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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八一家亲 真情暖高原

八宿县地处西藏东部，高山环绕、峡谷相间、江河交错，构成
“七三二水一分地”
的地形特点。
过去，八宿经济底子薄、产业结构单一，牦牛养殖、虫草采挖、
农作物种植等是农牧民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年财政总收入不到
6000 万元，
属于深度贫困地区。
要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发展产业至关重要。除了资金和项
目，
福州的援藏队伍更注重“造血”
工程，
为当地持续发展带来真金
白银。
继承和发扬福州援藏的优良传统，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尤其重
视与第八批援藏工作队的工作交接，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八宿海螺水泥厂就是这场“接力赛”
的生动实践。第八批援藏
工作队引进项目后，
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延续“旧”
项目、提供“新”
服
务，
及时协调项目的用电、用工、运输等问题，
确保工程进度。该项
目 2020 年 8 月初点火投产，
年产水泥 110 万吨。
“没有援藏工作队的锲而不舍，
就没有这个‘下金蛋’
的项目。
”
八宿县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作为昌都市最大的县级投资项目，
去
年，海螺水泥完成工业产值 4.8 亿元，实现利润 2106 万元，缴税费
1200 万元。
八宿海螺水泥厂还带动该县汽车运输服务产业链的发展。
2020 年，在援藏工作队的推动下，宿达扶贫汽车运输公司成立，成
为八宿海螺水泥产业链上的第一家规模企业。今年，宿达从普通
运输企业转型升级为智慧物流企业，公司业务从单一水泥运输拓
展到煤炭等其他物资，
客户范围也扩大到拉萨、青海、成都。
援藏工作队还着力引导海螺集团发挥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
优势，拟投资分布式光伏、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骨料机制砂及
绿色商砼三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 3.08 亿元，
合力将八宿海螺打造为
西藏的标杆企业。
发展产业，
还要因地制宜。
昌都藏香猪养殖远近闻名。援藏工作队采用“专家小组团”
模
式推进藏香猪产业养殖基地建设，引进福建优质养殖企业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
将藏香猪产业链打造成为八宿农牧民群众的致富链。
高原荞麦以植物蛋白高、零污染而著称。援藏工作队引入福
建优质扶贫企业，从产品开发到包装设计、销售渠道等，进行系统
性规划，
真正让八宿荞麦从“只闻其名”
到“可见其物”
。现在，
八宿
县拉鲁卡荞麦加工厂定期向周边 1800 多户农户收购荞麦，累计带
动农牧民增收超 900 万元。
八宿县风光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援藏工作队按照“旅游+”
形成“全域化”的“短、中、远”重点项目 22 项，推动旅游文化升级，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到 3 年，创造出 3 个 3A 景区和 1 个 4A 景
区的“福建速度”，实现旅游援藏工作预期目标。在福州市援藏工
作队推动下，去年八宿县旅游人数突破 18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6 亿元。
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
以海螺水泥、藏香猪产业、宿达汽运、川
藏旅游中心城、清洁能源基地、生态经济林等六大产业为主导的产
业发展方向，
已成为八宿经济社会向好向快发展的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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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宿县藏香猪产业基地冷链物流中心。。

注重
“造血”打造援藏标杆

援藏路上的福州力量

仲夏六月，雪域高原上，格桑花绚丽绽
放，见证着福州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对八宿
县这片土地的深情。
2019 年 7 月，福州市第九批援藏工作队
踏上“缺氧不缺精神”的援藏征程。3 年时间，
1000 多个日夜，援藏干部不仅把汗水和智慧
洒在雪域高原，也把“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
优良作风写在“藏乡江南”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上。
一座座繁忙的工厂、一个个美丽的村庄、
一所所现代化的学校和医院，都留下深深的
福州烙印。3 年援藏即将结束，
“团结奉献、真
情融入、不畏艰难、不辱使命”的庄严承诺，早
已化成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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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衔接乡村振兴
然乌镇来古村是一座冰川上的古老藏村，在援藏工作队
的帮助下，这里的旅游资源得到有效开发，村民们靠吃“旅游
饭”
增收致富。
“如今的生意越来越好了。”随着来古村旅游业的发展，原
来在外奔波劳碌的罗松扎西回到家乡经营民宿，
“一年收入 10
多万元，
比在外打工赚得多。
”
罗松扎西生活的改变，是援藏工作队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的缩影。2019 年，八宿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从贫穷落后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援藏工作队也承担起新使命，因地施
策、多措并举，
助力八宿实现乡村美、产业兴、百姓富。
打造特色农牧业格局。援藏工作队争取到兴业证券和兴
证期货扶贫资金共 400 多万元，推动珠巴村民宿、雪缘宝荞麦
加工合作社、高原生态鹅等 7 个扶贫产业加速发展，还孵化出
察瓦龙藏家乐、木刻等村级集体经济 5 个，促进当地农业产业
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带动 200 多名农牧民增收，人均年
增收近万元。
搭建桥梁引进资金项目。援藏工作队持续推动第一轮福
州市 9 个县（市）区与八宿县 14 个乡镇对口帮扶，累计拨付帮
扶资金 2400 多万元，
帮扶内容涵盖民生、产业、交流等领域，
促
成新一轮帮扶协议。
教育配套助力异地搬迁。援藏工作队投入资金 2000 万
元，撬动八宿县乃然、西巴两处安置点项目及配套幼儿园建
设，受益乡镇 11 个，受益群众 1000 多户、6000 多人。科学调配
资金推进新中学迁建项目，新中学可容纳 40 个班级 2000 多名
学生，
极大改善八宿县教育基础设施条件。
引进商业催生就业主体。援藏工作队在最短时间实现商
业综合体项目落地新区，满足搬迁户家门口有一站式生活购
物休闲中心的需求，还解决了新区扶贫搬迁点群众就业问题，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搬得出，
稳得住”。
八宿是传统的农牧县，盛产苦荞、葡萄、牦牛等农产品，但
受高原缺氧、地域辽阔等因素影响，很多优质农产品无法走出
高原。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让农产品走出高原，援藏工作
队一边从源头出发，大力推动当地物流业发展，打通“农特产
品出藏，藏货卖全国”的运输链条；另一边，多方联动建市场，
上线“81 菜篮子”线上平台，并在福清元洪京东数字食品产业
中心建设大美西藏特产馆，线上线下同时发力，打开八宿县农
特产品在内地的销售市场。
如今，在八宿广袤的乡村上，一幅幅宜居宜业的新画卷正
在绘就。

八宿县宿达扶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中铁
西藏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西藏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去年 4 月，
援藏工作队荣获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援藏工作队荣获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

然乌湖 4A 景区来古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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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先 留下
“带不走的队伍”
近日，在福州市一医院肾内科专家的指导下，八
展“送培进藏”，
“ 一对一”
“ 手把手”帮助当地教师提
宿县的尿毒症患者卓嘎戴上远程可控居家自动腹膜
升理念、开拓视野，帮助八宿县中小学建立起一整套
透析治疗仪，成为西藏首例远程可控居家自动腹膜
规范的教学教研制度，直接受益教师学生近 2000 人
透析治疗的受益者。这是在第九批援藏工作队的支
次。同时，推行“云上名师”，依托福州三中，辐射福
持下，福州与昌都首次实现跨省市远程指导的透析
州优质教育资源搭建“云课堂”，打开八宿县中学远
治疗。
程师资培训的新大门，从根本上提升八宿县教育水
“我现在感觉很好，感谢福州人民，扎西德勒！” 平。
卓嘎向福州援藏工作队连连道谢。
为八宿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援藏工作
产业和项目，最终的落脚点在民生。援藏 3 年， 队与福州市人才集团合作，有针对性地组织八宿党
像卓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翻开八宿的“民生账
政干部、教育、医疗、畜牧技术人员及农村致富带头
本”，
一桩桩一件件，
早已烙下深深的“福州印记”。
人到福州进行培训，
带动全链条人才队伍建设。
让农牧民群众“一般大病不出县”，在家门口就
援藏工作队还引进高端团队参与项目开发设
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援藏工作队投入 5300 万元
计，推动八宿县与福州国家级众创空间合作，通过
援建八宿县人民医院、郭庆乡卫生院，打造昌都第一 “互联网+旅游文创+农产品创新平台”，在多拉神山
家全功能远程病理诊断平台。开展“订单式”医疗援
建立创客工坊，升级八宿县旅游文创产业，邀请福建
藏，以八宿紧缺的妇产科、麻醉科医生“小组团”进
省和福州市文化、旅游、艺术界专家去八宿实地考察
藏，成为八宿医疗科室带头人，推进管理制度化建
指导文化服务产业，借力福州高层次艺术人才，创编
设。和八宿医院医务人员结成“一对一”师徒模式， 然乌景区晚会，
依托景区晚会传承藏文化。
培养临床医生独立临床实践能力。
漫漫艰辛路，浓浓援藏情。援藏 3 年，福州市第
改变西藏的面貌，教育要先行。援藏工作队穿
九批援藏工作队带着丰硕成果，带着榕城和八宿人
针引线，改进教育硬件设施，稳步提升教研能力，开
民的友谊，
即将满载而归！

八宿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全景。
八宿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全景
。

经福州援藏工
作队协调，福州市一
医院专家和八宿县
人民医院医生一起
进行远程会诊。

八宿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电脑生产控制线。
八宿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电脑生产控制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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