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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西藏拉萨市城关

区的西藏净土乳业有限公司，步

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

设备正高效运转，经过数十道程

序，一盒盒包装精美的学生饮用

奶生产完成进入库房，之后这

些奶便将送往拉萨市的中小学

校，成为孩子们的营养加餐。

“打开学校市场的前提是获得

‘中国学生饮用奶’标志使用许

可，我们是西藏首家获得学生

奶生产资质的企业。”西藏净土

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扎西索朗

自豪地说。

在西藏净土乳业有限公司

成立以前，拉萨的牛奶市场都

长期被外地品牌占据，本地乳

企规模普遍较小，市场占有率

低。为了让拉萨人喝上本地优

质奶，在北京援藏资金的支持

下，2017 年 6 月，西藏净土乳业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于 2018

年 9 月正式投产，填补了西藏没

有高标准现代化乳制品加工生产线

的空白。

优质的原材料是奶企发展的第一步。被

誉为“日光城”的拉萨连续多年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超过 98.8%。西藏净土乳

业 有 限 公 司 所 在

地智昭产业园区内

天然山泉属于软水,是世界稀有的天然小分

子团水。净土乳业旗下牧场的燕麦草和紫花

苜蓿草达到高品质饲草料标准。这些都是保

证高端奶品质和较高奶产量的前提，也是净

土乳业得以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

扎西索朗介绍，距离西藏净土乳业有限公

司1.5公里的城关区高标准奶牛养殖中心是其

自控牧场之一，也是企业生产重要的生鲜乳供

给地。该养殖中心是国家级标准化奶牛养殖示

范基地，还设有拉萨净土奶业产业院士及教授

工作站、国家奶牛产业体系拉萨综合试验站，

为奶牛养殖、繁育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支撑。“可

以说，企业的每一步成长都与党的好政策、与

援藏工作密不可分。”扎西索朗感慨。

一流的生产设备、一流的工艺流程、一流

的管理体系、一流的行业标准、一流的产品质

量，使西藏有条件生产出一流的牛奶。最洁

净的空气、最优良的土壤、最纯净的水源、最

优质的牧草、最营养的牛奶，为“净土乳业”贴

上了“世界好奶”的标签。作为“央企入藏”援

助的代表性项目之一，目前西藏净土乳业有

限公司在基础建设、工艺投入、附属设备三个

方面实现了44项科技创新。

“做好一杯奶、做好一个企业，不只看效

益，还要看社会贡献。”扎西索朗介绍，净土乳

业有限公司投产至今已直接解决就业 208

人，间接带动就业 15000多人。结合“万户百

场十中心”工程，形成了饲草种植、奶牛养殖、

奶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产、供、销全系列产业链

条，为实现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了稳定渠道。

6月的西藏，植被茂盛、空气湿润、含氧量升

高，是一年中最舒适也最适合旅游的季节。在

国内旅游业呈现恢复性增长的背景下，各地游

客纷至沓来，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

作为西藏旅游板块中唯一一家上市公

司，多年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旅）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通过旅游产业让西藏百姓分享企业

和地区发展的红利。雅鲁藏布大峡谷景

区、鲁朗花海牧场景区、巴松措景区等，犹如

一颗颗镶嵌在高原上的明珠，令游客心驰

神往。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李东曲才

让告诉记者，西藏具有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及良

好的旅游投资环境。这些年，西藏无论是交通、住

宿条件，还是景区建设、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水

平，都得到了全面提升。随着居民外出旅游需求

的增长，西藏旅游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达珍是一名在西旅工作 10余年的老员工，是

公司和西藏旅游产业变化的见证者。“看到旅游设

施越来越现代化，游客越来越多，我心里特别高兴

和自豪。现在无论是大环境，还是我们公司的管

理运营，都一天比一天好。西旅正在走向她的黄

金时期。”达珍说。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

百姓。据介绍，截至 2020 年末，西旅的西藏本地

员工已达到 500 余人，占在职员工总数的 70%以

上；过去几年里，西旅还帮助 60 余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解决了就业问题，并给予自主开办家庭旅

馆、餐厅的贫困家庭一定物资支持和技术指导。

措姆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旅游景区的工作人员，她

的家就在景区附近的村子里。去年，她到景区工

作，不仅包吃包住，有五险一金，每个月还能拿到

5000 元 左 右 的 工 资 ，全 家 的 生 活 变 得 越 来 越

好了。

如何让人迹罕至的自然景观成为游客络绎不

绝的旅游胜地？西旅的做法是先修公路，完善基

础设施，然后科学规划，在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开发旅游景区。西旅旗下的许多景区都

经过了长期持续性开发建设，有的长达十多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西藏的旅游发展不能

一哄而上、野蛮生长，我们有责任守护好这片净

土。”西旅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景区建设过程中，西旅尽量就地用工，为本

地百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阿里神山景区脚下的

岗萨村，借助旅游发展成立了牦牛驮运队和专业

合作社，带动就业 1100余人。西旅还搭建了景区

创意集镇和在线销售平台，为农牧民的特色农产

品、文创衍生品销售提供渠道。

为了增进交流，提高服务水平，近年来，西旅

专门选派了 4 批次 80 多名员工到旅游业发达地

区学习旅游景区管理知识。不少学员表示，外出

培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本领，增强了信心。一

支优质、专业的旅游管理人才队伍正在发展壮大

起来。

李东曲才让表示，西旅一直在积极打造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通过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创新经

营模式，科学有效管理，推动了旅游资源的开发，

提升了当地群众生活水平，为区域整体发展作出

了贡献。

擦亮高原明珠 守护美丽净土
本报记者 常 理

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在党和政府亲切关怀下茁壮

发展，实实在在的政策对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十三五”期间，西藏市场主体发展到36.5万

户，是“十二五”末的2.3倍。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2535

亿元，是“十二五”的 2.4倍。2020年西藏社会投资增长

31%，招商引资、民间投资、社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

重过半，改变了西藏投资渠道单一的局面。

同时，西藏“互联网+政务服务”超额完

成目标，企业申办时间压缩至 4个工作

日；累计减税降费 1050 亿元，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87 亿元。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

随着西藏“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

获得红利。西藏日渐成为企业投资

兴业的热土。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西藏

和平解放 70 周年。70 年来，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西藏各类市场主体也

在祖国大家庭的关心、关怀下发展

壮大，在关乎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项

目建设、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面，

走出了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企业

发展路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未来，西藏将大力推

进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改革，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各类企业将大有

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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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杆子行对行，纳金日夜发电忙，机器响

来家家亮，拉萨日夜放光芒呀……”这首创作于

1959年的经典老歌《逛新城》，描写了当时西藏电

力建设的火热场景，表达着西藏人民对美好幸福

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对党的好政策的歌颂。

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 1 座装机容量 125 千

瓦、只能断断续续发电的小水电站，仅供少数上层

贵族使用。和平解放后，为适应西藏经济建设及

改善人民生活用电的需要，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

1956年，拉萨夺底电站扩建发电；1959年，纳金电

站实现了安全可靠送电，结束了拉萨人用松明子

和酥油灯照明的历史，拉萨电网雏形初现。

如今，随着高耸的输电银线翻山越岭，“电力

天路”点亮了雪域高原万家灯火。从西藏和平解

放时发电能力几乎为“零”，到各地市局域电网逐

渐形成，再到青藏、川藏、藏中电力联网、阿里与藏

中电网联网工程 4 条“电力天路”接连贯通，70 年

间，西藏电力事业蓬勃发展，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

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西藏电力事业

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将光明传送到千

家万户，也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了西藏各族人

民群众心中。”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桑果感慨道，西藏电力起步晚，底子薄，

直到 2010 年还是全国唯一一个孤立运行的省级

电网，电力供需矛盾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将助

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和义不

容辞的责任。从 2010年青藏电力联网工程开工建

设至今，四条“电力天路”拔地而起，在世界屋脊织

起一张坚强可靠的“民生网”“幸福网”“光明网”。

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是国家电网公司建

成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运距最远、最具挑

战性的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工程塔位平均海拔

4572 米，最高海拔 5357 米。工程全长 1600 公里，

其中约 500 公里在沼泽区域，夏季的沼泽地施工

车辆无法进入，建设人员只能是在冬季“明知高原

冷，偏向高原行”。“在高海拔地区施工，缺氧是对

我们身体极大的挑战，别人上班背包，我们上班得

背氧气瓶。就连坚硬无比的冲击钻也有‘高反’，

一天只能在冻土层上钻进 10 厘米左右。”阿里与

藏中电网联网工程13标段项目总工黄小洪说。

在高原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

神。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建设中涌现出一支

支党员先锋队。数以万计的参建者继承和发扬

“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神”，用时 14 个月，就安

全、优质、高效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结束了西藏阿

里电网长期孤网运行的历史。西藏也由此迈入了

主电网覆盖全区7地市74县（区）的互联互通统一

电网新时代。

从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全区电力装机

容量约为 8000 千瓦，全社会用电量 2600 万千瓦

时，除拉萨、日喀则等少数城镇外，其他地区基本

无电可用。到 2020年，西藏最高用电负荷已达到

170.4 万千瓦，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82.45 亿千瓦

时。同时，2020 年底，西藏 74 个县供电公司全部

直管，实现了西藏电力管理体制和模式的统一，建

成了西藏全区统一的电网企业管理模式，形成了

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用电量的持续增长，意味着

西藏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西藏群众的生活质量

在一天天提高。看着万家灯火，是我们电力人最

幸福的时刻，我们也将为西藏电力事业的发展继

续努力。”桑果说道。

“电力天路”点亮万家灯火
本报记者 贺建明

用心做好一杯奶
本报记者 贺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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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巴松措景区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巴松措景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记者在阿里地区普兰县拍摄的西藏阿里记者在阿里地区普兰县拍摄的西藏阿里

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输电铁塔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输电铁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詹詹 彦彦摄摄

图图③③ 西藏高原之宝乳业公司工人正在搬运成西藏高原之宝乳业公司工人正在搬运成

品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代代 玲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