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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勋

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和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重

视下，经过三年努力，《甘肃省烟草行业志》终于相继出版问世，与

读者见面了。这是我省烟草行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

果。

甘肃省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它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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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志·天水卷烟厂志

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旧时代，甘肃经济落后，民众生活贫困，烟

草消费以水烟和旱烟为主。

水烟是我国古老的烟草产品。甘肃水烟兴起于明朝末年，衰败

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约有三百多年历史。在其鼎盛时期，水烟作坊

遍布城乡，产品以“丝、色、味"三绝著称，除在本省销售外，还

远销到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各国，极负盛名。后来因为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洋烟"流入以后，随着吸烟者消费习惯的

改变，水烟业逐步萎缩衰败。今天我们研究借鉴甘肃水烟业兴衰始

末的历史经验，对于振兴甘肃烟草行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任何

一个行业，如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终归会被社会无情地淘汰。我

们应该深明这条经济法则。

在旧社会，水烟行业的资本家以剥削手段极力扩张资本。对工

人加重劳动量，迫使工人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以上。并实行锁门、

搜身制度，控制、侮辱工人。工人生活条件也极端恶劣。面对资本

家的压迫剥削，工人们自发地开展斗争。1 923年6月，兰J,11(时称

皋兰县)爆发了水烟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人数达五六千人，这在

当时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兰州，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以后还发生过1 929年临洮县新添铺黄烟厂五百余名工人罢工，

1 94：9年兰州水烟工人罢工等多次斗争。今天的烟草职工，工作在明

亮宽敞的生产、经营环境中，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使劳动强度大大降

低，职工的住宿、收入和生活水平都与过去有着天壤之别。抚今追

昔，激励着我们烟草行业的职工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

义，坚定地沿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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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

月里，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5月，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陇东分公司西华池子公司在西华池南街开办

华丰烟厂，使用木质器具手工生产卷烟，产品有“红光’’、“战马’’、

“黎明’’等牌号，供应延安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县军民。老区

烟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很大贡献，其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今天我们仍应继承和发扬光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省烟草行业从根本上得到了新生。

从建国初至1 984年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前的35年中，

全省烟草行业持续发展，1984年卷烟销售量比1 952年增长了34

倍。在这个较长阶段，全省烟草管理体制屡经变动，产、销企业受

多头管理，供销矛盾始终没有得到统筹解决，烟草发展出现过失误

和曲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烟草这个特殊行业，只有实行

统一领导、垂直管理、垄断经营，才能避免盲目发展，防止财源流

失，满足消费者需要。

从1 984年至2000年，全省烟草行业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

得益于烟草专卖法制的建立和完善，得益于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

经历了组建恢复、稳步发展和三年调整三个阶段，经受住了经济体

制转轨的严峻考验，绘出了一幅幅行业发展的壮丽画卷，昂首阔步

跨入了21世纪。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至1987年底，仅3年多时间，就

完成了4户卷烟厂、8家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和39个县(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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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局(公司)的机构组建工作。处理组建时接受的积压卷烟，

消化削价报废损失上亿元。工厂开始改变落后的生产设备以及产品

牌号杂乱的局面。烟草市场的整顿也迈开了步子。组建恢复期为行

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的十年，全省烟草行业稳步发展。各级烟草专卖局认真贯

彻《烟草专卖条例》和《烟草专卖法》，严肃查处无证经营、倒买

倒卖、制售假冒卷烟等非法营销活动，维护了国家和广大消费者的

利益。工商企业积极推行改革措施，从上而下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在兰州试行“厂站合一’’的管理体制。稳妥地逐步放开卷烟价格。

随着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卷烟生产能力逐年增强，企业管理水平

普遍提高，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全省烟草工商企业实现的利税，从

1987年的1 3690万元增长到1996年的43976万元，平均每年增加

3000余万元，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年稳步发展，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矛盾。

尤其是在1 997年全国市场疲软，卷烟产大于销，价格下滑，企业

经济效益下降的新情况下，对于一个烟草小省来说，所受的冲击十

分巨大。工商企业跌入低谷，举步维艰。当年年底，工业实际潜亏

1．8亿元。庆阳卷烟厂、合水雪茄烟厂因资不抵债，无法运转。商

业经营地产烟亏损6000多万元，经营省外烟利润大幅下降。烟叶

种植计划失控，实际种植面积比计划扩大了一倍还多。卷烟市场违

法经营活动有逐渐增多之势，全省仍有兰州市小西湖、武威市西凉

市场等六大卷烟非法交易市场。

面对严峻的形势，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认真学习中共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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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

究，冷静思考，准确把握，沉着应对，把1 998年"---2000年确定为

甘肃烟草行业的三年调整时期，提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总体工作思

路，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

三年调整都调整了些什么?概括地讲，就是调整工业组织结构，

把“关小’’和“扶大扶优”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各烟厂的实际采取

不同策略，朝着把甘肃烟草做精、做强、做大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

步子；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实施品牌战略，三类以上的

地产卷烟占总产量的比重从1997年的37％，提高到2001年的

80％以上；调整工业装备，三年投入技改资金3亿多元，改造制丝

线，更新卷接包机组，加大科技含量，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依法调

控市场。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力度，1 998年一举取

缔了省内六大非法卷烟交易市场；投入专项资金4000多万元，加

强专卖队伍建设，查处违法经营案件5万多起，烟草市场秩序大为

改观；调整经营策略，大抓网点建设，完善经营纪律，改进服务态

度，使卷烟流通规范有序地运行；调整机构，精简处室，推行人事、

用工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竞争上岗，交流干部，分流富余人员，

增强激励机制，加快了工作节奏，提高了工作效率。

显而易见，调整就是规范，就是改革，就是创新。经过三年调

整，取得了超出预期的丰硕成果。2001年全省烟草行业实现工商利

税1 6．5亿元，比上年净增9．9亿元，增幅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在

本志刊印的时候，2002年即将过去，预计全年实现税利21亿元左

右，比2001年增长27％，其中：税金1 2．5亿元，利润8．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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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工业利润3亿元，商业利润5．5亿元)，全省烟草企业在新的

起点上继续开拓创新，快速发展。

甘肃烟草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是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

和国家烟草专卖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省烟草职工锐意改革，开

拓进取，辛勤工作，艰苦创业的结果。三年调整是在过去工作基础

上的发展和创新。学>---j和借鉴历史经验，对正确地认识现在，创造

性地面向未来，都具有很强的资治作用。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的编纂，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我省烟

草行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主体内容，广征博采，考证鉴别资料，精心

撰写，力求朴实、严谨、科学，尊重历史，服务当代，尤其是充分

展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烟草行业蓬勃发展的基本状

况，旨在为发展甘肃省烟草行业提供借鉴。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由《兰州卷烟厂志》等1 6卷组成。各卷

包括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等主要内容。全志约六百万字，以

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图文并茂，体现了时代特点_是一部

卷帙浩瀚的烟草文献和资料汇编。

在《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出版发行之际，我代表甘肃省烟草专

卖局(公司)党组对全行业参加修志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真挚的慰问。

由于时间仓促，编辑水平有限，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不妥之处，

敬请各界人士给予指正。

2002年1 1月1 3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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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卷烟厂志·

张 辉

《天水卷烟厂志》历两度春秋，竭耕耘之力，赖领导支持，有

专家学者指导，凭修志人员辛勤劳动，始与读者见面。其业可敬，

其功可贺。

我曾在天水卷烟厂工作，知悉厂情。其创业初始，条件艰苦，

困难重重。全厂职工艰苦创业，在克服困难中前进，在深化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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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厂上下思想观念大转变，推动了生产

力的大发展。特别是经过几次大的技术改造，建成先进的生产线，

生产工艺更加完善，经济效益显著增长。自1991年以来，年创利

税愈亿元。其业绩可佳，精神可敬。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天水卷烟厂志》的编修，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修志仁入，不畏艰苦，访耆老征集口碑，赴外埠查阅资

料，求专家指点迷津，伏斗室昼夜编撰，于大量史料之中，钩沉索

隐，拾贝撷英，严审细琢，数易其稿，殚精竭虑，方成志稿。它如

一面镜子，生动再现30年风雨之历程。里面有喜也有忧，有苦也

有甜；有创业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

的经验。不论是喜是忧，成功抑或失败，无疑都是宝贵的财富。这

对于我们了解天水卷烟厂的昨天，认识天水卷烟厂的今天，开拓天

水卷烟厂的明天都有借鉴作用；对于全面了解厂情，探求其规律，

制定其决策，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天水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地跨黄河、长江两

大水系，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湿润，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对

发展烟草工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恳切希望天水卷烟厂同仁抢抓

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和完善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再现辉煌。

200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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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藕蒋传

《天水卷烟厂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编纂，即将付梓出版。这

是企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的问世，将对

烟厂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作为一名在天水卷烟厂工作三

十余年的老同志，感到十分欣慰。

天水烟草工业，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天水境内就有种植烟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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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天水卷烟厂志

的历史，武山生产的水烟在省内外享有盛名，一直延续至今，但大

都采用手工生产，没有形成大的生产规模。1 970年，天水卷烟厂的

创办，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建厂以来，企业

艰苦创业，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改变传统的用工制度和管理模式；

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先后投资1．3亿元，进行了四次大的技术改造，

建成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流水线，相继研究开发了20多种新产

品，市场占有率逐年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增长，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1 988年，在全国烟草行业147

个工业企业中，资产利税率名列第一，单箱资产利税率名列第九；

在省内烟草行业中，产量、产值、利税增长率、人均上缴利税、优

质品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名列第一。特别是1 998年至2000年，天水

卷烟厂以“有利于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甘肃烟草事业的健

康发展，有利于职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行为准则，以地产烟

扭亏为中心，以发展地产烟，深化企业改革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企

业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项经济指标连年增长。30年累计

实现利税12031 0万元。这些成绩的取得，倾注了全厂职工和历届

领导的心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遗产

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认真总结天水卷烟厂的历史，根据甘肃省烟

草公司的统一安排，天水卷烟厂从2000年开始，先后利用一年多

时间，精心编纂《天水卷烟厂志》，以科学的篇目体例，翔实的资

料内容，从概述、大事记、建置、生产、基建技改、技术进步、工

艺质量、能源设备、供销财务、综合管理、生活福利、三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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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人物、附录、编后记1 6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天水

卷烟厂的历史和现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资政、教化、

存史”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天水卷烟厂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甘肃省烟草公司和天水

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和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也得到全厂各部门的

积极配合和支持。特别是编写人员精心设计篇目，广泛搜集资料，

数易其稿，多次修改完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里，我向指导、

参与编写厂志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天水卷烟厂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锐意进取、不断发

展的历史。今后我们应以志为鉴，认真总结30年的经验和教训，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优异的成绩，谱写天水卷烟厂更新、更美的

新篇章。

2002年1 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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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卷烟厂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天水卷烟厂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统一。

二、本志分概述、大事记、建置、生产、基建技改、技术进步、

供销财务、能源设备、工艺质量、综合管理、职工福利、三产企业、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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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人物、附录等15部分。全志采用章、节、目体，述、记、

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

三、本志上限于1 970年筹建天水地区卷烟厂开始，下限截止

2000年底。

四、本志根据天水卷烟厂发展状况，重点记述1984年后各个

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对1 984年前的工作根据掌握资料多少，作

一般记述。

五、为了记述简练，尽量避免重复，志中“厂”“厂里”“厂

部”“企业”均指天水卷烟厂；“省公司"指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

六、本志一律运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文中使用1990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标点符号用

法》，数字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采用公制。

七、入志资料一般来源于天水卷烟厂各部门提供的资料和原始

档案。

八、志中名称(包括厂名、地名、机构名称、姓名、商品名称、

设备名称)，一般用全称。

九、志中纪年采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的人物按不同层次分别记述，厂级(相当于厂级)干

部简介，科级干部和中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列表，一般职工只列名录。

十一、为了记述方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录也列入人物篇。



◆中共天水市委书记张津梁题词



◆天水市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王洪宾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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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倪益瑾(前排右)在中共天水市委书记王洪宾f后排

右一)等陪同下视察天水卷烟厂

◆1998年4月，甘肃省省长宋照肃(右二)视察天水卷烟厂



◆1996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前右二)在中共天水市委书记刘长凯(前

左一)、天水卷烟厂厂长蒲蔚仲(前左二)等陪同下视察天水卷烟厂

◆2002年7月，甘肃省省长陆浩(前排中)在省烟草专卖局(公司j局长．总经理李国

勋(前排右)、天水卷烟厂厂长姚文海(前排左)等陪同下视察天水卷烟厂



◆2001年1月，甘肃省副省长韩修国(右一)在中共灭水市委书记张津粱f左一)的

陪同下视察天水卷烟厂

2001年6月，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右三)视察天水卷烟厂



◆2002年7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潘必兴f左二)在天水市副市长雷志强(左一)

等陪同下，视察天水卷烟厂

◆2002年12月．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总经理李国勋(右一)，中共天水市委副

书记杜松奇(右二)、常务副市长冯沙驼(左一)等领导视察天水卷烟厂



1998年9月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总经理孙荣亚(左)在天水

卷烟厂厂长蒲蔚仲(右)倍同下视察制丝车间

1985年一1993年厂领导班子成员．左起：刘发祥．石自修．宋明喜、姚秀珍．蒲蔚仲



1993年～1998年厂领导班子成员．左起：杨林．凌恒善、阎春冠、蒲蔚仲、宋明喜、姚秀

珍、李麟洲、任松年

蒲蔚仲厂长主持召开卷烟评吸会



表彰优秀共产党员、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代表

996年。获得省烟草々卖J曲(公州)“莫高杯”职业道德知识竞赛二等奖



十一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r二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80年代旧办公楼

1999年建成的职工培训中．C



70年代生产车间

988年建成的生产楼

1994年建成的生产楼



捌丝午间

卷包乍问



“八扛”技改期间建成的制丝生产线

2000年初，组织职工进行产品促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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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在庆祝建党75周年演嗡会J：演口

文艺节目《赶社火》荣获1991年全国烟草系统义岂汇演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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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f：文艺晚会

职工灯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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