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塘一码游”即将正式上线，“极地果蔬、理塘牦牛肉”等知名品牌进一步打响，电子商务蓬勃
发展……

近年来，理塘县精准把握新机遇，完善发展新思路，站在更高更新的角度，用文旅、农牧、商贸三大产
业谋划好、建设好铁路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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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学
习贯彻《四川省河湖长制条
例》及今年度全省水库移民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提升河
湖长履职尽责能力，推动新
时代甘孜水利水电移民工
作高质量发展。7月15日至
16日，全州河湖长制和水利
水电工程移民工作培训会
议在康定、泸定举行，州总
河长办公室主任、州政府副
州长袁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州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在全州上下的共
同努力下，我州河湖长制工
作在全省的排名中大幅提
升。全州水电移民各条战线
也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在州委、州政府坚强领导
下，攻坚克难、奋力进取，不
断克服水电移民职能划转、
机构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水库移民平稳过渡，工
作成效显著。今后全州河湖
长制和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工作仍要接力奋进、久久为
功，坚决推进河湖长制工
作，提升全州水利水电工程
移民工作质效。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
站位，提升业务水平，强化
工作措施，坚定不移贯彻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
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深化实化河湖长制，推
动各级河湖长切实履行巡

河查河治河责任，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层层细化分解目
标任务，层层压紧压实各方
工作责任，切实履行好河湖
主体责任，依托新闻媒体和
社会传播途径开展宣传工
作，形成良好社会舆论氛
围，动员全民积极参与河湖
长制工作。持续推进新时代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做
深、做细水电移民各项工
作，按照全州“一盘棋”的思
路，高质量开展水利水电移
民职能划转、机构改革工
作，重点思谋水电移民安置
后续帮扶工作，将水电移民
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多举措畅通移民增收渠道，
确保群众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严格按照“心系移
民、情系移民”的工作要求，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努力为国家提供清洁能
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贡献力量。

当日下午，全州河湖
长制和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工作考察组一行，还前往
康定市长坝移民安置点、
泸定县沙湾移民安置点考
察移民集中安置点规划布
局建设以及移民后期扶持
发展等情况，在泸定县龙
吟半岛考察学习河湖长制
网格化管理特色做法，在
泸定县得妥镇考察学习金
光 砂 场 整 改 成 效 及 规 范
化、标准化建设。

见习记者 杨沛月

深化实化河湖长制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州开展河湖长制和水利水
电工程移民工作培训

甘孜日报讯 7 月 12
日，我州首例川渝远程异地
评标项目——炉霍县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监理项
目顺利完成，是继西藏之后
又一个跨区域远程异地评
审活动，标志着我州公共资
源交易跨区域远程异地评
标能力进一步提升。

今后，我州将持续完善

远程异地评标工作机制，积
极推动本地与省外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间远程异地评
标交易活动，逐步实现公共
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规
范化、常态化，为全州公共
资源交易活动提供更加公
平、优质、高效的交易服务
环境，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迈
上新台阶。 州行政审批局

我州首例川渝远程
异地评标项目完成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
雅江县深入贯彻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总体思路，积极响应
国家“双碳”战略，立足区域
资源优势，坚持把开发清洁
能源产业作为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全面乡村振兴、壮
大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
措，统筹开发水电、太阳能
等新能源，有力助推县干域
经济发展。

水电引领。立足水能优
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建
设完成水电站6座、总装机
329.08万千瓦，有序推进牙
根二级、孟底沟水电站建设
前期工作，牙根一级水电站

规划报告确认已完成。
光伏强推。立足太阳能

资源，大力实施光伏开发项
目，“十四五”期间规划实施
柯拉光伏和祝桑红星光伏
两个100万千瓦项目，雅砻
江柯拉光伏电站正式开工
建设，祝桑红星1、2标段项
目正在推进。

水光互补。聚焦“双碳”
目标，实施水光互补项目，
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
现代能源体系。全球最大水
光互补电站建成后，每年发
出电量可节约标准煤超 6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
160万吨。

县政府办

雅江县

大力推进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

甘孜日报讯 近日，甘
孜 县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对 辖 区 内 土 特 产 经 营 店
开 展 了 牦 牛 肉 制 品 专 项
整治行动。

据悉，专项行动主要
针对从事牦牛肉制品经营
者证件、标识标签、进货台
账进行核实，重点查清牦
牛肉经营者品种名称，是
否明码标价、是否虚假宣
传、是否售卖假冒伪劣牦

牛肉制品，以严厉执法检
查，有效净化土特产销售
行 业 ，坚 决 守 护“ 圣 洁 甘
孜”民族品牌声誉。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出
动执法人员4人次，依法查
获假冒伪劣产品 30 袋，货
值 1050 元，立案查处 1 件

（对涉嫌销售假冒伪劣牦牛
肉制品的经营户坚决立案
查处）。

记者 丁瑶

甘孜县

开展牦牛肉制品
专项整治

奋力建设团结富裕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

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业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生态是理塘的
底色，也是文旅资源的宝贵优势。川藏铁
路的建成，将成为进藏首选，预计将承担
超过48%的进出藏客运量。游客来了看
什么？就看生态之美，人文之魅。

理塘县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持续开展生态建设，大力推进

“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保
护性开发无量河最美湿地,建设青藏高
原湿地研究基地，在县城逐年推进仙鹤、
佛眼等“八大林卡”绿地湿地建设。积极
探索生态效应，大力推广莨菪种植，推进
藏坝喜马拉雅植物园、濯桑藏巴拉花海、
拉波蓝莓园等乡镇基地建设。最终建成
宜业宜游、生态秀美的新理塘，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友好生态体系。

以“天空之城理塘”为公共品牌，推
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建设。坚持

“3125”文化旅游发展总体思路，着力构
建“1314”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格局。主动
融入大香格里拉旅游经济圈，开创泛
G318旅游区域协作，加强周边旅游景区
合作，拓展旅游市场。

利用县城既有功能和布局，以及县
域内格聂神山、海子山、千户藏寨•勒通
古镇4A景区、毛垭最美草原、无量河最
美湿地等知名旅游品牌和国家打造中国
最美景观大道的机遇，不断完善全域旅
游配套服务功能。打造“处处是景，时时
可游，全程服务，进出便捷”的旅游集散
服务中心。深化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开
发旅游新产品。深化智慧旅游平台，完成
数字文旅创建。

充分利用理塘传统民俗文化、红色

文化、非遗文化、赛马文化、诗歌文化等
厚重的文化资源，借助“G318 中国最美
景观大道”和大香格里拉旅游经济圈，以
及川藏铁路带来的巨大客流，发展文化
旅游和文创体验，塑造一批具有康藏文
化特色的知名文化品牌，让游客深度体
验康藏文化，进一步奠定康南文化中心。

到 2025 年建成全国生态文化旅游
目的地、涉藏地区智慧文旅示范县、省级
生态旅游示范区2个以上，力争创建5A
级景区1个。

加快发展高高原现代
特色农牧业

如果提到海拔4000米的高原特产，
您又会想到什么？

牦牛肉、松茸、酥油，还有那醉人的
青稞酒……

地处高原极地的理塘县，平均海拔
4300 米，素有“天空之城”的美誉。高海
拔气候、清新的空气、无污染的土壤、洁
净的水源、充足的光照造就了生产有机
天然错季节农产品的独特优势。通过大
力培育“极地果蔬”，不断擦亮“川字号”
招牌。

在理塘牦牛产业园区，自动撒料车、
现代化的圈舍，防止“逐水草而居、逐水
草而牧”的游牧方式冬季牦牛因寒冷而
掉膘，也破除了高寒牧区牦牛“夏饱、秋
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以“种草
养畜、科技创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智
慧农业”五大环节为导向，大力推行集中
化、规模化、生态化、效益化养殖。

以“理塘现代农业园区”为龙头，引
领区域内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完善“种
养循环、景园一体、产村相融”的三产深

度融合模式，不断优化种养、加工、文旅
在“一园三区”中的产业布局。努力将理
塘现代农业园区创建为涉藏地区效益最
好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川藏
铁路沿线重要农产品战略保供基地。

探索建立高高原地域性生产技术标
准、加工质量标准和繁育推广体系，建立

“勒通牦牛、高原白萝卜、极地马铃薯、优
质牧草、中华蜜蜂”等五个现代种业基
地。选育新品种、组装新技术，实现“五
良”融合发展和农业数字化。搭建“校企
地、产学研”战略合作平台，努力推动绿
色特色农业科技创新，生产技术集约高
效，产业模式生态循环，筑牢乡村振兴产
业基石。

依托理塘县作为川菜供港澳出口备
案基地和全省畜牧业大县优势，以及交
通枢纽和商贸物流中心优势，将现有的
康藏阳光等龙头企业为基础，培育康南
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创立“极地果
蔬、理塘牦牛肉”等高高原农畜产品知名
品牌。打开了一二线城市的中高端市场，
通过绝佳的品质得到了当地市场的认可
和消费者的亲睐。

加快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
41%的货运量对拥有“理塘站、毛

垭坝站”两个铁路站的理塘而言，破除
交通瓶颈立竿见影，带动理塘经济社
会发展将是革命性的，巨大的人流、物
流、信息流将涌入理塘，资源、人才、资
本等核心要素进一步聚集，经济发展

“虹吸”效应将快速显现，对于周边县
份及毗邻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进一
步加大，必将为理塘经济社会发展插
上腾飞的翅膀。

以“州域陆空物流港”建设为目标，
打造康南商贸物流中心，改造提升主城
区商业中心，加快发展新区商业副中心
和物流“外连内畅”提档升级，搭建文化
旅游产业、农特产品等诸多版块为一体
的商贸平台，推动网红经济、地摊经济、
夜间经济和体验经济等快速发展，做大
做强“商贸周”。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
场工程。

依托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
目，打造城中“电商双创孵化园”。通过实
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培养电商

“新藏商”人才，以应对更加快捷的物流
运输体系。依托理塘高原生态优势资源，
打造城西“特色农商加工孵化园”。鼓励
龙头企业和个人积极开发涉农、涉旅特
色商品，拓宽农畜产品、南亚小商品、康
巴手工品、中藏药材、虫草销售渠道，撬
动旅游市场，进一步奠定康南商贸中心
地位。依托理塘厚重的多元民族文化，打
造城东“藏文化双创孵化园”。

引进重庆本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
建总投资620万元的塘塘数字电商直播
示范基地，建立内贸、外贸销售、人才孵
化、建设云仓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输出
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带动理塘数
字经济产业聚集，促进新经济快速发展。
打造成全州一流的数字经济产业中心、
数字化新兴产业发展集聚区、产城融合
发展新标杆。

进一步拓展城西产业园区规划，匹
配铁路物流集散项目，进一步构建完善
三大产业体系。打造南亚商贸城，形成康
南商贸中转站、集散点，将理塘建设成为
四川面向南亚“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桥
头堡。

擘画铁路经济带新图景
◎叶强平 文/图

理
塘
县

今年来，丹巴县持续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
昂扬的姿态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努力绘
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一个个村寨走
上致富奔康路，其中小巴旺村就是其中
之一。

初夏灿烂的阳光穿过树叶间的空隙，
透过早雾，一缕缕地洒满了小巴旺村。村
民杜明珍在自家地里忙活，为买家准备预
定的土豆，拔藤、挥舞锄头刨土，圆滚滚的
土豆从土里“钻”了出来。挖土豆、装土豆，
看着个头大、光洁饱满的土豆，杜明珍擦
了擦脸上的汗水，眼里满是丰收的喜悦。

“今年产量不错，一亩地有四五千斤，最大
的土豆有三斤。目前我家已卖了三千多斤

了，收入共计有4000元了。”
在小巴旺村，大部分村民种植的都

是内蒙古土豆，也和杜明珍一样尝到了
甜头。刘建贵家因套种了莴笋，早早地就
将土豆卖完了，给莴笋留足生长空间，现
在他的第一批莴笋已经开始销售。“莴笋
才开始卖，市场批发价每斤1.5元，莴笋
效益高，成熟时间短，我们一年要种三季
莴笋，一亩不低于6000斤，翻来覆去的
几季，一年一亩地收入有两万元到三万
元。”刘建贵说。

小巴旺村距丹巴县城10公里，别看
现在产业兴旺，多年前因交通阻塞，加之
群众思想观念落后，2014年小巴旺村被
评为了贫困村。在国家、省、州、县脱贫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2016 年，小巴旺村成
功实现整村脱贫。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近年来，通过
种植苹果、莴笋、辣椒、内蒙古土豆等水
果蔬菜，依托甲居核心景区发展民宿接
待 ，2019 年 小 巴 旺 村 人 均 收 入 达 到
25000余元。

“如今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在种植养
殖上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今
后，我们要加油干，努力过上更好的日
子。”刘建贵激动地说。

据小巴旺村党支部书记降初拉姆介
绍，截至目前，全村种植了 80 亩特色水
果，并林下间种蔬菜。今年内蒙古土豆种
了150亩，收割完后再种上30亩二荆条

辣椒……。
产业发展起来，小巴旺村获得的荣

誉也越来越多，2019年荣获四川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3
月荣获四川省第六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寨。而今的小巴旺村65户、204人正沿
着小康大道阔步前行。

“下一步小巴旺村还要将民宿发
展起来，今年村里发展了六户民宿，已
经开始接待游客了。全村将继续把果
蔬产业做大做精，把整个村打造成‘体
验 式 旅 游 ’目 的 地 ，让 游 客 找 到‘ 乡
愁’，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降初拉
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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