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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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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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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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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临洮县新添铺黄烟厂五百余名工人罢工，

1 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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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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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4年卷烟销售量比1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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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7年底，仅三年多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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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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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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87年的1 3690万元增长到1 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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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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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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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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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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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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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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烟草企业实现工商税

利16．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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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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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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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发展甘肃烟草行业提供借鉴。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由《兰州卷烟厂志》等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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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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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烟草志·

贾辉林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之间，沃野

广袤，田畴纵横、河渠成网、万物争妍，天赋百姓一处独特美丽的

乐园，闻名遐迩。难怪古人有“不望祁连山头雪，错将张掖认江

南’’的感叹，张掖遂被冠以“塞上江南’’“金张掖”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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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是古丝绸之路重镇。秦汉月氏昭武城，匈奴角乐得城，隋唐

张掖、删丹城，是商贾往来驻跸，经济贸易交流的中心。自中原西

至地中海沿岸各国的使者，都在这里留下了中西经济和文化活动的

史迹。隋炀帝在此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更是蜚声一时，传史千

秋。

张掖烟草起于清朝，传于民国，兴于当代。自烟草传入张掖约

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区内各族人民凭借自己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及

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与追求，引进中原烟种，购进内地烟品，不断探

索演进，创造了丰富的张掖烟草文化。肃南鼻烟、高台白烟、山丹

水烟、甘州旱烟，一个个独具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烟草芳品，争

奇斗艳，各经其历，勾勒出张掖烟草曲折坎坷的过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张掖烟草新的一页。国家对烟

草实行统购包销，按计划生产调拨的政策结束了张掖烟草盲目、落

后的无政府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有序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

放后，国家烟草专卖体制的建立，为烟草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凯旋

之门。张掖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自1992年成立以来，在省烟

草专卖局和地方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烟草系统干部职工，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依法治烟，规范市场，满足消费，增加积累。以

烟草人特有的无私奉献，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为国家

财政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掖烟草志》是《甘肃省烟草行业志》丛书之一，由张掖烟

草专卖分局(分公司)组织力量，穷搜广觅、博采备陈编撰而成。

纵观全书，结构严谨，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详略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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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突出；记区内烟草之古今，述专卖专营之行情，比较全面地反

映了张掖烟草的发展状况。面行于世，必将发挥其“资治、教化、

存史”之功效。

因烟修志，史无先例；欣逢盛世，百业中兴。张掖烟草进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企业经营效益显著，专卖管理不断加强。回

顾过去，张掖烟草之史不能丢；目睹现实，张掖烟草之事犹须记；

展望未来，张掖烟草之志诚可贵。愿《张掖烟草志》成为本行业鉴

古知今，经世致用的信史。

发展造就了历史，历史在发展中前进。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

将是明天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困难和不足，强基固本；以

志为镜，做精做强张掖烟草，共铸金张掖辉煌。

2002年8月31日于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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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张效蕾

j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江目

陪同下，视察张掖烟牟



i．2001年7fl 25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潘必兴(后排右四)在省烟草专卖局f t

副总经理武卫东(后排左四)陪同下看望山丹绣花庙烟草专卖稽查人员

．’2001年7月2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杨传德f左二)在高台县南华烟草批发部

检查网点户籍化管理工作。(左起：刘震、杨传德、王国庆、王进立．水仁贵，张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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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992{F 6 J1】8 n．张掖烟草々卖分局(分公司)成立，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

§理张效善(前排右丘J和地委、行署、各县(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莅临祝

也省烟草专卖局(公司J局长、总经理李国勋与张掖烟草专卖分局(分t

邬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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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市烟草专卖1

)副经理包映德f￥

睑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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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年张掖烟草专

卖分局(分公司J领导班子

成员合影，(左起：水仁贵，
米虎祥、张绥祺、程，j涵，

卜2002年张攮烟尊专多；分
献§}公司顺导班子成员合影二

、遗i梦朵守红、剃碍虎、贾辉
林、水仁贵)

7

，2000年张掖烟草专卖

分局f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台影。f左起：王进立．刘得虎、

削震、水f_I贵)



▲张掖烟草专卖分局(分么

▲张掖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金叶大酒店



：一张报烟草专卖分局(分

公司)城市卷烟批发网点

．一张搬删草专卖

(分公司J职r住宅楼



张掖市炯草专实局(公司)卷烟配送中一C

张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艮乐县炯草专卖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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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县烟草专卖局(公



金I：1f-大酒店歌舞厅

金叶大洒店客房

▲金叶大酒店餐Jf



2002年1月19日，张掖地区行署召开全区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会议二张掖地委、行署

2000年8fl 14日，张掖地区行署召开全区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会议。行署副专员、专

姻草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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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15日，在张掖市中-L

场举行全区销毁假冒卷烟现场会

县烟草打私打假现场会

1996年11月18日，在山丹县

举行全区烟草打私打假、销毁假冒卷

烟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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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k窭鹪辟卧童

销毁假冒商标卷烟清单

1993年J2月12日，在张掖市东方红广场销毁假冒卷烟

2000年3月15日，在张掖市西郊黑河滩销毁假冒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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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服务



顾客选购名烟

统一装饰的网t

哺种齐全的卷烟专柜



垂人员榆查市场

日建初期的送货乍辆



卷烟防伪打码

高台县烟草公司金叶超市

优质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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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烟草系统精神丈明建设、专卖管理_lTd-会议

重

作

臆

翳

20(X)年度令I式烟草系统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斩产品宣传展辞



营销员职qk技能牿定理论考试

996年9月，全区烟草系统举力

1997年全区烟草系统开

展职业道德知识竞赛

全区烟草系统先进集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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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辉林、刘得虎、朵守红；后排左起：郇世荣、周铁成、李雄、贺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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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民国铜质寿星水 清代龟鹤烟瓶 民国铜质弥勒佛水烟瓶

烟瓶 (国家二级文物，张掖

大佛寺馆藏)

肃南裕固族流传使用的玉、银、瓷质 玛瑙、玉石、银、铜质烟嘴、烟斗

各色鼻烟壶

鹰翅骨、羊腿骨制成的水烟锅 裕周族群众吸食卷烟



职工自编节目，参加文艺汇演

配乐诗朗诵《我们是新世纪的烟草人》

_曩手白旁一—■?’'
欢腾的祁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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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民国16年(1927年J至民国24年(1935年J的八年间．张掖连年发生地震、干旱等自然灾害

而政府强迫农民种烟，摊派烟亩款，人民生活雷上加霜。图为农民在屋顶翻晒烟叶





·张掖烟草志·

，

凡 例

一、《张掖烟草志》的编纂，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突出时代特

点、行业特征和地方特色。做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体现志书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为张掖地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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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志上限力溯事物发端，下限断至2000年。大事记、人

物简介和照片延至2002年8月。

三、志书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记述资料，志书

首设序言、凡例、概述，次设大事记，主设志体，末设后记。主体

部分设章、节、目三级，个别设子目。横排纵述，以志为主，图、

表为辅，照片补之。

四、编写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叙之中。

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据事直书，文约事丰。

五、志内人物以张掖地区工作过的本、客籍为主。人物姓名、

籍贯、工作单位、出生年月准确无误，并经组织审定认可。

六、大事记中出现的“▲”符号，表示与前条时间相同。

七、记事述情采用第三人称书写。记载人物，不冠职务官衔，

直呼其名。机关单位名称在每章开始写全称，其后写简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写“共和国”成立前后。

八、计量。共和国成立前的用当时的通用名称；共和国成立后

的用现行称谓。卷烟以箱(250条)为单位。

九、纪年。清代以前按朝代纪年，用大写，括注小写公元纪年。

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皆为小写；年代均指20世纪，如60年代、90

年代。

十、数字用法。统一遵循1987年2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等7个部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标

点符号的用法执行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

版署修订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统计数字的采用，以每年年终

统计年报为准。

十一、志书资料来源于地、县(市)档案馆、地方志办和全区

烟草系统的文书与档案，不注出处。口碑资料均验证于10人以上，

俱经审核准确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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