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S7期间，有一件事让《英雄联
盟》粉丝感觉非常有“排面”——武汉黄
鹤楼、上海东方明珠塔、广州猎德大桥、
北京长城居庸关，都在比赛期间用“红”

“蓝”两种游戏主题色作为夜晚灯饰，并
在建筑上打出助威LPL战队标语。因
此，S7 期间，这四座城市的一些话题，
也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不夸张的说，
因为这一电竞赛事，四座城市完成了一
次不错的形象宣传。

不要小看这样的宣传。一部《从

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洪崖洞、8D 城
市、轻轨穿楼而过等成为国内关注焦
点，而重庆的城市形象也因此在很短
时间内迅速成为网络热点，这对重庆
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如今已经“肉眼
可见”。

电竞也能产生类似的衍生与带动
作用，甚至更大。

比如制造业，像鼠标键盘耳机等设
备，电竞选手的更换周期可能只有几
天，且都是高端高价格产品；比如文创
业，一款火爆的游戏，往往会衍生很多

动漫、同人小说、音乐等；比如服务业，
一个成熟的赛事与俱乐部，往往需要大
量的员工负责其日常运营、日程安排、
粉丝宣传等等。有着竞技比赛属性的
电竞对赞助商与投资人的吸引力，更是
不用多说。

所以，电竞并非只是像一些人认为
的那样，只是比谁玩游戏玩得好，而是
自带“粉丝经济”光环，有着强烈产业属
性的一种新兴产业，其对地方社会与经
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可小觑。

别小看电竞的衍生与带动
杨骏

记者手记>>

（阿里巴巴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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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1月9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针对近日我市
部分区县遭受的雪灾，相关区县展开了积
极有效的救灾防灾工作。

奉节县立即启动雨雪冰冻天气应急预
案，相关单位派出专门队伍到现场抢险，累
计出动300人次、除雪车两台、抢险车60辆，
使用工业盐100多吨，采取撒盐和除雪的方
式保畅通。督促辖区旅行社密切关注天气
动向，及时调整旅游行程，并对旅游用车进
行安全检查，督促景区加强隐患排查整改。

巫溪县安委办及时组织协调相关单
位，多措并举，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全面启动应急预案，对鸡心岭、寒风垭等
高寒路段，抛撒融雪剂和防滑盐，以最快
速度清除路面积雪；加大路面管控，重点
针对桥梁、急弯和陡坡等路段，强化道路
巡查力度；及时发布天气、道路信息，引导
群众合理安全出行。

云阳县强化道路交通安全与保畅，加

强国省干线、普通干线及农村道路运行状
况监测，提升应急力量配备，加密日常巡查
和养护巡查频率，落实易积雪、冰冻路段安
全防范措施，组织力量及时清理路面积雪，
确保道路通畅。对部分高风险道路设置安
全警示牌，采取禁行、限行措施，保证交通
安全。龙缸景区沿线路段及时做好旅客滞
留应急保障工作，及时疏散安置滞留旅
客。同时，派出工作组和技术人员深入基
层，指导农户做好农作物低温冻害防治和
畜禽抗寒工作。

巫山县加强路面巡查，在重点路段设
置卡点，对不能保证安全通行路段进行封
闭。交通部门加强安全排查，对积雪结冰
严重的路段采取撒盐化冰等措施，同时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村级劝导站加强对过往
车辆的检查劝导。煤矿、非煤矿山企业则
实行停产放假，待天气晴转后复工复产；建
筑施工行业在极端低温天气情况下禁止施
工，确保安全生产。

受雪灾影响区县
积极开展救灾防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杨艺）
1月9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

“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
告”（下称报告），通过电商、
新零售、支付、物流等大数据
及就业指数、云栖指数等，展
现2017年全国各省（市）数
字经济发展活力。报告显
示，2017年重庆人均网购消
费增长、物流时效提速等排
名靠前，分别位列全国第七
和第六。

2017年，重庆电商销售
金额排名位列全国第17位，
卖得最好的农产品是牛肉
类、豆腐干、腌制/泡菜、鸡肉
零食、辣椒类调料、豆类制
品、鲜花、橙、纯牛奶。

重庆虽然无缘电商消
费和销售前十榜单，但是人
均“剁手力度”与日俱增。
报告显示，在人均消费增长
上，浙江、广东、北京继续领
先全国，西藏、福建、陕西、
重庆、贵州、海南、湖北紧随
其后。而重庆人最爱买的

商品依次为手机、房产、连
衣裙、低帮鞋、毛呢外套、女
士包袋。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
前11个月累计消费破百万
元的阿里会员数已超过
26000位。在重庆，消费破
百万群体人数达335人，全
国排第18位。

2017年，重庆网购的送
货速度也越来越快，这项排
名，重庆位列全国第六。

报告还首次披露了各省
（市）的电商就业成果。在全
国前十电商就业省（市）中，
阿里平台直接创造的交易型
就业（不含物流、电商服务业
等支撑型就业）分别为：广东
省283万，浙江省172万，江
苏省112万，上海市89万，
北京市63万，山东省61万，
福建省58万，河北省42万，
河南省 36 万，湖北省 28
万。而阿里带动重庆从业
人数为 11万，全国排名第
18位。

阿里巴巴发布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重庆人均网购消费
增长排名全国第七

重庆能否赶上电竞“最好时代”？

在“最好的时代”来临之际，忠县作为重庆的代
表，迈出了大力发展电竞的步伐。

从2016年起，忠县根据自身情况，把电竞产业作
为下一步重点发展的目标，甚至将其写入2017年政
府工作报告。如今，忠县已建设专业电竞场馆一座、
打造权威平台两个、引入电竞相关企业20多家、出台
电竞激励政策若干。可以说，仅一年时间，忠县的电
竞产业已具雏形。

去年12月23日，“大师杯”CMEG2017总决赛及第
二届中国移动电子竞技高峰论坛在忠县举行，《王者
荣耀》等五项游戏的冠军均在此产生。这是忠县首次
举办这样高规格、全国性的电竞赛事，接下来，该县还
拿下了五届CMEG比赛的举办权。

就市级层面来说，虽不像忠县般直接提出发展电
竞，但重视程度已和往日有明显不同。左雾透露，蛇
队之所以能顺利落户重庆，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或许是重庆赶上中国
电竞“最好时代”的关键。

目前，重庆发展电竞的主要目标集中在赛事组织
与举办上。重庆电竞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两年，
重庆举办了不少大型赛事，既有“大师杯”这样的国内
赛事，也有像“天翼杯”网吧黄锦标赛这样的市级重要
比赛。随着蛇队落户，重庆又拥有了LPL这一国内顶
级电竞联赛，势必将为本地电竞发展注入更大活力。
未来，该协会将组织更多的电竞赛事。

从产业角度看，抓住了“赛事”，其实也就抓住了
电竞产业的“牛鼻子”。

电竞本身具有庞大的产业链，上至游戏开发、运
营，下至平台直播、周边产品销售、展会等，各类赛事
则是串连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开发商、配套商、市民
得以同时参与其中。

除了官方，圈内人士也开始助力重庆电竞，尤其是
赛事方面的发展。据了解，电竞职业经理人李洋早在
2016年6月便回到家乡重庆，组建了重庆首家《王者荣
耀》职业俱乐部——EC。目前，EC已拿到10个省级以
上赛事冠军，还在表演赛中击败了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KPL）的冠军队伍。下一步，李洋的目标是带领EC冲
击KPL，让顶级电竞联赛中出现重庆战队的身影。

赛事将成
重庆电竞发展重点

虽然重庆与电竞已结缘多年，但电竞产业却并未得到
长足发展，多年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偶有成绩也掀不起
什么波澜。

然而，近两年中国电竞产业却正在“井喷”，已成为美
国、韩国之外全球第三大电竞市场。不少城市发现这一

“红海”，开始加大投入，重庆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的电竞到底有多火？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游

戏用户规模已达到4.22亿，而在90后和00后人群中，游戏
在兴趣排行中排到第二位。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分
析报告称，2016年，中国电竞市场规模高达504.6亿元，同
比增长34.7%；去年上半年，中国电子竞技市场实际销售收
入达到了359.9 亿元，同比增长43.2%。艾瑞咨询发布
《2017中国电竞生态报告》则称，2017年中国电竞产业进入
爆发期，接下来的五年将成为中国电竞市场的“黄金五年”。

电竞带来的热度与参与度，也让人惊叹。
以《英雄联盟》为例。2017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下

称 S7）在中国举办，由武汉、广州、上海、北京四个城市承
办。包括LPL在内，韩国、北美、欧洲、土耳其、东南亚等10
个赛区的24支队伍参加了S7。该比赛每年举办一次，只
有每个赛区当年成绩最好的队伍方可参加，可谓一年一度
的“英雄联盟世界杯”。

据统计，S7的6场入围赛+4场小组赛期间，新浪微博
观看人数达到了5910.5万。全球超过5760万独立观众在
线上收看了在鸟巢举行的总决赛，累计收看时长超过12亿
小时，远超NBA近两年总决赛的观赛人数。

最高数据是在半决赛。因为“主场优势”，LPL队伍
RNG对战韩国队伍SKT时，全球观众人数峰值超过了
8000万，打破了所有电竞赛事的单场观看人数记录。值得
一提的是，新浪微博指数显示，S7的平均值为59859，远超
中超、欧冠、英超等传统赛事，仅次于NBA。

去年4月17日，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宣布，电竞将成
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目前，国内不少高
校开设了电竞专业，很多民办电竞学校也随之兴起，各类
联赛职业化程度逐步加深，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电竞正迈
向正规化。

基于这些因素，不少业内人士和媒体认为，中国电竞
产业正迎来“最好时代”。

中国电竞
步入“最好时代”

称重庆幸运，是因为LPL的改制。
从今年起，LPL开始实行主客场制，每个战队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主场。因此，LGD、OMG、
Snake（下称蛇队）三支战队率先离开上海，各自选
择一个城市作为自己的主场。蛇队的主场，便选在
重庆。所以，从今年起，所有跟蛇队一个赛区的战
队，至少要来重庆比赛一次。

为何蛇队会选择落户重庆？蛇队经理左雾称，
原因有二。

“我们有一个官方的数据调查，其结果显示，通
过各类渠道观看《英雄联盟》赛事的观众中，重庆观
众人数在全国领先。同时，在官方消费数据中，重
庆玩家的消费能力也很好。”左雾表示，重庆拥有很
好的电竞市场，却缺乏大型电竞赛事，蛇队落户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市场空缺。

第二个原因，便是重庆的电竞氛围。2015年
的《英雄联盟》德玛西亚杯是在重庆举行的，蛇队
是参赛队伍之一。比赛期间，重庆观众的热情给
他以及整个战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自己还是足
球迷，也知道重庆力帆不管成绩如何，粉丝支持度
都非常高，所以我们也希望成为重庆第二家本土
俱乐部。”

左雾提及的两个因素，正是重庆发展电竞的实
力所在：市场与氛围。同时，抛开产业发展，仅从与
电竞“结缘”的角度看，重庆已算电竞“沃土”，涌现
了众多优秀电竞人才。

比如，重庆选手郭斌曾在2001年获得世界电子
竞技大赛（WCG）世界总决赛《星际争霸》项目第四
名，这是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业内
称其书写了重庆乃至中国早期的电竞历史；重庆选
手卞正伟所带领的队伍，在CS项目中获得了中国
最好成绩——WEG3世界冠军、WEM MASTER
世界冠军；2012年，重庆选手曾卓在WCG世界总
决赛上获在《魔兽争霸》项目冠军，创造了亡灵族选
手（游戏内一个种族）首次夺冠的历史；2016年，
《DOTA2》TI6 国际邀请赛总决赛上，重庆战队
Wings赢得冠军，拿到奖金约6048万人民币，这也
是电竞历史上的最高奖金。

重庆
有发展电竞的土壤

1 月 15 日，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下称 LPL）2018年春季赛将正式打
响。与往年不同，今年举办LPL的城
市不止上海，还有重庆、成都和杭州，
重庆赛区的第一场比赛时间为1月
19日。

《英雄联盟》是目前全世界影响力
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电脑端MODA
类游戏之一，LPL则是游戏官方认可，
在中国内地举行的职业联赛，其地位
如同足球中超、篮球 CBA。同时，
LPL也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大、受众
人数最多的电子竞技（下称电竞）比赛
之一。

对电竞产业刚刚起步的重庆而
言，能够举办LPL，幸运背后，更有实
力支撑。

本报记者 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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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
10 日是全国第 32个“110 宣传
日”。据市公安局消息，2017年
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共受理
群众有效报警508万余起，其中
包括挡道挪车、寻人寻物、噪音扰
民等求助类警情共134万余起。

围绕“110，守护新时代美
好生活”主题，警方将于1月10
日当天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
开展现场宣传咨询活动，引导
市民正确下载使用新推出的
110APP、正确拨打 96009 挡道
挪车服务热线和110报警求助
电话。

110是群众的生命线。去年
2月20日凌晨，一外地男子报警，
称自己的微博好友李某服安眠药
自杀，地址不清，情况危急。110
报警服务台接警后，第一时间指
令辖区公安机关处警，并启动重
大警情处理预案。经民警快速有
效处置，李某被找到并送医救治，
生命得以挽救。事后，我市公安
机关的快速处置获得了网友们的
称赞。

我市警方也通过110报警服
务台，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
击力度，保护群众财产安全。去
年7月 31日 16时 55分许，110
报警服务台接某科技公司一财务
人员报警，称被人冒充公司老板
通过QQ 聊天诈骗了 65 万元。

接警员第一时间转市反诈中心处
置，将65万元成功止付。

据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紧急止付、挽回人民群
众经济损失金额 10900 万元。
同时，警方运用自主研发的诈
骗电话自动预警系统，通过
12110 短信报警平台精准推送
劝阻短信，每日发送警情提示
近万条，帮助群众认清和识破
诈骗手法，从源头上防止群众
上当受骗。

此外，警方开通挡道挪车
96009服务热线一年来，日均受
理约4500次挪车请求，其中通过
微信平台求助量占比约52%，从
上报到通知挡道车主，每起微信
求助的平均响应处理时长约20
秒。“96009重庆市民服务”微信
公众号关注用户已超过16万人，
有效缓解110生命线的压力，让
群众的紧急报警求助得到更加高
效的处置。

该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拓
展报警渠道，110APP将于今年1
月10日正式上线。群众可以通
过手机终端，向市公安局110报
警服务台实时传送视频、图片等
警情信息，实现可视化报警。同
时整合公安警种资源，打通与
110社会联动单位之间的业务数
据通道，推动政务大数据运用，搭
建为民服务大平台。

重庆110去年受理报警
508万余起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来自重庆高速
集团的消息称，受降温天气影响，部分高速公
路积雪结冰，请注意以下8个路段易积雪结冰：

G42沪蓉高速奉巫路骡坪至小三峡，
G6911奉溪高速夔门至羊桥坝，G5012恩广

高速万利路五桥至龙驹，G50沪渝高速石忠
路冷水至沙子，G65包茂高速渝湘路大观至
接龙、酉阳至秀山，G5515张南高速黔江省
际站至黔江北，S26酉沿高速酉州至小河，
G69银白高速南道路山王坪至南川省级站。

行车请注意8个易积雪结冰路段

高
速
公
路
工
人
在
清
理
积
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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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重庆市推荐对象公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关于评选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的通知》（人社部函﹝2017﹞59 号）的精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市煤炭

行业协会在全市煤炭工业系统中组织开展了评选推

荐工作。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典型的“示范性、代

表性、先进性”要求，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主动接

受监督，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现

将推荐对象公示如下：

一、全国煤炭工业先进集体（4个）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红岩煤矿采煤131队

重庆市中源煤业集团双岔河煤矿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煤炭工业管理局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石壕煤矿

二、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4名）

罗江平 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逢春煤矿综采队

副队长

金华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南桐煤矿机电一队

党支部书记

胡安洪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三汇二矿采煤一

队队长

秦元伟 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韦家沟煤矿采煤四队

队长

三、全国煤炭工业先进工作者（1名）

刘华 重庆一三六地质队岩土工程院副总工程师

公示日期为 5 个工作日，从 2018 年 1 月 10 日至

2018年 1月 16日（5个工作日）。如有不同意见，请以

书面、电话、来访等形式向市人力社保局、市煤炭工业

管理局、市煤炭行业协会反映。个人反映问题的，要求

署真实姓名。

联系人：市煤管局 郑新华

联系电话：86722082

地址：渝北区白杨路32号325室

邮政编码：401121

联系人：市煤炭行业协会 唐桂福 唐泽和

联系电话：65252741、62660118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开发路31号29楼

联系人：市人力社保局 谢黎

联系电话：86867195

地址：渝北区新牌坊一路1号306室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
重庆市煤炭行业协会

2018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