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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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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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天水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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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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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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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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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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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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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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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丐 。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天水烟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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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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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1 3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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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烟草志·

刘伟志

俗话说：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里没有烟，

但烟和酒一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占有一席之地，

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茶余饭后，悠悠然翘起二郎

腿，来一支雪茄、点一支香烟或深吸一口水烟，烟民于是有了广

告词“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嗜烟并吸烟，这是私生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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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烟草这种特殊消费品的种植、生产、销售就完完全全成了经济

活动。有了烟草就有了吸烟之人，或者说，有了吸烟之人，于是

就有了烟草行业。

烟，也就是菸，音译一般作淡巴菰(tobacco)，原产南美

洲，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清初已是全国蔓延，风靡朝野了。天

水是陇上重镇，川陕要径，工商业发达，正如旧志所言“秦州地

广赋繁，商贾辏集，号称阜区o”历来就有得风气之先的传统。

依史志资料推测，明崇祯年间烟草即已进入境内。著名记者范长

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说道： “甘肃人说到天水，就等于

江浙人说到苏杭，认为是风景优美、生产富饶、人物秀丽的地

方o"的确如此，不过平心而论，天水并非烟草的最佳产区，但

不择地势、适应性极强的烟草，很快便在天水大地扎根了。随

之，烟草加工业兴起。乾隆年间，成为秦州土产外销的大宗商

品。乾隆《直隶秦州新志·食货》记述秦州物产时说： “其最多

者烟草"o光绪初年，水烟盛行一时，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

食货》说： “土所出货，水烟遍行楚、蜀、吴、越、闽、广。"

这种繁盛热闹的状况，终因兰州、四川等地优质水烟的倾销，当

地苛捐税金的压迫，在清末显出颓势，烟草种植面积日减，烟丝

及水烟加工坊纷纷歇业，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已不见有关水烟的

记载。所谓事物兴衰有时，固其理也。当然，天水人还是一如既

往地种烟、吸烟。抗日战争时期，天水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城市，

人口急增，吸食香烟之人也随之增加，于是有商人在天水投资设

立手工卷烟作坊，解放前均关门歇业o 1949年，驻天水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七军开办天水胜利烟厂。1952年2月，烟厂并入西北

军区联络部共和企业公司下属的共和烟草公司，天水的机制卷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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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告一段落。十八年后的1970年，天水卷烟厂筹建，次年投

产。三十年来筚路蓝缕，几经坎坷，终于由一个半机械化的手工

生产小厂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生产能力由2000箱提高

到10万多箱。其利税多年居天水企业之首，为天水的经济及社

会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烟草是一种高税产品，收入大、见效快。因此，烟草经营向

来倍受政府重视，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即对烟草实行专项管理。

民国时期颁布有全国性的专卖条例，各地设有烟酒特税局。这里

提一句，国民党的做法多是杀鸡取卵式的暴征重税，民国时期天

水烟草业的衰败，和重税有直接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对烟酒等特殊商品实行专卖，天水的卷烟业务先后由甘肃省

专卖事业公司天水支公司、天水农副产品购销站、天水百货公

司、天水糖业烟酒采购站等单位经营，基本状况是统购包销，货

源短缺，种类比较单一，优质卷烟凭票供应，质次卷烟时有积

压，农民则基本上是自种自吸。

1983年9月23日，国务院颁布《烟草专卖条例》。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烟草总公司、国家烟草专卖局相继组

建o 1984年末到1985年始，甘肃省烟草公司天水分公司、天水

烟草专卖局先后成立。各县区相应的专卖机构也随之成立，烟草

经营进入新时期。但一段时间由于执法不严，管理不善，使一些

不法商贩横行无忌，极大地扰乱了烟草市场秩序o 1991年， 《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颁布。至此，烟草专卖以国家法律的

形式确定下来。天水烟草专卖分局、烟草分公司加强销售网络建
· 穹 ·



检查力度，卷烟销售由此走上了健康有序的轨道。

有销路、有效益、不积压"的营销策略，顺应市场

税金连年大幅度提升。至2000年，经过十六年的

洗礼"，天水烟草专卖分局、烟草分公司让一个仓

库滞销商品积压，手中流动资金极少的小企业，变成一个固定资

产雄厚、年经营2亿多元、年利润470多万元、年缴税金300多

万元的中型企业。发展迅速，成就辉煌。

回顾过去，感慨良多，烟草业的生产、加工、销售既有成功

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因此，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天水烟草

业，的确需要一部真实可靠的志书，以记述过去，总结经验，汲

取教训，昭示未来。

甘肃省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独具慧眼，当甘肃烟草业欣欣

向荣之时，于2000年下达编史修志任务。其实，修志既是省

局、省公司的任务，理应也是我们分局、分公司的份内之事，于

是抽调人员，聘请专家，成立编志办公室，适时启动修志工作。

编志办的同志认真负责，不辞劳苦，以档案资料为基础，济之以

图书、口碑资料，终于纂成洋洋30余万字的《天水烟草志》。

本志编辑始于2000年春，成于2003年春，历时三年有余，几经

反复，数易其稿，终至成功，可喜可贺。

通观全志，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语言流畅，比较完整地记

述了天水烟草业的历史与现状，不失为成功之作。鉴古知今，可

以预见，本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为提高天水烟草行业职工经营理

念，推动天水烟草业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对吸烟行为，社会上从来都是看法各异，赞美者有之，认为

静心提神；反对者有之，认为污肺伤身。话又说回来，吸烟不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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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由各人自行权衡决定，来去自由，况且世界上无益之事有许多

是有甚于烟者。现在尽管每一盒香烟都醒目地标示“吸烟有害健

康”字样，尽管世界各地禁烟呼声越来越高，但烟草还远未退出

人们的生活，烟草事业依然蓬蓬勃勃地发展，只要社会上“不可

一日无此君"，烟草的生意肯定还将做下去，而且要做大、做

强、做出成绩来。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我们的每一个职工

要清醒地认识到，进步与落伍相伴，机遇和挑战并存。一定要从

以前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紧抓机遇，沉着应战，夯实基础，

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努力创新，追求进步，避免落伍，以开创

天水烟草业的新局面。

回顾历史也好，展望形势也罢，都是要服务于我们脚下要走

的路。最后，祝愿天水的烟草事业一路走好，再展宏图，好戏连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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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日．国家烟草专霎局局长倪益瑾(右J在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

总经理李国勋(左二)、天水市市长张津粱(右二)等陪同下视察天水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j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总经理李国勋(右)到天水调研烟草市场，听取天水岖

专卖分局(分公司)局长、经理刘伟志(左)汇报工{乍



固

1998年6月25E

局长、总经理李

在天水召开烟草经济

2001年3月3日，天水市烟草 d乍会议召开，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局长、总经理李国勋(t

参加会议



G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天水烟草志

中兴天水币蚕

)全体干部职]

天水市委书记讣

寻慰问天水烟草专卖分局(

∈赵春、市政协主席乔正风

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各委r办)负责人到天水



圃

995年，全省烟草系统劳动工资改革会议在天水召开，图为与会代表合影



C t}剌i烟荜}

995年2月，天水烟草专卖分局(分≤

水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左起：副经理陈增宽、蚕0经理牛跟道
经理)刘伟志、副局长宋明喜、副局长石瑞斌 j

j



占烟草行业志．天水烟草志e
丙玉百而面鬲i瓦面五五百——一



C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天水烟草志————石磊五鬲ii鬲面i磊磊i而蕊

遒区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楼



清水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楼

天71'

秦安县烟草专卖局(公司)人民街卷烟拙发部

甘谷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楼



C甘肃黼烟j

张雾川县烟草专卖卮

武山县烟草专卖局(公司)办公楼

武山县烟草专卖局(公

各门卷烟批发部



2000在4

分局(分公匿

爵动员大会

，天水烟草专卖

召开。三讲。教

C

1998年2月。天水烟草

专卖分局(分公司)聘任匏

五县两区烟草专卖局(公

司)负责人





亮证执法检查

卷烟市场检查

在天水火车站赁场查获恻用
集装箱无证运输的假冒伪劣卷烟



北道区橱草专卖局查获利

用出租车无证运输的卷烟

2000年3月15日，天

水烟草专卖分局(分公司)

集中销毁假冒伪劣卷烟

1999年6月22日．北遁区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长期贩运、销售

假冒伪劣卷烟犯罪嫌疑人





壑苎塑堂塑兰堡些查：墨查塑兰查

及时清点货款

访销员交淆



清点数量，按需送货



b雾孓1≯’菇7澄专蓼廖_?；誊≯凌
警≤豢誉誉霉瀚芥喾漂

新世纪放歌

职工文艺演出

《烟草专卖法》颁布十周年

。奔马杯。厂场文艺演出



雠活五

2002年10N，天水烟草专卖

分局(分公司)举办第六届职工运

动会．图为乒乓球竞赛

1997年，天水烟草专

卖分局义务消防队演练灭

火技麓



1 996年清水县烤烟长势喜人

清水县垮烟房



。一。 。 7．⋯e

二十世纪70年代武山县洛门水烟厂

二十世纪70年代武山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0945年)，天水县卷烟经销商在《通俗日报》刊登销售广告



圈

，天水烟草志》初稿

《天水烟草志》复审会议

《天水烟草志》复审会议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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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水烟草

场、观点和方法，坚

天水烟草事业的历史

容包括烟草种植、烟

理、企业管理和党群

二、本志所取的

旧志；1949年至198



甘肃省烟草行业志·天水烟草志

相邻的定西、武都地区)主要取自天水糖业烟酒站老干部、老职

工的口碑资料；1985年以后，全取自档案文献和调查资料。凡所

取资料，均经对比分析，不实者不予采用。

三、本志体例采用章节目三级分类，全志共设九章。附录垫

后，主要辑录了分局、分公司主要文献和规章制度，分局、分公

司干部职工发表在行业刊物上的部分优秀论文及与烟草相关的资

料性短文三篇。

四、为记述和阅读方便，在保证不出现歧义的情况下，文中

将反复出现的机构、文件和法律名称、行业常用语等做了简化，

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简化为国家局，中国烟草总公司简化为总公

司，甘肃省烟草专卖局、省烟草公司简化为省局、省公司，天水

烟草专卖分局、烟草分公司、天水卷烟厂简化为分局、分公司、

卷烟厂(或烟厂)。再如《烟草专卖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简化为《专卖

条例》 《专卖法》 《实施条例》。三如假冒商标卷烟、走私卷

烟、非法生产卷烟、超计划生产卷烟简称“假私非超"卷烟，人

事制度、劳动用工、收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简称“三项制度"改

革。全社会已经通用的简化语，如“四项基本原则” “八五"

(第八个五年计划)、 “二五"普法(第二个五年普法)、 “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等，也不用全称。其他名词的简化，

全名出现之后的记述用简称，如天水卷烟厂安全生产委员会出现

之后，以下记述使用厂安委会的简称。

五、天水分局(分公司)成立之前和之初，曾向天水、定西、
· ，，



凡例

武都3个地区的23个县市供货，并管理这3个地区23个县市的

烟草市场。后地方行政区划变动，陇南、定西烟草专卖分局、烟

草分公司陆续成立，天水分局(分公司)供货和专卖管理的县区陆

续减少，最后只剩天水市所辖的秦城、北道两区和甘谷、武山、

秦安、清水、张家川5县。本志依照历史实际，划出县在未划出

前的烟草经营、专卖管理仍在记述和统计之列。

六、卷烟的计量单位为箱(1箱=5件，1件=50条)o烟

叶、卷烟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产值、销售收入、利润、税金等，

都以当年的财务统计为准。各类建筑和生产办公用设备的价值，

均指当年的实际投入资金。

七、志中人物，分局(分公司)的历任、现任领导(包括正副

职)作简介，中层干部(科级)列名录。受省局(公司)、天水市政

府及国家局表彰的人物亦列名录。

八、本志时间断限：上起明崇祯年间下至2000年，个别事

件和照片取用有所延长。

九、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为准o

2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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