合作社各服务部就近或对外负责联系
召集采编人员袁 并及时将这部分人纳入采编职业队

部位进行堆码尧保管尧交售遥
2.5 抓实烟叶预约预检工作

一是组建专业化预约预检队伍遥 按照 1 名专业入

户预约预检指导人员负责 10 户烟农的标准袁 保证每

伍遥 烘烤期间由片区负责人统筹尧联络尧调度采编队伍

烘烤结束一炉初分扎捆一炉袁 从烤后第一炉烟开始袁

人员就近实施采编作业袁确保有效缓解烘烤季节用工

由预约预检指导人员进村入户指导烟农开展初分扎

多尧用工紧的难题遥 二是严格执行成熟采收标准遥 以村

捆工作袁在烤烟收购期间结合预约预检工作加强初分

为单位组织召开烟叶留养成熟度培训会袁培训烟农及

指导工作遥 二是严把预约预检考核关遥 在收购过程中

专业采编人员掌握各部位烟叶成熟采收标准袁向烟农

加大预约预检人员考核监督袁通过进站不合格烟叶退

及专业采编人员灌输留养成熟度尧分类编烟就是提高

货量来衡量预约预检人员工作是否落实到位袁根据退

烟叶产值效益的理念遥 坚持做到下部叶适时采收尧中

货量的多少来进行考核打分尧张榜公示袁接受群众监

部叶成熟稳收尧上部叶充分成熟一次性采收袁留养好

督袁利用考核促进预约初分工作的落实遥 杜绝只开票

每一片烟叶的成熟度袁做到成熟一片采摘一片袁严控

现象袁杜绝预检初分工作野前紧中松后不管冶遥

抢青及过熟采烤情况袁做好分类编烟工作袁减少青尧杂

2.6 严把定级关

烟叶的产生遥
2.3 组建烘烤技术服务队伍

烘烤期间袁合作社按照 1 名专职烘烤技术人员负

责 133.33 hm2 的标准聘用技术员袁组建一支由烟站烘

收购期间袁坚持对样分级尧对样收购袁分阶段平衡
收购眼光袁向定级人员灌输野只认烟不认人冶的观念袁
强调等级纯度及质量袁杜绝人情烟尧票子烟袁做到不合格
烟叶坚决退货不予收购袁确保收购平稳尧公平尧公正遥

烤主管+专职烘烤技术员组成的烘烤技术服务队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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