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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日喀则、阿里力推四大旅游精品线路
日喀则 - 拉孜 - 珠峰 - 萨嘎 - 仲巴 - 普兰 （神山圣
四 精 湖）-■山水风光体验之旅：
札达（土林、古格王朝遗址）- 日土（班公湖鸟岛）- 狮泉河；
■历史文化追寻之旅：日喀则 - 拉孜 - 萨嘎 - 普兰（神山圣湖）- 札达（土林、
大 品 古格王朝遗址）日土（班公湖鸟岛）- 狮泉河 - 改则 - 措勤 - 拉孜 - 日喀则；
旅 线 ■民俗风情精彩之旅：日喀则 - 南木林 - 拉孜 - 昂仁 - 萨嘎 - 仲巴 - 普兰
札达（土林、古格王朝遗址）- 日土（班公湖鸟岛）- 狮泉河；
游 路 （神山圣湖）■国际环线之旅：加德满都 - 樟木（吉隆）- 阿里 - 吉隆（樟木）- 加德满都。
商报讯（记者 丁文文）昨日
上午，日喀则地区旅游局、阿里地
区旅游局联合旅游推介会在拉萨
举行。此次推介会以“从珠峰朗玛
到神山圣湖”为主题着重宣传，旨
在加强日喀则、 阿里和拉萨旅游
交流与合作，推进自治区旅游“西
环线”宣传促销，通过采取政府引
导、企业跟进、整体策划、联合促
销的方法，提升日喀则、阿里旅游
产品的竞争力， 提升两地旅游的
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充分发挥两
地各自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加
强旅游发展和资源规划开放等方
面的合作， 全面促进两地旅游业
的优化和升级， 最终形成资源共
享、客源互动、共同发展和进步的
新格局。

源和现状介绍说，目前，两地整合
了日喀则和阿里旅游资源，并联合
旅行社推出日喀则到阿里四大旅
游精品线路。

日喀则：农家乐（藏家乐）
已成为旅游亮点
日喀则地区有“
千山之宗，万
水之源”之称。 近年来，日喀则坚
持和谐开发的理念， 努力改善旅

由单一观光型旅游产品
向多元化转变
好山好水日喀则， 神山圣湖
数阿里。“从珠穆朗玛到神山圣
湖”是日喀则、阿里两地呈给世界
的一张神圣名片。 经过多年的发
展， 日喀则至阿里的旅游线路已
基本实现了由单一观光型旅游产
品向多元化旅游产品的转变。
“日喀则和阿里两地名胜众
多，风光独特，集中体现了旅游的
魅力和元素， 今天的日喀则和阿
里，是一个可以满足现代人多元化
旅游需求的城市。”在推介会上，两
地区旅游局负责人就当地旅游资

此次推介会以“从珠峰朗玛
到神山圣湖”为主题着重宣传。

游基础设施条件， 着力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和水平， 传承和发展丰
富高原民族文化， 开启了日喀则
旅游走向世界的大门。
推介会上， 日喀则地区旅游
通过加快
局党组书记李君良说：“
发展，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完善，初
步形成以珠峰景区为中心的自然
风景旅游区、 以扎什伦布寺为中
心的人文旅游区和以江孜英雄城
为中心的红色旅游区基本格局。”
精心打造“一峰、三线、两口岸”的
旅游格局，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以
登山探险生态旅游为主的“珠峰
之旅”，以回顾历史体验民风民俗
为主的“红河谷之旅”，以科考漂
流为主的“雅江源之旅”正在积极
推进。
据李君良介绍， 目前日喀则
地区共有旅行社 4 家、 旅游住宿
接待单位 133 家， 其中星级旅游
宾馆 35 家，农牧民参与旅游服务
达 2847 户， 其中家庭旅馆 890
户，农家乐（藏家乐）已成为日喀
则地区旅游的一大亮点。“在本月
26 日举办的珠峰文化旅游节中，
我们还将举办征集旅游主题口
号、摄影大赛、推介旅游线路、民
族歌舞展示等活动， 进一步打响
‘珠峰’旅游品牌，让更多的人了
解、走进日喀则，感受厚重历史和
丰富的民族文化，体验生态风光、
青山绿水、民俗风情，以带动旅游
人气的上升。 ”李君良说。

阿里 ： 针对不同需求 推
出多种旅游方式
阿里地区拥有 着 十 分 独 特
的旅游资源，有雄伟震撼的自然
景观， 也有景色迷人的自然风
光。“近年来，我们依靠得天独厚
的天然条件， 大力发展旅游业，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昆莎机
场的通航、219 国道的黑色路面
全面贯通，使阿里旅游的可进入
性显著增强。 ”阿里地区旅游局
负责人说，阿里可以说是地球上
没有开发的净土，也是被人们称
作“最西藏的地方、世界屋脊的
屋脊”。
据该负责人介绍，根据旅游
资源特点， 针对不同的区域和
旅游市场的需求， 推出了多种
旅游方式，主要包括：神山圣湖
心灵回归之旅、寻梦古格之旅、
象雄文化之旅、阿里民俗之旅、
高原生态考察之旅等旅游线
路。
随着旅游资源开发力度的加
大， 阿里旅游拳头产品优势正在
形成。 各县形成了自己的王牌旅
游产品，如札达的土林、日土的班
公湖、普兰的神山圣湖。“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 旅游基本要素配置
逐步健全， 全地区现有国际旅行
社一家，国内旅行社一家，二星级
酒店一座，其他酒店和饭店 30 余
家。 ”该负责人说。

2778 万元中央环保专项资金已落实

拉萨、林芝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工程明年完工
商报讯（记者 庞瑞珍）记者日前从自治区环
保厅获悉，今年我区已经落实了 2778 万元中央环
保专项资金，用于林芝和拉萨两个地（市）的 12 个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
据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张永泽介绍，“十一五”
期间，对自治区地（市）行署（政府）所在地城镇、
县级城镇、一类口岸城镇等 78 个城镇和 11 所自
备饮用水水源的规模较大学校的 140 个饮用水
水源地开展了详细的环境现状调查和水质监测
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西藏自治区城镇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该规划经今年 1 月
21 日自治 区 人 民 政 府 第 一 次 常 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根据规划，环保厅将在 2011 年至 2015 年内，
逐步落实资金，为各城镇饮用水水源地实施环境
保护工程，包括污染防治、生态恢复与建设、环境
管理等方面，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地的饮水安全
和生态环境安全。
据悉，在“
十一五”期间，我区已经申请了中央
环保专项资金 715 万元， 实施了林芝地区自来水
厂一分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山南地区自来水公
司 4 个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两个项目， 目前这两个
项目已经完工。
今年，拉萨和林芝两地 12 个饮用水水源地的
保护工程向环保部申请了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目
前资金已经落实，前期工作已经完成，该工程预计
于 2012 年完成。

专项整治卫星接收设备
未发现非法接收行为
商报讯（记者 庞瑞珍）近日，拉萨市工商局城
东分局对辖区内从事生产销售和安装卫星电视地
面接收设备的 7 户小家电市场主体进行了专项整
治。 整治过程中，未发现非法生产、销售、安装、使
用非法电视节目接收设备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