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藏携手尼木脱贫奔小康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北京市对口支援尼木县纪实

尼木， 藏语就是 “麦穗” 的意思，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 素有 “藏香文化
之源 、 “拉萨作坊 ” 等美誉 ， 拥有
“三绝七技” 丰厚的文化传承， 被人们
亲切的称颂为 “文香故里”。

虽有一定的资源优势， 但同时长
期存在 “自然条件较差、 地理位置偏
远、资源禀赋不足”的“三差”实际，加之
落后的思想限制，尼木群众世代以传统
农牧业种养殖为主要生计， 生产力低
下，“十三五”初期，西藏拉萨尼木县识
别建档立卡贫困户1259户5108人 ，“脱
贫摘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
直是难啃的 “硬骨头”。

在多年的实践中， 北京市各区与
尼木县建立了深厚的援藏情谊， 双方
多次互访， 考察调研帮扶工作， 着力
构建常态化、 可持续的工作协调机制。
结合尼木县实际， 对口支援工作主动
融入 “现代尼木三步走 ” 总体布局 ，
着力转化资源优势为优势资源， 进一
步明确了产业、 教育、 医疗、 人才等
各方面的具体帮扶内容， 开创了以建
设 “高原生态田园综合体” 为主要内
容的脱贫路子。

尼木藏鸡
飞出山坳坳

尼木县是西藏原种藏鸡的自然栖
息地之一， 在历史记载中， 尼木群众
一直有饲养藏鸡的传统， 这一优势资
源为尼木县产业发展提供了借鉴。

说干就干 ， 经过多方调研论证 ，
尼木藏鸡产业应运而生， 并通过北京
援藏牵线搭桥， 北京德青源正式进驻
尼木， 实现了现代化规模养殖从 “0”
到 “1” 的突破。

从脑中 “一张蓝图” 到眼前 “一
幅实景”， 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从2016年藏鸡产业项目实施至今， 北
京先后投入援藏资金12420万元， 建设
尼木藏鸡原种保护基地一期、 二期工
程， 投资2100万元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也相继建成， 藏
鸡生命仓、 智能鸡舍、 孵化厂等一系
列现代化养殖车间拔地而起。

经过两年的品种培育， 尼木藏鸡
从原产蛋每年50至80枚提升到160枚，
产蛋量提高了近3倍。 2019年底， 尼木
藏鸡原种保护育种基地二期出雏首批
3000多只原种藏鸡苗， 计划分三批出

雏鸡苗12000余只， 将分发至4家藏鸡
养殖专业合作社 。 截至2019年12月 ，
尼木县藏鸡存栏52000羽， 全年实现经
济收益300余万元， 直接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 低收入户65户390人， 年均增
收1.2万余元。 待藏鸡原种保护基地二
期稳定达产后， 预计年经济收益上千
万元 ， 正常收益率可达13.34%， 将辐
射全县2000人实现持续增收。

尼木县藏鸡产业在对口援藏工作
的助推下度过了 “爬坡过坎” 的关键
时期， 现已基本形成集藏鸡品种培育、
鸡苗育雏、 饲料加工、 鸡肉及蛋制品
生产加工和集中养殖、林下养殖 、庭院
养殖为一体的藏鸡循环产业链条，“尼
木藏鸡”“尼木藏鸡蛋”有机认证产品卖
到了拉萨、 北京市场， 贫困群众在藏
鸡产业发展中鼓起了腰包笑咧了嘴 ，
切身感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昔日穷山沟
小康示范换新颜

尼木县卡如乡， 秀水环绕、 花木
葳蕤、 硕果累累。 这个曾经毫不起眼
的小山沟 ， 如今摇身一变 ， 成为了
“拉北环线” 旅游热门景点， 卡如村更
是获得了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等殊荣。

卡如乡的华丽转型， 得益于北京
援藏精准扶贫奔小康示范乡项目助推
尼木全域旅游产业发展。 针对卡如乡
地势狭长， 耕地草场短缺的实际情况，
引入沟域经济发展新理念 ， 充分挖掘
千年核桃林、 野生桃树林、 高山灌木
林、 温泉地热和当地紧邻318国道的优
势资源， 先后投入援藏资金9000万元，
实施乡村旅游、 设施农业、 文化创意、
休闲服务项目建设， 实现了产业融合
发展和群众收入多元化。

目前，项目建成“核乡寻忆”民俗文
化体验村、生态大桃采摘园、温泉休闲
驿站、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游客综合服
务区， 采取 “党组织+龙头企业+合作
社+贫困户”带贫模式，促进贫困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 2019年6月运营以来，实现
经济效益480余万元， 带动贫困群众稳
定就业28人，通过项目运营以及合作社
经营，预计全乡59户建档立卡和低收入
户2019年户均增收12000余元。

“咫尺应须望百里”。 像卡如这般
美丽的乡村画卷， 正如雨后春笋般在

尼木县快速涌现。 对口支援及
东西部协作携手奔小康战略，
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一脉相承， 策动了尼木美
丽乡村建设的快马加鞭之势，
用贫困群众的笑颜兑现着 “共
奔小康” 的铮铮誓言。

荒滩变良田
现代农业激发产业新活力

地处海拔4200米的尼木乡
乌米组， 山峦叠障的荒滩间， 田垄交
错，生机盎然。 利用无土栽培种植的各
类蔬果长势喜人，一条条有机基质槽均
匀分布， 一座座日光温室拔地而起，成
为冬日茫茫荒滩上一幅别样画卷。

“向青山绿水要发展， 向生态田
园要出路” 一直是尼木县有机农业的
发展思路。 通过农业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调整， 依托对口支援资金、 技术优
势， 投资5499.2万元建设现代设施农业
园， 改变粗放的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
尼木高原种植业航天育种及产业化推
广应用项目就是其中的成功范例。

尼木县采用农业联合体经营方式，
成立尼木净土公司， 让过去从事传统
农作物种植的群众参与现代设施农业
生产， 同时， 建立党员干部 “点对点”
抓产业项目机制，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 “桥头堡 ” “排头兵 ”
作用， 运用 “走出去” 学到的专业技
术开展干群 “传帮带”， 着力打造职业
农民和产业工人队伍， 实现廉价低效
的传统种植业向现代设施农业转型。

“我在航天育种大棚不仅学到了
新技术， 还成为了致富带头人， 现在
带了1个徒弟， 而且每个月至少有3000
元的收入 ， 家里的生活比以前好多
了。” 经过 “面对面、 手把手” 技能传
授， 来自尼木乡的建档立卡群众平措
次仁已经掌握了无土栽培育苗、 施肥、
管理、 采摘等新技术， 看着棚里红彤
彤的番茄挂满枝丫， 就像自己的日子
一样越过越红火。

目前， 产业园已完成建设智能连
栋温室3835.21平方米， 日光温室12180
平方米及配套设施等， 主要栽植经航
天育种选育的辣椒、 西红柿、 西葫芦、
茄子、 黄瓜、 南瓜、 西瓜、 甜瓜、 树
莓九个品种。 2019年运营以来 ， 种植
果蔬预计实现经济收益40多万元， 已

兑现98户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劳务分红
12.62万元， 最高分红达12700元。

扭住资源优势
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

2019年12月12日 ， 援藏资金投资
1182万元建设的尼木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中心在吞巴镇正式开馆， 琳琅
满目的非遗产品、 净土产品吸引着络
绎不绝的人前来参观体验， 对 “尼木
三绝” 传承、 制作技艺更是赞不绝口。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作为西
藏著名的藏香原产地 ， 传承1300多年
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 ， 与普松雕刻 、
雪拉藏纸并称 “尼木三绝”。 文化先行，
产业要紧随其后，对口援藏瞄准优秀的
文化资源，精准挖掘文化特色，通过整
合项目、集中力量，投入建设尼木藏香
产业园，大力扶持乡村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打破“小、散、乱”的传统制香模式，
一系列举措有力助推了尼木县藏香文
化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

近几年， 手工藏香生产中心 、 藏
香研发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
心、 藏香产业园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尼木
藏香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2019年 ， 尼木县实现藏香产值
2330余万元， 藏香产业园自8月投产以
来， 生产藏香2.4吨 ， 实现产值94.3万
元， 带动县城100户易地搬迁户户均实
现劳务分红5000元以上。

紧紧围绕尼木群众最关心、 最现
实、 最持续化的利益生计问题， 这种
对口支援、 产业先行的援藏模式， 不
断引领着广大尼木群众走上致富路 。
目前， 尼木县 “四产业三园区” 正在
以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的创新作
为 ， 不断释放经济红利和社会福利 ，
鼎力相助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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