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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牧还草工程181万亩全部下达至19个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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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讯 今年我省将安
排退牧还草工程任务 181 万亩，
全部下达至川西高原和大小凉山
地区的19个贫困县。为确保工程
实施，中央财政将下达配套资金
1.57 亿元。这是 5 月 13 日记者从
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的。

本年度退牧还草工程涉及草
原围栏建设、退化草场改良、人工
种草、黑土滩（草原上失去地表植

被后裸露出的土层）治理、毒害草
治理五大方面。其中，退化草场改
良面积达81万亩。

从区域来看，本年度退牧还
草工程任务全部下达给甘孜州、
阿坝州和凉山州三地的 19 个贫
困县。省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
人解释，这是因为多年监测调查
结果表明，我省草原退化区与贫
困区重合度较高。退牧还草工程

的实施，不仅能够修复退化的草
原，还能在工程治理、管护过程中
吸纳项目区农牧民就业，增加劳
务收入。

统计显示，我省现有草原面
积3.13亿亩。其中，有约1.54亿亩
呈退化趋势。2003年以来，我省在
全国率先启动实施退牧还草工
程，旨在修复部分草原生态功能，
迄今已实施1.4亿亩以上。王成栋

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
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
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
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
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
础。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
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
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
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和外方

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
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
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
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
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共
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
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
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
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指出，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

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
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亚洲文明也在自
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
展壮大。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
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
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我们应该增
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
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习近平强调，亚洲各国山水相连、
人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
的梦想追求。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
大势、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亚洲人民期待

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希望各国互尊互
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
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
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亚洲人民期待一
个共同繁荣的亚洲，希望各国合力推进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
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
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
忧的生活。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
的亚洲，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

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习
近平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
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
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
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
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
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的。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
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

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交

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
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
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
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
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
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
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
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我
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
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
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

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甘孜日报讯 昨（15）日上
午，四川省川西片区 2019 年
防震减灾座谈会在州应急管
理局指挥大厅召开。此次会议
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系
列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应急管理部主要领
导的批示精神，分析研判2019
年川西片区震情形势，安排部
署片区防震减灾重点工作，这
是省应急管理厅成立以来第
一次组织片区会议，也是我州
应急管理部门挂牌以来开展
的首次重要活动。

国家应急管理部地震和
地质灾害救援司司长赵明作
讲话，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副主任王志秋出席会议，省地
震局局长皇甫岗通报片区震
情情况，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

毛德忠对近期防震减灾任务
作出工作部署。省应急管理厅
二级巡视员王林主持，州政府
副州长郑天强参加。

会上，成都、眉山、雅安、
阿坝、甘孜5 市（州）应急管理
局分管负责人围绕灾害监测、
灾害防御、防灾避险、抢险救
灾等方面分别汇报了各地震
情跟踪和防震减灾工作开展
情况。

赵明在讲话中指出，各市
（州）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
肩负起防震减灾政治责任，树
牢“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
不防”的观念，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合，努力实现从注
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
转变，从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
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
灾害风险转变，（紧转第四版）

防抗救协同发力
筑牢生命安全线
四川省川西片区2019年防

震减灾座谈会在我州召开

甘孜日报讯 今（16）日，
为期 5 天的第十五届中国(深
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我州组
织了 35 家具有甘孜地域特色
的文旅企业参展。

本届深圳文博会，我州在
深圳文博会会展中心8号馆搭
建了“圣洁甘孜”主题馆，参展
产品涵盖唐卡、金属手工艺、
药泥塑像、牛毛绒加工、藏族
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品、创
新文创产品及旅游商品，其中
不乏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
产品研发制作人员中既有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也有省级工
艺美术大师。

记者在现场看到，我州展

馆采用“遗”“艺”为文化主体元
素、以文化非遗传承为主线，充
分展示了藏区文旅资源和风土
人情。在红、蓝、黄三种色调的
映衬下，展馆既透出一股浓浓
的“民族风”，又向大家展现了

“圣洁甘孜”的良好形象。
丰富多彩的产品门类、新

奇灵巧的创意设计，令人目不
暇接。州民族博物馆馆长汤勇
介绍说，展馆汇集了我州最新
最好的文化成果，尤其是文物
创意研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利用和藏区特色的文
化产品，特别是电子屏上滚动
展播的“非遗之旅”，通过现代
科技展现我州大美风景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紧转第四版）

“圣洁甘孜”亮相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文博会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历史上的今天
●州委党史办●州档案馆●甘孜日报社联办●

1990年5月16至18日
四川省三州中、藏医工

作会议在康定召开。

2000年5月16日
西藏昌都地区行署副

专员黎家华一行10人来州
考察。

2000年5月16至27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 子 寿 率 领 工 作 组 对 甘
孜州南北东路 11 个县的
教育工作进行执法检查，
同 时 调 查 退 耕 还 林（草）
情况。

甘孜日报讯 5月10日至14日，州委
副书记、州长肖友才率甘孜州党政代表团
赴广东省珠海市、江门市、中山市、东莞
市、惠州市和深圳市对接对口支援工作，
开展感恩致谢活动。肖友才代表州委、州
政府和全州各族群众感谢广东省对口支
援甘孜州的各市长期以来对我州经济社
会发展给予的大力关心、支持和帮助，希
望双方继续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交
流合作，把甘孜州的资源优势和广东省的
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
等有机结合，实现互利共羸。

广东省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郭永航，珠海市委副书记赵建国，珠海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郭才武，江门市委常
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许晓雄，中山市委常
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杨文龙，东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梁维东，东莞市市委

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白涛，东莞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张冠梓，惠州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市长刘吉，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
陈彪分别会见肖友才一行，并就进一步做
好对口支援工作进行交流座谈。

肖友才感谢广东省各帮扶市一直以
来对我州的倾情倾智倾力帮扶。他说，近
年来，我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藏方略和
省委藏区工作思路，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和
长治久安工作目标，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
作，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成绩的取
得，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亲
切关怀的结果，是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
的结果，是广东省各对口支援市对甘孜州
各项工作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的结果，是
援助干部人才扎根高原、倾情奉献的结
果，是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

果。他说，自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开展以来，广东省各帮扶市始终把扶
贫协作和对口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诚
心诚意、尽心尽力开展帮扶工作，从人力、
财力、物力、智力上给予全方位支持，甘孜
州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
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强力推动我州呈现
出经济社会高速度与高质量并重发展、全
面小康与长治久安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

肖友才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国家重点扶持“三区三州”脱
贫攻坚、支持四省藏区协同发展等政策红
利的不断释放，雅康高速全线通车、甘孜
格萨尔机场建成通航，以及川藏铁路（甘
孜段）即将开工、州内第四个支线机场的
规划建设，我州作为川西北区域交通枢纽
和人流物流集散中心的发展优势更加突
出。如今的甘孜，已经成为老百姓安居乐

业的福地、投资者发展创业的洼地、旅游
者休闲观光的圣地。但是，由于受历史发
展和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州的脱贫攻坚任
务还很繁重，特别是产业龙头企业不多、
农牧特色产品销路不畅，各类技术人才严
重缺乏等问题仍然突出。广东省作为改革
开放的前沿，在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方
面有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我州学习。希
望广东各对口帮扶市一如既往的大力关
心支持我州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我州期
盼广东各对口帮扶市进一步鼓励引导优
势企业落户我州，共同开发优势资源，共
同打造产业园区；进一步组织引导优势
旅游龙头企业到我州投资兴业，全面加
大旅游资源开发、营销管理、宣传推介等
方面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借助广东各帮
扶市的市场优势，扩大我州农特产品销
售渠道， （紧转第四版）

感恩致谢话真情 强化合作谋发展
肖友才率队赴广东开展对口支援对接及感恩致谢活动

甘孜日报讯 5月14日，全州2019年
度扶贫开发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康
定召开。会议总结回顾了全州2018年扶贫
开发工作，安排部署了2019年扶贫开发和
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强调，扶贫移民攻
坚激战正酣，全州扶贫开发部门要忆足迹、
解难题、探新路，响鼓重锤、一鼓作气，坚决
夺取扶贫移民攻坚战决定性胜利。

州委常委、秘书长、直工委书记、总工
会主席格绒，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志
贵，州政府副州长何康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8 年，全州扶贫开发工

作紧紧围绕州委总体工作格局，坚定信
心、沉着应对，逆境奋起、激情实干，厘清
了新思路、擘画了新蓝图、走出了新路径、
跑出了新速度、收获了新业绩。截至目前，
泸定、康定、丹巴、九龙、乡城、稻城已摘
帽，全州贫困村从1360个减少到251个，
贫困人口从 22.03 万人减少到 3.35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3.17%下降到3.52%，创造
了甘孜扶贫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会议强调，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是我州打赢打好扶贫移民攻坚战役
关键一年，更是我州深入实施扶贫移民攻

坚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打
好我州扶贫移民攻坚战，虽有坚实基础和
良好条件，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
大，要破解的问题和矛盾依然不少。我们
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采取针对性措施
切实加以解决。

会议要求，2019 年，全州扶贫开发工
作要以减贫、安置和增收为核心，以高半
山区、边远牧区、移民安置区、雅砻江上游
4县交界区为主战场，以贫困人口、安置人
口为主要对象，以乡村振兴建设为载体，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能力提升为根本，

实行全域扶贫移民、全程扶贫移民、全员
扶贫移民，统筹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坚持服务移民群众，促进工程
建设，推动库区发展，确保社会稳定，全面
提高扶贫开发效率。

会上，泸定、丹巴、雅江、新龙、巴塘、
得荣围绕相关工作做了交流发言，会议签
订了《甘孜州扶贫开发系统 2019 年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

州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县（市）主要
分管领导、扶贫开发局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张磊

2019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特别报道

相约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

共享文旅融合盛宴
2019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万事俱备大幕将启

破解深度贫困难题 夺取脱贫攻坚胜利
我州召开2019年度扶贫开发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记者 游飞

五月的丹巴，暖风轻拂，梨花绽放，
布谷鸣啼。随着丹巴县和相关部门紧锣
密鼓的准备，2019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
化节大幕将启。

今年，丹巴县接棒的第四届四川甘孜
山地旅游文化节，将于5月19日盛大开
幕。经过前期的推广宣传，2019四川甘孜
山地旅游文化节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3月，本届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
形象代言人班底穿着华丽的嘉绒藏族服
装，清澈的眼神、精致的五官、甜美微笑
的照片和视频，迅速引起网络刷屏，爆红
网络，吸引国内外媒体竞相宣传报道，让
本届山地旅游文化节引发社会极大关

注；4月，我州在成都召开山地旅游文化
节新闻发布会，历届金花齐聚成都，向世
界发出 2019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
的邀请；5月，丹巴县乡村振兴示范区“五
一”开园实现“开门红”，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游客前往“打卡”，继续为2019四川甘
孜山地旅游文化节宣传造势。

为回应社会关注热点，记者“探秘”
节会备受关注的主体活动，揭开本次活
动面纱。

“探秘”热点一
实景剧《美人谷》“嘉绒”风情十足

以嘉绒藏族的神话传说、文学、礼仪、
歌舞及生活习俗中提炼素材，（紧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