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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援藏 旅游兴百业旺

众所周知，旅游业综合带动性强。发展旅
游既富民又富财政。做好旅游援藏工作，打造
一批旅游精品工程，既可丰富西藏旅游产品供
给，又使西藏各族人民在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中不断提高生活幸福指数。

西藏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很
多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旅游业发展
潜力巨大，正因为此，旅游援藏成为新时期援
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西藏旅游委统计，

“十二五”以来，国家旅游局和各援藏省市共计

安排 60 余亿元援藏资金，有力推动了西藏旅
游业全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2015 年和 2016 年，国家旅游发展基金共
安排资金 7130 万元，支持西藏厕所革命等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
培育。2015 年以来，国家旅游局联合国家开
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将阿里神山圣湖项目等30
多个旅游项目纳入《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
帮助解决投融资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由广东省投资38亿元实施的鲁朗国际旅
游小镇项目，创下了全国旅游援藏最大在建项
目纪录。广东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副领队黄
细花介绍，鲁朗有着丰富的世界顶级自然生态
资源和深厚的藏地人文。广东规划建设了小

镇的交通、教育、医疗、污水、供水等公共基础
设施。鲁朗旅游小镇不仅带动了周边乡村旅
游的发展，还形成了以小镇为中心的藏东南精
品旅游线路，带动林芝旅游转型，促进林芝经
济社会的发展。鲁朗旅游小镇的建设给当地
农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罗布村的德
吉一家过去主要以砍树、养牛为生，生活困难，
在鲁朗小镇的带动下，现在办起了家庭民宿，
每年新增收入超过10万元。

山东省、上海市和黑龙江省安排援藏资金
9 亿多元，在日喀则市 18 个县区完善旅游设
施，开展旅游扶贫工作。江苏省和北京市先后
投入援藏资金6亿多元，建设拉萨旅游信息咨
询服务中心等28个重大旅游项目……

未来，国家旅游局将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
方项目继续对西藏给予支持和倾斜，重点支持
西藏旅游厕所革命、游客服务中心和咨询中心
建设、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等，为西藏旅游业
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

智力援藏 从输血到造血

自2003年起，国家旅游局连续15年选派
了 15批次、共计 804名导游员赴藏开展导游
援藏工作。全国 27 个省 （区、市） 旅游局

（委）、500 多家旅游企业、1500 名导游积极
响应。2015年至今，全国各省区市还选派了
150名优秀外语导游进藏工作。截至今年8月
底，援藏导游累计接待旅游团队 11584 个，
服务游客总数达11.77万人次，带团天数达到
6.77 万天，有效缓解了西藏旅游旺季导游紧
缺的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援藏导游中涌现出许
多感人的故事。河南导游郭大海有一次在阿

里带团期间，遇到一位外国游客意外病故，他
与几位尼泊尔背夫一起将外国游客从海拔
5800 多米的冈仁波齐神山转经道上背下来。
广西导游刘萌刚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3次参
加援藏工作，为了带好第 1 个外国团，他花了
近 20天时间去准备，每天工作近 10个小时用
于踩点和背诵涉及西藏文化的英语单词。

旅游智力援藏在保障输血功能的同时，
着力强化造血功能。近两年，国家旅游局进
一步加强规划帮扶力度，帮助西藏开展 《西
藏“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纳木错湖旅
游发展规划》《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总
体规划》 等规划编制工作，组织国内优秀专
家团队免费为西藏30个旅游扶贫试点村编制
旅游发展规划。国家旅游局还牵头举办西藏
旅游经济发展研讨班，资助举办旅游行政管
理人员、持证导游培训以及西藏农牧民发展
藏家乐、家庭旅馆、度假村等业务培训。重
庆、吉林、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从受援地
实际需求出发，采取“走进去、请出来”等
方式，组织开展多种专项专题培训活动。

据悉，国家旅游局未来还将继续加大导游
援藏和人才援藏工作力度。继续根据西藏实际
需要，每年安排外语导游员进藏工作，提升西藏
导游服务水平。继续加强旅游人才培养，组织
开展西藏旅游行政管理人员轮训、各类旅游从
业人员培训以及“送教上门”等工作。通过举办
培训班、双向交流等形式，加强西藏旅游院校师
资培训，提升旅游专业教师业务水平。

送客援藏 做精品拓市场

拥有独特旅游资源的西藏，深受海外游
客青睐。旅游援藏的重点之一就是送客援

藏。国家旅游局帮助西藏制作多语种旅游地
图、旅游指南等宣传品，通过组织宣传推广
活动，各驻外旅游办事处向境内外旅游企业
和游客发放。同时将西藏列为青藏铁路沿线
推广联盟、中国世界遗产旅游推广联盟、长
江旅游推广联盟、大香格里拉旅游推广联盟
等推广联盟的成员单位，引导西藏不断提升
相关旅游品牌在境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近两年，支持西藏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
纳入中国乡村旅游“千千万万”品牌、全国
扶贫示范项目和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高品牌吸
引力和市场影响力。引导和鼓励西藏开展中
医药健康旅游、自驾车旅游、研学旅游等各
种旅游新业态、新产品的开发建设，对西藏
跨境旅游合作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给予
指导和支持。

据悉，今后国家旅游局将培育一批突出
高原特色的旅游精品，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和
服务水平，增强西藏旅游产业竞争力。支持
西藏有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发符合高原生
态和藏民族文化特征的专项特色旅游产品。
支持建立“唐竺古道”旅游推广联盟，大力
推动“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品牌产品建
设。支持鲁朗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指导
建设 5A 级景区、中国特色旅游目的地、全
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旅游休
闲示范城市、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旅游特
色小镇等，切实有效提升西藏整体形象，吸
引更多海外业界和游客来西藏考察旅游。
2017 年至 2020 年，根据西藏旅游业发展实
际需求及接待能力，每年邀请境外 160 名旅
行商和主流旅游媒体记者赴西藏采风踩线、
考察交流。

旅游援藏 让雪域高原更诱人
本报记者 赵 珊

旅游援藏 让雪域高原更诱人
本报记者 赵 珊

国家旅游局近日确定了旅游扶贫行
动方案，计划每年对深度贫困地区进行
从人才、金融、创业等多方面的专项扶
持，旅游扶贫项目将不少于 1000 个，资
金不少于 3000 亿元。

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正日渐成
为扶贫脱贫的重要支柱和建设美丽中国
的助推器，旅游扶贫的大文章正在徐徐
展开。

旅游扶贫，贵在精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消费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旅游资源的价值。许多贫困地区旅
游资源丰富，在旅游大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可以“大有作为”。开发贫困地区的
旅游资源，不能一刀切，千村一面，而
要在“精准扶贫”总的指引之下，立足
贫 困 地 区 当 地 旅 游 资 源 实 际 ， 量 身 定
制，通过扶持发展符合当地特色的旅游
产业，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旅游扶贫，重在长远。开发旅游资
源能够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可以带动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但是，旅游资源的
开发也需要讲究平衡。这里面强调的，
当属开发与保护的平衡。盲目却又没有
计划的开发虽会收获短暂的眼前利益，
却不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有规划的科
学开发，则会让旅游资源充分释放自己

的价值，收获更为长远的未来。如何统
筹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是所有资源开
发区都面临的问题。在拥有旅游资源的
贫困地区更为明显。如果不能把握好这
二者间的平衡，不仅实现不了脱贫的目
标，反而会使当地的发展潜力透支殆尽。

旅游扶贫，核心是人。扶贫不是慈
善救济，而是要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
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
天。旅游扶贫，不是开发旅游资源后让
当地百姓坐享其成，“坐吃山空”，而是
要以此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
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符合当
地情况的产业链，实现“造血式扶贫”。
实现脱贫最需要依靠的是人的力量，同
样 ， 脱 贫 的 目 的 也 是 为 了 人 。 旅 游 扶
贫，不仅要让人们在物质上脱贫，精神
上同样不能贫瘠。扶贫必扶智，旅游扶
贫就是要通过旅游业这一个抓手，整合
当地资源，发展全域旅游，既让当地的
人们富“口袋”，也能富“脑袋”，改善
人们的精神状态，在发展中收获参与感
和获得感，从而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旅游扶贫，归根结底是充分发挥旅
游资源的价值，关键是要通过因地制宜
的方法、长远的规划来充分发挥人的作
用。用好旅游这一剂“药方子”，就能拔
掉贫困地区的“穷根子”。

用好旅游“药方子”
拔掉贫困“穷根子”

刘发为

纯净的蓝天、舒展的白云、葱郁的树林草甸、藏族风情的酒店

民宿、时尚的餐饮休闲街区、新颖的创客艺术中心……这就是位于

西藏林芝的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作为旅游援藏的重点工程，鲁朗国

际旅游小镇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正成为西藏旅游的新地

标，见证着旅游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

5 年来，西藏旅游业呈现出持续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2012

年至2016年，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8236.0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1108.33亿元，西藏旅游业已初步形成规模经济，旅游文化深度

融合发展，为全面推进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今年 1-6月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860.88万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 25.3％。实现旅游总收入达到 92.55 亿元，同比增长 32.2％。

旅游业已成为西藏经济建设的支柱产业、扶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对

外开放的主要渠道。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旅游援藏紧密相连。

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楼下村是省级贫困村。
2015 年 8 月由全国文明单位江西萍乡市地税局挂点帮
扶后，楼下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项目，实现了全面脱
贫。今年 8 月，该村已实现人均年收入 6328 元，提前半
年摘下贫困帽子。

萍乡市地税局利用楼下村历史悠久的古傩文化与
享誉国内外的杨歧山道教禅宗文化，结合当地山清水
秀的地理环境，量身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深入挖
掘当地丰富的民俗传统资源，发动村民组成了傩舞表
演队和禅宗文化演示队，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当
地村民利用自家材料制作美食，摆起了小食摊，办起
了“农家乐”，走出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子。

萍乡市地税局脱贫攻坚工作小组每个月到楼下村
开展 4至 5次帮扶工作，确保了楼下村脱贫工作有序、
有效地开展。针对楼下村人多地少、闲置劳动力较多
的现状，萍乡市地税局采取“外引内扶”方式，两年
内引进 3 家文化旅游公司，解决就业劳动力 300 多人。
为实现旅游产业化，他们积极支持该村实行土地流转
租赁，为两个专业果蔬种植合作社集中承租土地 1300
亩，实现现代农业旅游集约化，为每年农户平均年创
收近2000元。

楼下村贫困户何来受年近六旬，家里4口人，妻子
和两个儿子都有智障。萍乡市地税局每月给何来受
1000元的补贴，支持他搞好养殖食用牛。当销路出现
问题时，脱贫工作小组动员该局的同事去何家购买牛
肉，还发动从事接待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前去采购。何
来受一下宰杀了3头黄牛，全部销售一空，换得近3万
元牛肉款。今年，何来受扩大了养殖规模，同时在萍
乡市地税局帮扶指导下，利用自有条件，联合何坚、
刘清国等5个贫困家庭，以互助入股方式，新开了一家
以自养菜牛和自种蔬菜为特色的农家乐餐馆，以接待
乡村旅游的游客为主，家庭年收入将达到8万元，其他
5个贫困户的户均月收入也在1200元以上。

西藏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一瞥 本报记者赵 珊摄西藏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一瞥西藏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一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赵赵 珊珊摄摄

西藏阿里扎布让村奏响“旅游富民”交响曲，金珠德吉在自己的家庭旅馆。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摄

江西萍乡 旅游助脱贫
肖 勇 李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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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依托旅游资源优势，通过送智下乡、技能培
训、项目支持等多种措施大力实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多、文化
程度低等实际，武陵源区定期举办土家织锦技能培训班。目前，全区累计有1200多
名农村妇女通过系统培训，掌握了土家织锦技艺。她们通过入股合作社或个人自办
加工作坊等方式，利用农闲时间编织土家织锦拖鞋、服饰、收藏画等特色旅游商
品，不仅增加了个人家庭收入，还助力当地农村整体脱贫致富。

图为近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乖幺妹土家织锦基地，土家织锦师在指导
农村妇女学习织锦技艺。 吴勇兵摄 （人民视觉）

湖南张家界
学习织锦技艺 旅游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