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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建设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进展及深化研究
曾绍龙　 　 曾凯霖

内容摘要： 西藏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定位为 “南亚大通道”， 历史地赋予了西藏发展 “新空间”， 为

西藏实现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赋能。 “一带一路” 实施 ６ 年来， 西藏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进展顺

利， 基础设施、 外向经济、 航空合作、 传统领域等均有较大成效。 下一步， 西藏应加强通道基础设施、 对外

营商环境、 藏文传播、 教育合作、 论坛推介、 国际人才等方面的建设， 促进南亚大通道的立体辐射效应的形

成， 确实提高南亚大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和幸福感， 共建 “一带一路”、 共享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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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连续在各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被多次提及， 在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

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同沿线国家持续释放引领效应。
自提出 “一带一路” 以来， 相继由 “抓紧规划”，
到 “扎实推进”， 深入到 “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一带一路” 由概念到具体实在， 从 “大写意” 到

“工笔画”， 正一笔笔勾画出美好未来。 同时， 中央

对 “制定实施促进西藏和青海、 四川、 云南、 甘肃

四省藏区、 新疆发展的政策措施” 提出高要求， 要

积极发挥边疆省、 区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枢纽

和桥头堡作用。 当前， 西藏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

地位及其作用是怎样的？ 实际建设进展如何？ 建设

中面临哪些挑战？ 下一步又将如何发力， 以更高质

量、 更快速度地融入 “一带一路” 建设？ 文章依次

对这些问题展开解析， 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西藏建设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的景象。

一、 西藏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地位

（一）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西藏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 建设的深入推进， 为西藏扩大对

外开放、 实现快速发展带来了机遇， 西藏在我国面

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并发布 《西
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规划》， 这是西藏自

治区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把西藏建设成为国家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 的

顶层设计， 是西藏自治区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

设， 对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

带， 推动西藏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雪域高原正在继续创造一

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南亚大通道” 是由通道、 口岸、 城市和产业

有机集成的西藏全面开放战略体系， 依托西藏与尼

泊尔、 印度、 缅甸、 不丹等周边国家密切往来的城

市和口岸， 连接中国内地经济区， 形成经济交流大

通道。 随着南亚大通道贸易和产业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升以及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高附加值产品

占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 特色农副产品、 工业品和

文化产品的出口量也显著增长。 从此， 西藏在 “一
带一路” 建设中的定位已然明确， 是中国面向南亚

开放的重要通道， 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面向尼泊

尔等周边国家的枢纽。
（二） 西藏在东西人文、 经贸交流中的重要性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 我国西部地区、 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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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区位变化， 古代社会的

“边缘”、 现代国家的 “边疆” 正在转变为开放发展

的前沿、 内外联通的中心。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
与印度、 不丹、 尼泊尔等国家接壤， 是连接南亚的

重要窗口， 也是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

载体。 西藏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定位为 “南亚大

通道”， 历史地赋予了西藏发展 “新空间”， 赋能西

藏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

的深入发展， 西藏交通、 水利、 能源等基础设施建

设步伐不断加快， 打造南亚大通道的工作取得有效

进展， 西藏已逐步成长为我国面向南亚 “内联外

接” 的桥头堡。 在西藏各地口岸中， 来自印度、 尼

泊尔等国的商人络绎不绝， 经贸往来日益繁荣。 南

亚大通道从古至今既是西藏的政治经济发展之道，
也是西藏文化、 文明民族形成的腾飞之道。

事实上， 早在唐蕃时期， 唐蕃古道成为连接起

中原与西藏、 尼泊尔、 印度， 在这条中原与南亚间

商贸之道、 民族友好之道上， 西藏是该连通东西交

流之路的重要节点。 其中， 尼泊尔是中国建设 “一
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的重要合作国家， 也是西藏深

化对外开放、 扩大对外交流的重要合作伙伴。 尼泊

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我国接壤的内陆国家， 中尼

交往历史悠久。 公元 ５ 世纪初期， 中国高僧法显访

尼、 尼泊尔高僧佛陀跋陀罗来华翻译佛教经典 《华

严经》， 两国千年友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历久弥

新。 公元 ７ 世纪初，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就存在密切

的贸易往来关系。 自唐朝初年开始， 经过今西藏吉

隆宗喀地区的中尼通道即已畅通， 赤尊公主进藏、
唐朝使者王玄策出使天竺等， 均通过该道。 尼泊尔

是当今西藏最大的贸易伙伴， 西藏和尼泊尔之间交

通、 贸易设施等相对完善， 沟通机制较为健全， 双

边贸易在结构等诸多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空间， 由此

决定了尼泊尔毫无疑问是西藏走向南亚的首要选项。
打通 “南亚大通道” 的现实可能性在尼泊尔。 同

样， 两千多年前， 中印即通过古代丝绸之路， 包括

海上丝绸之路， 建立了互联互通、 互通有无的紧密

联系。 今天， 中印已实现陆海空的全面联通。 两国

边界虽未划定， 但开通多个边贸点， 不断有印度香

客经乃堆拉和强拉山口赴西藏神山圣湖朝圣。 西藏

处于发展中印友好关系、 促进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和

平相处的心脏地位， 西藏在中印关系中的重大作用，
必须受到重视。

二、 西藏建设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进展

近年来， 西藏在南亚大通道建设中取得了重大

成效 （见表 １）， 这也为 “一带一路” 建设在南亚

地区的深入推进开好局。

表 １　 西藏建设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进展

序号 类目 建设内容 进展及成就

１ 基础设施

口岸建设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吉隆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

海铁、 公铁联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西藏号” 集装箱班列首发宁波， 为尼泊尔、 印度等南亚国家的货物通过

“西藏号” 出口到日韩等市场带来了便利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首列粤藏中南亚班列抵达拉萨货运火车站， 打通了广东－西藏－尼泊尔公铁

联运通道

跨境光缆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中尼陆上跨境互联网光缆开通， 为南亚周边国家快速融入南亚大通道建设提

供借鉴

２ 外向经济

进出口总体状况 ２０１８ 年进出口总额 ４７ ５２ 亿元， 对尼泊尔双边贸易占比为 ５２ ６％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５ 月， 进出口总额达 １３ ８０ 亿元， 对尼泊尔出口达 １３ ７８ 亿元

３ “走出去” 航空合作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西藏和尼泊尔共同投资创立喜马拉雅航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中尼签署新的双边航空服务协议

４ 传统合作

农业合作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签订 《尼泊尔北部山区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合作协议书》

旅游合作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在拉萨召开中国 （西藏） 与尼泊尔旅游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该机制

有效地促进了两地旅游合作与交流

９７国际贸易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１ 期



中国经贸

（一） 基础设施进展迅速

１ 口岸建设日趋完备

边境贸易是西藏在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中推

进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核心任务。 在商务

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西藏利用对外援助等

政策性资金， 沿吉隆、 樟木口岸方向支持尼泊尔建

设公路、 桥梁等基础设施， 吉隆、 普兰等口岸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加强， 进一步提升了与尼泊尔等

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其中， 吉隆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中尼吉隆—热索瓦口岸正式对第三国开

放， 成为国际性口岸。 吉隆口岸正是中国通往南亚

的一个重要的陆路贸易和物流中心， 西藏面向南亚

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极大地推动对

外贸易、 人员往来等方面快速增长。 近年来边境贸

易规模不断扩大， 口岸经济交流日益活跃， 成为西

藏与南亚国家贸易往来的 “黄金通道”。
２ 海铁、 公铁联运赋能

海铁联运、 公铁联运为西藏要素聚集赋能。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西藏号” 集装箱班列首发宁波， 这

是宁波舟山港的海铁联运业务首次延伸到雪域高原，
也是西藏自治区首次向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开行

集装箱班列。 宁波舟山港成为西藏内外贸货物的主

要进出海港， 并为尼泊尔、 印度等南亚国家的货物

通过 “西藏号” 出口到日韩等市场带来了便利。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由广州开往西藏的首列粤藏中南亚

班列抵达拉萨货运火车站。 这趟班列打通了广东—
西藏—尼泊尔公铁联运通道， 有力助推粤藏经济合

作， 加速西藏牵手 “南亚经济圈”。 粤藏中南亚班

列的开通运营， 在西藏和广东两省区之间搭建了一

条便捷、 高效的贸易通道， 将吸引更多的配套产业

向西藏通道沿线聚集， 进而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动

能转换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３ 跨境光缆联网提速

跨境光缆为南亚国家经济提速。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中尼陆上跨境互联网光缆开通， 尼泊尔正式接入中

国互联网服务， 获得了比以前更便宜、 速率更快的

互联网服务。 中尼在 “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方面进

入一个新阶段， 为两国互联互通增添了新内容。 在

缩短两国网络时延的同时， 将为尼泊尔经济发展提

供支持， 进一步拉近中尼两国人民的距离， 极大促

进两国经贸发展， 为中尼两国间共建 “一带一路”
提供了成功的样本。 同时， 跨境互联网光缆通道的

开通对于整个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起到重

要作用， 为南亚周边国家快速融入南亚大通道建设

提供借鉴。
（二） 外向经济发展迅猛

西藏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 在对外互联

互通方面加大开放力度。 位于西藏边境的吉隆、 亚

东、 普兰等系列口岸逐渐开放， 同时在拉萨市、 日

喀则市探索设立了综合保税区 （保税物流园区），
并完善了外贸特殊优惠政策，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为外贸、 外资等外向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２０１８
年， 西藏推行了一系列外贸优惠政策与措施， 如出

台了出口信用保险和增强边贸企业能力建设等惠企

政策， 加快培育外贸经营主体综合竞争新优势， 促

进外贸回稳向好并取得较快增长： 西藏外贸进出口

总额 ４７ ５２ 亿元， 边民互市贸易总值突破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 １６９ ３％， 增长势头迅猛； 对尼泊尔双边贸

易值同比增长 ４ ６％， 占全年贸易总值的 ５２ ６％。
今年以来， 美国采取关税、 汇率等逆经济全球

化异常手段， 国际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因素陡然增加。
在此严峻形势下， 西藏外贸依托 “一带一路” 逆势

上扬， 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５ 月， 西

藏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值达

１３ ８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２ ２％； 其中， 尼泊尔是西藏

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中最大的出口市场，
对尼泊尔出口达 １３ ７８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８５％。

（三） 航空合作促“走出去”
航空大项目连接世界， 助推中国企业 “走出

去”。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由西藏航空有限公司和尼泊尔

雪人环球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喜马拉雅航空， 是

中国在尼泊尔民航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 喜马拉雅

航空凭借 “物美价廉” 创造了客座率最高、 收益最

高， 在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尼泊尔外出务工人员出

境的首选航空公司， 在劳工输出中占据重要位置。
同时， 也是尼泊尔纳税大户， 仅 ３ 架客机每年向尼

泊尔政府纳税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在喜

马拉雅航空推动下， 国际民航组织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正

式将尼泊尔民航局从重大安全关注名单中删除，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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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包括喜马拉雅航空在内的尼泊尔国际航空公司可

以开通更多国际航线， 促进尼泊尔与世界各国的空

中连接， 为尼泊尔带来更多游客， 推动尼泊尔经济

更好发展。
航空合作为尼泊尔带来了实惠， 也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创造了条件。 中尼航空合作全方位、 立体

化， 体现在增加航班、 合资经营、 销售飞机、 修建机

场等方面。 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中尼签署新的双边航空服

务协议以来， 中尼客运航班数显著增加， 由每周 １４
班增加至 ４９ 班， 货运飞机没有航班限制， 为两国航

空互联互通开辟了广阔前景。 同时， 中国企业相继承

建了加德满都特里普万国际机场、 兰毗尼佛祖国际机

场和博卡拉地区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升级改造项目。
中尼航空合作还体现在帮助尼泊尔国际航空公司规划

和建设现代化的机库， 提高对中国产飞机的维护运营

能力， 推动尼泊尔国际航空公司逐步成为拥有现代化

航空及地面设施、 管理先进的航空公司。
（四） 传统合作有序推进

西藏对周边国家传统合作领域主要是农业和旅

游业。
一是对外农业合作和支持力度加强。 在加强传

统农业技术合作的同时， 多渠道帮助尼泊尔实现增

产增收， 确保粮食安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中尼签订

了 《尼泊尔北部山区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合作协

议书》。 中方将派遣 １２ 名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

质的农业技术专家， 在尼泊尔北部山区的政府公有

土地及研究站， 与尼方专家合作开展蔬菜、 食用菌、
马铃薯、 养鸡、 牧草、 虹鳟鱼育种以及动植物病虫

害防控技术等领域的品种选育、 试验示范、 技术培

训工作。 ２０１９ 年， 西藏农科院在尼泊尔北部地区进

行马铃薯等生产技术合作， 帮助尼泊尔培训大量农

业技术人才。 中国企业还积极向尼泊尔推广适合尼

农业生产的农业机械设备和环境友好的农药。
二是旅游合作与交流持续深入。 西藏和尼泊尔

山水相连， 旅游资源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无论是从

地理位置、 交通条件， 还是资源优势上均具有较强

的链接性和延续性。 尼泊尔一直是海外游客到中国

西藏旅游的重要集散地。 中国公民赴尼旅游的人数

也逐年增长， 特别是经西藏前往尼泊尔的中国游客

更是快速增长。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在拉萨召开中国 （西

藏） 与尼泊尔旅游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就

进一步加强中国西藏同尼泊尔之间的旅游合作与交

流， 整合双方旅游资源优势， 实现双方旅游合作更

加互惠互利进行交流和沟通。 这一机制有效地推动

了中国西藏同尼泊尔的旅游合作与交流。

三、 西藏深化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面临的挑战

深化南亚大通道建设， 是西藏全面融入 “一带

一路” 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西藏实现双向开放的

关键。 然而， 在南亚大通道建设实践和深化中仍存

在认识与制度上、 均衡发展与外围国家、 不安定因

素和协调性等方面的挑战。
（一） 对通道的认识高度应提高

当前， “一带一路” 建设呈现出 “三圈、 三带、
六廊” 格局， 西藏位于 “西南国际经济合作圈” 和

“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 的核心位置， 但并未纳

入国家规划的 “六廊” 之中， 在实际建设中缺乏具

体措施。 同时， 西藏虽地处内陆腹地， 然而在区位

上具备陆海融通的天然优势， 如西藏亚东通过西里

古里走廊到孟加拉， 西藏东部经云南到缅甸皎漂港，
将来中尼铁路贯通后有可能途径尼泊尔到印度加尔

各答并进入孟加拉湾， 西藏察隅县经瓦弄到印度东

北部的萨地亚等。 事实上， 依托南亚大通道可构建

“中尼印经济走廊” 并上升到国家规划， 从而提升

南亚大通道的潜在战略价值和国际合作空间， 增强

南亚国家共同体意识。
（二） 与南亚经济交往有待加强

西藏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开放经济取得显著

成效， 然而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呈现区域的出极不平

衡问题， 和沿线国家经济交往主要集中于尼泊尔，
与印度及周边其他国家的合作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
作为南亚事实上的主导国家， 印度占该区域经济总

量的 ８５％以上。 印度洋是世界最重要的大宗货物海

上航线， 经过印度洋的集装箱运输占到了全球的一

半。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上唯一真正意义上

的大国。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美国以自由和开放之名

义推出 “印太战略”， 难掩其推 “亚洲版北约” 行

“价值观外交” 之实， 以钳制欧亚大陆的大国， 维

护其在全球和地区的主导地位。 因此， 南亚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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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亟需全面加强中印经贸合作。
（三） 通道重在 “五通” 协调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进展取决于 “五通” 的协调

推进。 西藏在南亚大通道建设中已在经贸合作和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较大成效， 在其他领域由于受

制度约束， 在操作层面尚未有显著突破。 维护祖国

统一和边疆稳定是西藏一切工作的关键和核心， 面

临着中印边界问题、 达赖分裂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

的图谋等不安定因素的挑战。 在南亚大通道建设中，
基于南亚各国尤其是和西藏接壤的印度、 尼泊尔、
不丹同中国的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差

异性， 短期内全面推进 “五通” 建设困难较大。 因

此， 有效发挥中尼合作在南亚大通道建设中先行先

试的示范效应， 创新合作模式， 积极协调推进 “五
通” 建设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四、 西藏深化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的举措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大通道， 是 “一带

一路” 建设的重要节点。 西藏愿在 “一带一路” 建

设总体框架内， 背靠中国内地， 面向南亚地区， 围

绕培育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 参与孟中印缅经济

走廊建设， 依托其地缘优势、 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
实施 “六通”， 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 走深、 走实。
下一步， 西藏应加强通道基础设施、 对外营商环境、
藏文传播、 教育合作、 论坛推介、 国际人才等方面

的建设 （见表 ２）， 促进南亚大通道的立体辐射效应

的形成， 确实提高南亚大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

的共同体意识和幸福感， 共建 “一带一路”、 共享

发展红利。

表 ２　 西藏深化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的举措

序号 类目 建设内容 主要举措

１ 基础设施
国内铁路

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 林芝至康定段； 口岸铁路： 滇藏铁路、 玉昌 （玉树至昌都） 铁

路； 和田和阿里至日喀则铁路

跨境铁路 中尼铁路

２ 对外营商环境

区域通关一体化 建设南亚大通道通关高速路

经贸洽谈会
继续办好中国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 积极推进中尼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跨境经济合作

区建设、 建立能源合作机制等

培育新的贸易形式 积极创造条件申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净化对外贸易秩序 积极参与 “丝路清风” 行动并开展特色专项行动， 斩断制假售假产业链条， 培育自主品牌

口岸建设、 境外友城 推动中尼双方开通更多边境口岸， 重视亚东通道， 推动西藏更多地区和南亚城市缔结友城

３ 文化相通 藏文传播

深入挖掘、 研究藏族文化的物质遗存和精神文化财富， 丰富 “一带一路” 的文化内涵， 增

强其文化载体作用， 打造丝路藏学文化研究品牌

加强藏文文献对外出版和宣传

４ 教育和申遗

艺术教育共同体
加强南亚通道民族艺术教育交流与合作， 积极打造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艺术教育共

同体

世界文化遗产
加快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藏传佛教的历史文化遗产， 不仅数量众

多， 而且特色鲜明

５
对外宣称

与推介

加强对外宣传
为国际友人深入了解西藏创造机会， 更加坚定各国对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支持 ‘西藏独立’ ” 的立场， 不为 “藏独” 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任何支持和便利

积极推介西藏
进一步发挥并扩大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环喜马拉雅合作论坛、 中国西藏发展

论坛等论坛效应， 让各国共同参与到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中来

６ “走出去”
加强合作园区建设

积极发挥园区投资创业平台作用， 通过产业链延伸增强南亚大通道经济贸易合作的内生动

力， 打造南亚繁荣大市场

人才国际化 树当代 “阿尼哥”， 实施员工属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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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南亚大通道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西藏和周边国家陆路连通， 不仅有助于提

升跨喜马拉雅地区人员、 贸易、 商业、 投资和旅游

业的合作， 也有助于改善南亚区域内所有国家市场

整合， 并扩大国际贸易量。 加快南亚陆路贸易通道

建设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在于促进中国与南亚

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快速发展的同时， 连接亚太地

区与环印度洋地区， 使两大区域经济的发展相互呼

应， 共同发展。 铁路在通道基础建设中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当前， 中国沿海地区和南亚国家经西藏

进、 出的货物运输需通过公铁联运或海铁联运等多

段运输， 若能实现铁路直运， 则能在运输时间和成

本上显著提高效率。
一是继续加快西藏铁路建设， 尽早建成川藏铁

路拉萨至林芝段、 建设林芝至康定段； 推进口岸铁

路建设， 开展滇藏铁路、 玉昌 （玉树至昌都） 铁路

等前期工作； 加快建设和田和阿里至日喀则铁路，
打通新疆经西藏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南通道。

二是落实中尼铁路建设。 自西藏拉萨至日喀则

的铁路已于 ２０１４ 年开通，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

长铁路线至尼泊尔， 延伸距离约为 ６６０ 公里。 因此，
修建中尼铁路连接加德满都与西藏是扩大与中尼基

建合作的首要任务， 当前该计划已提上日程并进入

详细测评阶段。
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陆路交通合作， 尤其是

跨境铁路建设， 逐步构建衔接东南亚、 南亚的西南

国际运输走廊。 通过构建完善的铁路体系提升西藏

交通运输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促进西藏全面融入国

家 “一带一路”、 “环喜马拉雅国际经济合作带”，
保障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的顺利推进。

（二） 进一步优化西藏对外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密切经贸往来、 加速货物流

通、 提升资源聚集的关键因素。 ２０１５ 年尼泊尔

“４·２５” 大地震后， 西藏外贸能够快速恢复并实现

高速增长， 关键得益于西藏外贸发展的软硬环境的

进一步优化。 因此， 下一步在外贸助力 “一带一

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中依然要做好营商环境这一关

键文章。 既要为加速货物流通提供便利， 也要发挥

好经贸平台的优势， 扩大内外市场， 同时要加强市

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一要进一步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 打破地域限

制和关区界线， 形成 “十关如一关” 的通关格局，
铺设贯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南亚大通道通关高速路，
“推进互联互通实现关通天下”， 打通国际物流南亚

大通道， 为货物跨境流通提供便利。
二是继续办好中国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

中国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始办于 １９８５ 年， 每两

年一届， 轮流在西藏和尼泊尔举办， 是中国西藏与

尼泊尔之间最重要的经贸交往活动之一。 ２０１５ 年中

国商务部将其列入国家级重点境外展览会， 双方建

立了中尼经贸联委会机制。 在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６ 届中国

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中， 双方签订的进出口贸

易协议总值近 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交易商品有藏药

材、 藏茶和羊毛等。 积极推进中尼自贸区可行性研

究、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建立能源合作机制等。
三是培育新的贸易形式。 推动国际电子商务发

展， 通过跨境电商降低贸易成本并及时通达商品和

物流信息。 当前，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覆盖至

全国 ２６ 个省区市， 西藏尚处于空白区， 找出差距和

薄弱环节， 积极创造条件申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 推进对外开放， 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四是积极参与 “丝路清风” 行动并开展特色专

项行动， 加强对生产源头、 流通渠道和进出口环节的

监管， 严厉查处跨境制售侵权假冒商品违法犯罪行

为， 斩断制假售假产业链条， 净化对外贸易秩序。 支

持企业 “走出去”， 拓展正规销售渠道， 加快培育自

主品牌， 维护 “中国制造” 的良好形象， 助力营造

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
五是加强口岸建设， 扩大境外友城。 助推中尼

双方共同努力改善口岸设施、 提高使用效率、 加快

通关速度， 推动双方开通更多边境口岸。 重视亚东

通道的优越条件和巨大潜力， 并且争取国家层面推

进中印关于亚东口岸全面开放的谈判， 使亚东通道

的巨大潜力尽快变成巨大优势。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

地区和尼泊尔巴德岗市缔结友城关系的基础上， 推

动西藏更多地区和南亚城市缔结友城关系， 为城市

间人文交流和经贸创造良好条件。
（三） 积极推动藏文在周边国家传播

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促进藏文文献在保护、 传播

与利用中进一步规范化、 标准化和信息化。 藏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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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书于 １４
世纪的藏文 《红史》， 与汉文史料相互印证， 充分证

明了西藏是我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藏族史诗

《格萨尔王》 丰富了中华民族大国学。 全国藏文古籍

文献藏量为 ２００ 余万函 （部）， 长期以来以传统方式

保存利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在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为民族文字文献的信息化

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实践范例， 真正做到让藏文文献

“活起来”。 在新时代背景下， 藏学研究要深入挖掘、
研究藏族文化的物质遗存和精神文化财富， 丰富 “一
带一路” 的文化内涵， 增强其文化载体作用， 打造丝

路藏学文化研究品牌。
藏文文献对外出版和宣传， 也是建设 “一带一

路” 南亚大通道的重要内容， 是民心相通在语言相

通、 文化相通方面的最好体现， 也是我国文化软实力

的展现。 近年来， 藏文已辐射至周边国家的新闻出版

市场。 例如， 在尼泊尔 “唐人街” 泰米尔街繁华地

段的拉萨之家西藏中心内有一家天利书店， 店内摆放

着以藏文为主的各类书籍。 作为西藏自治区出版行业

首家 “走出去” 的企业， 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的尼泊尔天利

出版文化公司已在尼泊尔出版发行了 ３０ 多种书籍， 创

办的杂志 《喜马拉雅故事》、 与西藏日报社合作出版发

行的藏文周报 《今日西藏》 等深受尼泊尔民众欢迎。
（四） 加强教育合作、 推进文化申遗

文化交流能削减文明隔阂， 文化互鉴能超越文

明冲突。 通过文化的力量， 相互间可以增进信赖和

友谊， 增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对 “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 的认同。
一是积极打造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艺术教

育共同体。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一带一路” 民族艺术教

育联盟成立， 为 “一带一路” 打上艺术底色。 西藏

大学艺术学院是该联盟首届理事会成员单位， 为西

藏建设好南亚大通道艺术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文化

艺术支持。 下一步， 通过携手区内及周边省市相关

院校和单位， 加强南亚通道民族艺术教育交流与合

作， 促进真情交流和民心共振， 增强 “民心相通”，
打造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艺术教育共同体。

二是加快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世界文化遗

产申报。 “南亚廊道” 自古以来是中原内地去往青

海、 西藏乃至尼泊尔、 印度等南亚诸国的重要通道，

廊道上有着丰富的历史时期遗存、 遗址有待考古调

查。 西藏是廊道上的重要节点， 早在战国秦汉时期

川西、 藏东、 青南、 滇西北与藏北、 藏西高原的文

化交流已较为频繁， “高原丝绸之路” 在汉晋时期

已正式开通， 有着丰富的藏文化遗产， 为南亚廊道

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提供实证。 无论是古代丝绸

之路沿线， 还是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藏传佛

教的历史文化遗产，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特色鲜明。
（五） 发挥论坛效应、 积极推介西藏

打造好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 对外宣传和

推介西藏要同步跟上。 论坛不仅是各国和组织共同

协商国际相关事务的平台， 更为各参与方提供了展

示自我的机会。 西藏在历次峰会和论坛上均有不俗

表现和收获。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首届 “一带一

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中国与时任尼泊尔副

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哈拉签署了关于 “一带一路” 合

作谅解备忘录、 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
签订了中尼友谊工业园、 尼泊尔·中国西藏文化旅

游产业园的合作协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第二届 “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西藏布达拉宫是新

闻中心的沉浸式 ＶＲ 眼镜实景体验四套景色之一，
也是合影互动区为数不多的著名景点， 为国际友人

深入了解西藏创造机会， 更加坚定了各国对 “西藏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支持 ‘西藏独立’ ”
的立场， 不为 “藏独” 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任何支持

和便利。 同样， 环喜马拉雅合作论坛、 中国西藏发展

论坛等， 也是对外推介西藏的重要平台。 积极搞好对

外宣传工作， 消除误解， 化解矛盾， 讲好中国故事、
西藏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西藏声音。 因此， 应进一

步发挥并扩大论坛效应， 让各国共同参与到 “一带一

路” 南亚大通道建设中来， 坚持文明对话， 和而不

同，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共享发展成果。
（六） 员工属地化， 树当代 “阿尼哥”
企业 “走出去” 是建设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

道最为直接有效的合作模式， 在延伸产业链、 提供

产品供给的同时， 也创造了国外需求。 其中合作园

区是企业 “走出去” 的重要平台。 要积极发挥园区

投资创业平台作用， 延伸产业链、 幸福链。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签署的 “中尼友谊工业园” 合作项目，
将依托西藏资源， 引进名牌服装代加工厂、 能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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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物流、 民生用品制造、 整车组装、 水净化处理、
农畜产品加工、 电子产品生产、 新能源产业等各种

出口类企业， 在满足当地需求的同时面向南亚打造

产业链。 通过产业链延伸增强南亚大通道经济贸易

合作的内生动力， 打造南亚繁荣大市场。
企业顺利 “走出去” 关键在于国际化的人才， 员

工属地化是企业走深、 走实的重要途径。 早在公元 １３
世纪， 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翻越喜马拉雅山脉， 前往中

国西藏， 又从那里继续北上， 一直来到元代的京城元

大都， 建造了著名的佛塔———妙应寺白塔。 阿尼哥在

中国生活的 ４５年中， 主持修建建筑 １０ 余座， 塑像、 绘

画作品不可计数， 而且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 对后世影

响极大。 因此， 树当代 “阿尼哥” 是西藏建设 “一带一

路” 南亚大通道在国际人才引育上的重要举措。 在 “一
带一路” 建设中， 通过连心桥、 致富路、 发展港、 幸福

城建设， 促进当地发展， 提升当地民众获得感， 让 “阿
尼哥” 真正成为西藏建设 “一带一路” 南亚大通道的引

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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