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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奇迹，甘孜州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
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改革开放40年来，各条
战线均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回顾甘孜藏区建设者
的奋斗历程，讴歌我州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辉煌
业绩，引导全州各族人民进一步了解甘孜、热爱
甘孜、建设甘孜，本报特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发现·甘孜之美”有奖征图活动。

征图主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发现·甘
孜之美”。

征图时间：自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征图要求：
1、以摄影的手法全面、真实、生动地呈现改革

开放40年来甘孜藏区日新月异的变化，用一个个
平凡的故事诠释“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2、图片内容涵盖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人文
民俗、老旧照片、城乡故事等内容。突出新旧对
比，充分展示优美的城乡风光、丰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以及全州各族人民奉献、创新、奋发、向上
的精神风貌。

征稿细则：
1、组图，每组图片限10幅作品。彩色、黑白

不限；传统、数码不限。作品以纪实为主，强调故
事性。图片必须是原始大图，不得对画面原始元
素进行后期添减和艺术加工。

2、作品文件要求统一采用JPG格式，单幅
图片文件大小5M以上。

3、作品必须取材于甘孜州行政区划内。
4、投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投稿者应保

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
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5、投稿时一并配上与组图主题相关的500
字左右文字内容，并标注每张图片的图片说明。

图片评奖：对已刊发稿件，除按规定给予稿
费外，征图活动结束后，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
组，从所有见报组图中评选出一等奖1组、二等
奖2组、三等奖3组，在报纸上公布并颁发获奖
证书，同时对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分别给予
3000元、2000元、1000元的奖励。

投稿方式：稿件一律以电子文档方式投至
邮箱：QQ 312570159 。同时，注明作者真实姓
名、详细通联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马建华
联系电话：18015789085

甘孜日报社
2018年5月14日

“发现·甘孜之美”

有奖征图启事
得天独厚的高原旅游资源、国

际性体育赛事的举办、山地旅游文
化的发展……让稻城亚丁在全球范
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景区提质
升级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创建国家
5A级景区的后劲十足。

2017年，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
坚持把亚丁作为甘孜州的“龙头景
区”来培育提升，以“补短板、重生
态、树样板、创5A级、做龙头”为总
体要求，按照“保护提质、拓景扩容、
强管增效、提档升级”的主要思路，
对照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
景区软硬件加快建设，向着全力打
造稻城亚丁世界顶尖级国际旅游目
的地景区的目标，下足了功夫。

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切实增强
发展后劲。在加力创建国家5A级景
区的过程中，对标细则是关键。近年
来，稻城亚丁景区对标《景观质量》

《游客意见》《环境质量与服务质量》

等多个评分细则，均以高分通过省
级评定，游客满意度达 95%以上，
5A 级创建硬件和软件项目形象进
度均完成40％以上，初步实现了品
牌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相
互促进和良性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景区全面提
档升级。去年，稻城亚丁景区积极推
动2.43亿元国家项目的落地，完成投
资7800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69%，并自筹资金1.48亿元，完成投
资1.01亿元，完成率达68%。其中完
成了游客中心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大大提高了景区接待能力；改造完成
了洛绒牛场、冲古寺木栈道近4公里，
改造马道近5公里，卡斯游客中心、康
古桥梁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在智慧景区建设上，稻城亚丁
基本做到了高起点布局、高标准建
设。据了解，目前已建成电子商务系
统、门禁票务系统、自动售票系统、

监控系统，初步实现景区电子化服
务与管理，基本达到了“可视化、可
量化、可预测、可控制”的智慧化运
营目标。同时，瞄准市场，构建以官
方“网站、微信、微博”为载体的网络
营销体系，拓展分销渠道。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景区生态植被恢复是稻城
亚丁可持续发展中的重点。对此，景区
制定了《稻城亚丁植被恢复工程立项
方案》，对稻城亚丁景区观景台等已建
设项目导致的植被破坏、裸露地段进
行植被恢复。目前，完成仁亚路等地培
土600亩，修复内挡墙500多米，滑坡
治理5000平方米，种植花草投入600
万元。在常态环境监测上，建立保护区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和负氧离子监
测系统，与南京环科所合作实施野生
动物红外监测项目，同省环科院达成
合作，将设立景区生态环境监测站。此
外，在加大生态治理力度方面，稻城亚

丁景区管理局强力推进保护区中远期
生态治理规划编制，初步完成了《亚丁
保护区生态植被恢复规划》（2014—
2030）。加大保护区内泥石流、滑坡等
地质灾害破坏地段植被恢复工作，目
前共恢复 12 处、10 亩，种植乔木
20000余株、灌木12000余株，撒播
植草约60万平方米。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坚持旅游富
民惠民。自2008年以来，稻城亚丁实
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景区管理局连
续9年从景区门票收益中按照规定比
例，累计为贡岭片区三乡一镇农牧民
发放生态利益补偿金5325万元（其
中2016年补偿达1040余万元），受
益农牧户达2580余户、受益群众达
9000余人。此外还让当地群众参与
到旅游服务工作中，累计年收入达
600余万元，每户年均增收3.8万元，
通过“旅游+文化+体验”模式，促进旅
游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黎明拂晓，穿着各色
参赛服装的选手相互追
逐，在蓝天、阳光、雪山
的衬托下，时而穿梭于
蜿蜒山路，时而隐匿于
深邃丛林，高原美景在
这个春季魅力四射。这
里，是稻城亚丁。

4月 28 日—30 日，
2018飙山越野·龙腾亚
丁越野赛暨Skyrunning
（中国）越野嘉年华在稻
城亚丁成功举办，来自
25个国家的 1100 余名
选手齐聚稻城亚丁，亲身
感受在美景中的运动乐
趣。同时，吸引了不少全
球游客的眼球，掀起了稻
城亚丁景区的“五一”假
期热潮。“旅游+体育”的
双向模式让稻城亚丁更
广泛地在游客视野中活
跃起来，也加快了景区业
态升级的步伐。

据了解，去年，稻城亚
丁以甘孜州“龙头景区”的
高标准得到严格培育，补
短板、重生态，从多方面提
质升级。今年，稻城亚丁在
此基础上将增强发展后
劲，全面推动全域旅游，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标
细则，着力创建国家5A级
景区，并全力打造稻城亚
丁世界顶尖级国际旅游目
的地景区。

作为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的核心区，稻城亚丁保存着世界上最
完整、最原始的高山自然生态系统，
同时周边也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康巴
藏区风情。当山地旅游成为新时期国
际旅游发展热点，稻城亚丁也迎来了
魅力四射的山地旅游赛事。

4月28日，以“天空才是我们的
极限”为主题，2018飙山越野·龙腾亚
丁越野赛暨Skyrunning（中国）越野
嘉年华在稻城亚丁拉开帷幕。据了
解，龙腾亚丁越野赛是亚洲首个，也
是2018年唯一一个引进天空跑世界
系列大赛（Skyrunner World Se-
ries）的官方授权国际系列赛事。

龙腾亚丁越野赛落户“蓝色星
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稻城亚
丁已经是第三次。经过 2016、2017

两年举办，今年龙腾亚丁越野赛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运
动水平越来越高。据了解，2016年，
龙腾亚丁越野赛汇集了全球各地
200 名选手参与，2017 年则有 800
余名选手，2018年吸引的海内外参
赛选手已达1100余名。

龙腾亚丁越野赛作为2018年天
空跑世界系列大赛首站和海拔最高赛
道，考验国内外选手耐力和技术的极
限。在赛事组别上延续了往年的设置，
推 出 亚 丁 徒 步 体 验 & 情 侣 徒 步

（10KM）、亚丁垂直攀爬（7KM）、龙腾
亚丁天空跑（29KM）、亚丁超级转山

（46KM）四大项目，满足不同层次越野
跑者的需求。本次赛事吸引了法国弗朗
索瓦·戴恩（Francois D’Haene）、新
西兰鲁斯·克罗夫特（Ruth Croft）、尼

泊尔米拉·拉伊（Mira Rai），以及祁
敏、李云贵、四郎多吉、贾俄仁加等国内
外顶尖选手加盟竞技，其中来自稻城亚
丁的本土选手四郎多吉获得46KM超
级转山组季军。

卓越的赛道景色、良好的赛事体
验、专业的办赛能力，让稻城亚丁引
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树立
中国越野赛事新标杆的同时，也提升
了其“体育旅游胜地”的国际影响力。
在本次越野赛事暨嘉年华活动期间，
亚丁景区旅游与文化、体育产业的深
度融合等得到积极探讨和实践，“体
育+旅游”高峰论坛的再次举办，让体
育、旅游融合发展的最新资讯得到广
泛分享。此外，今年还特别引进了全
球著名的户外运动电影节——班夫
山地电影节，推出了首届飙山越野稻

城亚丁班夫山地电影节，集合了全球
户外山地文化相关的精彩影片，主题
包括越野、登山、户外文化、探险、环
境保护及“世界最后未涉足之地”等。

自2016年引进天空跑世界系列
大赛（Skyrunner World Series）以
来，稻城亚丁逐渐走出了一条“文
化＋体育＋旅游”的发展之路，打造

“龙腾亚丁”这一国际赛事IP的同时，
向世界展现了稻城亚丁独特的自然
与人文魅力。从崇尚自然，到约瑟夫·
洛克对亚丁雪山秘境的向往与热爱，
再 到 天 空 跑“ 天 高 云 淡 ”（Less
Cloud，More Sky）的山地运动精
神，龙腾亚丁越野赛是稻城亚丁高原
精神的延续，也是庆祝山地文化、山
地运动和山地旅游的国际盛会，促进
了旅游与体育、文化的深度融合。

创意越野赛事融入山地旅游文化

锁定目标为创建5A级景区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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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上接5月9日第五版）
莫斯卡是一个还未被外世侵蚀

的最后的人间天堂。悠闲的牛群在
蓝天白云下恣意地享受着大自然赐
予的这份宁静，天真无邪的孩子在
青山绿水中洋溢着热情的微笑……

党龄的美，体现在每一个角落，
雄奇壮美的雪峰、满山遍野的彩林、
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原始天然的
露天温泉、苍翠茂密的原始森林
……

丹巴东谷天然盆景是从丹巴到
八美的必经之路。从藏寨的盘山路
往下瞭望，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天
然盆景，真正的自然美。

每当秋意袭来，牦牛河两岸崇
山峻岭，河边不少树木染上了秋色，
目及之处，让人震撼。溪水潺潺，鸟
语花香，让人恍惚间以为身处江南。

中路乡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这
里考古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遗
址、战国时代的古石棺葬群等。中
路，藏语的意思是“向往的好地方”。

甲居藏寨拥有着十分丰富的历
史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
藏寨及民俗风情特色尤为突出，被
誉为“藏区童话世界”、“康巴风情名
片”。通过10多年的开发和营销，甲
居藏寨不仅成为丹巴县和甘孜州的
旅游名片，而且对当地群众脱贫致

富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早
期建成的民居接待示范户年收入已
超过60万元。

田园变风光 民居变民宿

3 月 10 日，一夜春风、一场春

雨，泸定县杵坭乡万亩桃花迎风绽
放，连成一片花海，远观如片片白
云、皑皑白雪，引来无数游客追花逐
梦。上万亩纷飞的桃花铺满了园区
的田野沟壑，让游客一览大气磅礴
的春日美景。

无论是田间沟壑，还是房前屋
后，随处可见一片片、一簇簇、一棵
棵洁白娇嫩的桃花缀满枝头，粉色
的花蕊散发着芳香，美得自然，美得
纯粹，让前来赏花的游客纷纷拿出

“神器”拍照留念。
盛开的油菜花、桃花与李花相

映成趣，在白色李花中点缀片片金
黄、点点粉红，让游客沉醉其中、流
连忘返。山坡上曲径通幽，花繁树
密，漫步于林间小径，风吹枝摇，李
花似雨，让人恍入童话世界。泸定
县杵坭乡的桃花、李花、油菜花，惊
艳了春天，陶醉了游人。3月10日，
记者驱车前往杵坭乡观赏春日美
景。因为是周末，雅康高速泸定段
率先通车后，一路上，川A、渝A牌照
的自驾车鱼贯而入杵坭乡。

“今天大约有100人左右。游客
到我们农庄，主要是赏花，我们安排
中午和晚餐。”茅庐农庄老板李寿敏
一边忙碌，一边告诉记者，大年初一
都有游客打电话要来，但一家人要团
年，她们就婉言谢绝了。从大年初二
开始，游客陆续增多，3月9日，茅庐
农庄接待了270多人，游客增多，服
务一定要跟上，为此，她们请了9个
村民前来帮忙，农庄开业以来，她们
最多的一天接待了400多人，请了20
多个村民来帮忙。（未完待续）

如诗如画入梦来。

◎木易 文/图

游客游览亚丁美景。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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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亚丁景区稻城亚丁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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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一版）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香港科技
界为香港和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
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发挥内地和香港各
自的科技优势，为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
出贡献，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重视香港院士来信反映的问题，抓紧研究制定具
体政策，合理予以解决，以支持香港科技界为我们建
设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科技部、财政
部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将香港科技创新力
量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家整体科研布局和支撑香港自身发展两个层
面，研究加强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的相关举措，并会
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充分听取香港特区政府和科
技界的意见建议，先行试点，特事特办，坚决迅速做
好贯彻落实工作。

目前，在港两院院士来信反映的国家科研项目
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入境关税优惠等
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已对香港16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港澳伙伴实验室直接给予支持，并
在试点基础上，对国家科技计划直接资助港澳科研
活动作出总体制度安排。香港在内地设立的科研机
构均已享受到支持科技创新的进口税收政策，澳门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港澳伙伴实验室也得到了国家科
技计划直接支持，香港、澳门科技界反响热烈。下一
步，国家有关部门还将系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支持爱国爱港科研人员深入参与国家科
技计划，有序扩大和深化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

据新华社

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
支持香港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动员部署全州“两考”工作

（紧接第一版）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关键环节。
各县（市）政府、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十九大和习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安全意识，以高度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高考、中考各项工作任务。

程静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把考试招生试（答）
卷安全作为“一把手工程”，明确职责、落实责任，确保
试（答）卷的绝对安全；要按照教育部“三无一稳”的要
求，做到考前无试题试卷泄漏、考中无舞弊、考后无大
范围评卷录取失误；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免费定向
培养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按属地管理原则，建
立健全考试招生工作领导机构，督促目标任务落实；
要对“两考”工作统筹兼顾，共同构建“全覆盖、无缝
隙”的工作体系，实现考务管理“零差错”；要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全力为“两考”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驾护
航；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进一步增强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要密切配合，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对治
安、出行、食宿、卫生等方面的综合保障，为残疾考生
平等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的考试环境。

在康定主会场和各县（市）分会场，与“两考”工
作有关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陈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