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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总经理李国目虹．副总经理孙荣弧和分局(分公司)苟
导班于成员合影(右起依次为蒋大成、邸树德．孙荣姬、李国勋、刘前、盛琥玉》





．．：亨局!筌司)裔。鳘丝理孙荣亚来分公司榆奁工作时与分局f分公司)领导窜彰({
皂依次为蒋大成、’孙荣亚、刘前、盛琥珏) 一

省局(公司)副总经理武卫东(右)与分嗣(分公司)局长、经理蒋大成(左)研讨发展



旨州尊擘卖局副硒长M孝贤f在)在定西县煳草公r≈峰u批发i；}|：检查工f1

码i_乇、经理蒋大成(左j『自定晤行署副专员牛兴民(右)}r：报rfi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副总经理葛波涛一行与分局f分公司)部分职工台影

排右起依次为刘在云、缑守恩、蒋大成．张仕儒、葛渡涛、刘前，杨洪、张万斌

维杰．和平)

陇西县委、县政府和分局(分公riJ J秆开座谈会，局长、经理蒋大成f中)和

E王永生(左)、县长帝必泽f￥，)研究f：作 ． 。



分局(分公司)领呼班子全体成员f右起依次为和平、刘在云，蒋大成、缑司

恩、张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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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年4月全区网点建设会议



2001年3，i定西地区公安处驻定西烟草专卖分局公安特派室成

定西地区公安处和定西烟草专卖分局的领导为特派室揭牌

2000年全区烟草工作会议

——



纪念“娴革々卖法”颁mi I‘_|跚年蛾淡会

鲁妻标志服着装仪式I7．j，^6领导在旧旗I-1l!严宵j

t两烟草々卖分局参加“3 15”打假联合行动



々卖人员向消费者介绍识别假冒卷烟的常识

烧毁假冒卷烟

2001年6月查获临洮县个体P：1E-法贩运烟叶20吨，烟丝3．6吨





定西烟草专

旧源县烟草专卖局(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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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县烟草专卖局(公



案县烟瞥公司批发州



t弭县烟草专卖局(公司

陇西县炯尊々卖硒(公司

临洮县烟草々卖局(公

≯望



领导和埒!I．M{i。ll陆,全主义好

省局f公司)为文艺扩演彩

奖单位发奖，临洮县公司经理诱

炳荣同志(左二J领夔

全省烟草系统首届文艺“：演

会J：定砥分局选送的舞蹈“卓玛

的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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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烟草志》复审定稿会于2002年J1月31日在陇西召开，省娴草学会理事长孙荣亚、笮

志办副主任张克复、省局编志办主任冯欣等参加

E西烟草志》复审定稿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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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J／匕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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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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定西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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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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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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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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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定西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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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7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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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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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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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烟草行业实现工商利

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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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定西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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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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烟草志·

蒋大成

烟草是一种特殊消费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烟草也是一

种高税产品，收入大，见效快。

烟草是三百多年前传入定西地区的。此后，在一些地域逐渐兴

起种植和加工业。明朝末期，临洮、陇西等县即开始种植黄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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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生产水烟，至清朝中、后期已形成一定规模，多家设办烟坊制

作烟丝，除销往本省外，远销陕、川、鄂等省。民国时期，烟叶种

植和烟丝加工业进一步扩大，成为当地一个重要产业。临洮的烟丝

年产量仅次于兰州、榆中在全省排名第三位，陇西居第四位。解放

前夕，烟草生产有一定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

扶持下，个体烟丝加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 956年实行公私合营，

临洮、陇西等县分别成立了多家烟丝厂，生产烟丝(黄、绿水烟)、

旱烟和卷烟。无论固定资产还是总产值，都有成倍的增长，产品销

路进一步拓展，除四川、陕西、湖北外，新增江苏、上海、云南、

贵州等省(市)。1965年后，各县的烟草加工业陆续停办。

历史上曾对烟草实行过地方专卖或专营。1 953年～1956年定

西地区各县陆续设立糖烟酒专卖公司，对糖、烟、酒实行过不完全

专卖。1 983年9月23日，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烟草制品

实行国家专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烟草总公司、国家烟草专

卖局的相继组建，对全国烟草的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集中

管理，标志着中国烟草新纪元的开始。1 987年以来，定西地区7个

县陆续成立了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为我区烟草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长期的实践证明，不完全专卖和专营造成了烟草

行业盲目发展的混乱局面，国家财政收入也受到影响。1991年6月

29日是共和国烟草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全国第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国

家主席签署46号令，宣布于1 99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至此，

烟草专卖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 997年7月3日，国务院又

·9‘



序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对《烟草专卖

法》原则规定作了细化和延伸。《实施条例》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烟草专卖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国家对烟草专卖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要求，经

甘肃省人民政府及甘肃省烟草专卖局批准，1992年5月，成立了定

西地区烟草行政主管部门——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定西分局，主管本

辖区内的烟草专卖工作。与此同时，依据烟草专卖制度规定，成立

了烟草制品流通管理机构——甘肃省烟草公司定西分公司，管辖区

内7个县公司，分别负责执行省公司和定西分公司的购销，调拨计

划，面向全国，开展卷烟二级调拨业务。至此全区烟草事业步入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定西分局(分公司)成立十年来，在

省局(公司)和定西行署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烟草专卖法

律、法规和政策，结合定西实际，依法对本辖区内的烟草专卖专营

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整顿和规范本辖区烟草专卖品的经营活动，

为烟草“满足消费，增加积累”，促进定西烟草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分局(分公司)新领导班子全力以赴贯彻落实国家局

“狠抓基础，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和“一要规范，二要改革，三

要创新”的工作重点，全面实施全省地产烟新品牌发展战略，面对

烟草行业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变化而造成的不利形势，“冷

静分析，沉着应对，把握方向，知难而进，对内强化管理，增收节

支，对外抓住机遇，拓展业务，努力扩大销售”，提高了经济效益，

开创了专卖专营工作的新局面，打造了定西烟草在新世纪进一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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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的竞争平台。

中国历来有编史修志的好传统。“盛世修志"，旨在资治。修烟

草志，存烟草史，在于垂鉴后表。遵照国家局和省局编修烟草志的

安排部署，我分局于去年5月成立了修志专门领导机构，组织专人

开展工作，经过9个月的努力，编纂了《定西烟草简史》初稿。11

月，按照省局关于编写《烟草志》的要求，我们重新调整了编写力

量，在中共陇西县委党史办公室同志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终于编成了此志。在今天《定西烟草志》正式成书的时候，谨向为

本志书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编纂、审稿工作人员和给予了大力支持的

有关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定西烟草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

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在查阅分局全部档案资料

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述前之兴衰，记当今之得失，

通过去之教训，贯现在之经验，为认识定西烟草、治理定西烟草、

振兴定西烟草，提供一个历史的借鉴和现实的依据。

祝愿定西烟草在跨入21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途上继

往开来，谱写更加辉煌壮丽的篇章!

祝愿定西烟草在我国加入WTO的形势下，紧紧抓住机遇，沉

着应对挑战，在实施地产烟新品牌战略中，进一步开创新局面，再

展宏图。

2002年12月1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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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志总貌；大事记提纲挈领，从纵的方面统驭全志。中设烟草机构、

烟叶种植和水烟加工、卷烟经营、多种经营、公卖专卖、企业管理、

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烟草文化、人物为主

体，按照烟草学科分类并结合志书体例，分章、节、目、细目记述。

末尾殿以附录，作为补充、参考。

三、本志横断纵写，纵横结合，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贯

通古今，详今略古，以记述烟草实行专卖、行业实行垂直管理的史

事为主。上溯明朝末年，下迄2001年，个别事件有所下延。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录并用，图、表穿插于文字

相关部位，彩照排列卷首，图文并茂。

五、本志用语体文，述而不论，寓理于事，力求文风严谨、朴

实，语言准确、流畅，字约事丰。

六、1 987年前的资料以地、县档案馆有关档案材料，各县《县

志》记载及走访记录为主；1987年后的资料以分、县局(公司)的

资料为主，选用资料经过反复核实，书中未注出处。

七、历史纪年、历代机构等，均按历史习惯表记。凡中华人民

共和国以前纪年，皆加注公元纪年。“××年代"(如70年代、80

年代)概指20世纪年代。每章反复出现的机构、文件等名称，首

次出现写全称，再次出现写简称。典型案例中的当事人只写姓，不

提名，名用“××”代替，其他人物直写姓名。 ．

八、大事记中月、日不详的，采用“是月”“是日”。“△ "符

号，表示跟前面一条时间相同。

九、计量单位，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单位(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水烟采用“担’’“市斤’’等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卷烟采用“箱”“条’’等为计量单位)。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

阿拉伯数字，不确切数字(如八九十个)或专用名称(如第五届六

次会议)用汉字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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