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
实习生 邹阿江）为提升企业服务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营造精准高
效的企业服务氛围，9月15日，成
都市锦江区召开企业服务推进
会。本次大会以“共享新机遇、融
入双循环、唱好双城记、夺取双胜
利”为主题，旨在全力支持企业共
克时艰、疫后实现更好发展，积极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重大战略机遇。

记者从会议现场了解到，《关
于表扬锦江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
动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企业、优
秀企业的决定》正式出台，锦江区

对该区 194 家先进企业进行表
彰，并现场授牌。

锦江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前成都正迎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锦江正
加速成为最具成长性、最具发展
潜力的区域，蕴藏着转型跨越进
位突破的无限潜力。通过大力实
施产业升级、消费引领、场景营
造、开放合作、治理提能五大行
动，将为企业带来创新创造舞台
和创业创富机遇，营造强大人气
商气和广阔消费市场，创造丰富
多元业态和合作营城机会，提供
广阔发展空间和成长合作平台。

接下来，锦江区将坚持以企
业感受和市民认同为导向，持续
深化“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
等放管服改革和“一网通办”服务
模式，全力打造手续最简、环节最
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四最”
办事流程。

此外，锦江区将大力实施“十
百千”场景示范工程，3年内推出
12 类示范应用场景和 50 个示范
项目，预计到 2022 年，锦江区社
消零总额将超过1400亿元，新增
全球全国首店45家，入驻国际知
名品牌 700 个以上，离境退税店
达150个。

成都市锦江区召开企业服务推进会 省体育馆改造工程开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

怡）9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四
川省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
开工，这标志着该馆 2021 年成
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工程改造进入全面冲刺阶
段。

其中，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
建赛事配套用房、调整现有功能
用房布局和空调系统提升、体育
工艺完善以及其他安全设施改
造 ，涉 及 改 建 区 域 建 筑 面 积
14240 平方米，扩建区域建筑面
积4573.25平方米。项目估算总
投资 7520 万元，将于 2021 年 2
月完工。

四川日报记者游飞兰珍

9月的甘孜高原，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70年的发
展历程中，2020年注定会被铭
记。今年2月，随着最后一批12个
县退出贫困名单，甘孜州全域全面
脱贫摘帽。这是发展史上的丰收。

1950年11月24日，甘孜藏族
自治州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
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70年
来，甘孜各族儿女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改
革开放，到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破题乡村振兴、建设甘孜新区，一
路收获。

站在庆祝建州70年的新起
点，落实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第七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擘画的美好新
蓝图。冲锋号再次吹响，甘孜全
力开启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
孜的新征程。

民生优先
只为老百姓幸福生活

如今，石渠县真达乡傲一村
的四郎拥措奶奶过得很舒心。去
年，33岁的小儿子根腰成功脱贫后，
搬进新房迎娶新娘，了却了四郎拥
措奶奶最大的心事。德格县龚垭
乡雨拖村根秋措一家也很开心，
2017年以来，在扶贫政策支持下，
全家年收入逐步增加到8万多元。

幸福生活，从数据可窥一
斑。甘孜州经济总量从1950年的
3400 万 元 增 长 到 2019 年 的
388.46亿元；人均GDP从1950年
的66元增长到2019年的32440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50年的253元增长到2019年的
3483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1950年的88元提高到2019
年的12808元。

在带领甘孜各族群众前进的
道路上，历届甘孜州委州政府都
没有选择题，只有必答题。答案

和目标只有一个：为了百万甘孜
群众的幸福生活。

幸福，对于新龙县洛古乡然
布村东格小组村民黑绕绒姆来
说，就是住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
家乡用手机网购，然后坐摩托车
下山取包裹。与外界距离的缩
短，得益于政府在悬崖峭壁上凿
通了长达7公里的通组公路。

连续实施四轮“交通大会
战”，一大批刷新纪录的超级工
程，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成就。
全州公路通车里程达34263公里，
其中农村公路通车里程居全省第
一，实现县县通国道、乡乡通油
路、村村通硬化路。甘孜成为全
国唯一拥有3个海拔4000米以上
支线机场的市州。

电力天路点亮千万户，智慧
甘孜开启新生活，乡村振兴增强
幸福感，一座座魅力县城拔地而
起、一座座风情小镇流光溢彩、一
座座美丽村寨熠熠生辉，人居环
境越来越美、人民日子越来越红
火。全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实
现从不足12%到近40%的跨越。

“只有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力解
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甘孜州主
要领导表示。

产业破题
鼓了腰包强了底气

新龙县皮察乡的益呷到乡上
食堂当厨师长已有两年。当初，
经过培训上岗的他有了固定收
入，腰包鼓了，可以随时满足两个
儿子买新玩具的愿望。这让他越
来越自信，“越来越多的游客到高
山花海景区耍，食堂有生意，我就
有工资”。

高山花海景区是新龙县新打
造出来的景区。近年来，甘孜州
立足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定位，在

全域旅游上做足文章，通过旅游
带动产业发展。

70年来，甘孜州产业发展呈
现飞跃性进步。

立足旅游资源、农畜资源、中
藏医药、康巴文化、电矿资源等独
特优势，甘孜州全面实施优先发
展旅游业，有序开发清洁能源和
矿产业，加快发展生态农牧业、特
色中藏药业和特色文化产业“一
优先二有序三加快”产业发展思
路，全力构建“三环一带两湿地”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和“6+1”绿色
现代工业、“10+2”现代农业、“4+
6”现代服务业体系，走出一条以
全域旅游为牵引的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当前，甘孜州全域
旅游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同时，
甘孜州也是全国重要的草原畜牧
业基地，四川重要的青稞粮生产
基地、食用菌出口基地、农畜产品
基地，正全力建设水风光一体化
可再生能源国家示范基地。

2019年，甘孜州第一产业增
加值从1950年的2985万元增长
到2019年的66.52亿元，是70年前
的222.8倍；第二产业增加值从
1950年的200万元增长到2019年
的89.02亿元，是70年前的4451
倍；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50年的
167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232.92
亿元，是70年前的13947.8倍。全
州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17.1：22.9：
60，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从“一二
三”到“三二一”的飞跃。

甘孜州用实践证明，坚定不移
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才能更好满足各
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生态保护
既是责任更是发展根基

秋意渐浓，丹巴县中路乡和
梭坡乡村道沿线，三角梅、红枫等
彩叶树种和草本花卉等，为高原
大地披上五彩“花衣”。

这些花卉和树种，是历年植

树的成果。在甘孜高原，植树护
林已成为广泛共识。

曾经，甘孜州还依靠“木头财
政”。“过去伐木是主要收入来
源。”道孚林业局天然林资源保护
管理办公室主任邓国荣介绍，
1998年，国务院在四川率先启动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甘孜州数
万森林工人放下伐木刀，变身护
林植树员。

70年来，甘孜州生态环保发
生转折性变化，从生态疮痍到山
川秀美。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

近年来，甘孜州坚决扛起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大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生态文明
建设战略，全面创建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实施天保
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沙治
沙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大规模开
展“绿化全川·甘孜行动”和大美草
原守护行动。颁布实施首部生态
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深入实施森
林资源管控“四个最严”制度和16
条措施，全力实施农牧区“以电代
柴”工程，深入推进农牧区现代建
材替代传统木材建房。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八大战役”，州县乡村四
级河（湖）长制全覆盖。

目前，甘孜州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6.97万平方公里、居全省第
一，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居全
省第一，石渠长沙贡玛湿地入选

“国际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全
州林地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82.9 万 公 顷 ，发 展 到 目 前 的
662.07万公顷；森林面积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283.8万公顷，发展
到目前的530.97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
发展到目前的35%。

坚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
屏障。这是甘孜的责任，也是甘
孜发展的根基。

为了百万甘孜群众的幸福生活
——写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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