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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青藏高原周边省区是西藏联系内地的纽带和必经之地；无论是基于历史

背景还是当前现实，西藏融入祖国大家庭，都需要从周边开始发力。目前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相关体制机制

建设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总体上看，西藏发展更重全国联系，较轻周边协作，西藏与周边省区之间沟通渠道

还不是很通畅，相关具体可操作性联系制度缺乏。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开创援藏工作新局

面，这个新局面也包含周边地区融合发展新局面，涉藏省区承担更多主体责任必将为西藏融入周边经济圈

创造更有利条件。在国家大战略背景下，更是为了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西藏融入周边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急需通过创新加以突破，包括统筹规划，创新区域融合模式；强化要素培育，发挥市场在区域融入中的

导向作用；进一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创新往来路径和形式；主动发展，创造区域融合美好未来；国家协调

地方推进，共创环青藏高原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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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融入周边经济圈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周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西藏要更深广地融入祖国大家庭，首先需要从

周边省区开始发力。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自

古以来，西藏与内地的直接联系更多发生在周边省

区。即使在交通设施条件越来越改善，交通工具越

来越现代化的当前时期，周边省区仍是西藏和中国

其他地区人员往来，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地带。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西藏融入祖国大家庭要更多先

从周边融入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

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

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

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鉴于

西藏和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除了

西藏本区外，更多发生在青藏高原周边省区，因此，

“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事实”必须立足周边，开展邻近省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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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合作。而要引导西藏各族群众看到发展的走

向和未来，进一步推动自我发展、开放式发展、跨越

式发展，必须让他们先在平时可以去频繁往来的周

边省区看到发展的走向和未来。要让西藏和周边

省区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必须

让他们先在共同区域结成发展共同体。汪洋同志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补充发言说，“要

准确把握西藏工作新形势新任务，谋长久之策，行

固本之举，多解决影响长治久安的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1］要让西藏工作长久见效和固本，必须对事关

融合跨区域发展问题引起足够重视。

当前，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及相关体制机制建设

均取得一定进展，但总体上看，在实践层面，西藏发

展更重全国联系，较轻周边协作，西藏与周边省区之

间沟通渠道不是很通畅，相关具体联系制度缺乏。

在理论层面，在国家大战略背景下，尤其是“南亚大

通道”战略提出，西藏急需突破区域融入体制机制障

碍，西藏与周边省区体制机制融合的顶层设计还严

重滞后，理论研究还远远不够。关于西藏融入周边

地区，已有探讨包括狄方耀（2017、2020）［2］［3］、周勇

（2015、2016、2017、2018、2019）、李玲艳（2018）、刘妤

（2018）、陈朴（2018）、韦仁忠、朱金春（2017）、刘宗义

（2017）、陈敦山（2016）。［4］以上区内文献更多是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宏观探讨，没有细化到各个经

济圈融合。从跨区域层面，专门探讨西藏融入周边

地区发展的研究较少，当前仅见于周勇（2020）等几

篇文献［4］［5］。已有文献主要从背景、内涵、战略路径

等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体制机制角度进行分

析。要推动西藏融入周边经济圈既需要发挥我国有

为政府作用，也需要发挥市场作用，推动融合体制机

制创新。

一、区域体制机制融合的理论分析

区域融合分为区域规制融合和区域市场融

合［6］。区域体制机制融合既有区域政府体制一体

化对接，也有区域市场机制一体化作用。区域合作

体制机制大体可归为基础构成、制度环境、合作形

式、共生协同和问题治理五大模块［7］。鉴于西藏当

前区域融合还需要更多以政府为推动，故在此更多

讨论体制机制中的规制部分。

关于区域融合的讨论主要散布在区域一体化

文献中。如金碚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域观过程。

赵艾提出一定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8］当

前区域一体化理论趋于系统化，共同市场理论在向

空间、制度等方面扩展。区域一体化既是一个过

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

各地区之间联系的物理障碍和制度障碍，前者主要

指交通一体化，后者为制度一体化［9］。比如中国西

南区域发展要处理好共抓大保护与共谋大发展的

关系［10］。区域体制机制融合是指区域成员间能够

制度一体化，借鉴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区域体制机

制融合最直接表现是政策要能够对接，以行政规则

互认、治理行动协调、信息共享、行政结果互用、重

大事项共商等为特征。

（一）行政规则互认

行政规则互认是指对于一些基本管理制度，各

区域在国家统一框架下制定，彼此不违背基本原

则，体现基本精神。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各地制度

必须完全一致，要正确对待共性与个性，区别基本

情况和特殊区情，不搞一刀切。此外，也应看到，区

域之间融合程度越高，同时地方特色和竞争力越明

显，真正达到互补发展时，不仅共性会越来越多地

被提炼出来，这由区域一体化所决定，而且个性也

会越来越突出，这由地方特色和各自发展要求所决

定。这就决定各地在共同条款之外有地方条款，但

该共性条款必须一致，以便于对接，同时不能共性

化的部分必须特殊对待，并且公开透明，应该是确

为必须保留的个性部分。

（二）治理行动协调

在落实规则，开展具体行动时，要多方协同，以

区域为单位，达到广泛统筹、综合治理效果。切忌

单方行动，一个地方意图独善其身。以打击违法犯

罪为例，应基于区域行动一体化，综合治理不仅仅

是各部门、领域的综合治理，还包括各地区、跨区域

的综合治理。比如不能一个地方治理赌博，表面上

看在当地清除了赌博，赌博人员销声匿迹，其实赌

博人员被赶到了区域内其他地方，一地治赌反而加

重其他地方治理负担。如果大家都是单方面行动，

赌博行为不但不能清除，反而不断滋生，人员到处

流窜，声势越搞越大，治一地不能治全部，治一时不

能治长期。

-- 51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三）信息共享

身份确认，人员基本信息征集是每个地方社会

治理的基础工作，随着人员流动区域越来越大，区

域化管理越来越细，层级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建立

统一、共享的信息系统，将大大增加老百姓外出旅

游、经商、学习等正常活动难度，加重人员迁移负

担，不利社会劳动力流动，与鼓励非农转移，人员外

出打工，劳动致富政策相悖。最典型的是每到一个

不远地域，甚至相邻小地域间都要办理暂住证，一

些特殊地区还要办理通行证。其他如就业、婚姻、

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信息采集工作非常浩繁。如

果建立统一、共享的信息系统，社会信息成本将可

由此大大降低，人员流动性将更为增强，从而有利

社会资源配置，增进人们生产和生活福祉。更重要

的是因为往来无障碍，所以促进了区域一体化。

（四）行政结果互用

对于各地行政审批结果、第三方认证结果，区

域内其他地方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从而避免大量重

复管理和求证工作。比如社会保障方面，工伤诊断

和责任两地互认，养老保险多地互连，职业证书大

家互通。还有社会征信方面，一地征信记录多地共

享；违规、违法、犯罪者一地不能通行就意味着整个

区域都不能通行。行政结果互用要求各地法规、政

策向一致性协调，在执行尺度上进行一致性把握，

提高大家协同能力。同时，个中还涉及责任、权力

和利益调整和分配，因此行政结果互用是一个复杂

系统工程，社会效益大，但任务艰巨。

（五）重大事项共商

对于区域内各成员方共同面临的、具有普遍性

的一些重大事项、治理难点，要解决非一般性制度

所能奏效，也是基本管理行为力所难及。同时也不

是一时一地所能解决，需要整合各自力量，久久为

功，绵绵用力，建立起区域成员间重大事项共商制

度。跨区域联席会议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定期将各

方对口单位、同级别人员汇集在一起开会，共同探

讨，寻求彼此共同关心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西部

西藏、新疆、宁夏、甘肃、青海等七省区就面临共同

的国家安全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多年来建立了联

席制度，包括出版内刊、召开年度会议、日常信息互

联、人员互访等。

二、西藏融入周边省区体制机制进展

西藏区情特殊，规制方面不仅与我国东中部地

区有较大差别，即便与邻近省区相比也存在着较大

差异，这不仅不利于西藏与周边省区的沟通，同时

也影响着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的进程。西藏加快融

入周边省区既是西藏的发展要求，也是治国治边的

必要基础，是国家既定大政方针，对于民族团结、生

态文明建设、国家安全屏障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必须加快构建创新型西藏与周边省区的区域

融合体制机制。目前，该领域相关工作已取得显著

成效，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西藏社会各界主动融入周边省区的跨区

域融合意愿强烈，各级各界已展开部署

西藏加快推进融入周边省区的区域融合工作

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和具体行动上。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西藏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性变革和经验启示》中指出，要积极打造

区域竞争新优势，充分发挥西藏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后发优势，加强与内地省区市和周边省区的战

略合作，积极融入西部大开发，努力实现“三个基地

增长极”（“西电东送”接续基地、世界第三极旅游目

的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基地）、“两个区域联

动带”（藏中藏南引领带动、藏东藏西藏北协同发

展）、“三大周边经济区”（成渝经济圈、大香格里拉

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以及若干发展实验区

（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拉萨综合保税区、指定口岸

等）发展目标［11］。

《西藏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要积极融入内地市场。鼓励西藏各族群众到内地

就学、务工、经商、旅游。强化西藏与周边省区的合

作，主动融入川渝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大香格

里拉经济圈，加强西藏与周边省区交界地区的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创新西藏与周边省区的经济文化合

作方式，建立定期交流磋商机制，加大西藏与周边

省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

的合作力度。《西藏自治区“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提出，推动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构建康巴特色

文化旅游圈。联动拉萨市以及周边四川省、云南

省、青海省，构建羌塘草原文化旅游圈。内联拉萨

市，外通青海省，构建象雄文化旅游圈。联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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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的拉萨市、日喀则市，西藏区外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国外的印度、尼泊尔等邻国，围绕“五条出

区、三条出境”西藏铁路网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重

点打通西北、西南两个方向，优化与青藏铁路沿线

及周边省份旅游合作，打造青藏之旅。深化青藏铁

路沿线及周边省份合作，共推唐竺古道旅游品牌，

积极实施各级政府主导旅游形象营销和各类企业

为主体旅游产品营销模式，重点开展针对环渤海经

济圈、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成都、重庆、武汉等重点

省会城市和港澳台、日韩、欧美等重要客源市场的

宣传促销，增强旅游品牌综合影响力。

（二）青藏高原各方协商机制取得新进展

围绕青藏高原跨省区协商主要体现在规划制

定和联席会议召开上。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跨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四省区，有着我国西部独

特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拥有众多我国乃至世界重

要的自然、文化遗产，也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2002年起西藏加强与云南、四川、青

海等省（区）旅游合作，四省区先后召开数次协调

会，共同致力于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

2007年 12月，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发改委主持《香格

里拉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评审并予以通过。

2013年 10月 20日下午，西藏昌都、四川甘孜、

青海玉树、云南迪庆四地州等在第七届藏、川、青、

滇毗邻地区康巴文化旅游艺术节旅游发展论坛上，

共同签署“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四地州将建立“中国香格

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协调机制，在每届康巴文化

旅游艺术节期间，由艺术节举办地旅游局牵头召开

“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发展协调会议，共同研

究和商讨解决“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发展

事项。力争建立“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加强

生态保护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建成具有国际水平

的容环保、旅游、科考、探险、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国

家级生态旅游区。共同推进中国香格里拉旅游项

目策划，加强项目管理和规划，防止低水平近距离

重复建设。共同制订“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绿色长

廊建设方案，打造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加强四地州

协作，共同规划建设“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共同推

介旅游线路，简化地区游客通行手续，实现资源共

享、线路互推、客源互送、各方利益共赢，打造无障

碍旅游区。共同加强“香格里拉”文化旅游线路、品

牌策划和营销，推进旅游产品升级，丰富旅游产品

的生态文化内涵。

六州（市）长联席会是滇川藏青交界地涉藏州

（市）为加强沟通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创

新型工作机制。自 2015年首届川滇藏青交界地区

的涉藏市州长联席会议在康定召开以来，多年时间

里，共同谱写了川滇藏青交界地区各族人民“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篇章。2018年 9月 13
日，以“融合·创新·发展”为理念的滇川藏青交界地

涉藏州（市）长第四次联席会议在云南省迪庆州召

开。迪庆州、甘孜州、阿坝州、昌都市、果洛州、玉树

州的六州（市）政府领导围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

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共商区域发展大事，共谋区

域协作大计，共促涉藏省区和谐发展大局，共推区

域融合发展［12］。

三、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的体制机制障碍

基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区情，西藏融入周边省

区的体制机制较我国其他地区跨区域融入体制机

制构建更难。当前，西藏区域融合体制机制主要存

在以下障碍。

（一）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的战略谋划和方案设

计尚不明晰，融入进程缓慢

西南地区除成渝，其他涉藏区域协作框架如川

渝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济圈，从

酝酿到提出已达十年之久，大方向非常明确，但实践

推进层面仍然较缓慢，缺乏综合的、宏观的、全面的

战略构造和具体行动方案。区域协作进程缓慢不仅

与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分工协作不发达、经济总量不

够有关，也与地域广袤、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

施建设难度大、水平不高有关。西藏融入周边省区

的体制机制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要依据区域经济发

展态势，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多提前谋划、超前设计尽

管并不恰当，但一定的学术研究和远景规划必不可

少。当前，围绕西藏周边几个经济圈的学术研究和

政策探讨很少，除成渝经济圈外，陕甘青宁经济圈、

大香格里拉经济圈、新疆西藏协作等领域鲜有学术

与政策论证。对于“加强与内地省区市战略合作，主

动融入川渝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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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圈”，对区域融合西藏积极，不仅写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和其他各项专门规划，还进入党代会

文件和其他工作安排中。而反观周边区域，整体反

应冷淡。省区级政府没有一家把三个经济圈表述纳

入规划和政府文件中，与西藏接壤的四川、云南、甘

肃、青海、新疆没有，同属一个区域与西藏不接壤的

重庆、陕西、宁夏等省区更没有。

（二）西藏融入周边省区主要靠行政推动，西藏

企业和劳动者的市场能力弱

为推进西藏融入周边省区，西藏自治区出台了

相关政策，采取了一定举措，但主要以行政推动为

主。比如基于西藏特殊地域环境，成都丰富的创新

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较高的劳动力素质，2007
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就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成

都）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该中心是隶属于西藏自治

区科学技术厅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多年来该中心

帮助西藏企业加强与成都科研院所、大学等单位沟

通联系，协助企业在项目、人才方面全面对接，很好

地发挥了创业创新促进平台作用。但由于西藏民

营经济不发达，个体资本普遍积累少、经营能力弱，

在区内竞争尚处于不利地位，融入周边区域参与竞

争的压力大，对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的认识不足。再

加上西藏区内基层劳动者技能存在短板，创业者市

场经营能力有待提高，影响了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作

用充分发挥。

（三）西藏融入周边省区存在一定的文化和气

候不适应性，适应性机制缺乏

文化和气候不适应，是西藏融入周边省区的重

要障碍，促进适应性创新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由于长期身处高原，西藏各族群众对周边低海

拔区域的气候适应性差，比如有的人到四川不习惯

气候，具体表现为不喜欢夏天湿热、冬天阴冷，长年

少见阳光。有的人到重庆不适应夏天火热、冬天寒

冷，以及重庆的山地地形。此外，由于山高路远，西

藏相比周边其他地区跨区域交流更少，文化更独

特，习俗别具一格，西藏基层很多群众到周边省区

感觉文化差异大，有孤独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文化和气候不适影响着西藏向周边省区融入。某

地县政府组织数十名农牧民赴内地打工，最终因纪

律约束、生活不习惯等原因，这些农牧民又悉数返

回西藏。对于气候和文化的不适，政府和社会应有

相应的适应性促进机制，比如社区关怀、社区建

设。这方面有很多成功探索和经验，如成都武侯祠

附近区域，就居住着长期留住的大批西藏群众，未

来成都市武侯区的成功经验应得到充分重视。

（四）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有待加强，跨区域协调

力度不够

关于西藏融入周边区域，相邻青藏高原区域共

同形成经济合作网络，国家层面早有号召，但一直以

来进程慢、务实性不够、效果有限、离预想差距甚

远。比如早在2010年，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

划纲要提出，要大力打造大香格里拉旅游区，推进云

南迪庆、西藏昌都、四川甘孜和青海玉树四个区域融

合发展。四方将进一步打破壁垒，深化合作，形成

“同一个品牌，多个目的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到

“十二五”末建成我国西南地区的旅游中心、世界一

流的生态旅游区、世界知名的具有强吸引力的一流

精品生态旅游区。同样的规划纲要继续在“十三五”

期间提出，但至今，现实和目标仍然相差甚远，官方

跨区域协调体制机制依然存在较大短板。

四、西藏融入周边省区体制机制创新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四

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党委要高度重视涉藏工

作，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强同西藏自治区的协调配

合”，援藏工作新局面要有周边地区融合发展新局

面，涉藏省区承担更多主体责任必将为西藏融入周

边经济圈创造更有利条件。在国家大战略背景下，

为促进西藏自我发展，西藏融入周边区域发展体制

机制障碍急需突破。

（一）统筹规划，创新区域融合模式

应更多展开西藏周边经济圈融入学术论述和

政策论证，并在研究层次上进一步细化，为出台跨

省区经济圈融合规划作准备。体制机制是西藏和

周边区域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条件和根本动力，需

要结合区情省情、各涉藏区域地情，摸索可行的区

域发展融合模式，推动区域协作创新。在理论方

面，西藏要集中全区学术力量，推进跨学科探讨。

尽快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布局西藏区域融入研究

课题。西藏各级各部门政策研究人员，应加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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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法规，使西藏区域融入迈上实质性步伐。

此外，论述和论证过程也是区域融入过程，区内学

者和政策专家应更多与周边区域同行交流沟通具

体事宜，以形成双边和多边框架，避免区域融入研

究“闭门造车”“一厢情愿”，达不成共识，落不了

“地”。在实践方面，西藏可借鉴内地经验。多年来

我国东部地区在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成

功经验。如江苏坚持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利益共

享，引导优势产业和加工制造业环节向中西部地区

有序转移，进一步优化完善产业链。积极创建长江

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鼓励省内外开

发区、大型企业合作共建园区，支持有条件的长江

中上游城市和企业在省内开发区设立“区中区”“园

中园”。开展技术合作、战略联盟、外包等非产权合

作，拓宽地区间开放互动发展新路径［13］。

（二）强化市场导向作用，进一步推进交往交流

交融

区域融入既是政府行为，更是民间行为；既需

要体制内引导，更需要焕发民营经济活力。在区域

融入之前，每个涉藏区域主体都已有自己的要素结

构、产业体系、社会系统，区域融入意味着要在现有

体系、格局和结构中插入外来因素，这既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博弈、涉及众多主体

利益调整过程，非政府行政命令单独所能为，市场

作用不可或缺。要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平等磋商，市

场发挥要素配置作用，同时鉴于西部地区发展还欠

发达，且涉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区域融

合所需设施、要素严重不足，各地要进一步做好市

场要素培育，包括企业家、技能劳动力和知识型人

力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投资促进。市场机制在西

藏培育发展还有一个较长过程，但却是经济发展、

区域融合的大势所趋，各级政府部门应明确这一大

势，多支持和服务市场，维护好市场规则。融合来

自于人员交往、社会交流、文化交融，交往交流交融

是西藏区域融入的基础、出发点和关键。要让西藏

各族群众通过外出求学、内地经商、到祖国大好河

山和现代化城市旅游观光等方式方法走出去，开阔

眼界，熟知外面的世界，产生融入愿望。年轻人、中

小学生、在校大学生，应在他们理想和抱负萌芽阶

段建立起走出去、到区外发展的理想，有区域融合

的概念，有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向往。在贫困地区

搞项目扶贫不如让贫困人群走出来，到西藏区外发

展快的地区，见识区外世界的精彩，焕发创业意愿

和发展斗志。

（三）主动发展，创造区域融合美好未来

要强化西藏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意识，倡导扎扎

实实做事、艰苦奋斗创业的精神，把中央和兄弟省

市援助当作激励。长期以来，国家对西藏实施特殊

政策，关怀深厚。西藏应抢抓机遇，更好地利用援

助条件，加快自我发展，推进跨越式发展。西藏周

边省区普遍经济欠发达，大多承担着相关涉藏州县

的援助任务。在中央和兄弟省市的援助框架之外，

西藏周边省区难以形成与西藏同等的援助框架体

系，为此西藏应在区域融入过程中充分挖掘优惠政

策潜力，加强与所融入区域的合作潜能，在与周边

省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完成

区域融入。西藏要充分展示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政

策优势，使合作区域有“业”可兴、有“利”可图，有

“机遇”可乘，在合作过程中绘制美好蓝图。

（四）国家协调地方推进，共创环青藏高原经济

圈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对推动我国区域融合做出更

加具体的部署，提出“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

结合”，进一步细化区域政策尺度，针对不同地区实

际制定差别化政策，更加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维

护全国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出现政策洼地、

地方保护主义。坚决破除地区间利益藩篱和政策

壁垒，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

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14］。要站在落实中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高度，从解决区域发

展差距、区域分化、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区域发展机制不完善、难以适应新

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基础性问题出发，在

国家和跨区域层面统筹推进西藏融入周边省区。

应建立西藏融入成渝经济圈、陕甘青宁经济圈、大

香格里拉经济圈等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机制、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区域发展保障

机制，在完善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

机制、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下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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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Path of China’s Xizang Polic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the Seven Symposiums on Work in Xizang

Liu Liming
(Sichuan Police College, Luzhou, Sichuan, 646099)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seven Xizang Work Foru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gical
origin of guidelines, objectives and tasks, the appellation of“Xizang”and the strategy of Xizang governance,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Xizang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ty leadership, strategic ori⁃
entation, goal guidance and religious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zang Work Forum; Xizang-related policies; evolution

Research o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Xizang's Integration
into the Surrounding Economic Circle

Zhou Yong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The provinces around the Qinghai Xizang Plateau are the link and necessary place for Xizang to
connect with other provinces.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Xizang and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are
not very smooth, and the relevant specific contact systems are lacking. The Sev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
rum on Xizang Work proposed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aid to Xizang which includes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surrounding areas. Xizang related provinces and regions will bear mor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will cre⁃
ate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Xizang to integrate into the surrounding economic circl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n order to promote Xizang’s self-development,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Xi⁃
zang’s integration in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need to be broken through by innov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economic circle; Xizang; system and mechanism; The Seventh CPC Central Com⁃
mittee Forum on Xizang Work

Ecologic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in Xizang under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Logic, System and Optimization Path

Chen Yal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Xizang’s ecologic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not only endangers its own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China and even Asia. In the new era, only un⁃
der the overall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Xiza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optimize Xizang’s ecologic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system from the six aspects of time,
space, function, content, culture and security,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highland of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 can we better serve the long-term stabil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Xizang’s society.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ecological security; system optimization; 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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