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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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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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于肃省烟草行业志·合水雪茄烟厂志

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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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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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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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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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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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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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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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 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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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合水雪茄烟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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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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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0万元增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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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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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37％，提高到

2001年的80％以上；调整工业装备，．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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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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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

调整，取得了超出预期的丰硕成果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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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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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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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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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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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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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002年11月1 3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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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麒

《合水雪茄烟厂志》即将付梓出版，这是合水雪茄烟厂全体

职工的一件大事，也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值得庆

贺。

合水雪茄烟厂诞生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成长于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至今已有26个春秋。26年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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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雪茄烟厂已由一个40多人的县办小厂发展成拥有500多名

职工，上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为合水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支

柱，庆阳地区纳税大户。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合水县国民经济发

展，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

合水雪茄烟厂的发展壮大，是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正确

领导的结果，凝结着全体职工的心血和汗水，倾注了地方政府和

合水人民的关爱和支持。每当回首这段曲折的历程，烟厂历任领

导沤心沥血，励精图治；职工任劳任怨，奋发图强；合水人民密切

配合，鼎力支持的情景历历在目，使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合

水雪茄烟厂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合水人民与烟

厂职工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友谊史。

为了真实的再现这段历史，编志人员不辞辛劳，冒着酷暑，

查阅资料，求访知情人。殚精竭智，悉心谋篇，辛勤笔耕，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烟厂前任领导，各科室工作人员和全体职工及社

会各界人士也给予了热情支持，特别是特邀的政协合水县委员会

原副主席赵鸿藻同志精心指导，认真审阅，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深

表谢意o

《合水雪茄烟厂志》共13章54节，40余万字。全志以时为经，

以事为纬，横向编排，纵向记述，体例新颖，资料翔实，记述精当，图

文并茂。特别是认真坚持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的

反映了合水雪茄烟厂的历史和现状，突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

本厂特色。字里行间渗透着全厂职工爱厂如家、无私奉献、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的精神。具有较强的存史、资政、教化作用，是进行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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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育的好教材。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相信《合

水雪茄烟厂志》，一定能为后人发展经济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借

鉴，启迪和激励后人登上成功的彼岸。

展卷现辉煌，掩卷看未来。让我们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

真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振兴烟草，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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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台水雪茄烟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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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3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倪益瑾(左二)、甘肃省烟

；卖局局长、省烟草公司总经理李国勋(右二)视察合水雪茄烟厂时与中

：部座谈。中关庆阳地委副书记薜亮云(左一)参加。

1999年”月3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倪益瑾(右二)在合水雪茄

烟厂视察制丝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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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烟草行业志·合水雷茄烟厂志
——昂函蜀面磊而再面砣面再罚五鬲了葡i西而

991年5月7目，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经理张效善(左

iU经理孙荣亚(左四)在合水雪茄烟厂视察二期技改工程。

1 994年5月，庆阳地区和合水县党政领导在合水雪茄烟厂检查指导工作。



炳导干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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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班子成员合影。左起杨永清、梁德华、李凤麒、赵普忠

一刚力∥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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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25日，庆阳地区行署专员郭继芳(左二)与合水县党政领

导为合水雪茄烟厂二期技改工程开工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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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雪茄烟厂老厂房

合水雪茄烟厂生产楼



合水雪茄烟厂厂区一角



墨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台水雪茄烟

1 994年前的职工住宅

新建的职工住宅楼之



合水雪茄烟厂金叶宾馆接待厅

合水雪茄烟厂金叶酒店



C甘肃省烟草行业悬

1987年，

甘肃省烟草公

司副经理孙荣

亚视察雪茄烟

生产车间

广



B@J丝生产线

新制丝生产线



墨甘肃省烟草行业忠

卷接车间

包装车间



贡量榆测人员对产品进行理化检测分

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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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3年，在辽宁省抚顺市举办产品评吸座谈会

在西峰市宣传产品



?■7■

’98全民健身宣传活动月

三+自：5 1置i； 。=； 之
=+‘：’‘： ；j．．



曹旨定产品
一九九六年九月

一一



广
二二J

刊二J

—a-I

一，一



C甘肃省熘蕈行业：



喜球

叠圈誓誓一

—_

- II．

XIZHU

I蔼
l室擎蓦岛

^t

瞌

雪为b

囤砸圃圆
■‘

⋯■-，●t■

●==

．一J、、，

。．=j_J
‘；jIj

葛象一

’叠茄

引，一小

矗眇●J

2

《一I．■j一

，

Z—lctl一≯

．

．垦鸯墓。

同

趱■]I．d酬翻尘～簟一心溷
固
一



固

警．．，盆：甾

￡■t

；；：



金叶幼J L园的小朋友表演精彩节目

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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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五·一”职工运动会开幕茧

职工篮球比赛



1 997年元宵节灯谜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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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2年，合水雪茄烟厂首届职代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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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雪茄烟厂志》初审会议

2002年4月21日，《合水雪茄烟厂志》复审定稿会议

彤卫⋯Ⅷ一k形．LI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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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雪茄烟厂志》编纂委员会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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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雪茄烟厂志·

凡 例

一、 《合水雪茄烟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全面、系统、客观的记述了合

水雪茄烟厂的发展历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 ， 。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合水雪茄烟厂志

二、突出改革开放和老区革命传统，体现时代特色、地方特

点和行业特点。

三、本志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上限自1976年合水雪茄烟

厂创办时，下限至2001年12月底。

四、本志由机构沿革、合水雪茄烟厂建设等13章54节组

成，采用详近略远、详主略次、详独略同、以章分类、以类系

事、以事系人的方法，横排竖写，分层次记述。

五、全志采用记述体。以志为主，述、记、图、照、表、录

齐全。志书文字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简化字书

写。数字和纪年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规定》书写。数据以法定统计数值为依据，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的

计量单位为准。

六、志中所涉及的组织机构、职务、地名等，均采用当时称谓，

并注明现今名称。首次出现全称，以后为简称。对人直书其名，不加

称谓。

七、人物篇中，简介人物限于副厂级以上党政领导人，其他人

物以表录分别记述，厂级先进个人只录姓名。

八、本志书的资料主要来源于烟厂档案以及各部门和熟悉本

厂情况的老领导、老职工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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