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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规划纲要》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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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
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规划纲要》指出，2018年11

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
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
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
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

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
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创
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紧转第四版）

甘孜日报讯“稻城将通过8大
项目建设，在南北形成‘三基地+三
神山’的两大旅游目的地体系。”11
月30日上午，在成都举行的天府旅
游名县·稻城脱贫攻坚项目推介会
上，全州首个“天府名县”稻城县向
社会资本抛出投资总额 48.87 亿元
的“大绣球”，最终成功签约合作项
目 10 个，引资 15 亿元，授信 10 亿
元，总投资金额达25亿元。

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
主委、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欧阳泽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成康、州政府副州长郑天强出席推
介会。

此次推介会由民革四川省委、中
共稻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主办。会
上，与会领导嘉宾和企业家代表参观
了稻城县特色农产品展示区，观看了
旅游宣传片和藏民族歌舞表演。

欧阳泽华在会上表示，稻城县脱
贫攻坚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希望
企业家们积极赴稻城县考察调研、投
资发展。他要求，稻城县要以此次推
介会为契机，不断优化投资政策，为
企业的投资兴业、为项目的落地落实
和企业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王成康在推介会上发表致辞，
对民革省委、省内外对口帮扶单位
给予我州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我州将秉承亲商安商富商的招
商理念，倾力营造宽松和谐的投资
环境，落实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全方位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欢迎广
大企业家到甘孜投资兴业。

稻城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推介
会上详细介绍了该县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投资营商兴业环境，推出文
化科普旅游、特色农牧业等领域招

商引资项目 48 个，投资总额达到
48.87亿元，重点推介了国家天文公
园、海子山兴伊错“时轮星海”景
区 、“星空小镇”文化旅游综合体、

“亚丁之心”特色旅游综合体、各卡
乡卡斯村主题文化酒店聚落、赤土
乡子定村新村以及亚丁特色旅游及
优势农牧产品项目。

“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巨
大的发展潜力，吸引到全国各地50
余家商企到场。最终，“亚丁之心”特
色旅游综合体、卡斯大酒店等10个
项目被中展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7
家企业“相中”，此次推介会实现引
资15亿元，授信10亿元，现场签约
总金额达25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稻城县抓住国
家、省、州系列政策机遇，准确把握
发展态势，今年成功创建了首批“天
府旅游名县”、国家“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顺利通过了省级脱贫摘帽验
收，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
截至 10 月，该县今年共接待游客
334.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5.8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12.6% 、
22.9%，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
GDP 贡献率达 56.5%，税收占比达
66%，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贡献率超过60%。

民革四川省委、省文旅厅、中国
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省旅游投资
集团、泸州市援藏办、四川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
学院、川北医学院、泸州市人民医院
和州政府办、州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州文旅局、州卫健委、甘孜日报社以
及稻城县党委政府和相关单位负责
同志，中省、州县金融单位和企业代
表、媒体记者等参加了推介会。

记者 李娅妮

天府旅游名县稻城在
蓉成功推介脱贫攻坚项目

签约10个项目
金额达25亿元

甘孜日报讯 最美奋斗者走过的
邮路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时代楷模诠
释的新时代“两路精神”是何种风采？
12月1日，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主办的

《雪线信使——“时代楷模”其美多
吉》新书分享会在2019天府书展主
会场举行。当天，其美多吉在现场与
主创人员交流，与读者朋友互动，分
享三十载往来雪线邮路的心路历程。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
省版权局局长周青出席活动。

该书是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和甘孜
日报社共同策划创作的长篇纪实文
学，真实记录了其美多吉从一名平
凡的邮运驾驶员，成长为时代楷模、
全国劳模、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以及感动中国人
物的非凡经历，并以这位康巴汉子
在雪线邮路上初心不改的故事，描
绘出一个多民族共同守护的精神家
园——甘孜，以及这些年在这片土
地上所发生的伟大变迁，一经出版，
反响良好。活动现场，众多慕名前来
的读者向其美多吉送上写满敬意和
祝福的明信片。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省作家协
会、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巴金文学
院、中建三局成都公司、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及甘孜
州委宣传部、甘孜日报社相关领
导，作者代表、工人代表等近 300
人参加分享会。

记者 兰色拉姆 李娅妮

《雪线信使其美多吉》
新书分享会亮相天府书展

“艾滋病传播有三种途径，要增强健康意识和自律意识……”12月1日
是第32个世界艾滋病日，理塘县村戈乡村医生翁姆顶风冒雪深入海拔4200
多米的高寒牧区芒康村，进村入户用藏语向牧民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图为
翁姆正在向牧民宣传防艾知识。

理塘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陶军 摄影报道

新都桥，曾经落后荒凉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折多

山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分界
线，折多山以西，地势渐渐趋缓，开始
进入“深藏区”，当地俗称“关外”。

新都桥就是“关外”第一站。
60 年来，新都桥一直是川藏公

路南北线的分叉点。康定往西、翻越
海拔约 4300 米的折多山垭口后，就
会经过新都桥。在此，既可以继续西
行、沿国道 318 线到达西藏芒康，也
可以选择北上、转入平行的国道317
线到达西藏昌都。

新都桥在当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本地人通常说的是广义上的新都桥，包
括现在康定市的新都桥镇、瓦泽乡、呷
巴乡、甲根坝乡、朋布西乡五个乡镇。

“过去新都桥只有一条街。”来自
甘孜州康定市瓦泽乡、53 岁的老干
部扎西尼玛说。

所谓的街其实是国道 318 线的
一段，狭窄、颠簸、尘土飞扬，民间有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说法。
拉货的重型卡车经过时，上面的物资
就颠得咣当响。彼时，国道 318 线塌
方频繁，堵车可达一周以上。

西部公路病害严重，防灾抗灾能
力弱，公路断道阻通等情况经常发
生，交通事故频繁。新都桥便是过去
西部地区落后交通的缩影。

扎西尼玛回忆，2000年以前，新
都桥镇上只有孤零零的几家店铺和一
家国营旅馆。旅馆不提供房间，只提供
床位，也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

这时的“关外”带有一种荒凉和
落后的意味。少有人愿意主动前往新
都桥，更不用说是旅游了。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
1996年，新都桥农民邓珠降措在

公路边开了当地第一家民宿，叫“康巴
第一藏家庄”，意在强调这是康定和昌
都之间广袤区域的第一家民宿。

藏式房屋一般有三层，底层用来
养牲畜，二层是客厅、卧室和厨房，三
层是仓库。邓珠降措把二层的客厅用
于民宿，用旧报纸糊了墙面，权当是
装饰。他在房前种草，把亲手缝的几
顶帐篷放在草坪上。帐篷里有简易的
藏式餐桌和麻将桌。

民宿开得并不顺利。落后的交通
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客源
多是附近居民，消费水平低。来的人

也就是打打麻将，喝酒聊天。民宿每
人每天收取25块钱，含午饭和晚饭。

开了三年，赚的钱还赶不上打零
工，邓珠降措差点就放弃了。

转机出现在2000年。一天傍晚，
一辆载着十几个游客的依维柯在“康
巴第一藏家庄”门口停了下来。

简陋的条件并未阻挡住内地游客
对藏地的好奇心。藏族百姓的生活、当
地的历史乃至一草一木都让他们好奇。

临走前，旅行社的负责人鼓励邓
珠降措增加床位，他保证每个月至少
带一队客人来。对于整个西部地区来
说，2000年也是一个分水岭。

通往“摄影天堂”之路
2000 年 1 月，党中央对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
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交
通成为西部发展的第一要务。

2001年至2003年，西部地区实
施了通县油路建设工程，共建里程
25766 公里，总投资 347.68 亿元，使
西部地区交通状况有了质的飞跃。

交通改善对于四川省甘孜州旅
游业的带动作用立竿见影。2001年，
随着川藏线上二郎山隧道的全面贯通

和成雅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甘孜州
当年共接待游客66.75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221%。

邓珠降措家的 8 个床位已经远
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了。于是，他把
客人带到村上相对宽裕的人家，那里
有多余的被子和床位。

当地政府也行动起来。2003年，
政府发放补贴鼓励村民改造房屋、改
善居住环境，提升旅游接待能力；还提
供水泥和技术指导，有意愿的村民可
自备砂石、自己动手把路修到家门口。

从东部省份前往新都桥和更远
藏区的道路越来越宽，质量越来越好。

2004 年，政府投资37 亿元资金
对川藏公路进行全面改造，提高路面
和桥涵的承载能力，改善行车条件，
提高通车能力。

2016年，随着甘孜州高尔寺山隧
道、剪子弯山隧道和理塘隧道的贯通，
川藏公路的路况得到进一步改善。

2019年，雅康高速正式开通，使
成都到康定的驾驶时间缩短到 4 小
时。和康定一山之隔的新都桥，又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

（下转第四版）

新都桥的光影之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迪

在两千多公里长的
川藏线上，新都桥是通
往多个重要城镇的“十
字路口”；在游客和摄影
家眼中，它代表了一个
色彩斑斓的光影世界。
20年里，这个户籍人口
不到一万人的小镇、川
藏线上一个不起眼的过
路站，一跃成为闻名中
外的“摄影天堂”。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
的？

●曾经默默无闻的过路站，20年间成为川藏线上红火的“打卡地”
●新都桥的变化折射出交通改善给中国西部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
●随着同质化问题凸显，如何把本土文化和现代旅游的舒适性相结合，成为新都桥的一道待解难题

针对上述检视出的问题，乡城县
不回避、不护短，立足“说了就定，定
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工作理念，今年
5 月召开了“工作提升年”行动动员
大会，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工作提升
年”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以县委书记
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统揽

“工作提升年”行动工作。半年时间过
去了，干部职工工作能力提升如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没有根本转
变？近日，记者在乡城县农村牧区走
访，农牧民群众给出了满意答案。

亮剑“慵懒散拖”
忠诚担当赢民心

11 月 10 日上午 8 点过，记者从
乡城县城出发，沿着正在建设的崎岖
山道，颠簸了两个小时到达该县正斗
乡。进入乡政府院坝，“我是党员我带
头”的大幅藏汉文标语引入注目。

在政务公开栏，乡党委和政府以
及驻乡学校、卫生院和村组干部职工
的职务信息和承诺内容一目了然。

“我要尽快熟悉计算机公文应用
能力知识，提高工作效率；要学会列
清单，学会倒逼自己，努力圆满完成
领导交办的事情；要主动与群众打交
道，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所想。”乡
政府办公室主任李小鹏梳理出自己
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整改
措施。

“我要加强学习学校教学和管理
知识，现在，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改
善了办学条件，我们一定要从提高教
学质量入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争
取让家长和社会满意，培养更多更优
秀的人才。”正斗乡中心校负责人四
郎拥忠在公示栏上承诺。

看到乡政府来了“陌生人”，正斗
乡政府乡长扎仁多登热情地迎了上
来，得知记者来意，他解释说，把乡上
干部职工的承诺上墙并非作秀，过
去，这样的活动也很多，但大多流于
形式，在梳理个人问题时，大多以“政
治理论学习不够，知识面不够宽”等
与本职工作结合不大的所谓“问题”

敷衍塞责，没有起到对工作的推动作
用，这次县上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在大量摸排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提升年”行动实
施方案，乡党委、政府按照主题教育
活动和县上工作能力提升年的具体
要求，对标学习，学深悟透，亮明身
份，查摆问题“不玩虚”，对承诺不实、
没有结合本职工作的承诺，打回去反
思，再作进一步的承诺。

在记者走村串户进行调查时，巧
遇在正斗乡开展调研的乡城县委书
记曹建奎。记者了解到，尽管乡城县
2018年已经顺利实现“脱贫摘帽”，但
曹建奎仍然奔走在农村牧区听民情
解民忧。他住在更远的牧区定波乡完
成调研后，中午12点过到了正斗乡，
来不及吃午饭便进村入户了解民情。

“我们虽然已经顺利实现了‘摘
帽’，但不能有‘歇一歇’、‘停一停’的
思想，我们的干部就是要以为人民谋
幸福为价值追求，要从老百姓关心的

‘细枝末节’，（紧转第四版）

在不忘初心和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乡城
县深挖在干部职工中存
在的问题：廉租房公共
卫生区、电子商务服务
中心公共区域、县城城
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垃
圾问题久治不绝；个别
部门、乡（镇）办公室灰
尘漫布；有的部门办公
楼卫生间臭气熏天；少
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无
人办事；个别乡（镇）干
部职工责任心不强，得
过且过，“混日子”；公文
处理不规范；漠视群众
呼声和诉求；存在“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的“应付
交差”和“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心态和作态。

香巴拉藏寨党旗红
乡城县开展主题教育和工作能力提升年纪实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新都桥秋景。刘平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