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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出台电竞新政
业内人士谈未来电竞合作

成渝共同演绎

▲在重庆参加比赛的各国选手

英雄
“联盟”

近日，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电竞＋”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
下简称“电竞新政”
），
该实施意见包含了 24 条措施，
从电竞产品研发、电竞企业落地、电
竞赛事开发三个维度进行了政策支持和资金奖励。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大背景
下，成都的电竞新政将对重庆产生
正面的影响。未来成都与重庆
两大电竞城市，将一同上
演英雄
“联盟”
的大戏。

▲在重庆参加比赛的各国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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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举办的 WESG 全球总决赛

成都电竞新政引发热议

▲获胜的电竞选手

▶

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电竞新政

12 日 ，成 都 市 体 育 局 召 开 推 进“ 电
竞+”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新闻发布会，会上
以
“六大发展措施，三大工作保障”
的提法，
介绍了电竞新政。
六大发展措施包括：1. 完善电竞产业
生态建设；2. 打造多层次品牌赛事体系；3.
建强电竞产业发展载体；4. 积极推动“电
竞+”
融合发展；
5. 加强电竞人才队伍建设；
6. 优化电竞产业发展环境。三大工作保障
则是：1. 建立工作推进机制；2. 加大经费保
障；
3. 完善政策保障。
事实上早在 9 日，电竞新政就在成都
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由成都市办公厅进行
了公示。11 日四川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
“四川观察”对电竞新政进行解读，结果引
发网友的热议：共有 1549 次点赞和 426 次
评论。
记者对成都的电竞新政进行了梳理，
发现里面“干货”多多。奖励主要涉及三
方面：电竞产品研发、电竞企业落地和电
竞赛事开发。其中，最高奖励金额高达
2000 万元。
重庆的电竞从业者，对成都的电竞新
政也是十分关注：12 日多名在重庆组织电
竞赛事的职业人，就对相关新闻进行了转
发。从事电竞赛事组织的曾先生感叹：
“非
常羡慕隔壁（成都），之前上海、西安都有类
似的政策出台，这次加上成都，说明电竞越
来越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了。”

未来将进一步加强成渝合作

成渝电竞合作不少
▶

在重庆举办的电竞比赛

事实上成都和重庆作为西部的两大电
竞城市，在电竞发展方面旗鼓相当，两地都
是电竞重镇，拥有不错的群众基础，诞生过
很多明星级选手和战队：成都的 RocketBoy（孟 阳）、MTY（马 天 元），重 庆 的
CQ2000（郭斌）、Alex（卞正伟）、秦源达都
曾是享誉全国的电竞明星；成都的 OMG
战队曾在英雄联盟 S4 全球总决赛奉献了
经典的基地 50 点血翻盘，重庆的 Wings
战队则在 TI6 上演了黑马夺冠的奇迹……
在电竞赛事方面，成都和重庆也是亮
点不断：成都和重庆都是 LPL（英雄联盟职
业联赛）和 KPL（王者荣耀职业联赛）职业
战队的主场城市；都曾举办过世界级的综
合电竞大赛（成都举办过 WCG 全球总决
赛，重庆举办过 WESG 全球总决赛）。
作为曾经的职业电竞选手和现在的职
业电竞人，去年在重庆成功承办了 WESG
全球总决赛的秀探体育负责人 Peter 曾多
次和成都合作。他直言成渝电竞合作早有
先例：
“ 以前重庆缺少职业战队，不少重庆
选手都是去成都发展的。Alex 如此，我本
人亦如此，我曾代表川师大，拿过全国高校
CS 冠军，后来打职业也是在成都的职业战
队。2017 年我在重庆开办电竞赛事公司

进行基金扶持、贷款贴息、财政补贴、税务
减免、专项奖励等激励机制，后来被重庆电
竞圈人称为“黄金 19 条”。在“黄金 19 条”
的保障下，忠县有条不紊地推进电竞小镇
的建设和相关赛事的推广。
虽然重庆主城区暂时还没有电竞扶持
政策出台，但 Peter 对重庆电竞的未来保
持乐观的态度：
“我认真研读了成都的电竞
新政，24 条措施我觉得都很重要。特别是
赛事、企业落地的直接补贴，可以让我们电
竞从业者心头更加有底气，知道我们的工
作政府是支持的。当然，在这点上重庆的
相关部门也是很不错的，去年我们能够成
功举办 WESG 全球总决赛，市体育局、市
文旅委、九龙坡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都给
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从最近几年 WESG、
LPL、Major（DOTA2 特锦赛）、德玛西亚
杯、KPL 等电竞大赛先后落户重庆，并取得
不错的效果后，相信政府会看到电竞产业
的巨大市场潜力，未来重庆出台电竞新政
也是大有希望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愿
意就这方面给相关部门献计献策，共同打
造西部电竞产业高地。
”

之后，和四川省电竞协会、成都市电竞协会
有很多交流和合作。之前 NESO 全国总
决赛连续三年落户成都，重庆赛区的选拔
就是我们在负责，重庆选拔完毕后我还带
重庆队去成都参加了全国总决赛；后来重
庆承办了 WESG 全球总决赛，成都也成为
了预选赛城市之一。
”
正因为和成都交流频繁，所以 Peter
认为成都的电竞新政肯定会对重庆产生良
好的影响：
“ 成都的电竞新政在产业、企业
和赛事方面都有具体的资金补贴政策，这
代表了成都市政府的支持态度，未来肯定
会有更多大型电竞赛事和大型电竞企业落
户成都。在川渝双城经济圈的支持下，如
果是全国赛事，肯定都会在重庆设点，因此

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食吃”，在成都
的电竞新政正式公布之前，忠县政府在 5
月 8 日赶往成都，和四川省电子竞技协会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忠县招商局副局长杨
金川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我们会和
四川强强联手，联合打造共同的电竞赛事
品牌，
合作培养电竞产业特色人才，
深化电
竞产业多领域协作，
实现游戏、
动漫、
网络直
播等数字产业协同融合发展，
共同打造中国
西部电竞产业高地。合作后的第一个项目
是合作创办一项川渝地区的综合性电竞赛
事，
赛事将包括当下流行的MOBA类、
射击
类等电竞项目，
希望为川渝两地的民间高手
提供一个展示、
交流的高端平台。
”
对我们重庆电竞来说成都电竞新政的出台
忠县已经在行动，主城区的电竞赛事
也是一件好事。
”
公司自然也不甘落后，Peter 告诉记者 ：
“我已经有了两个初步计划。一个是赛事
方面，川渝两地本身选手水平很高，以前在
重庆忠县曾出台
“黄金 19 条”
很多电竞项目都有川渝对抗的氛围，我们
在成都出台了电竞新政之后，
在成渝双
可以把这个形成一个传统赛事；同时川渝
城经济圈的影响下，
重庆是否也会出台类似
两地还可以效仿日韩世界杯那样，一起联
政策？记者就此事也向重庆市电竞协会进
合起来承办国际大赛，同时拉动两地的经
行了咨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
济。另一个计划则是加强两地联动，我们
表示：
“目前重庆主城区还暂时没有电竞方
可以以轮流承办的方式，组织一些成渝电
面的扶持计划，
不过区县先行动了起来。
”
竞论坛和交流，让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经验，
这位知情人所说的扶持计划，是 2017
碰撞思维的火花，研究如何打造好西部电
年 12 月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竞市场。
”
促进电竞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意见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中明确对从事电竞的企业、人才和创业者，
钱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