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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8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江明(前)在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

孽三、经理张效善(后右一j陪同下，视察敦煌烟草工作

1994年9月8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江明(中J在甘肃省烟草公司计划处长李国勋(右一)陪同下，视箨

敦煌烟草工作

颁导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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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原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倪益谨(右三)在甘肃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张秉成(左一)陪同下，视

察敦煌烟草工作时题词

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总经理李国勋(右三)到敦煌烟草分公司检查批发网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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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共敦煌烟草专卖分局党组一班人，左起殷发仁、刘震、张明、王淑平

2003年，敦煌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左起赵普忠、牛军、扬卫、王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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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000年，敦煌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全体职工合影

2003年，敦煌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全体职工合影



东街卷烟批发部

北街卷橱批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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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敦煌烟草分公司卷烟拙发部、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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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市烟草公司。日光品室禹新技术示范园”和。无土栽培技术服务中心”外观

专卖店 敦煌市烟草公司。日光温室高新技术示范园’和。无

土栽培技术服务中心。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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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职工走上

头宣传烟草专卖法

工商携手举办消

费看权益日宣传活动

专卖人员在市中心开

震鉴别真假卷烟咨询活动

专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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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行路

执法人员统一着装

卷烟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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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五省(区)烟草系统办公室工作会议在敦煌金叶宾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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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西北片烟草学会第七次论文交流研究会在敦煌金叶宾馆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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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烟草志》全体编纂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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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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敦煌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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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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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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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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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前的三十

五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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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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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志·敦煌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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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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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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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敦煌烟草志

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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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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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 1月1 3日于兰州



序

·敦煌烟草志·

杨 卫

揭开敦煌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一代又一代记载她光辉历程

的文献、志书层出不穷，然而在历史文献中未曾发现一本系统记

述敦煌烟草的史书。令人欣慰的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

周年之际， 《敦煌烟草志》在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的关怀

和支持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终告完竣。这是敦煌

·I。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敦煌烟草志

烟草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敦煌，这座西部重镇，历史文化名城，在开拓疆域、统一祖

国的历史进程中，既经历了狼烟烽起，金戈铁骑的征战岁月，也

经历了安保两关(阳关、玉门关)，维护丝路的难忘岁月。成为

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建立起中国通往

印度、中亚乃至欧洲的阳关大道。敦煌人民创造的以莫高窟为代

表的灿烂历史文化艺术，就是我们祖先所走过光辉历程的写照。

烟草传入敦煌，大概始于清代雍、‘乾时期，盛于晚清和民国

时期，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敦

煌市的烟草经营是当地商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5月，敦煌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在非常困难的

境况下，坚决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整顿和规

范卷烟市场秩序；强化网络建设，全面提升网络运行质量，服务

于广大卷烟经营户，不断提高零售户满意度；加强职工队伍建

设，提高职工综合素质，使得敦煌烟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敦煌

烟草发生地巨大变化，归功于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正确领

导、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大力支持、团结协作和全体职工艰苦创

业、辛勤工作、锐意创新、开拓进取o

《敦煌烟草志》是一部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地方特色和行

业特征的专志。其观点正确，内容丰富，结构合理，归属精当，

体例完备，表录齐全，．图文并茂。编纂人员在搜集资料的基础

上，广征博采，去粗存精；三改纲目，屡易其稿，几经寒暑，精

心编纂而成。作为一本保存史料、详今略古的专业志书， 《敦煌

烟草志》客观地追溯了敦煌烟草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翔实的资

料、生动的照片，全面展示了50年来敦煌烟草的发展、变化过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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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特别是敦煌烟草专卖机构成立10年来取得的成绩o “治天

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敦煌烟草志》和其他志

书一样，也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他必将为地方经济

管理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可信的依据，为烟草同仁了解熟悉行业情

况和借鉴历史经验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进入21世纪的敦煌烟草，面对新的

机遇和挑战，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

甘肃烟草五年发展规划，发挥敦煌旅游城市的优势，团结一致，

奋力拼搏，扎实工作，埋头苦干，再创敦煌烟草新辉煌o

2003年1 O月



凡 例

·敦煌烟草志·

一、指导思想。 《敦煌烟草志》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

一，客观地记述敦煌烟草行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行业和地方特

色。

二、记述空间。本志以2000年的敦煌市行政区，包括2镇

10乡、79个行政村；1998年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批准肃
· ， ·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敦煌烟草志

北、阿克塞两个自治县卷烟供应和专卖管理划入其供货和管理辖

区为记述空间，通称敦煌地区。

三、断限。本志上限起源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下限至

2000年(个别照片与重大事件有所延伸)，详今略古。

四、文体。本志采用的规范语体文(第三人称)陈述句式，

述、记、图、表、录诸体并用。以“概述”为全书的总纲，以

“大事记”为主线，纵贯全书；各章内容围绕敦煌烟草行业的方

方面面记述始末；精选有存史价值的照片刊于书前或随文插入相

关章节中；精制表格或示意图反映文字难以表述的重要资料，使

其一目了然；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存附录中，以资佐证。

．五、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简介敦煌烟草专卖分

局(分公司)历任党政班子成员(副县级以上)。表录中层领导成

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均以任职时间为序。

六、纪年。本志明、清年号加汉字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

国以阿拉伯数字纪年(括注公元纪年)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年代均指20世纪，如1980年。1989年

可记80年代。

七、称谓。本志现行地名，以政府公布的标准地名为准，历

史地名括注现行地名。政权、职务、单位名称，均以当时名称为

准。

八、货币使用。本志引用金额数据，1935年11月3日前货

币单位为银元；1935年～1942年为法币；1942年。1949年为金

圆券；1949年10月7日一1955年3月1日为旧人民币(旧币1

．2．



万元折新币1元)；1955年3月1日后为新人民币。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旧币值，一般未按以后的新币值折算，个别换

算的加注。

九、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使用当时通用

的度量衡单位，不加折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使用国

家各个时期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卷烟、雪茄烟以条(每条10

盒)、件(每件50条)、箱(每箱5件)为单位。

十、数字使用。本志使用的各种统计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

字。

十一、资料来源。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地、县档案馆、统计

局、地方志办、 《中国烟草百科全书》、酒泉烟草专卖分局(分

公司)、敦煌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档案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口碑资料经核实后入志。

上．一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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