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历经民主改革、自

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

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

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开启西藏现代化发展新征

程。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

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中央政策，修建公路和机

场，兴修水利，建设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

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

生产，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开启了

西藏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实行民主改革，完成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

变革。1959年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废

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

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民主

改革是西藏划时代的重大变革，有效地促进了西藏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上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

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走上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

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

民族事务的权利，为西藏根据地区特点实现与全

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

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型经济。从 1980年到

2015年，中央先后召开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

了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

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的指导

方针；确定了“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

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推进了西藏

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经

济，提高了西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

化水平，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走过 70年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西藏综合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18 年，西藏生产总值达到

1477.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高原生物、旅游

文化、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数

字、边贸物流七大产业支撑作用日益显现。同时，

各地对口援藏合作不断强化，西藏发展新动能逐

步增强，创业创新活力迸发。西藏正与全国一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努力向前。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研
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迅 猛
7 月 23 日，拉萨市人民政府与阿里云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共建“数字拉萨”。阿里云提供的数
字技术将全面应用到数字拉萨的建设中，数字政
务服务、交通态势感知、旅游趋势预测等将作为首
批建设项目。未来会逐步扩展到医疗、教育、城市
管理、农牧产业等更多领域。

“阿里云（拉萨）创新中心”也已落户拉萨经开
区，从生态资源、技术支持、人才培养和渠道赋能
等多方面，全面构筑拉萨创新创业新基地，打造西
藏数字经济产业示范区。

此前不久，来自西藏74个县区的150名县域干
部上了一堂特殊的培训课：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
来自阿里研究院、淘宝大学的讲师和来自福建、湖
北的县域数字化转型代表及淘宝村带头人与他们
面对面交流信息化、数字化及电商发展经验。这是

阿里巴巴与西藏合作数字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将进
一步提速西藏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发展。

近年来，西藏积极拥抱互联网和数字化，仅今年
1月至6月，西藏的活跃淘宝店铺就超过7000个，在
线销售额超过6亿元。今年1月至5月，西藏快递业
业务量完成293.36万件，同比增长21.48%，增速在
西部偏远省区中处于前列。目前，西藏已有27个县

（区）被列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已
有了 5000 余家电商企业和 3 万余家网络店铺。
2018年，西藏农特产品网络销售额近5亿元。

不仅阿里巴巴在西藏大规模布局，去年，顺丰
快递也开通了进入高原的全货机，京东则已在西
藏建立本地仓，实现了部分商品次日达。“互联
网+”正在融入西藏的各行各业各领域。

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表示，西藏土地面积

120万平方公里，地域辽阔，人口分散，山高谷深。
在这样的地方，靠传统方式进行信息交流是很难
的。但是，互联网是“不缺氧”的，是可以穿越和适
应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
以助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西藏信息化建设直接投资完成54亿
元，数字行业实现增加值 20.2 亿元，增长 25.1%。
结合区情，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为前提，以推动优
势产业数字化为抓手，以培育高新数字产业、打通
南亚数字大通道为亮点，西藏正在抓紧编制《西藏
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9-2025年）》。

今年，西藏将深入推进旅游、医疗、养老、教
育、交通、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互联网+”行动，建设
自治区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力争全社会信息消费
规模达到65亿元，数字经济增长30%以上。

走 过 波 澜 壮 阔 的 发 展 历 程
何 纲

今年以来，一系列减税降费政
策的出台和落实，有效地促进了西
藏特色经济的发展。

“我们上半年已经享受了 9.5
万元税收减免。这将有利于我们进
一步加强研发。”西藏吉祥粮农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秦香英
说。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
藏累计新增减税 21.04 亿元，其中
今年新出台政策减税 11.53 亿元，
减税降费红利得到充分释放。

今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税务局
认真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规定，
不断优化便民办税服务举措，有力
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

除今年上半年累计新增减税
外，2017 年、2018 年西藏实施促进
区域发展、支持金融资本市场、促进
小微企业发展、改善民生、支持“三
农”、鼓励高新技术等相关优惠政
策，有效减轻了西藏区域内企业负
担，优化了区域发展环境，增加了发
展活力和动能。截至2018年底，西
藏各类市场主体达到 27.5 万户，民

间投资在西藏增长 20%左右，实现
了近年来第一次高速增长。

今年已经是西藏税务部门连续
第六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今年的“春风行动”聚焦减税降费，
一并推出减税降费、提速增效、整合
升级和协同共治 4 个大类 13 项 49
条便民办税服务措施。

紧跟减税降费和增值税改革需
求，西藏自治区税务局在落实“放管
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上持续
发力，从满足纳税人多样化纳税申
报需求入手，进一步优化网上办税
功能，打造便民办税“加速度”。电
子税务局的应用，让全区纳税人网
上办理申报业务量提升至76.41%，
大大缩短了纳税人办税时间，减轻
了纳税人办税负担。

“电子税务局改造升级后，系统
能够自动识别、自动计算、自动生成
纳税申报表，还有减税降费税收优
惠政策提醒功能，使用起来更加方
便快捷。现在缴税，不到 5 分钟就
可以搞定！”西藏神州瑞霖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何超说。

减 税 降 费 添 动 能

去年 6 月，山南方圆职业技能
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90后”大
学生阿旺旦增担任学校校长。

在创业路上，阿旺旦增不断拓
展业务，积极与各县（区）合作，开展
针对农牧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大学
生创业培训工作。截至目前，阿旺
旦增的学校累计培训农牧民群众和
大学生创业者1240人。

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像阿旺旦
增一样转变观念、成功创业的典型。

山南市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作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重点，
制定并实施《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成立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领导小组，设立
每年 1500 万元的就业创业扶持基
金，用于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同时，山南明确了市级领导牵
头的国企（央企）吸纳就业一批、创
业带动就业一批、产业带动就业一
批等“八个一批”高校毕业生“扩容
增效”就业创业新方向，实行以建档
立卡家庭高校毕业生为主，统筹兼
顾全日制、非全日制、中职生的“千
名干部联系千名困难家庭高校毕业
生”结对帮扶工作，为推进山南籍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了保障。截
至今年 7 月底，山南市已开发包括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区外就业援藏
岗位5850个。

山南还依托产业、企业、援藏等
渠道和载体，确保全市高校毕业生

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努力形成
多格局、多体系、多维度、多触角的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体系。

“针对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我
们加强督促检查指导，按照‘半月一
通报、一月一调度’的要求，进一步
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山南市市
长普布顿珠说。

自今年 5 月起，山南各县不断
加强教育引导，做好高校毕业生及
家长的思想教育工作，增强毕业生
自主创业的主动性和自信心。

“我叫平措曲珍，是桑日县桑日
镇努卡村人。2015年大学毕业后，
办起了农家乐，现在收入还不错。”
7 月 31 日，在桑日县举办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宣讲活动上，45
名高校毕业生和家长认真听着大学
生创业者的故事。从2017年开始，
桑日县通过“四讲四爱”教育实践活
动，大力宣传国家、自治区就业创业
政策，积极鼓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
就业创业。

“西藏创业扶持政策多、力度
大，创业者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希
望各级各部门继续给予我们更多的
关注和机会，我们也一定会全力做
好工作。”阿旺旦增说，有了这些创
业政策的支持，他感觉自己在创业
的路上充满了勇气和干劲。“我要继
续努力，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也希
望能够带动和影响更多想创业的大
学生。”

就 业 创 业 渠 道 多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更 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编者按 自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

视、深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

努力奋斗，不断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不仅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制度，更实现

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西藏工作，不断推进西藏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西藏各族人

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依托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山南市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产业，不仅有效缓解了电力紧张问题，还为当地群众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群

众增收。图为山南市桑日镇光伏产业园区一角。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游客在拉萨市重点打造的特色村落达东村游玩

拍照。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 高原特色农牧业一直是西藏产业建设和发展的重点。图为西藏净土乳业

有限公司奶制品包装生产线。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