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孜日报讯 新时代阳光普照，
一条从根本上改变甘孜贫困落后状
况、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
甘孜儿女的共同选择。120 万甘孜
儿女，用不懈的努力，摸索出创新发
展的路径，写下感人至深的历史故
事，交出不同凡响的优异成绩单。

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
的喜庆日子即将到来，深情回望70
年风雨历程，见证新时代吉祥甘孜，
激情展开中国梦康巴画卷。甘孜儿
女兴高采烈，准备迎接欢乐时节。

9月13日，适逢周末，游走在康
定街头，定能发现大街小巷已经“穿
上了新衣”，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路灯柱上的广告“红了”，城市街道
“亮了”，花坛数量“多了”。为迎接建
州70周年庆典活动，康定市共设计
了6个雕塑，在入城大道和城门设置
了对联和8个立牌，城市主要街道增
加了各类绿植花卉。在康定市雅拉
乡，全乡群众为了迎接建州70周年，
义务投工投劳修建了公路沿线“十里
花海”和庆祝雕塑，用雕像诉说心声：
干群心连心、再唱山歌给党听、党恩
暖心田、雅拉旧貌换新颜。

而在丹巴，节日的氛围早已笼
罩。自8月份起，丹巴县运用各类宣
传阵地、宣传载体和宣传手段，展开
了高密度、持续性庆贺宣传。先后投

放大型高立柱、墙体堡坎宣传标语
20 余处，投放宣传横幅、彩旗道旗
国旗 3200 余条，投播宣传视频 2
部，出租车顶灯循环播放标语2000
余条/天。全县一片欢乐祥和。

同样在乡城，为展现本地风
采，从8月初开始，乡城干部职工在
香巴拉休闲广场，一遍遍重复排练
着舞蹈动作，不辞辛苦、不厌其烦
地练习。不少群众经常围观拍照，
兴起时还会跟着一起跳。欢快热
闹，干部群众一起准备着迎接建州
70周年的到来。

在甘孜县，则是以歌声来表达
喜悦。8月中旬，一场“唱响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为迎接建州 70 周年
的歌咏活动举行。全县各系统的 9
支方队队员以《走进新时代》《希望》

《飞向甘孜》等一首首赞歌，热情歌
颂祖国、歌颂家乡，“这次歌咏活动，
我们用雄浑高亢的歌声，为家乡献
上一份特别的 70 岁‘生日礼物’！”
老干支队代表拉姆说。

随着建州70周年庆典活动越来
越临近，各项庆祝活动筹备工作和大
型广场文艺演出紧锣密鼓进行着。全
州18个县（市）的演员基本到位，正
在场地紧张地排练着。来自白玉县热
加乡的泽仁曲珍作为舞蹈演员参加
排练。这是她第二次走出白玉县，她

异常兴奋，排练也更加刻苦。
为本次庆祝活动做着准备的还

有志愿者们。目前，全州220名优秀
青年志愿者已就位，正在进行各式
各样的培训。志愿者纷纷表示，已经
做足精神上的准备以及知识、技能
和体能上的储备，将会努力提升自
己的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参与到州
庆活动的服务中，争取当好主人翁。

风好正是扬帆时，谛听时代钟
声，拥抱2020年光辉时刻。此刻，雪
山儿女喜迎建州70周年，用双手捧
起圣洁的哈达，庆祝建州 70 周年。
期待，相约甘孜。

记者 兰珍

百万甘孜儿女喜迎建州70周年

“通电了！”今年6月19日19时6
分，甘孜理塘至下坝35千伏输变电工
程正式投运。逾八成线路穿越无人区，
最高施工点海拔4600米……这个国
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
四川境内海拔最高项目的建成，不仅
解决了3个乡的居民用电难题，还实现
理塘县国家电网主网全覆盖。

8月19日，康定110千伏东关
变电站内，监控屏上各项数据稳步
运行，工作人员长舒一口气——为
满足居民用电新需求，这座已运行

35年的康定城区电力“心脏”，5月
13 日启动改造工程，历经 96 天紧
张施工，顺利完成“升级”。

96 年前，全州第一盏电灯亮
起，但缺电曾长期“卡住”经济发展
和百姓致富的步伐——1950年，这
里没有一座电站，输电线路仅 10
余公里。10年前，还有20多万农牧
民“照明靠油灯、取暖烧牛粪”。

近10年来，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以“电亮高原”为己任，
在康巴高原架起一条条“电力高速

路”，让雪域高原驶入“致富快车道”。
2012 年 9 月 19 日，投资 32.15

亿元的“新甘石”联网工程竣工投运，
我州西北部电网告别长期孤网运行
历史，正式并入国家电网。2014年11
月20日，投资66.3亿元的“川藏联
网”工程投运，西藏和甘孜145万藏族
群众用上稳定可靠电力。2015年6月
30日，甘孜“电力天路”及无电地区建
设工程建成投运，四川最后一批共
18.86万人告别无电历史……

“用上电”，还要“用好电”。国网四

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先后通过
“中心村改造”“电力助推脱贫攻坚”
“三区三州”等各大电网建设工程，全
力保障群众用电质量。同时，以共产党
员服务队、“圣洁尚巴”服务队为载体，
常态化开展安全用电宣传“五进”活
动、简化办电流程方便客户、主动根据
地方政府规划提前开展电力升级改
造，全面提升用电服务质量。

铁塔高耸入云，银线飞架高
原。因为电，这片15.37万平方公里
的热土上，酒店和民宿繁星般涌

现，吸引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松
茸、羊肚菌等特色产品经过加工走
出高原，让农牧民的荷包更鼓了；
娃娃们通过网线对话世界，改变命
运……不管是城市霓虹闪烁，还是
草原灯火阑珊，甘孜群众的生活被
电“亮”，也正在被电“靓”。

“我们相信，在充足的电力保
障下，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一定
能再上新台阶！”国网四川甘孜州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
书记刘元生对未来充满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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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70周年大事记

成立新中国第一个
地专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1950年11月17日—24日，西康

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在康定召开，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1955年10月1日，更名为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康藏（川藏）公路
康定段通车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西

康撤省后始称川藏公路）全线通车，在

康定县境穿越4区1镇，全长148公

里，从此缩短了康定与成都的距离。

甘孜州民主改革

1955年冬，在丹巴县和康定鱼

通、孔玉两个区启动试点，后陆续在东

路、北路各县农区进行清理债务、废除

“乌拉”差役、解放和安置娃子“三项改

革”，在石渠、色达和邓柯雄坝、甘孜大

塘坝、炉霍热哈和道孚玉科等牧区开

展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1959年底，

民主改革胜利完成。

支援十八军进藏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十八军进藏途经甘孜州。康定军管会

成立康区各族各界人民支援委员会，

为部队砍柴1500万斤，割马草500

多万斤，购粮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

头，担负运输的牦牛10万余头。

禁伐天然林资源

1998年8月，甘孜州启动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全部停止天然林资源采

伐，并关闭州内木材交易市场。1999年

7月1日，全州木材运输车辆全部停运。

建成雅康高速公路

2017年12月31日，雅安至康定高

速公路（G4218）雅安草坝至泸定段试通

车运行，2018年12月31日，雅康高速

泸定至康定段通车，雅康高速全线通车。

“新甘石”联网工程
竣工通电

2013年9月19日，新都桥—甘孜

—石渠联网工程竣工通电。“新甘石”联

网工程全长1015公里，总投资32.15

亿元，彻底解决了石渠、色达、甘孜等无

电地区的用电问题。

建成世界海拔最高
民用机场

2013年9月16日，稻城亚丁机

场正式通航并投入运营。海拔高度

4410米，是世界上旅游景区机场中

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建立康定民族师范
专科学校

1985年9月28日，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成

立。1992年，学校更名为“康定民族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2009年3月，经教

育部批准，升格改建为四川民族学院。

脱贫攻坚

2020年2月，全州18个县（市）脱

贫摘帽，136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222986名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贫困发生

率从23.17%下降到0.23%，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连续两年进入全省先进方阵。

从忧居到安居乐业
让温暖化为脱贫动力

在吃穿不愁基本解决的情况
下，甘孜把“三保障”作为攻坚着力
点。安居，首先吹响“冲锋号”。

巴德是色达县康勒乡打西二村
贫困户，距县城100多公里不说，一
家人挤在不足10平方米、用柳条拼
合而成的简易房屋里，夏天漏雨水、
冬天敞风雪。在色达，平均海拔
3800米以上，“一方水土养活不了
一方人”是绕不开的现实。针对边远
牧区和高山农区贫困群众，色达果
断作出“挪穷窝、断穷根”的部署。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这个脱贫
攻坚头号工程，巴德一家从草原搬
进了色柯镇安康社区这个全州最大
的搬迁安置点。这是高山脚下的美
丽村寨，蓝顶白墙的房屋连片绵延，
院子里盛开着鲜花，宽阔的水泥路
穿行其间。巴德家的房子90多平方
米，还有独立卫生间和小院子。搬得
出，还得稳得住、能致富。巴德凭借
彩绘石刻手艺，加上集体经济收入
和公益岗位，年收入六七万元，顺利
丢掉了“穷帽子”。和巴德一样，色达

县 17 个偏远贫困乡镇的 363 户
1544 名农牧民群众住进了安康社
区。色达县将2个洗车场租赁费、3
家商砼经营权出让费、1家餐饮企业
经营规费和牲畜屠宰场经营权出让
费作为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引导社
区居民在果根塘湿地保护、县城公
共卫生管理等岗位就业，实现户均
增收 1 万余元，人均增收 2553 元，
实现了住有所居、乐有所业。

安康社区是一扇窗。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甘孜着眼住房安全有
保障，按照“结合全域旅游打造、幸
福美丽新村建设、优势产业发展布
局，坚持山上往山下靠、穷山往富土
靠、山区往景区靠、小村往大村靠、
农村往城镇靠，统一规划、统一设
计、统一风貌、统一布局、统一建设”
要求，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265户、
危房改造74651户、地质灾害避险
搬迁 13093 户、农村土坯房改造
6863 户，切实解决了“一方水土养
不起一方人”问题。行走在甘孜大
地，一栋栋崭新的藏式民居拔地而
起，房顶上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格
外鲜艳，一句句“嘎正切”（藏语，谢
谢）成为老乡们发自肺腑的心声。

从缺医少学到全面保障
让希望照进奔康梦想

9 月 9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在成都举行四川脱贫攻坚新
闻发布会。会场外，一场“脱贫攻坚
看今朝”展览，用70余张照片向世
界讲述脱贫奔康的四川故事，中外
媒体记者被一张照片中藏族女孩
的笑容深深吸引。

“一人就业就可以实现全家脱
贫，这个藏族女孩就是典型代表。”
从讲解员的讲述中，德国电视二台
记者岳悟福得知，女孩名叫肖芳，
来自丹巴县，是中国第一位藏族地
铁女司机。此前，因家庭变故，肖芳
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外出打工，吃了
很多苦。

肖芳的命运因何而变？岳悟福
记住了“9+3”免费教育计划。得益于
这项民生工程，甘孜州首批300名藏
族学生有幸进入5所职业学校学习，
肖芳正是其中之一。2012年肖芳从
内江铁路机械学校毕业后，被成都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录用。

幸运的不仅是肖芳。着眼义务
教育有保障，甘孜围绕“全域甘孜

儿女上好学”目标，全面实施15年
免费教育、“9+3”中职教育和“一村
一幼”建设，100%资助贫困家庭学
生，扎实开展“控辍保学”专项行
动，5年来累计投入15年免费教育
资金 27.75 亿元，资助学前在园幼
儿和中小学生 95.83 万人（次），坚
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扶贫给孩子的未来注入
希望，医疗扶贫则让患病老乡实实
在在受益。石渠县虾扎镇虾扎二村
村民尼玛拉姆患上肝包虫病，饱受
病痛折磨，失去劳动能力。2017年，
她被纳入包虫病防治项目救治对
象，前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外
科自体肝移植手术治疗。手术费11
万余元，最终她个人仅支付 997.9
元。如今，尼玛拉姆恢复良好，能上
山挖虫草采药材，顺利脱贫。

在甘孜，包虫病是发病率高、
危害大的重点地方病，全州受威胁
人口达 80.5 万人，石渠尤为严重。
2015 年 11 月，甘孜启动包虫病综
合防治攻坚战，推广石渠防治经
验，累计治疗包虫病患者 1.51 万
人，今年8月，石渠县试点顺利通过
国家终期评估。

脱贫奔康路上，守护贫困老乡
健康。近年来，甘孜加快推进“健
康甘孜2030”行动，推进基本医疗
保障全覆盖，1360 个贫困村都实
现有标准村卫生室，全面落实“十
免四补助”等政策，确保贫困患者
县域内住院、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
医疗费用个人支付占比均控制在
5%以内，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

持续精准“绣花”，脱贫成效显
著。今年2月，喜讯传来：雅江、道孚
等12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
我州全域脱贫“摘帽”。同时，1360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22.3万贫困人
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底
的 23.17% 下 降 到 2019 年 底 的
0.23%，剩余的2191名贫困人口已
达脱贫标准，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2018年，2019年，我州脱贫攻坚成
效考核综合评价也连续两年进入
全省“好”的方阵；2019 年 12 个脱
贫“摘帽”县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全
部为“好”，脱贫攻坚已由“集中攻
坚”迈向“巩固成果”新阶段。

幸福，正像格桑花一样开满雪
域高原。

鏖战深贫1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交出减贫史上最好答卷

康巴高原，离世界越来越近——
6月24日，道孚县举行建制村

农村客车启动仪式，全县行政村实
现公共客运全覆盖。当月底，甘孜
325个乡镇全部通客车，2736个建
制村通客车2726个。

8 月 19 日，国道 318 线折多山
隧道建设现场，施工人员马不停蹄
绑扎支护、配套开挖。施工方正在
攻克这座“康巴第一关”地质难题，
向着2023年贯通按下“快进键”。

8月25日，甘孜格萨尔机场开
启前往福建厦门的首次航班，随着

又一个空中桥梁的架设，雪山与大
海的距离不断拉近。

幅员辽阔、高山耸立、峡谷幽
长，路，曾是甘孜人心头的“痛”。甘
孜州成立之初，道路交通还是一片
空白，运货靠人背畜驮，渡河靠木船
溜索，出行靠骑马走路。改善出行条
件，不仅是甘孜州委、州政府职责所
在，更是百万干群的心头夙愿。

70 年前，十八军肩负“一面进
军，一面修路”的历史使命，曾“背着
公路”经过甘孜进军西藏，修筑了堪
称天路的川藏公路。70年来，甘孜

州委、州政府弘扬“两路精神”，先后
实施通县油路、交通三年集中攻坚、
农村公路三年集中攻坚等重大建
设。特别是2009年以来，先后实施
四轮交通大会战，年投资规模连续7
年超100亿元以上，交通先行战略
取得显著成就，道路交通条件得到
根本性改善，发生历史性巨变。

2001年12月，G318线二郎山
隧道建成通车，被甘孜群众誉为

“第二次解放”。2017年9月，“世界
第一高”雀儿山特长公路隧道建
成，7 公里隧道 10 分钟可穿越，而

以往翻山越岭要走一天。2018 年
12月31日，甘孜交通迎来“高光时
刻”——雅康高速公路提前9个月
全线建成试通车运营，甘孜进入高
速时代。现在每年六七月，甘孜深
山里刚采下的松茸，最快24小时就
能送到北京上海的餐桌。

一组数据标注出甘孜交通“变
脸”的加速度——全州公路通车里
程已从1952年的704公里，增长到
2019年的34310公里，通车里程居
全省第一，是70年前的48.7倍。不
仅是地上，康定机场、亚丁机场、甘

孜格萨尔机场相继建成通航，甘孜
成为全国唯一拥有 3 个海拔 4000
米以上支线机场的市州。“世纪工
程”川藏铁路（甘孜段）即将开工，
川西北区域性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加速形成。

七十载巨变，雪域天堑变通
途，正在向县县通国道、乡乡通油
路、村村通硬化路的高原坦途迈
进，实现历史性跨越，立体交通网
悄然构筑，陆空铁加速联结四面八
方，大美甘孜正走出大山，阔步奔
向世界。

电亮高原铁塔银线连高原 照亮藏家奔康路

筑梦天路公路通车里程全省第一 结束“零高速”历史

9月的甘孜，成片成带的金色青稞田翻滚涌动，收
割机穿梭不停，牧场上牛肥马壮，园区内瓜果飘香
……丰收的喜悦绽放在农民脸上。“村村寨寨哟，都通
了路哟，家家户户噻，富裕了哟……”康定市姑咱镇若
吉村鱼通山歌传承人徐万忠站在村口，放声歌唱。

歌声，唱出这片曾“一步跨千年”的雪域高原神奇
的“变脸”：这里，曾深陷贫困，2013年底，识别贫困村
1360个、贫困人口220289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3.17%，
18个县市均为深度贫困县，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和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更是四川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是典型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变脸”，源于甘孜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在
各方的大力帮扶下，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
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聚焦“两
不愁三保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大力实施住房安全、产业、就业、基础设施、
医疗、教育等“七大扶贫攻坚”，坚决攻克雅砻江上
游24个深度贫困堡垒，千百年来的贫困问题得到
历史性解决，交出一张甘孜减贫史上最好的答卷。

全面小康耀高原奋进
之路

◎甘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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