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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牧草青青，数千头黑牦牛在蓝天下悠闲
踱步。这里是海拔超过 4300米的西藏日喀则亚东县帕
里牧区。走在青藏高原上，很难见到人影，见得最多的
是雪山和荒漠。

西藏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集连片特困地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是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
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区
域。这里气候恶劣，资源匮乏，生存条件差，经济发
展水平低，有相当一部分农牧民生活在“一方水土养
不活一方人”的地方。

“综合考虑贫困发生率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全区
2018 年底认定深度贫困县 44 个，深度贫困乡镇 315
个，深度贫困村 2440个，分别占全区县、乡、村总数
的59.5%、45.3%、44.6%。82.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集中在44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任务极其艰巨。”西
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曾佑志说。

扶志扶智才能脱贫致富

众所周知，致富产业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西
藏脱贫攻坚一个主要短板正是产业。这里传统农牧业占
比很高，44个深度贫困县里，农业县占 17个，牧区县
占 14 个，半农半牧区县占 13 个。全区龙头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尚未真正形成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集
群，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率、科技贡献率分别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25个和16个百分点。

“我们乃东盛产黑青稞，和白青稞相比，营养价值
更高。作为低糖的纯天然绿色食品，特别适合糖尿病人
食用，虽然产品很好，但因为道路难走，导致发给深圳
等地客户每斤运费就要 7 元，所以外销一直没法做
大。”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格桑村黑糌粑生产基地
负责人丹巴对记者说。

曾佑志告诉记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是西藏脱
贫攻坚面临的最大短板。青藏高原海拔高、自然条件
差、施工期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历史欠账多。目前
西藏还有41个建制村不通公路，1255个自然村公路未
通畅；12个县未纳入主电网，102个建制村不通电；3
万贫困人口安全饮水无保障。

西藏已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难“战区”，也是
一个主战场，如何确保贫困农牧民在 2020 年如期脱
贫，对政府部门和广大扶贫干部是严峻的考验。经济日
报记者在藏区采访时发现，不少藏族群众经济贫困与观
念“贫困”不无关系。

在牧区，藏族群众一家有几十头乃至几百头牦牛
并不稀奇，身家可谓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但日
子仍然过得清苦。这是因为不少藏族群众缺少市场
观念，将牦牛视为固定资产，只在需要用钱时才卖
几 头 ， 没 有 及 时 出 栏 变 现 、 继 续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习
惯。大量的牲畜长大了仍一直养着，白白浪费牧草
和人工。

藏族群众经济上要脱贫，首先要在观念上脱贫。当
地政府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开展精神脱
贫行动。干部驻村、党员干部结对认亲交朋友，积极开
办农牧民“夜校”“补习班”，带领贫困群众学文化、学
技能、学感恩。

牲畜集中放牧，改良品种，加快出栏，是一个好办
法。比如亚东县帕里镇，2017 年成立牦牛产业发展合
作社，吸引全县农牧民将牦牛、草场入股，实行集中养
殖。牦牛改良了品种，加快出栏，牧民每头牦牛每年可
分红650元。

特色产业成为致富抓手

脱贫攻坚离不开产业，由于地域所限和观念局限，
与内地贫困地区比，西藏发展特色产业难度更大。

以帕里为例，帕里草原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北麓
交界处，气候宜人，生长着 300 种优良杂生牧草，是
西藏最肥美的草场之一。冰山融雪、优质牧草滋养的
帕里牦牛躯体庞大，毛色亮丽，肉质鲜美，营养丰
富。但帕里牦牛的出栏率极低。与帕里其他牧民一
样，牧民尼玛次仁没有及时出栏的习惯。牦牛一直养
着，白白浪费人工和牧草。尼玛次仁一家 4 口人，守
着 200 多头牦牛受穷。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西藏帕
里牦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615 户农牧民以牦牛
入股，转变观念，改良品种，顺时出栏。尼玛次仁家
200 多头牦牛全部入股，每年能分红近 30 万元。亚东
县委书记舒成坤告诉记者，612 位建档立卡贫困牧
民每年因此人均增收 3.6万元。

除了帕里牦牛养殖，记者实地采访过的亚东鲑鱼养
殖合作社、山南乃东民族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林
芝巴宜藏鸡养殖专业合作社，都注重采取“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引入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增收成效
显著。比如林芝市巴宜区更章村 59 岁村民桑杰一家，
2015 年还负债 8 万余元。通过参加藏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桑杰现在每年分红收入就超过2万元，已还清大部
分债务。

脱贫致富一个都不能落下。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兴办
特色致富产业，帮助残疾人减贫增收，就是一个成功的
范例。

乃东区泽当镇泽当村地处雅鲁藏布江、雅砻江交汇
处，33岁的村民次仁因为腿有残疾，不能正常行走。两
年前，他还要靠家人和政府养活。奇迹发生在2017年。
经过培训，次仁学会了缝纫技术，被山南民族藏帖尔手
工业残疾人福利有限公司录用。这是乃东区民族哗叽手
工编织专业合作社所属的扶贫企业。如今，次仁每个月
能领到1700元工资，实现了经济自立。乃东区扶贫办副
主任郝磊告诉记者，像次仁这样成功就业的残疾人，在
泽当镇还有31位。他们依靠双手摆脱了贫困，开始了全
新的人生。

据了解，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西藏全区筛选出城关
区净土、白朗县蔬菜、南木林县人工种草、隆子县黑青
稞、林芝藏香猪养殖、贡觉县阿旺绵羊、芒康县葡萄、
高原特色牧业、班戈县牧业科技产业合作园区、改则县
物玛乡抢古村牧业集体经济合作社“十大优秀”扶贫产
业，大力推广。目前，全区已培育7家牦牛规模化加工
企业、37 家青稞规模化加工企业，年加工、销售牦牛
肉近2000吨、青稞9.5万吨。

记者走访了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多地贫困
农牧区发现，特色致富产业正在雪域高原蓬勃兴起。
2018 年，西藏全区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2142 个，
完工率达 65.4%，实现产业脱贫 21 万人；农牧业产业
化 龙 头 企 业 已 达 125 家 ， 农 牧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达
8364家。

因地制宜激活致富密码

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如何充分发挥
雪域原生态的优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帮助群众
脱贫致富呢？

“在产业扶贫中，我们注重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宜农则农、宜牧则
牧、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让贫困群众不
离乡、不离土或者离乡不离土就能融入产业发展、增
收致富。”曾佑志说。加大生态脱贫力度，发展
生态旅游，让贫困群众吃上“生态饭”，正是西
藏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70 岁的仁增日卓牵着自家两只藏獒，每天
守在清澈见底
的羊卓雍错湖
边。游
人 花

10 元可以搂着藏獒在湖边留影。仁增日卓一天能赚
200元。像仁增日卓这样提供旅游服务实现增收的农牧
民，在雪域高原上越来越多。

内地游人来林芝，都要去鲁朗林海。鲁朗林海位于
鲁朗镇境内,海拔 3700米，长 15公里，平均宽 1公里,
绿树接天，云蒸霞蔚，美不胜收。每年 5 月,林中杜鹃
绽放，鸟语花香。最近几年，鲁朗通过发展生态旅游，
让不少农牧民实现了脱贫致富。

尝到甜头的农牧民，变砍树为种树，保护生态环境
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45 岁的鲁朗镇崩巴才村村民边巴次仁每天吃罢早
饭，就穿上黄马甲,戴上红袖章,背起森林消防装备，与
两位同伴一起，出门巡山护林。像边巴次仁这样的兼职
护林员,整个林芝市有4.5万余人。

林芝市林业局林政科副科长李振华告诉记者,全市
现有公益林专业管护队 52 支 300 人,专职护林员 421
人,另外还成立了325个乡村级森林防火义务突击队,队
员超过1.7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坚持把生态搬迁、防沙治沙
等工程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用好国家生态补偿政
策，继续增加生态补偿岗位，新增岗位集中用于深度贫
困地区。当地适当提高补助标准，让更多贫困人口和边
际人口吃上“生态饭”；发挥国土绿化增收作用，大力
推进国土绿化工程，实施消除“无树户”行动，扎实推
进苗圃基地建设，通过成立贫困群众造林合作社，广泛
组织贫困群众参与防沙治沙、植树造林，让贫困群众在
生态保护中脱贫。2018 年，全区各类专兼职生态补偿
岗位增加到 66.67 万个，年人均补助从 3000 元提高到
3500元。

以林芝为例，市政府每年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转
移支付资金中拿出 10%,优先安排贫困群众就近担任
生态护林员。仅兼职担任生态护林员这一项，贫困农
牧民群众年人均就能增收 1500多元。据林芝市巴宜区
林业局局长格桑扎西介绍，过去 5 年间,巴宜森林面
积、森林蓄积量、森林覆盖率均显著增长,现已建成
三个自然保护区、两个森林公园、一个湿地公园,林
地面积达 46.2 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高达 8430 万立
方米。

2018年，西藏 25个深度贫困县区达到脱贫摘
帽条件，1808 个贫困村退出，18.1 万人脱贫，贫
困发生率降至 6%以下。曾佑志告诉记者，为全力
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西藏“十三五”时期规划
投资 3062.8 亿元，面向重点贫困乡村，加快推进
水电路讯网、科教文卫保“十项提升”工程，正着
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西藏的脱贫攻坚，中央支持前所未有，自身
努力前所未有，取得成效前所未有。”国务院扶贫
办主任刘永富说，雪域高原减贫致富之路正越走越
宽阔。

雪域高原踏上坚实脱贫路
——西藏发力特色产业脱贫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作为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西藏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主战场。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

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如何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神圣国

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的重

要指示精神，既能可持续增收，又不破

坏生态环境，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

题。近日，记者深入雪域高原，进行调

查采访。

“2018 年，西藏脱贫攻坚取得了新的重大决定性进
展。25个深度贫困县区达到摘帽条件，1808个贫困村退
出，18.1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6%以下。”新春伊始，
回顾去年雪域高原减贫形势，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指挥
部办公室主任尹分水自豪地说。

扶贫搬迁方面，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西藏严
格标准、合理规划、科学选址、配套建设，累计投入150.9亿
元，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905个，搬迁入住21.8万人。西
藏还把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抓手根本抓手，，出台了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意见》，》，
狠抓深度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工作狠抓深度贫困地区控辍保学工作。。20182018年年，，全区学龄前至高全区学龄前至高
中阶段中阶段1515年公费教育年公费教育““三包三包””年生均标准达到年生均标准达到37203720元元。。

最让人高兴的是最让人高兴的是，，雪域高原广大农牧民生存条件全雪域高原广大农牧民生存条件全
面改善面改善。。西藏坚持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西藏坚持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边境小康村建边境小康村建
设设、、特色小城镇建设特色小城镇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来，，加加快

补齐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短板。农村饮水安全方面，2018
年落实资金 8.69 亿元，累计解决 13.93 万贫困人口的饮
水安全问题。农村公路建设方面，全年投资372.97亿元，
新建改建里程 1.36万公里。能源建设方面，2018年改造
农村电网 4696公里，新修农村电网 2.08万公里，解决了
541个行政村通电问题。

2018年，西藏全区累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142个，
产业脱贫 21万人。培育牦牛、青稞规模化加工企业分别
达7家和37家，年加工销售牦牛肉近2000吨，年加工销
售青稞9.5万吨。

尹分水说，过去的一年，西藏扶贫产业发展明显加快，
资金使用效率明显提高，初步找到了破解产业选择难、推
进缓、见效慢等困局的办法，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拓
展产业功能，推进乡村旅游和商贸流通等新产业、新业态，
重点打造了青稞、牦牛等特色扶贫产业，取得了良好效果。

西藏脱贫攻坚成果显著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代 玲

阅 读 提 示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经过持续高

位推进，到今年年底，西藏74个县（区）

中将有55个县（区）脱贫摘帽。成果来

之不易，一定要牢牢守住。

首先，必须把提高脱贫质量、巩固

好脱贫成果放在首位。雪域高原减贫

难，返贫易。要巩固脱贫成果，扶贫工

作就不能有丝毫松懈，要按照摘帽不

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着力促进贫

困群众增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优化

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深

入研究制定巩固提升方案，明确后续

帮扶计划和巩固提升工作方案。扶贫

部门宜在坚持统筹推进上再下功夫，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积极拓展外

部动力，着手研究前沿问题和制定应

对措施，确保群众脱贫不返贫。

其次，要积极总结推广扶贫实践

中好的经验做法。在最近几年的扶贫

实践中，雪域高原各地大胆探索、积极

创新，积累了许多脱贫攻坚的好做法、

好经验。比如亚东帕里牦牛养殖、日

喀则市桑珠孜扶贫产业园，都是很好

的做法。这些好经验要及时总结推

广。总结经验时既要纵向梳理，也要

横向对比，既要固化推广好的，又要对比促进差的。经验

提效能，典型引方向，让基层扶贫干部学有对象、干有对

比。尤其要注意总结扶贫扶志的好经验，发掘自主脱贫的

好典型，以激发贫困群众“我要脱贫”的强大内生动力。

最后，雪域高原巩固扶贫成果一定要和乡村振兴战

略相结合。2018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西藏在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中，可积极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以乡村

振兴战略思路开创脱贫攻坚新局面，以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夯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基础。对现有扶贫政策进行

梳理，该保留的保留、该调整的调整、该接续的接续，确保

不因政策变动影响脱贫成效。调整优化现有农业农村发

展政策，强化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引领，留出政策接口和缓

冲期，才能凝聚发展合力，完成雪域高原脱贫的目标。

巩
固
好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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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小
东

仁增日卓（左）牵着自家藏獒在羊卓雍错湖边供游人拍照。

西藏林芝鲁朗林海绿树接天，云蒸霞蔚。鲁朗通过

发展生态旅游，让不少农牧民实现了脱贫致富。

615户建档立卡贫困牧民以牦牛入股西藏帕里牦牛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人均增收36000元。

拉萨安置扶贫搬迁的牧民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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