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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开 山 门 谋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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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山峡谷中如何发展？
西藏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藏东

地区要发挥连接川、滇、青的区位优势，积
极融入成渝经济圈，加快矿产、水能资源开
发，着力建设区域经济中心、有色金属生产
基地、“西电东送”能源接续基地、“三江”流
域精品旅游区。

结合昌都实际和资源禀赋，昌都地区
确定了“强工重镇、带动两翼、东西发展、创
建基地”的战略思路。其中，“强工重镇”的

“重镇”就是要以昌都镇为中心，沿国道、省
道辐射周边发展，吸引群众在城镇周边居
住，完善城镇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昌都镇在昌都再次腾飞中
的中心地位被确立，对它的改造势在必行。

为了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进
一步提升和完善城市功能，昌都地委、行署
启动实施了新一轮昌都镇旧城改造工程，
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提升城市品位，改善
昌都镇的人居、经商环境。

规划引领未来。“城市建设一定要规划
先行”，罗布顿珠认为，城市规划要有超前
意识，因地制宜，盘活资源，突出人文关怀，
体现建筑灵魂、地域特色、文化品位，大力
改善经济社会、商贸文化、人居生活环境。

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品位建设、
高效益经营、高质量管理，力争用 3 年时间
基本完成旧城改造工程。由于昌都四面环
山，和山城重庆的地形十分相似，改造前，
昌都地区专门请重庆市有关单位对城区进
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

“规划中，昌都坝作为特色商贸及旅游
接待片区，云南坝作为地区行政中心，马草
坝作为文化体育片区，四川坝作为物流中
心，各个坝区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昌
都地区住建局副局长霍映章说。在昌都重
镇的打造中，不仅对旧城进行了规划，还部
署了新区的开发。沿川藏、滇藏等国道、省
道，昌都的新区开发包括农科所片区、达因
卡片区、生格村片区、下加卡片区等 6 个片
区，森林公园、高新技术园区、汽配城等被
布局在这 6个片区中。

作为商业中心的昌都坝在扎曲河和昂
曲河的环抱中，是旧城改造工程的主战场。

在昌都镇胜利街，新建成的下穿隧道
也 即 西 藏 首 座 城 市 下 穿 隧 道 内 车 来 车
往，川流不息。由于昌都被群山环绕，可用
的平地不多，特别是处于两河交汇中心的
昌都坝更是寸土寸金。改造前，交通拥堵
现象非常严重，而且街道及周边建筑的风

格迥异。规划中，当地针对这些问题作了
修建下穿隧道和建筑要体现传统藏东康巴
风格的决定。

“作为目前西藏惟一一条下穿隧道，它
的总长度 515 米，全宽 30 多米，隧道上部
为步行街和商业广场，隧道内为机动车干
道双向 4 车道。它的建设，能有效缓解昌
都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方便车辆、行人的
安全通行，同时能更好地将强巴林寺周边
打造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藏东特点的精
品休闲旅游区域。”霍映章指着展板上的规
划蓝图介绍说。在蓝图中，记者看到一个
充满浓郁民族风情且具备现代化功能的商
业广场。

在住建部门工作多年的昌都地区住建
局局长美朗松布对藏东传统的建筑风格颇
为熟稔。他说，旧城改造中为了体现藏东
地域特色和康巴风格，在建筑物的外观装
饰和色彩选择上，采用平挑大檐等技法，并
使用蜜蜡、宝贝火焰等装饰物，保留了藏东
建筑符号。“在某些地块，我们采用了康区
服饰作为墙体装饰，昌蜀桥的外形，我们采
用昌都传统晒粮食的粮架的形貌。”

在颇具藏东风格的昌庆街，我们遇到
了做藏式旅游产品生意的顿珠。虽然旧城

改造暂时影响了他的生意，但是他看到的
是改造后昌都重新焕发的魅力。“我相信，
改造好后会有更多游客到昌都旅游，我的
生意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
高。”顿珠对未来充满信心。

其美拥措一家在昌都镇生活了 20 多
年，现住昌都坝上的幸福小区。房屋破旧、
交通拥堵、常停水停电，是她对老城区的记
忆。她对旧城改造充满期待，“希望旧城改
造早日完工，让我们的昌都更美丽，生活更
方便”。

昂曲河上，一座崭新的大桥正在建设
者的手中一点点显露雏形。昌都地区住建
局副局长霍映章介绍说，这座大桥投资
4700 多万元，全长 102 米，将被命名为“茶
马桥”，因为昌都地区历史上曾是茶马古道
上的重要一站。昌都镇作为昌都地区的中
心城镇，由昌都坝、四川坝、云南坝、马草坝
等组成。这座新修的大桥将把商业区昌都
坝和行政中心云南坝连接在一起。

昌都镇周边有两条河流，桥自然很
多。在主城区段，昂曲河上有 4 座桥，扎曲
河上有 2 座桥。这些桥联通着各个坝子，
也联系着城中人的生活，建桥成为了城市
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沿昂曲河逆流而上，河畔集住宅和商
用为一体的卧龙商业广场，也正在紧锣密
鼓地建设中。

从昔日偏居一隅的小镇，到加快成为
藏东经济中心，昌都城镇化进程全面提速，
带来的是发展活力的全面迸发。

在昌都地区所在地昌都县昌都镇，扎
曲河与昂曲河汇合形成了浩荡的澜沧江。
澜沧江仅是流经昌都地区的其中一条江
河，怒江、金沙江也从昌都的深山峡谷中蜿
蜒而出。

因地处“三江流域”，昌都的水能资源
非常丰富，昌都地区从深山峡谷中突围的
其中一个举措，就是把水能资源转换为经
济优势，合理有序地加以开发。西藏自治
区党委常委、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专程
会见华能、华电等企业的高层领导，商讨加
快电力开发的措施，提出了力争到“十二
五”时期末昌都电力在建规模达到 500 万
千瓦以上，初步建成国家西电东送接续能
源基地的目标。

昌都地区的有色金属储量很大。当地
确定了以玉龙铜矿为龙头，建立昌都有色
金属基地的目标。

“我们打算将有色金属企业整合为
一个市场化、现代化的战略联盟，不断延
伸和优化有色金属产业链，培育和扶持
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或集团，建设
有色金属产业基地。”昌都地区行署专员
许成仓说。

在江达县玉龙镇，以玉龙铜矿生活
基地为依托，一座新兴的高原小镇正在
茁壮成长。超市、医院等配套生活设施
的完善，来来往往的车流、物流，让玉龙
镇飞速发展。位于澜沧江畔的雪花啤酒
厂内，虽然是周末，工人们仍在包装生产
线上忙碌着。

优势资源在带来资金、项目、技术的同
时，也带来认识水平、思想观念、视野眼界
的冲击，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方式。记者在昌都县如意乡温达村看到，
一座座大棚透出盎然生机，内地的生产生
活方式正逐渐传进大山深处。

记者到达昌都的那天，来邦达机场
迎接我们的昌都地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说，当地有句笑话，“昌都人民欢迎您，邦
达机场气死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昌
都地区交通滞后的现状。

邦达机场位于高海拔地区，受高原
天气及建设规模等因素影响，吞吐能
力有限；川藏公路、滇藏公路也路况
堪忧⋯⋯“山门不开，百业不兴。”交
通不便是制约昌都发展的首要瓶颈，而
打破群山的围困、建设外通内畅的路
网，自然成为昌都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
性工作。

如今，昌都地区确定了以各县城所
在地和公路沿线乡镇为重点的交通发展
思路，正在以交通发展来推进小城镇建
设，以城带乡，延伸城市化，吸纳农牧民
向城镇转移，缩小城乡差距，并确立了这
样一个目标：“力争到 2015 年城镇化率
达到 30%”。

一组数字反映出昌都交通建设的显
著成就——仅 2012 年，昌都地区新建了
11 县农村公路 93 条，并继续实施着通县
油路工程。

到洛隆县的 303 省道上尘土飞扬，

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建设路基，同时为油
路铺设做好原料准备工作。负责施工的
西藏天顺路桥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边巴次
仁介绍，今年 11月有望铺好路面。

到类乌齐县的路要翻山越岭，一边
是悬崖，一边是山体，险象环生，有的地
方甚至狭窄到仅容一车通行。这严重制
约了类乌齐县的发展。

类乌齐县自然风光优美，气候宜人，
有“小瑞士”之称，可就是因为交通的制
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县长任厚明
告诉我们，类乌齐县将打通朱古拉山的
隧道，使到达地区和邦达机场的时间和
距离都大大缩短。“隧道通了，发展就更
有盼头了！”任厚明说。

在采访中，我们处处感受到当地人
对昌都发展的渴望，更感受到了昌都发
展的速度。“5 年任务 3 年完成”，这是罗
布顿珠对昌都的要求。

“今年 3 月底，昌都已经开工了 151
个项目中的 94个，固定资产投资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了 4 倍。为了保证 5 年任
务 3 年完成，发改部门积极做好项目的
前期及管理等工作。我们主动服务基
层，加大项目衔接和落实，对于项目审

批要求相关单位 3 个工作日内办结。”
昌都地区发改委主任赵明介绍说。

除了速度外，“融入”已成为昌都发
展的关键词。

连接成渝经济圈和藏中经济圈，是昌
都的独特优势。“东西发展，是指依托藏中
经济圈政策优势，依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政府扶持，融入藏中经济圈；依托成渝经
济圈的资本、人才优势，融入成渝经济
圈。”许成仓分析昌都的区位优势说。

在许成仓的眼中，不仅有东西的发
展，还有南北的发展。“昌都北有兰州、西
宁，南有昆明、广西，我们要加强区域的
经济协作，以经济为抓手统筹发展，让昌
都走出去。”

未来 5年，昌都地区将借助发展商贸
物流业，加快城乡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商
贸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建成综合性、枢纽
型、现代化物流平台和商务区，形成连接
成渝经济圈、藏中经济圈的大宗物资供
应仓储中心和区域物流枢纽中心。

昌都地区干部群众已形成共识，全
面加强区域合作，抢抓机遇，推进产业互
补，实现资源共享，提升合作水平，为昌
都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从地图上看，以拉萨、成都、昆明
3 个城市为顶点画一个三角形，西藏昌
都地区正好位于三角形的中心。昌都本
应成为连接西部 3 市的重要枢纽，却因
身处深山峡谷腹地而发展受限。至今，
昌都还是一个无高速公路、无铁路的

“两无”城市。
东连四川甘孜、南接云南迪庆、北

抵青海玉树，昌都素有“藏东明珠”、
“西藏门户”之称。由于它位于藏川滇
青 4 省区接合部，有着优越的区位优
势，历史上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解放后作为川藏公路枢纽和西藏面
向内地的大通道，曾经是藏区最繁华的
地区之一。

近些年，交通不便严重制约了发展，
昌都褪去历史的繁华，显得黯然失色。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昌都所有问
题的基础，昌都的发展慢不得、等不
得。”到任不久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
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的话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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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深山峡谷的昌都，曾经是藏区最为繁华的地

方之一，是西藏的东大门，茶马古道带给其最初的贸

易和商业往来。但是，随着现代交通的日益发达，昌

都的区位优势渐渐衰落了。为了重塑辉煌，当地领导

班子提出了“强工重镇、带动两翼、东西发展、创建

基地”的发展思路。突破瓶颈，走出大山，昌都地区

渴望一个发展的春天。

在深山峡谷中如何发展？第一步要突破交通瓶

颈。除了航空，昌都的陆路交通线也比较发达，国

道 214、国道 318 在这里汇聚。因此，昌都按照“提

升国道、打通乡村、发展航空、争取铁路，破除昌

都发展最大瓶颈”的工作思路，加快推进交通网络

建设。以川藏、滇藏、青藏 （玉树至昌都） 等国省

道公路干线为骨架，以省道 303 线、通县油路、农村

公路和经济干线为重点，以航空为补充，打造城乡通

达、地县通畅，连接川、青、滇边界地区和藏中地区

的交通枢纽。如今，这幅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

昌都人的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儿，这是我们采

访中的最深刻印象。距离昌都中心城镇最远的洛

隆、边坝两县的通县油路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搭桥、铺路非常繁忙。

一直陪伴我们 20 多天的驾驶员王洪涛师傅让记

者记忆犹新。他性格幽默开朗，是耿直豪爽的康巴

汉子。“什么是康巴人，要靠勤劳富起来才算是康

巴人。”他自豪地说。

走在昌都中心城镇昌都镇大街上，旧城改造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改造工程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暂

时的不便，但昌都人更期待改造完成后的昌都新城。

昌都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昌都镇建好了，会带

动周边的发展，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城镇。”这是采访

昌都镇市民常能听到的一句话。

在昌都县如意乡杜嘎村，村民洛松次仁正忙着

在大棚里摘草莓。他是村里农牧民施工队的负责

人，常年带领村民在外打工挣钱，爱人在家种大

棚，他偶尔回来帮个忙，靠勤劳致富。“昌都发展

得好，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洛松次仁说。昌都

的发展与每一个昌都人息息相关，这已成为昌都人

的共识。

与打破交通瓶颈相比，更重要的是强化当地人渴

望走出大山的意识。昌都不仅要走出大山，还在积极

融入成渝经济圈。川藏铁路、川藏电力联网，这些都

是昌都人津津乐道并为之努力的大事。

昌都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如何科学利用好

这些能源资源，是昌都人在发展中面临的又一课

题。创建能源接续基地、有色金属基地是昌都打造

藏东经济强区的现实需要，昌都人正向他们心中的

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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