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定，古称打箭炉，相传因三国时期
诸葛亮命郭达将军在此造箭而得名。

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打箭炉厅，设同
知。 至此打箭炉成为川边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清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果亲王曾
下榻康定御林宫 、王母 、小天都 ，并为康定
城书写“天眷西顾”匾额。 果亲王日记里有
关于打箭炉 “茶货所聚 ，市肆稠密 ，烟火万
家”的描述。

清光绪三十四（1908 年）改打箭炉厅
为康定府，康定之名始见于史册。

民国十七年（1928 年）国民政府公布的
《全国商务条例》中将康定与上海、武汉并称我
国三大商埠，商品交易量名列全国前三甲。

1939年，成立西康省，并定康定为省会。
1950 年 3 月 24 日，康定解放，解放后

改西康省为西康藏族自治区。
1951 年 1 月 1 日 ，康定县人民政府

成立，炉城镇为县政府所在地。
1988 年 8 月 1 日，经国务院批准，贡嘎

山风景名胜区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当
年，启动木格措风景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

1989 年 5 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准，康
定县野人海（木格措）风景旅游区列入国家
级贡嘎山风景名胜区内。

1995 年 6 月 15 日，康定发生洪灾，11
月 21 日，省政府批准《康定城市灾后恢复重
建总体规划》， 国务院总理李鹏对康定灾后
重建作了重要批示。

1998 年 1 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
阿旺晋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
名誉会长、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分别用藏、汉
文字为跑马山公园题名。

2001 年 6 月 9 日， 国务院总理朱镕
基到康定视察，并为康定题词“海外仙山、蓬
莱圣地”。

2001 年 6 月 23 日晚， 世界三大男高
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在紫
禁城音乐会演唱《康定情歌》，康定县为帕瓦
罗蒂 、多明戈 、卡雷拉斯颁发 “康定荣誉市
民”证书，并赠送康定城金钥匙，帕瓦罗蒂、
多明戈、卡雷拉斯在写有藏汉英三种文字的
《康定情歌》五线谱上签名。

2009 年 2 月 19 日，全省藏区牧民定
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启动仪式在
康定县塔公下马龙村举行， 从此牧民群众
生产生活得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巨变。

2009年 4月 26日，康定机场正式通航。
2014 年 2 月 19 日，四川省委、省政府

授予康定“四川省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2014 年 4 月 20 日， 雅康高速公路开

工建设，预计 2017 年建成通车。
2014 年，“中国康定·国际情歌节”被

评为四川十大特色节庆之一。
2014 年 11 月 22 日， 康定发生 6.3 级

强烈地震，震中在塔公镇夺拉嘎姆村，造成 5
人遇难、7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5.24亿元。

2015 年 2 月 17 日，国家民政部批准康
定撤县设市，康定成为四川藏区首个县级市。

2015 年 4 月 22 日，康定“11·22”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点项目， 塔公镇江
巴、夺拉嘎姆村、雅拉乡中谷村、瓦泽乡渔子
西三村、 康定城区北门集中安置点集中开
工。 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出席开工仪式并
宣布项目开工，标志着康定地震灾后恢复重
建全面拉开序幕。

2015 年 5 月 29 日， 中共康定县委召
开十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通过《中共康
定县委关于撤销康定县设立康定市的决
定》。 随后， 召开中共康定市委一届一次全
会，宣布了《中共康定县委撤销康定县设立
康定市的决定》。

【导语】

高原明珠
梦想之城
康定，一座用追逐梦想的激

情与智慧浇铸的浪漫之城，它用
未来之笔描绘着一幅气魄宏伟
的高原画卷。 半个世纪多以来，
一首《康定情歌》唱响世界，使康
定扬名世界。原国务院总理朱镕
基在视察康定时称康定为“海外
仙山、蓬莱圣地”，而初具规模的
现代化高原城市康定新城则被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誉为“高
原明珠”。 康定有悠久灿烂的历
史文化，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
重镇、藏汉交汇中心、商贸繁荣
之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发展
中的康定，借助民族文化的凝聚
力和感染力，激发了各民族同胞
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以
文化催生城市建设的内生动力，
探索出了康定“文化城市”发展的
路径， 康定的历史文化发展为康
定“撤县设市”奠定了强有力的基
础， 使康定成为四川藏区首个县
级市，100 年的守望，24 年的期
待，24年的拼搏，情歌儿女的“撤
县设市”梦得以实现。为纪念这个
特殊的日子，我们特推出《百年康
定》康定撤县设市珍藏版。

2015 年的钟声， 如约敲开了一
个崭新的故事。“撤县设市”———让康
定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如今康定成为最年轻
的县级市屹立在康巴高原上，摇曳在
浪漫的情歌中。 如今在情歌大地上，
年轻富有活力的康定市正在茁壮成
长，建设“富裕康定、幸福康定、和谐
康定、秀美康定”的“动车组”已经启
航，康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
遇！ 诚信的锅庄文化、悠久的茶马互
市、浪漫的康定情歌、奔流的折多河、
秀丽的跑马山，康定市在这里腾飞跃
起，在这里展翅翱翔，在这里谱写华
丽新章！

在这里，在眼前，在这座魅力栖
息的城市，在又一个历史的清晨，新
的中国西部特色魅力之城已经在跨
越发展的历史潮流中跃步向前。

【后记】

未来康定
生机无限

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是一个难忘的日
子， 是一个值得载入康定史册的日子。 在经历了
24 年的历程后，康定终于迎来了撤县设市，情歌
故乡再一次以新的姿态迎接人们的目光。 在这个
喜庆的日子里， 我们真诚地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
康定发展的中央、省、州领导、部门及社会各族各
界人士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向为康定经济社会及
各项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康定，一座世界闻名的城市。
一首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让康定名扬

天下。 一条连接藏汉民族的茶马古道，架起的
是民族团结的桥梁。 多种民族文化在此交汇互
融，各种宗教信仰在此汇聚并存，彰显出开放、
包容、和谐、诚义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多元、交
融、复合的康定文化特质，这就是康定。

康定因地而生 、因山而成 、因水而澈 、因
茶而兴、因商而盛、因情而名、因文而魅、因和
而谐、因人而灵。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康
定就与武汉、上海并称我国三大商埠。 小城依
山傍水 ，跑马山 、郭达山 、阿里布果三山闻名
遐迩 ，折多河 、雅拉河两河穿城而过 ，孕育了
炉城的生命之源，造就了炉城的灵秀之气。 人
文荟萃、人杰地灵，独特的锅庄，醉人的情歌，
不但成就了康定的百年历史和文化， 还为这
座城市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今天的康定，正凭借优越的地域优势、丰富

的资源条件、 开放的发展思路、 宏大的发展气
魄， 抓住撤县设市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重大机
遇，围绕打造全州“首位城市”的目标，突出“率
先发展、引领发展、创新发展”的总基调，把握
“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的新常态，立足情歌
品牌，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当好全州全域旅游发
展的火车头；立足区位优势，当好全州推进新型
城镇化的排头兵；立足农牧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产业，当好全州推进农牧业现代化的领头羊，统
筹推进旅游全域化、新型城镇化、工业特色化、
农牧业现代化“四化联动”和灾后重建、民生改
善、依法治县、从严治党，通过不懈努力，把康定
建成 “全国藏区旅游文化产业示范市”“全国藏
区新型城镇化样板市”，打造“世界历史文化名
城”。

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征程，如今的康
定正在焕发无穷魅力。

跑马山下，情歌飞扬。 让我们手牵手传唱
那首不老的情歌，祝福康定在发展的路上走得
更加稳健、书写新的辉煌。

中共甘孜州委常委
中共康定市委书记

中共康定市委副书记
康定市人民政府市长

唐强

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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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珂 肖宵 李铭暇

掀开 新篇章

“撤县设市 ” 是康定各族人民
群众的迫切愿望 ， 也是历届党委 、

政府的工作目标之一。 康定县先后
于 1991 年 、1994 年 、1999 年 、2001
年、2004 年、2010 年、2011 年 、2013
年、2014 年多次申请 “撤县设市”，
但受到一些“软”、“硬”条件的限制
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均未获
得批准。 为了达到“撤县设市”的目
标，在这 24 年的时间里，康定县在
上级党委、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
和支持下， 以建设富裕、 幸福、和
谐 、秀美新康定为总目标 ，坚持旅
游全域化 、新型城镇化 、工业特色
化和农牧业现代化的主路径，突出
“率先发展 、引领发展 、创新发展 ”
的总基调 ，全力抓好 “发展 、民生 、
稳定 ”三件大事 ，县域经济保持了
健康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社会政
治和谐稳定，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
特别是 2013 年至 2014 年 ，康定县
把城市建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高度 ， 着力在城市软硬件方面
“下猛药、出狠招”。 对城市布局进
行了科学规划，修编了城市总体规
划， 编制了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形
成了 “一市三区四极多点 ”的城镇
体系，并对城镇基础设施进行了骨
架型的安排布置，还将经济社会发
展战略落实到具体空间和乡镇，促
进了全县整体联动和有序发展。 如
今康定被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
评为“2014 年中国最美县”，被四川
省委 、省政府评为 “四川省环境优
美示范县城”、“四川省文明城市”。

说起“撤县设市”这个话题 ，康
定县民政局局长降措道出了心声 ：
“‘撤县设市’ 有利于康定地区经济
跨越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 将增强
我市在资源开发和项目投资上的竞
争力，有利于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城
乡统筹。 ”

通过 24 年 “撤县设市 ”的准备
工作，如今的康定路宽了 、灯亮了 ，
高楼大厦也多了， 城市建设越来越
美。 “撤县设市”后的康定将迎来新
一轮的城市大发展。

24 年 拼搏路

24年，是一段漫长的经历。 24年
里，康定县 9 次申请“撤县设市”，是怎
样的动力让其坚持至今？

“撤县设市”申请始于 1991 年，
之后的历届党委政府为此作出了不
懈努力。 记者电话采访了原州人大
副主任、1991 年时任康定县委书记
的王定清， 王定清回忆说：“为了康
定县有更好的发展，经过县委、县政
府研究决定，向上级申报了‘撤县设
市’ 的请求， 并递交了各种相关材
料，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
人口数量等达不到设市的要求 ，所
以没有被批准。 如今经过几届党委
政府的努力实现了这个长达 24 年
的梦想，对康定的发展、对康定市民
都是一件好事 。 ”原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足麦于 1992 年 10 月到 1998
年 4 月曾任康定县委书记 ， 足麦
说 ：“我们再次于 1994 年提出 ‘撤
县设市 ’ 申请是延续上一届的工
作，这个工作一定不能停。 康定‘撤
县设市 ’是必然的趋势 ，对于康定
县的发展 ，不管是从战略高度还是
从实际工作来讲 ，都有决定性的意
义 。 当时我们给国家民政部打报
告 ，要求康定 ‘撤县设市 ’，从政策
方面得到很多优惠和支持 ，但受到
人口 、GDP 总值等因素的限制 ，没
有申报成功，留下了遗憾。 ”

“一定不能停！ ”为了这个一致的
目标，为了这个长久的夙愿，此后的
历届县委政府可谓薪火相传。 在从
“县”成长为“县级市”的历程中，康定
县委政府领导班子和全县干部群众
的手紧握在一起， 心凝聚在一起，汗
水融化在一起， 这是一段苦干的历
程，这是一段拼搏的历程，这是一段
荣光的历程。

24 年是时间的标尺， 也是发展
的刻度。 24 年中，在历届县委、县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县人民创造和

见证了康定县经济社会的高速发
展。 截止 2014 年底，康定县总人口
达到了 134063 人 ，其中 ，非农业人
口 68418 人，占总人口 51.44%；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1.5 亿元； 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 119.5 亿元；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 4.1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3.68 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 25744 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
7635 元；城镇化水平达 51.5%。这 24
年， 是康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的 24
年， 是康定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的 24 年，是康定百姓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的 24 年。

如今， 一个现代化的康定正丰
满着我们的视觉。 康定设市的过程，
从酝酿、决策、申报到审批 ，其道路
之艰辛，令人回味 ，感人肺腑 ，而这
每一个过程就是城市成长的历程 ，
随着这一个个历程，康定，这颗镶嵌
在康巴高原的明珠， 不断迸发出更
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迎来 新机遇

有人疑问：县和县级市，级别并
没有变化 ，只是改了一个字 ，康定
为何这样大动干戈？ 殊不知这一字
之差 ，对于康定城市化进程 ，可谓
意义重大。

康定“撤县设市”将填补四川藏
区占四川省 31.5%的国土面积上无
“市”的空白。目前全国藏区设市城市
仅有 8 个，在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的
格局下，作为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的康定，虽然辐射青藏高原
东南部，但相对卫藏、安多藏区的中
心城市拉萨和西宁，康定的经济实力
较弱，辐射和带动能力相对较差。“撤
县设市”将促使康定县原来以农牧区
为主的空间结构逐渐向以城区为主
的空间结构转变，进一步增强履行城
市建设、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
能。 因此，“撤县设市”也意味着康定
将迎来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