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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疆固边与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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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藏边境地区是一个集民族、边疆、贫困、生态于一体的特殊地理区域。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央及各省

市的强力支援下,西藏边境城镇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因受制于自然、地缘、历史等因素,与其他省区相比,仍呈现出

少、小、散、弱、差的发展现状。随着新时代来临,西藏边境城镇的重要地位日趋突出,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需要把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与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科学规划、顶层设计以及制度创新,坚持资源开发

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发展原则,运用国家力量加快推动西藏边境地区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边境城镇经济,

形成以边境农牧民就地城镇化、军民融合共建边境兵团城镇以及多层级边境城镇体系共同发展的多元、协调、共荣

的边境城镇发展新格局,以满足西藏边境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进而达到强疆固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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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地区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对
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有研究者认为:
“边境地区地处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家安

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对于经济发展、边疆稳

定、民族团结、周边安宁意义重大”[1]。强疆固边,乃
国之大事。强疆固边的方略和措施在不同时代和不

同国家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无论是中

国还是外国,强疆固边都离不开边境城镇的发展与

支撑。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中央政府

都十分重视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屯兵筑城则是

从先秦时期一直到当代的一项重要国防举措,尤其

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屯兵筑城发挥了重要的

国防保障作用。西藏位于“世界屋脊”,作为中国西

南内陆边疆的重要区域,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

位[2]。西藏有4500多公里的边境线,边境地区总面

积达34.35万平方公里,但城镇总数少、规模小、功

能不全、区域聚集力和辐射力薄弱,对于强疆固边的

支撑作用较微。西藏与印度等国接壤,其边境线未

正式划定,长期存在若干争议。在当今风云变幻莫

测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加强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
已经不仅是西藏的地方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

家整体安全,也关乎西藏的整体发展和南亚和平,其
必要性、迫切性和战略性不言而喻。目前,学术界对

西藏边境城镇的研究较为薄弱,CNKI数据库有关

西藏边境地区研究的文章较少,且多从政治、边贸、
旅游、扶贫等视角进行研究,较少论及西藏边境城镇

体系建设,更无从国家战略层面来思考西藏边境城

镇体系建设的文章发表。故本文试就此进行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一 西藏边境城镇的历史与现状

西藏边境城镇文明兴起甚早。据记载,古象雄

王国的都城位于“冈底斯山西面一天路程之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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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底斯山被西藏人视为主神所居之地,吸引着西藏

及中亚、南亚的朝圣者,故其周围出现了一批因宗教

朝拜和民间贸易而兴起的固定场所,成为西藏边境

城镇的雏形。吐蕃政权时期,西藏边境地区与“南方

门地、印度进行大米、糜子等粮果贸易,同西方波斯、
尼泊尔、拉达克开展吐蕃织氆氇不可或缺的颜料草、
紫梗贸易”[4]93,吐蕃政府为此专设“商官”,以加强

对外贸易的管理。17世纪初,随着边贸的进一步活

跃,西藏边境兴起了一批包括甲岗、普兰、吉隆、聂拉

木、错那、定结、帕里等在内的著名边贸市场,这些市

场逐渐固定化并发展为重要的边境城镇。清以后,
强疆固边成为这些城镇的重要功能,“不再是单纯的

自由贸易通道,而是国与国间的军事前沿”[5]。但

是,由于西藏边境地域辽阔,边境城镇十分稀疏,中
央政府无力对西藏采取如同在新疆一样的屯兵筑城

等国防举措,造成西藏边境空虚、国防薄弱的危局,
以致乾隆年间廓尔喀(今尼泊尔)两次入侵时西藏边

境城镇都未能发挥御敌的重要作用。晚清西藏部分

边境城镇开埠通商,亚东、江孜、噶大克等边贸城市

随之兴起,“西藏城市逐步发展为与周边国家各种交

流的纽带”[6]59。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边境城镇虽有

较稳定的发展,但仅限于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几个

重要边境口岸,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均十分有限,其强

疆固边的能力也十分薄弱[7]。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党中央、中央政府

与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西藏边境地区的发

展,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推动边境地区的发

展。改革开放以后,西藏边境地区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发展势头。1980年3月,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召开,提出“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发展目标,
推动了西藏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促进了西藏边境

城镇建设。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进一步提出了“加快南亚陆路贸易大通道建设”的
战略目标。随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分析西

藏边境口岸现状、优劣条件及发展前景的基础上,不
失时机地提出了建设“一干线、两基地、三出口”的南

亚陆路贸易大通道战略框架① 以及“围绕建设南亚

陆路贸易大通道这一目标,重点建设吉隆口岸,稳步

提升樟木口岸,积极恢复亚东口岸,逐步发展普兰口

岸和日屋口岸”的口岸城镇发展目标[8]。实施“十一

五”规划期间,西藏政府每年都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口

岸建设,改善了口岸城镇的通关环境和发展条件。

近年来,西藏政府相继编制《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规划》《十三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围绕

“脱贫攻坚”战略,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加强边

境地区建设的举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境地区的发展。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上提出:“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的战略思想,将富民兴边提升到西藏工作的重要原

则的高度来加以强调[9]。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

《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将包括西藏在内的

内陆边境地区的发展提到国家层面来规划。半个多

世纪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扶持之下,西藏的交

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呈现

出“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对外

开放水平持续提高,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效果突出,
各族群众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10],边境城镇

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为西藏对内对外经济文化交

流提供了便利条件[11]373。

1.边境城镇有较大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西
藏边境城镇得到较快发展,一是完善了边境地方行

政层级建制;二是对边境城镇进行了规划与建设;三
是建设了樟木、吉隆、日屋、普兰和亚东等边境口岸,
使之成为连接尼泊尔、印度的主要边贸口岸城镇。
其中,樟木、吉隆、普兰为最早的一类陆路口岸,日屋

为二类陆路口岸,亚东口岸2006年恢复开放后也成

为一类陆路口岸,进入到边境贸易发展的快速通道。
由于各边境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所邻国家的

开放程度和需求不同,各边贸城镇的发展有着各自

的特色和差异。

2.逐步形成了边境城镇行政体系。西藏民主改

革以后,随着中央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边境地区

先后形成了由林芝地区的墨脱县、米林县、察隅县、
朗县,山南地区的洛扎县、隆子县、错那县和浪卡子

县,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康马县、定结县、仲巴县、
亚东县、吉隆县、聂拉木县、萨嘎县、岗巴县,阿里地

区的普兰县、札达县、噶尔县和日土县等21个边境

县、104个边境乡以及28个边境市场构成的边境城

镇行政体系[12]4。西藏边境线上有312条对外通道,
其中常年性通道44条,而边境城镇既是这些通道上

锁钥边陲的国防载体,又是我国面向南亚的重要商

贸基地。西藏21个边境县城和104个边境乡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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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产业结构有所改变,尤其是二三

产业得到较大发展,居民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图1.西藏主要边境城市示意图

西藏边境城镇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了较大的

发展,但由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交通等因

素的制约,仍然呈现出少、小、散、弱、差等特点,相比

国内其他内陆边境地区城镇来说,其发展仍显缓慢。

1.城镇数量少,分布稀疏。西藏边境地区面积

达34.35万平方公里,是浙江省的3倍、江西省的2
倍,略小于云南省,但由于多高山峻岭深谷、海拔高、
气候恶劣、生态脆弱,人口数量极少,至今仅约40余

万人,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有1万余人。其很多地方

是无人区,部分建制乡人口极少。如“位于喜马拉雅

山脉南麓、中印边境线上的玉麦乡,是中国人口最少

的行政乡”,曾经只有1户人家、二三个人,近年仍只

有“9户人家32人”[13]。自然地理条件的恶劣和人

口总量的稀少,决定了西藏边境地区城镇数量少、密
度低,平均每1.63万余平方公里才有1个县城。另

外,由于边境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极大,城镇空间分

布极不均衡,主要沿通往西藏腹地城市的交通线分

布,各县级城镇之间的联系极为薄弱。

2.城镇规模小,城市化水平低。西藏边境地区

生态环境较脆弱,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地区总人口数

量甚少,平均每县总人口2万人左右,部分县人口仅

万余人。人口总量少,决定了城镇人口规模小,使城

镇的内生聚集力不强,吸纳人口的能力薄弱,城市化

水平普遍偏低。据记载,2014年,西藏城镇化率为

25.75%。而且,边境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又普遍低于

西藏整体城市化水平。据统计,在2000年第五次全

国人口普查时,吉隆县总人口数为11837人,其中农

业人口9244人,牧业人口1959人,非农牧业人口为

634人[14]132,城市化水平约为5.36%;察隅县总人

口24826人,其中农牧民22749,城镇人口2077人,
城市化水平为8%[15]147。由于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化

水平普遍较低,城镇用地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普遍

较小,大的县城人口至多二三千人,小的县城人口仅

千余人,如2011年底亚东县城人口仅1656人。西

藏边境地区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经济长期发展滞后,
大多数城镇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功能不全,不少城镇

距边境线较远、应急反应能力较弱,边境一旦有事,
边境城镇所能为国防提供的后勤保障和支撑作用十

分有限。如隆子县城距边境线玉麦乡有200余公

里,大部分道路是泥泞山路,运输人员和物资极为不

便。因此,西藏边境城镇的规模和发展现状,与其重

要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称,不利于边防巩固。

3.边境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内生发展动力不

足,造血功能不强。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西藏边境

地区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便位于藏东南海

拔较低、自然条件较好的察隅县、亚东县,其经济发

展水平也较为落后。据资料记载,察隅县,2005年

国内生产总值仅1.76亿元,2016年虽增至7.73亿

元,但人均GDP仅3万元左右,远低于同期中国人

均GDP5.4万元的水平;亚东县,经济发展水平也相

当低,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亿元,人均GDP为

3.4万余元。西藏边境地区各县的经济结构多不合

理,农牧业占比过大,近年来第三产业虽然有较大发

展,但仍低于第一产业。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和各

省市加大对西藏的对口支援力度,虽然短期内的作

用明显,但这种输血式的发展并未能改变这些地区

的双重经济结构,其发展动力仍显不足。

4.交通等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城镇对乡村的带

动作用不强,各类人才严重缺乏。在中央及各省市

的强力支援下,西藏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其发展极不平衡,边境地区的发展总体上落后

于一江两河流域地区。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西藏

边境地区的交通条件尽管有较大改善,但与一江两

河地区相比,其差距仍然较大,而交通的落后又进一

步制约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边境地区的人均收

入多低于一江二河流域地区。由于边境地区自然条

件较差、生活条件艰苦、交通困难,很难吸引西藏和

内地各类人才前往边境城镇创业和发展,导致行政

和企业管理、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各类人才极度缺

乏,甚至也出现了现有人才外流现象。除城镇人口

外流明显外,部分自然村人口也逐渐减少,甚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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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定居点废弃的现象。
从整体而言,西藏边境城镇虽然半个世纪以来

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稀疏分

散、功能弱、设施差等特点,发展仍十分缓慢。正因

如此,边境城镇及其交通体系对国防的保障和支撑

能力较弱,军民融合程度较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

国防建设契合度不够,地方的国防应急能力有待进

一步整合提升。西藏边境城镇的这种发展现状,与
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极不匹配,不利于边境地区的开

发、发展以及国防的巩固。
二 西藏边境城镇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和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央关于兴边富民、脱贫攻坚等重

要决策的提出,边境地区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为西藏边境城镇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的实施,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内地和西藏之

间联系加强,为西藏边境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

遇;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滞后的城

镇化、现代化发展水平,仍然严重制约着西藏边境城

镇的发展,尤其是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遗留的边境

历史问题,使西藏的边境城镇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

性挑战。因此,在新时代,要有新目标、新理念、新战

略、新视野,要充分把握时代机遇与挑战,加强对西

藏边境城镇体系的系统研究、规划和建设。
(一)新时代迎来的重要发展机遇

1.西藏边境城镇发展受到党中央与西藏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西藏民主改革以来,
西藏边境地区的发展就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

视。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脱贫攻

坚”战略的全面展开,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的

实施,国家对边境地区的全方位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西藏边境城镇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中共十八大以

后,中国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在国家安全和边境建设方面有了新理念、新思路、
新战略,尤其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国家

领导人治藏治边思想,在2015年8、9月间,提出了

新时代“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和“六
个必须”的治藏方略以及“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

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工作原则[16]。2017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大力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

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快边疆发展,确

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17]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牢牢把握加快边疆

发展、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这条主线,“把促进

边民脱贫致富和守边固边紧密结合起来”[18],并就

加快边境发展做出重要部署,制定出台了《西藏自治

区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规划》,预计总投资301亿,
开展“水电路讯网、教科文卫保”等“十项提升工

程”[19],着重安排边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项目,同时

充分考虑边境与周边区域在交通、能源、水利、通信

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基本

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这些举措充分表明了党中央

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加强西藏国防和边境城

镇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为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2.西藏被纳入“一带一路”总体布局,为边境城

镇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经济驱动力。青藏高原

在历史时期就形成了“高原丝绸之路”,连通祖国内

地与东南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
带一路”战略构想,并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构建相结合,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

人民认同,成为新时代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引擎。2015年,
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西藏纳入“一带一

路”总体布局,明确提出要推进西藏和尼泊尔等国家

的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加强高原丝绸之路建

设,是党中央准确研判国内外发展局势,立足于历史

与当前,综合考虑并深刻分析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内

在规律和阶段特征之后所作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

大战略决策,为西藏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

2017年3月,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习近平总

书记会见尼泊尔总理,就推进双边互联互通、自由贸

易等达成共识,西藏边境城镇成为中国面向南亚开

放的门户,“有望借助南亚大通道建设,通过中尼合

作拓展面向南亚国家的更广泛合作”[20]。南亚地区

有7个国家,15.6亿人口,贸易需求巨大。一直以

来,我国出口到南亚的各类物资主要采取海运方式,
时间长达45天左右;但是,如果使用从兰州经青藏

铁路到日喀则、再换公路运输到吉隆口岸出境尼泊

尔的陆路通道,则仅需7天左右时间。这一陆路通

道成为我国内地通往南亚最便捷、最高效、最安全的

商贸通道,对南亚商界极具吸引力。近年来,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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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国道318的基础上,川藏高速公路、川藏铁路正

加快建设,在数年内即可建成通车。这两条川藏之

间的交通大动脉的建成,将彻底改变川藏之间落后

的交通运输条件,有效地衔接长江经济带与高原丝

绸之路,为西藏边境城镇发展带来更强劲的持续发

展动力。

3.新时代党中央决胜西藏脱贫攻坚与实现区域

均衡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战略,给西藏边境城镇体系

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西藏是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

贫困地区,边境地区自然生存条件更为脆弱,城镇化

率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这些都是西藏脱贫攻坚的

难点和重点。加强边境城镇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来

引导贫困人口向城镇集聚。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建设,推进农牧产业升级转型,增加就业岗位,
实现农牧民就地城镇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的长效举措。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居工程”及“脱贫

攻坚”工作在西藏深入实施,西藏边境地区包括住

房、交通、通信、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得到了

较大发展。“十二五”规划期间,“西藏自治区投入

2.5亿元口岸专项建设资金”[21],使各大口岸城镇的

基础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据最新统计,2016年,毗
邻不丹的山南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镇农牧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10110元,在西藏众多边境乡镇中率先脱

贫;2017年底,该县措果等3个行政村镇的农牧民

住进了水、电、路、讯、网一应俱全的房子,实现了从

“地窝子”到“小康房”的历史性飞跃[22],反映出高原

边境地区正在发生着历史性深刻巨变。

4.十七省市持续援藏,为西藏边境城镇发展提

供了强大助力。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作出“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重大决

策。20年来,各对口援藏省市和单位基于西藏实

际,不断创新形式,加大援助力度,广大援藏干部继

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和西藏各族群众一道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3]。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省市持

续推进并加强对口援藏,从而使西藏的发展速度不

断加快,不少地区出现了跨越式发展,西藏边境城镇

发展出现了较大变化。
可以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藏边境城镇

体系建设在新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有

利条件。因此,当下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抓住机遇,迎
接挑战,推动西藏边境城镇发展进入新台阶。

(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高海拔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挑战。西藏高原为

世界第一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其高海拔气候

条件异于内地,表现为空气稀薄、含氧量少、气压低,
生态环境脆弱。西藏边境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其他

地区更为恶劣,每至冬季寒冷异常,“湖泊悉作坚

冰”,一般植物乃至灌木、杂草都难以生长,耐寒的野

生牦牛亦难免冻死[24]52。内地人到西藏边境地区多

难适应,“往往觉其心脏神经消化皆甚不便”[25]11,甚
至遭遇不测。据记载,康熙五十九年,有300名内地

士兵,“自云南派至西藏,屯于瓦河一柱峰下,中夜风

雪大作,人马悉行冻死”[26]8。因而,严酷的高海拔

地理和气候条件成为制约内地人前往西藏边境地区

开发、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同时也是内地

进藏干部有相当部分人不愿意扎根西藏的一个重要

原因。至于地理位置更加偏僻的西藏边境城镇,相
比拉萨等城市就更加缺乏吸引力,即便是西藏本地

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于到边境地区工作也有多种顾

虑。据调查,“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汉族干部和

知识分子们既不能经常返回内地探亲,又无法消遣

时光”,“考虑到自身以及孩子的健康,许多内地的汉

族职工不愿意迁到西藏或其它位于高原的藏区工

作”[27]78。改善西藏边境自然生态环境,利用科学方

法提升内地人在高海拔地区的生活适应能力,成为

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开发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2.相对滞后的城镇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影响。西

藏和平解放以后,城镇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城镇化水

平持续提升,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城市化和现

代化水平较为落后。

图2.1980-2013年西藏与全国城镇化率对比图②

从图2可见,1980-2013年,西藏城镇化率始

终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这种差距有不断扩大

的趋势。2013年,西藏城镇化率为23.7%,相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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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53.7%低了30个百分点,相比西部地区

平均水平45.4%低了21.7个百分点[28]。相比之

下,西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率普遍在20%以下,既
低于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地区,更远低于全国城市化

平均水平,与同处西部的新疆边境城镇化水平相比

也有较大差距,这再次印证了西藏边境地区城镇化

水平低下的情况。

3.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

挑战。近代以来,中印之间因边界未正式划定,致使

边境争端不息,印度多次伺机蚕食侵吞中国的领土,
特别是其以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为依据长期侵占

中国藏南约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近年来,印度更

是动辄挑衅中国。2017年6月,印度制造了举世瞩

目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虽然党中央以非凡的智

慧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中印冲突隐患仍存。“洞朗危

机”之后,印度计划在印中边界附近修建17条高速

隧道,总长约100公里,以达到对中印边界的控

制[29]。2017年12月31日,印度内政部长辛格慰问

印藏边境部队,表示要强化边防基础设施建设。

2018年1月15日,《印度时报》称,印军第13个五

年计划,即2018至2023年“军队资本采购计划”
(SCAP),计划积极发展基础设施,包括改善道路和

物流等。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印边境争议问题,一直

潜藏着危机,在当今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一
旦出现诱因就可能爆发为冲突。因此,中国政府除

了在西藏边境地区加强国防力量外,还需要加强对

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特别是要通过军民融合、军
民共建来完善边境城镇功能,提升其综合能力,以达

到强疆固边的目的。
三 加强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思考

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治国必治边,治边

先稳藏。”要稳藏必兴边强边,而兴边强边重点应在

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加强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
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依法治藏、富民兴

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治藏方略的具体

举措。当前,应当以举国之力,高起点地建设西藏边

境现代化新型城镇,改善边境交通,发展边境经济,
促进边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从国家战略出发构建多层级边境城镇体系

城市体系“是一群城市根据其大小、功能和相互

作用的类型而组成的等级体系”[30],“是一个开放

的、适应性极强的系统,不断改变着本身的结构和与

外部联系的方式”[31]169。西藏地广人稀,城镇数量

稀少且分布极为分散,而且各城镇之间距离甚远,在

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140个不同类型的

城镇,在4500多公里边境线上仅有21个县级城镇,
难以形成合理的城镇分工与合作,难以构建成合理

的边境城镇体系。西藏边境城镇少、小、散、弱、差的

发展现状,仅依靠西藏边境地方政府的力量,很难使

其短期内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必须将西藏边境城镇

体系的研究、规划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好

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及制度创新。同时,西藏边境城

镇规划和建设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相关部

委、地方政府和边防部队形成多方合力,立足于中国

国情和西藏区情,遵循西藏边境城镇的发展规律,高
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地对边境城镇体系进行科学规

划和建设,并将其规划和建设深度融入到西藏自治

区“一圈两翼三点两线”③城镇空间新格局的战略布

局之中,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地在漫长的西藏边境地

区构建起多个区域性城镇体系。
首先,分层次地发展边境城市,打造边境区域中

心城市。根据边境情况,在每一个区域内选择一、二
个条件较好的县级城市,加大培育力度,着力优化产

业结构,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增强城市聚集力和辐射力,使之成为边境区域中

心城市,以此来带动区域内小城镇和村寨的发展。
其次,积极重点发展边贸口岸城镇。目前西藏

有五大边贸口岸城镇,其发展基础良好,应将各边贸

口岸建设与城镇发展相结合,增强边贸口岸城镇之

间的联系和交流。这些口岸城镇要以建设南亚陆路

贸易大通道为主要发展目标,要进一步加大开放程

度与通关能力,在适当的时候以这些口岸城镇为基

础建设西藏边境自贸区。
再次,加强边境地区一般城镇和村寨建设。西

藏边境地区是“我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

深、扶贫成本最高的地区”,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西藏的整体稳固与发展,因而近年在加强

边境城镇体系建设的同时,西藏自治区已经启动了

边境小康村建设工程,“倾力建设628个边境小康

村”,“涉及6.216万户,约24万人”[32]。我们认为,
还应将小康村寨建设与边境城镇建设相结合:一是

要加快区域农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牧业的现

代化水平,拓展农牧民就业渠道,促进农牧区人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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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适度集中,进一步实现农牧民“就地城镇化”;二
是要全力建设包括“水电路讯网、教科文卫保”等在

内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将区域中心城市与边境城

镇和村寨连接起来,从而带动边境乡村农牧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力争实现边境地区跨越式发展,从根

本上解决边民的贫困问题,满足边境地区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愿望。
(二)借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城镇建设经验,建

设西藏边境兵团城镇

从汉代开始,中央政府即在西域实施屯兵筑城

的国防方略,“已有2000多年历史”[33]123。新中国

建立后,借鉴历史上“屯兵固边”经验,中共中央和中

央人民政府在新疆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了“兵
团城镇”,实行党政军企高度统一的特殊管理体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担了

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重要职责,建立了党政军企合

一的管理体制,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尤其

是在边境地区分布了数量较多的军政合一的现代化

城镇“团场”,既巩固了国防又发展了经济和城市。
据统计,从2010年至2015年,新疆“兵团城镇人口

达到18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34],形成了

“以10个城市及10个垦区中心城镇为骨干的城镇

体系”[35]。西藏在历史上虽无屯兵固边的先例,但
在新时代背景下,在西藏边境地区建设“兵团城镇”
也具有相当的条件。目前,可以借鉴新疆“兵团城

镇”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西藏边情,在西藏边境

地区实施“新时代军民共建西藏边境新型城镇计

划”,建设西藏边境“兵团城镇”。在建设西藏边境兵

团城镇过程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要分区域、因地制宜地实施西藏边境城镇

人才引进政策与经济开放政策。一方面,在海拔较

低、承载力较强的西藏东南部边境地区,参照新疆建

设兵团的经验,通过实施内地人才赴藏政策,吸引广

大内地青年加入西藏生产建设兵团,扎根西藏,建设

半军事化的“西藏兵团城镇”;并且,通过国家对西藏

实施资金、产业、税收、金融等方面的开放政策,引导

国内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向西藏兵团城镇聚集。另

一方面,在海拔较高、内地人不能很好适应的西藏西

北部边境等地区,以吸纳川滇甘青藏区爱国藏族青

年为主,广纳各族有志青年,建设“西藏兵团城镇”。
当前,川甘青滇藏区的富余人员较多,他们较内地一

般人更能适应高原气候,可以长期扎根西藏边境地

区。因而,以吸纳川甘青滇藏区藏族青年为主,在藏

西北边境地区建设“西藏兵团城镇”,具有一定的可

行性。
其次,弘扬军民共建、军民联防、军民融合的“老

西藏精神”,实施“新时代军民共建西藏边境新型城

镇计划”。“军民共建边境新型城镇”需要从国家层

面来推动。所谓“军民共建”,即充分调动西藏边防

部队与当地政府与居民的积极性,军民一家,坚持

“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与兴边并重”[36]。一方面,
充分发挥西藏各级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作用,共同参

与边境新型城镇即“兵团城镇”建设,实现多领域内

军民融合、军民共建、军民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增强

地方对边防部队的后勤物资供给等支撑能力。另一

方面,军队要在建设“兵团城镇”中发挥主体作用,积
极主动地参与,特别是在边境城镇“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军队

在科技人才、物资供给、资金调配方面的优势作用,
将守边固边、军队给养、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军队国防

建设与地方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以国防建设促进城

镇建设和城镇发展,通过军民融合途径构建起反渗

透、反侵略的钢铁长城。
(三)以“强基固边”“富民兴边”为重要理念,全

力推进西藏边境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欠账太

多,加上西藏边境城镇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

的工程,投资大、收效慢,仅靠西藏地方财力难以支

撑其发展,因此,除内地省市对西藏边境城镇实行对

口援建外,还须从国家层面对其进行政策倾斜和资

金、技术支持。国务院在关于兴边富民行动“十三

五”规划中,提出了“强基固边”九大工程,包括沿边

公共设施建设、边境交通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国际

铁路通道建设、沿边铁路及沿边公路贯通、土地整

治、边境农村饮水安全、边境地区信息安全、沿边重

点城镇建设、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工程建设

等九个方面[10]。有关部门不能只从经济效益的角

度来看待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要从政治高度,从
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的高度,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的高度,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兴边富民行动规

划的贯彻落实。
一是加强西藏边境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西藏边

境地区落后的交通格局,需要国家在铁路与公路建

设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和科技力量,加快川藏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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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川藏高速公路建设,进一步完善青藏铁路干线,整
治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积极规划、建设边境地区的

公路和铁路,借力于“一带一路”国际铁路通道建设

工程,研究建设日喀则-吉隆铁路,着力保证边贸城

镇与中国内地和南亚各国通道的通畅。此外,有关

医疗、公共卫生等其他服务性设施的建设也应该纳

入边境城镇一体化建设之中。
二是高度重视西藏边境通讯设施的建设。便捷

的通讯网络与物联网络,不仅可以改善边境地区居

民的生活水平,还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变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新中国建立以来,西
藏的现代通讯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一个适应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通信网

络逐步形成,通信业务市场进一步开放并逐步繁荣,
通信业务日趋多样化、综合化,全区通信业实力不断

壮大”[37],但相较于国内其他省区,西藏的通信发展

仍然具有一定的差距,而边境地区的差距更大。通

信发展惠及民生,更与社会稳定及边防安全息息相

关,因而,提高西藏边境城镇通讯网络建设,完善边

防边控通信设施,十分重要和迫切。
(四)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原则,大

力发展边境城镇经济和旅游经济,推动农牧民就地

城镇化

“产业是一个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
城镇又可作为产业稳定发展的关键承载空间”[38],
故西藏边境地区城镇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

“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39]。西藏边境地

区城镇因地处偏远、人口稀少,自然环境还处于纯天

然状态,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原始森林

中不仅野生动植物种类较多,而且风光秀丽、景色优

美,但这些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极度脆弱,易遭破

坏,加上交通不便,因而不宜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而
应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大力发展转口贸易、
特色旅游和特色农牧产品加工业。随着川藏高速公

路和川藏铁路的建设,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联系

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高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将突

破瓶颈,进入井喷状态,转口贸易将成为西藏边境城

镇的重要功能之一。另外,雪域高原旅游近年来已

经成为旅游热点,随着边境地区交通、通讯的改善,
独具特色的西藏边境旅游将成为海内外游客的重要

目的地。因而,加快推进西藏边境城镇市政基础的

转型升级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促进产业与城镇

之间相互协调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
西藏边境地区部分农村居民居住非常分散,似可运

用国家力量实行“生态移民”政策④,推动边境地区

农牧民就地城镇化。可以通过“鼓励广大农牧民到

边境城镇定居兴业,稳固边境人口”[28];同时通过逐

步把西藏边境生态脆弱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居民

转移到附近城镇,以扩大城镇人口规模。
总之,西藏边境城镇建设和旅游开发要有生态

文明观,要按照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
将边境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边境城镇

经济发展与美丽西藏建设相结合,实现边境城镇的

生态化建设和生态化发展。
四 结论

西藏边疆城镇处于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前沿地

带,加强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是对于巩固西藏边境地区的国防,维护国家安全

和主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为军民联合“反蚕

食、反渗透”提供了重要支撑,确保一旦发生边境冲

突,边境城镇能够为中国军队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
二是有利于促进边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西藏

精准脱贫、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长效举措,也是不断

满足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

径;三是有利于以新型城镇化来引导贫困人口向城

镇集聚,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推进农牧产业

升级转型,增加就业岗位,实现农牧民就地城镇化,
推进区域均衡发展。通过全力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和

边境城镇体系建设工程,有效地改善沿边境民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对内有利于增强边境民众的国家自

豪感与自信心,进而增强保家卫国、守土固边的责任

心和使命感,对外则有利于充分展示中国综合实力

和大国形象。同时也要认识到西藏边境城市体系建

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在党

中央的正确和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国家战略的实施,经过

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持续建设,将在漫长的西藏边

境线上建立起若干个不同层级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形成较为完善的边境城镇体系,使之成为强疆固边

的坚强堡垒和边境发展的增长极,在保护边境安全、
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并有力地促进边境城乡发展,改变西藏发展不平衡、
供给不充分的状况,实现西藏在本世纪中叶整体达

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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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一线即青藏铁路及拉日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两基地即那曲物流中心、拉萨物流中心;三出口即樟木、吉隆、亚东口岸出

口。

②本表根据《西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藏党发〔2015〕3号)中数据制作而成。

③一圈指以拉萨至墨竹工卡、拉萨至泽当为两轴线的拉萨-泽当城镇圈;两翼分别指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城镇与尼洋河中下游

城镇;三点分别指以昌都卡若区为中心的藏东地区,以那曲镇为中心的藏北地区,以狮泉河镇为中心的藏西地区;两线指边

境沿线重点乡镇和交通沿线重要小城镇。

④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关于《中国生态移民的起源与发展》的要求,把位于生态脆弱区或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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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theFrontier
andtheConstructionofTibetBorderTownSystem

HEYi-mina,LIXin-yub
(a.InstituteforUrbanStudy,b.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TheborderareaofTibetisaspecialgeographicalareawithacombinationofeth-
nic,frontier,povertyandecology.Withthestrongsupportfrombothcentralgovernmentand
province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Tibetbordertownshavebeendevelopedgreatly,but
comparedwithotherareas,thedevelopmentofTibetbordertownsisstilllittleinquantity,

smallinscale,scatteredinspace,weakandpoorduetonatural,geopoliticalandhistoricalfac-
tors.Asthecomingofthenewera,Tibetbordertownsarebecomingincreasinglyprominent,

facingmore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Therefore,their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should
bepromotedtothenationalstrategicheight,meanwhile,thescientificplanningandthetoplevel
design,theseriesofsysteminnovationshouldbecarriedout.Thenationalstrengthshouldbe
usedtospeedupthe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intheborderareas,inordertostrengthenand
securetheFrontier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Tibetbordertownsystemandmeetthede-
sireofthepeopleofTibetforthepursuitofabetterlife.

Keywords:Tibet;bordertownsystem;strengthenthefrontier;military-civilianintegration;

corps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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