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动计划》提出持续
建设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认真履
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
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
防止“新官不理旧账”。开展
政务失信专项治理，全面梳
理政府对企业失信事项，依
法依规提出限期解决措施。

《行动计划》还提出全
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环
境，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为枢纽，统一身份认证体
系，全面打通全省各地各部
门（单位）政务服务办理系
统。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
涉及国家秘密等外，所有政
务服务事项进入一体化平
台运行，实现100%网上可
申请。分批整合各地各部门
（单位）政务服务移动端应
用，推进700件高频事项“掌
上可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钟茜妮

四川放管服再出“大招”
政务事项100%网上可申请

《四川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行动计划（2019-2020年）》出台

企业运营成本高、
小微企业融资难、百姓
办事跑腿忙……这些困
扰四川企业群众办事的
难题，将得到切实解决。
近日，四川省出台《四川
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 营 商 环境行动计划
（2019-2020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拿出
22条“干货”，深入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

《行动计划》提出，深

化“放管服”改革要坚持问
题导向，切实解决企业群
众办事痛点、堵点、难点，
坚持对标先进，瞄准国际
国内一流标准开展政务服
务对标行动，并从加快构
建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着力营造竞争中性的市场
环境、持续建设公开透明
的政策环境、全力打造便
捷高效的政务环境等四个
方面和层面提出优化营商
环境的具体举措，努力将
四川打造成为中西部国际
化营商环境高地。

优质营商环境的建立，
需要法治先行。在加快构建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上，

《行动计划》提出要提升政
府决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经营
者合法权益。

《行动计划》要求，严
格执行重大涉企行政决策
法定程序，健全企业参与
重大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对企业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的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
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应当

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听取
有代表性的企业、行业协
会商会、律师协会的意见。
加强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合法财产的保护，建立因
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
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
依法依规补偿机制。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
《行动计划》显著加大了
力度，提出“探索建立知
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显著提高侵权行为违法
成本。”

企业参与重大涉企政策制定
因规划调整企业合法权益受损可补偿

“非禁即入”普遍落实
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政务事项100%网上可申请
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

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四川省还将全面实施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规
范负面清单之外违规设立
的市场准入许可、准入环节
违规设置的隐形门槛等，确
保“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同
时，落实好外商投资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
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
施管理。

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行动计划》明确，在制定市
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
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
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
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
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

其他政策措施时，严格落实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行动计划》要求推进电
子税务局建设，90%以上的
主要办税事项提供“全程网
办”服务，扩大税务“最多跑
一次”事项范围，年纳税时
间压缩至130个小时内。继
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2019
年一般工商业电价再降低
10%。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
革，2019年年底全部取消四
川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四川还将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缓解民营和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新增
为50万户民营和小微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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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三年内举办国际赛事将达67个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成都迎来“黄金期”

赛事
国际赛事纷至沓来，本土赛事全面开花

近年来，随着成都体育事业发展迅
速，成都市体育局打造的“运动成都”，已
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城市体育品牌，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的进程也日益加快。
从2018年至2020年，成都举办的国际体
育赛事将达到67个，其中，洲际锦标赛以
上级别赛事达50%，具有自主品牌和成
都文化特色的赛事达到40%。以今年为
例，成都双遗马拉松、国际剑联女子重剑
世界杯、中日韩围棋大赛邀请赛、西南王
围棋锦标赛、双流空港国际马拉松、铁人
三项世界杯、“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
标赛、国际篮联三对三世界巡回大师赛、
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世界体育舞蹈节、
成都国际马拉松、ATP250成都公开赛、

“一带一路”成都乒乓球公开赛、乒乓球
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先后与成都市
民见面，这些赛事中，不仅具有鲜明“成
都印记”的品牌赛事，也有独具成都城市
区位特色的主题赛事。

在众多高水平国际赛事的引领下，
成都本土体育赛事也全面开花，以三人
篮球为例，通过国际高端赛事的举办，成
都已着手建设完善各系列三对三赛事体

系：中国三对三赛事西部大区赛承办、三
人篮球基地、三人篮球运动员/教练员/
裁判员培养和大数据库，除此之外，自创
IP的西部三对三冠军争霸赛也发展迅
速，成都还成立了西部首个三人篮球俱
乐部，而且目前还在筹划三人篮球职业
俱乐部，成都三人篮球，未来可期。

产业
体育产业规模预计突破700亿

创新，是成都体育规划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字眼。创新健身服务产品、创新提
升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创新推进校园体
育品牌发展、创新推动融合发展协同发
展、创新推动体育服务发展促进体育消
费……在今年3月的成都市体工会上，明
确了体育产业也将进一步创新融合高质
量发展，产业总规模预计将突破700亿元
大关。成都正在根据全球体育产业发展
的最新趋势和特点，参考国际国内体育
发展先进城市的经验，结合世界赛事名
城建设的最新要求，制定促进成都体育
产业发展的政策，设立由财政资金出资
的成都市体育产业发展资金，优化财政
资金对体育投入的结构，加强专项资金
投向体育产业的力度。运用市场机制，探

索建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体
育产业投资基金，进一步放大资本对体育
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注重运用金
融税费、土地人才、营商环境等要素、保障
等方面的措施，全方位支持和引导体育产
业发展。

此外，着力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加大
体育企业招商引资力度，实施体育企业梯
度培育计划，深化体育类国有企业改革。支
持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类社会团体、体育
培训机构发展，发挥职业俱乐部对增强城
市活力、彰显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传
播城市品牌的作用。鼓励体育企业向天府
奥体城、东安湖体育中心、凤凰山体育中
心、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天府绿道、体育
产业功能区等重要载体集聚集中发展，构
建具有成都优势和特点的体育产业生态
圈，满足赛事和场馆运营的现实需要，推动
成都体育产业加快发展，助推世界赛事名
城建设进程。

背后
“办赛事”为“办城市”服务

中国首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选赛
事，不是北京马拉松，也不是厦门马拉
松，而是成都马拉松。3到5年的评估期

后，成马或将成为世界第七大满贯。据调
查机构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纽约马
拉松，吸引了近25000名外国跑者，在纽
约创造的当地消费税和住宿税总额达
2220万美元；近万名选手一共捐出3450
万美元的慈善金额……综合各方面的收
益，该赛事创造的经济效益高达25亿元
人民币。而当比赛结束后，人群和关注度
逐渐发散，大满贯的“后劲”开始显现：城
市综合管理能力的提升、赞助企业知名
度的提高、传播与宣传效应的增强等发
散效益，会在赛后慢慢发酵。

事实上，越是成功的体育赛事，就越
是呈现体育影响、商业力量和城市意志
三者汇流的趋势。以网球为例，四大满贯
赛事不仅成就了网球令人称羡的商业价
值，更造就了全球闻名的体育都市。毋庸
置疑，高端赛事可能引领一座城市的体
育以及相关的产业提档升级，而国内顶
级的职业联赛也是发展的助推器。去年
出台的《成都创建国际赛事名城行动计
划》，展示了成都向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国际体育赛事名城迈进的决心。有针对性
地加强国际高等级赛事的策划、引进、组
织、运营工作，以“谋城”的理念“谋赛”“谋
产”，“办赛事”为“办城市”服务，正在助推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迈上新的更高水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天府新区（共4项）
■极限消防员

场馆/场地：天府消防大队（成都市
天府新区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100号）

比赛时间：8月10日～11日
项目介绍：“极限消防员”由4个连

续的赛项组成，包括水带任务、重量和
力量、障碍赛、登楼，参赛选手要在一天
之内完成。比赛项目将耗时2～3天，第
一天或前两天将进行个人赛，第二天或
第三天将进行团体赛。该比赛仅限消防

员参加，参赛人数由主办方决定，建议
个人赛最多220名选手，团体赛最多28
支队伍（112名选手）参赛。
■消防员障碍赛

场馆/场地：天府消防大队（成都市
天府新区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100号）

比赛时间：8月13日
项目介绍：该比赛依照性别、年龄的

不同，分小组参加。个人赛分为男子组、女
子组，团体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混合
组，再根据年龄段细分。混合组必须男
女各有一名选手参赛。团体赛每队可以

由一个或多个国家的选手组队参赛。
消防员障碍赛赛道长100米，要求

参赛选手身着灭火服上衣和头盔，越过
障碍并完成一系列与灭火相关的任务。
■越野跑

场馆/场地：现代五项赛事中心外部
公共绿化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镇）

比赛时间：8月10日～12日
项目介绍：选手依照性别、年龄进

行分组比赛。个人赛的越野跑距离为5
公里或10公里。团体赛参赛团队最多由
4名队员组成，每队至少3名队员跑完全
程才有资格获得奖牌，成绩最好的3名
队员成绩之和为参赛团体最后得分。如
果取得名次的团体有4名队员，第4名队
员只有参加比赛起跑后才能获得奖牌。
参加团体赛的选手必须也参加个人赛。
同一场比赛的结果将同时计入个人赛
和团体赛的得分。
■高尔夫

场馆/场地：麓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成都市双流区麓山大道二段6号）

比赛时间：8月13日～15日，颁奖典
礼8月16日下午4点举行

项目介绍：比赛分为男子单打、女
子单打、2人团队，团队中两人在当洞
的最好成绩作为团队当洞成绩。按照
高尔夫比赛规则进行比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随着国际篮联、国际
铁人三项联盟这两个国际
奥委会旗下的国际体育组
织分别授予成都“黄金主
办城市”这一全球唯一的
称号，成都独有的魅力得
以 彰 显 ，从 2018 年 至
2020年，成都举办的国际
体育赛事将达到67个，其
中，洲际锦标赛以上级别
赛事达50%，具有自主品
牌和成都文化特色的赛
事达到40%。而这，还仅
仅只是国际赛事，国内赛
事更是数不胜数。种种数
据都显示，成都的世界赛
事名城建设已驶入快车
道，迎来“黄金期”。

从2018年至2020年，成都举办的国际体育
赛事将达到67个，如成都双遗马拉松、国际剑联
女子重剑世界杯、中日韩围棋大赛邀请赛等

国际赛事，高大上高大上
在众多高水平国际赛事的引领下，成都本土

体育赛事也全面开花，比如三人篮球等

本土赛事，有看头有看头

天府新区赛区：
3个场馆举行4项比赛

世警会 大赛区赛程提前看

8月8日～18日，成都世
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以
下简称“世警会”）将在成都
举行，这也是世警会首次落
户亚洲城市。10天的比赛时
间里，来自全世界的警察和
消防员们将在成都展开56
个项目的角逐，其中常规体
育项目48个，警察和消防员
专项体育项目8个。这些比
赛项目，将在成都9大赛区
的32个场馆/场地举行。

从今天起，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将陆续为你盘
点、科普，每个赛区的比赛项
目、比赛时间以及比赛场馆，
让你提前锁定感兴趣的比赛
场次。

昨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教
育考试院获悉，我省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体
育类专业招生文化考试
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已
确定，现公布如下：

美术与设计类：本科
370分，专科140分

音乐学类：本科345分，
专科140分

音乐学（理论）类：本科
365分

艺术史论（音乐史论）
类：本科345分

录音艺术类：本科345
分，专科140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类：本科375分

音乐表演类：本科310

分，专科140分
戏剧影视表演类：本科

320分，专科140分
播音与主持类：本科

375分，专科140分
舞蹈、服装表演类：本

科300分，专科140分
编导类（文科）：本科

465分，专科140分
编导类（理科）：本科

455分，专科140分
书法学（毛笔）专业：本

科420分
美术与设计类（职教师

资班、高职班对口招生）：本
科310分，专科130分

体育类：本科355分，专
科140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赵雨欣

四川2019年高考艺体类
专业文化控制分数线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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