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成都美食
吃了很多担担面吃了很多担担面，，推荐四川推荐四川

的麻辣火锅的麻辣火锅，，还有毛血旺还有毛血旺
鼓励同事带家人来鼓励同事带家人来，，我相信我相信

大熊猫对小孩有最大的吸引力大熊猫对小孩有最大的吸引力

谈报名进展
我们有我们有 600600 多名同事愿意参多名同事愿意参

加加，，现在报名的可能有现在报名的可能有400400人人，，回回
去先搞定他们报名去先搞定他们报名

这是第一次由我们国家承办这是第一次由我们国家承办
世警会世警会，，所以一定要大力支持所以一定要大力支持

赞比赛场馆
印象深刻的场馆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场馆有很多，，都都

是一流水平是一流水平，，让人大开眼界让人大开眼界
网球比赛场地保养得比较网球比赛场地保养得比较

好好，，有风雨棚有风雨棚，，我看天气一定不会我看天气一定不会
影响到比赛影响到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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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点赞2019成都世警会筹备：

一流场地 一流气氛 一流观众

“专业观众可以看四川环保企业最新的技术成果，像
既可过滤水、也能过滤大气的高科技膜；而普通观众关心
的家装材料、新风系统等身边环保事，也会有相关的专题
论坛。”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长邵志军介绍说。昨
日，记者从2019成都国际环保博览会新闻通气会获悉，本
届博览会将于3月21日至23日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据了解，这是首届中意联合主办的中国西部大型环保
博览会，在展出面积、展商数量、国际化程度、同期论坛活
动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创历史新高。

本届博览会不仅有四川环保优势资源集中参与，也将
引入意大利国际环保展国际品牌和管理资源，旨在为四川
及中国西部地区环保产业发展搭建包括环保新理念、新思
想、新经验交流平台；环保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展示平
台；环保产业国内国际合作平台三个服务平台。

博览会分设水处理、固废、大气、生态修复、环境监测、
国际环保技术对接等展区，展出面积达30000平方米；成都
市环境投资集团等国内外450余家环保企业参与展示先
进环保技术装备及方案。

除了150余家四川环保领域优秀企业集体亮相，博览
会还将举办近20场论坛及活动。其中包括“四川新能源产
业促进会论坛”、“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电镀废
水处理新技术交流会暨成都表面工程学术交流会”等。

在3月22日六号主论坛区域，四川省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召开“四川省环保产业协会2018年年会暨第五届第二
次理事会”，会议特邀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樊元生
会长作“中国环保产业发展”主题演讲。

而作为中意合资运营的博览会，本次博览会还将为中
国西部环保带来有分量的国际论坛。以“大流域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2019中国生态与环境全球论
坛”主论坛，邀请了原环保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先生作主题
演讲，意大利环境、土地和海洋部司长、欧盟委员会联合研
究中心（JRC）专家、中国水风险（CWR）专家等国内环保
领域政府官员、重量级专家学者等展开讨论。

“中欧水框架协议论坛”“中德水论坛”“中日环境修复
论坛”“加拿大绿色建筑政策与技术对话成都站”等国际论
坛将同期举行。相关论坛将分享国内外环境治理成果及经
验，为西部污染治理需求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环境解决方
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昨日上午，四川省文旅厅召开新闻通气会，现场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将从拓宽投资领域、促进公平竞争、培育市场主
体、支持市场拓展、降低准入门槛等10个方面对全省民营
文化旅游企业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并制定了相应的激励
政策。

记者了解到，在四川省15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中，民营文化企业占5家，65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园区）中，民营文化企业占 39 家。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
550家，其中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约150家，占27%；全省共
有旅行社 1178 家，民营企业占大部分；全省星级酒店共
398 家，民营企业占 70%。2018 年全省旅游实际完成投资
1396.2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占比超过55%，已成为文化
旅游投资的重要主体。

“为解决目前存在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融资渠道不
畅、市场主体较弱、高端人才匮乏等问题，省文旅厅出台的

《实施意见》创新推出更多‘能感知、有温度、见效果’的举
措，按照‘惠企、利企、便企’的原则，精准设计‘真金白银’
奖补措施10条，使政策可操作、能量化、易考核，力争让企
业有更多的获得感。”省文旅厅产业处处长肖婷表示，将直
面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反映最集中最迫切的问题，精准设
计奖补措施。

具体有哪些补奖措施？据介绍，拓宽投资领域，将鼓励
民营企业投资新建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领域，并给予
奖补。在培育市场主体方面，争取在3年内扶持发展100家
重点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对民营文化企业经营收入首次到
达1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给予上台阶奖励。对民营企
业全额投资新创建成功并经认定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给予1000万元一次性奖补；在支持市场拓展方面，将
给予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出口退
税补贴等支持，自主赴境外主要客源地开展四川旅游宣传
推广活动的，最高奖励4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昨日下午，成都召开2019 年全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工作暨示范建设启动会议。会上对2019年全市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启动

“示范社区”“示范小区”建设。会上还对成都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官方微信公众号“成都社治”进行发布。

全市将打造“15分钟经济服务圈”，在108个标志性商
务楼宇按照“中心+站点模式”，建设多项服务一站集成的

“蓉城驿站”阵地矩阵，为楼宇经济赋能。按照计划，成都将
推动市县两级成立互联网行业党委，成立新经济俱乐部综
合党委，培育10个党建示范点。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蓉城驿站”党员活动室覆盖率将达到100%。
据了解，成都将完成13个国际化示范社区建设，并在

全市范围内培育一批具有引领性、标杆性、实践性的党建
引领示范社区和示范小区，计划重点提升117个示范社区
党组织引领服务质量，新培育220个示范社区，重点在锦
江公园、产业功能区、产业新城、国际化社区、宜居乡村、交
通重要节点等区域。

根据计划，全市 216 个万人小区将实现党组织全覆
盖，试点探索开展星级“五好小区”创建活动，探索成立楼
栋功能型党组织，运用信息技术建立“邻里指尖”管理服务
机制。成都将按计划探索党组织引领小区院落治理新机
制，鼓励由小区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业主委员会
主任，推动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依法选举、改选和履职。

成都将进一步推进精细治理，实施社区微更新项目
220个，深化社区“嵌入式”养老，建成200个社区老年人助
餐服务点，打造“城区15分钟、郊区30分钟”助餐配餐服务
网络。同时，全市将依托信息化手段，整合政法、信访、环
保、卫建、住建等资源力量，设置“群众工作之家”、“社区法
律之家”，深化社区“诉源治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从金沙遗址博物馆出发，途经琴台
路、合江亭、安顺廊桥、九眼桥、四川大
学、望江楼公园、东湖公园、中国-欧洲中
心等站点，最后在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
心结束——还记得2018成马赛道吗？

这条路线不仅俘获了参赛者的心，
也获得了业内认可。3月11日，2018年中
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年度新闻发布会在福
建厦门召开，中国田径协会发布《2018中
国马拉松年度报告》，揭晓了 2018 中国

田径协会特色赛事及等级赛事评选结
果。其中，2018成都国际马拉松获“2018
年中国田径协会特色赛事‘最美赛道’”。

穿越四千年
赛道设计成获奖重要原因

作为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年度新闻
发布会重要环节之一，2018中国田径协
会特色赛事评选结果一直备受关注。据

了解，此次特色赛事评选共评出 53 条
“最美赛道”，2018成都国际马拉松就在
此列。除了符合2018年中国田径协会A
类认证赛事的硬性要求外，其赛道设计
也是2018成都国际马拉松入选此次“最
美赛道”的重要原因。

去年10月27日，2018年成都国际马
拉松从金沙遗址博物馆鸣枪开跑，2.8万
名来自全球的选手一起涌上赛道，穿越
四千年，从灿烂的古蜀文明跑向全面对
外开放的新时代。赛道全长42.195公里，
前半程主要对成都的历史古迹进行展
示，后半段则主要展示成都崭新的城市
风貌。选手踏上赛道，从长江上游古代文
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金沙遗址博
物馆出发，途经琴台路、合江亭、安顺廊
桥、九眼桥、四川大学、望江楼公园、东湖
公园、中国-欧洲中心等站点，最后在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结束赛程。

在这条穿越古今的赛道上，沿途既
能感受“老成都”的蜀风雅韵，又能感受
现代成都的朝气与活力。既能看到诗人
李白诗中的散花楼和纪念薛涛的望江
楼，体味北宋重建后合江亭的盛况，又能
绕过东湖公园，感受成都市民的休闲日
常，还能在被誉为“成都版纽约中央公
园”的桂溪生态公园内的绿道跑上一圈。

位居全国第八
四川去年举办
马拉松规模赛事62场

除特色赛事外，等级赛事的评选结果
也一直是中国田径协会年会的重头戏。据
悉，此次评选出的2018标牌赛事共有225
个，其中金牌赛事68个，银牌赛事61个，铜
牌赛事96个。在“2018中国田径协会金牌
赛事”名单里，四川共有三项赛事入围，
2018成都（双流）女子半程马拉松暨全国女
子半程马拉松锦标赛就在其列。在61个

“2018中国田径协会银牌赛事”中，成都占
了三项，分别为2018成都国际马拉松、2018
成都双遗马拉松、2018金温江半程马拉松。

《2018 中国马拉松年度报告》还显
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境内举办马拉
松及相关运动规模赛事（800人以上路跑
赛事、300 人以上越野赛事）共计 1581
场，其中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339场。
据了解，2018年四川举办的规模赛事共
计62场，认证赛事17场，位居全国第八。

另一方面，2018年全国完成马拉松和
半程马拉松的跑者常驻地省份统计表里，
四川排第四位，占全国总比例的6.7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赛道设计征服评委 成马获“最美赛道”
2018中国田径协会特色赛事及等级赛事评选结果揭晓

四川去年举办马拉松规模赛事62场，居全国第八

记者：回到香港以后，怎么推荐这次
马上要举行的世警会？

卓孝业：这个有两块。第一块警队内
的，先前我说我们有600多名同事愿意参
加，现在报名的可能有400人，现在我们
主要就是回去后跟他们协调一下工作，
比方说一个单位不能有太多人离开，所
以这方面我要回去跟他们协调一下。我
知道现在的报名情况非常紧张，比方说，
高尔夫球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这个还
好，我们已经报了，但是别的项目比较紧
张，所以我们要回去要先搞定他们报名。

第二就是香港其他部门，我来的时
候，香港消防员也在跟我谈，因为他们也

在组织，大概就是100多人要来，所以这
次我回去要跟我们消防部门的同志汇
报，跟我们的海关的同志、出入境管理的
同志、看守所的同志（汇报），他们也都有
跟我谈如何组队参加。

还有一个就是对外，也有不少国家跟
我们有联系，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这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
也有这个荣誉和责任跟他们推广一下。

记者：我注意到香港代表队2017年
的时候只有300多人，成都这一届一下就
有600多人想来参赛，您觉得大家热情高
涨的原因是什么？

卓孝业：第一，世警会从来都在美

洲、欧洲举行，这是第一次在亚洲举行，
也是第一次由我们国家承办，所以就一
定要大力支持了。第二，说实话，欧洲、
美洲成本比较高，这次的成本比较划
算，所以他们就非常愿意来。第三，我相
信我回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就是刚刚
我说的几句话，我跟他们说，这是世界
一流的比赛场地、一流的比赛气氛、一
流的观众，我想运动员能在这里比赛也
是一个体验。

还有我们都是公安同行嘛，公安同
行会来同庆。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吸
引他们很多人来，比方说我看见现在最
多人的就是足球队。

“嵌入式”养老
我市将建200个
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最高补助1000万！
四川出台新政促民营文旅企业健康发展

高科技膜、家装材料、新风系统……

下周去环博会看黑科技

3月11日至13日，香港警务处西
九龙总区指挥官、助理警务处长、警察
局体育委员会主席卓孝业一行6人来
蓉参观考察。

三天时间内，考察组针对成都的旅
游、酒店住宿、日常消费水平、比赛场馆
及赛事准备情况进行全方位了解，为今
年香港警队的组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015年香港代表队参赛人数195人，
2017年香港代表队参赛人数362人，
2019年香港代表队预计参赛人数600
多人。截至3月10日，共有40余个国
家和地区报名参赛。

3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面对面对话卓孝业。在他看来，此次
考察之行“收获满满”。

记者：香港代表队目前的备赛情况
怎么样？

卓孝业：香港警察参加世警会，从第
三届开始已经大概参加了14届。2017年
世警会，我们大概是300多人参加。这次
翻一番，我们估计大概有600多人，他们
已经（报名）参加的项目超过了30项。毕
竟他们是专业的警察、业余的运动员，所
以一般还是工作为先。成都公安局在筹
办方面很用心、很有热情。他们真的为世
警会付出了真心，希望每一个来参加世
警会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世警会气氛。

记者：哪个场馆给您留下的印象最

深刻？
卓孝业：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场

馆有很多。我们看的场馆，都是非常好的、一
流的水平。我都是大开眼界以后，工作人员
才跟我说，这些是练习场地不是比赛场地。
练习场地都已经给了我这么一个印象，所
以我看比赛的场地也是非常厉害的。

有些场地还在改造，改造的主要不是
比赛场地，改造的是观众席、颁奖地。我认
为比赛场地水平非常高，主要就是担心我
们自己运动员的水平能不能配合。

记者：成都此次的筹备工作，与其他
国家相比，您觉得如何？

卓孝业：就以我在洛杉矶看到的比
赛场地作比较。第一，美国人对羽毛球几
乎不太重视，所以我们那次去羽毛球的
比赛场地是一个青少年课余活动的练习
地，基本上都不标准。我认为在这里，中
小学的运动场地都比他们好。我们去看
这个羽毛球场地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就是网球。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的网球场地就是一般老百姓休闲的
时候用的，场地保养也不太好。这次我们
不但看到网球比赛场地保养得比较好，
他们还有一个雨天预案，有风雨棚，这次
我看天气是一定不会影响网球比赛的。

记者：你们来的这几天，感觉饮食如何？
卓孝业：这几天我们吃了很多担担

面，每碗担担面都有些不同，但是跟在香
港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麻辣火锅。麻
辣这一块，我第一天受不了，第二天比较
好。我相信川菜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这方面我们也回去跟我的同事推荐。到四
川我推荐他们一定要吃四川的麻辣火锅，
还有毛血旺，我觉得比较好吃。

记者：可不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
下，以前香港警察和成都警察合作交流
的一些情况？下一步有没有跟成都警察
合作的一些计划？

卓孝业：其实我们香港警察跟内地
同行有着一些紧密的合作关系。比如说
成都及其他的一些城市，主要是训练、警
务交流比较多。我们有一个流动建树团，
每年都去两次，跟内地同行交流一些警
务建树等。

还有就是跟公安干部在管理方面有
一些交流，我知道成都公安在2016年时也
到过香港九龙区跟我们交流。还有就是我
们每年也有6个团到内地不同城市，也包括
到四川省进行交流，这方面比较紧密。

记者：在旅游方面，通过这几天的考
察，除了看大熊猫，您回去还会做哪些推荐？

卓孝业：我一定会推荐我的同事去
看都江堰。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瑰宝，看看
我们上千年的文化。还有就是看看成都
周边。比方说整个赛事是从8号到18号，
不是每一天同事都有比赛，所以有些时
候就安排他们去玩玩，所以就给他们推
荐一些周边的旅游。

我也非常鼓励我的同事带他们的家
人来，因为8月份的时候非常好，有些香港
学校又在休假，就可以带小孩过来。这方
面我相信大熊猫对小孩有最大的吸引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沈思言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卓孝业（左二）一行考察“世警会”比赛场馆

2018成都国际马拉松 图据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