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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国际商务中心二期
超高层主体封顶
新 闻 背 景

天府国际商务中心二期项
目，净用地面积约71亩，总建筑
面积约31万平方米，
主要由两栋
超高层甲级写字楼组成，其中B
栋超高层地上55层，
建筑高度约
270米，C栋超高层地上38层，建
筑高度约200米。
总体规划方案提倡实用、
便
利的设计概念，
从整体环境入手
逐渐展开，
根据现有场地的形态
设计出新的建筑与整体空间和
谐共生。
城市呼唤内敛而动人的空
间，
试图把自然中蕴含无限力量
和生机的绿色大峡谷，
通过人工
手段移植到城市空间中，
在都市
中营造出虽由人作、
宛若天开的
“山水城市”
的意象，
不仅能有独
特的开放空间感受，
还通过绿化
和风向引导的作用，
切实改善小
区域的环境质量。

天府国际商务中心二期效果图
构形式采用圆钢管混凝土柱－ “四川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
混凝土核心筒－组合楼盖结
工程”评定，并对施工现场、员
构，裙房及地下车库结构形式
工生活区以及创建相关资料等
为框架剪力墙结构。他透露，该
进行了全面检查。最终，该项目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创
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定，取得了
新的地方，
“我们的塔吊是着力 “四川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
在核心筒而非地面，据我所知， 工程”
称号。
这也是四川第一台这样的塔
该项目自开工以来，公司
吊。”在该工程上，还使用了内
协同参建单位对施工现场、办
外塔模架，
“与一般的塔架相
公生活区进行了详细的绿色施
比，使用内外塔模架成型更漂
工管理策划，通过向行业优秀
亮，对建筑质量也更有保障。” 单位的对标学习，进一步完善
此外，他还透露，目前正在针对
了绿色施工体系。同时，根据环
该项目的建筑废料进行再生课
保、节能具体要求，对办公区、
题研究，
“比如我们废弃的砖
生活区等进行合理布置；施工
头，在将来可能会通过机器研
现场采用雨水收集系统，通过
磨再生，为工程项目提供建材。 废水循环、净化再利用、污水净
如果研究成功，那以后我们的
化排放方式以及建筑垃圾分类
项目就将节约很多成本。”
处理再利用等措施，有效降低
此外，2018年8月8日，四川
建筑能耗，提高能源效益，实现
省建筑业协会专家组对天府国
节水、节材、节能、节地和环境
际商务中心二期项目进行了
保护等绿色施工目标，切实将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工作落实
落地。
据了解，项目开工建设以
来，成都天投集团始终坚持优
质高效的项目建设思路，着力
打造精品工程。各部门通力协
作，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过程中
全力破解施工难题，解决了与
地铁交叉施工、省内首例深达
23 米 的 大 直 径 成 孔 灌 注 桩 施
工、厚度达3.8米的筏板大体积
混凝土浇筑、起吊重量达32吨
的动臂塔安装等大量难题。此
外，天投集团还科学安排施工
计划，细化分解施工节点，全面
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经过600余
天的日夜奋战，项目顺利完成
了约80万方的土方挖运、约10
万立方的混凝土浇筑、约1。5
万吨的钢结构生产及吊装，C栋
超高层顺利实现主体封顶。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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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
菲利普一行参观考察天府新区

预计2023年前竣工，这是目前新区在建的最高层建筑，助力新区打造世界级中央商务区

为加快推进新区“一心三
城 ”主 体 功 能 区 建 设 ，助 力 新
区打造世界级的中央商务区，
成都天投集团高标准、高效率
推进天府国际商务中心二期
超 高 层 项 目 建 设 ，日 前 ，该 项
目C栋200米超高层顺利实现
主体封顶。
天府国际商务中心二期项
目位于天府中央商务区核心区
域，净用地面积约71亩，总建筑
面积约31万平方米，主要由两
栋超高层甲级写字楼组成，其
中B栋超高层地上55层，建筑高
度约270米；C栋超高层地上38
层，建筑高度约200米。两栋主
楼以“芝麻开花节节高”为设计
构思，寓意天府新区经济发展
蒸蒸日上。展现天府新区新名
片，引领城市新风貌。
据负责该项目的吴章辉工
程师介绍，该项目两栋主楼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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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国际商务中心二期C栋

2019年1月17日，捷克和摩拉维
亚共产党主席、捷克副议长沃伊捷
赫·菲利普一行来到天府新区参观考
察，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孟浩陪同接待。
孟浩为客人详细介绍了天府新
区的建设情况、
“一心三城”的规划与
未来发展优势。在介绍到新区的地下
管廊时，菲利普一行对地下管廊的规
划和车辆能进入的设计表示赞赏。在
观看了天府新区规划厅内的宣传片
以后，菲利普一行详细了解了目前新
区的规划和发展理念，对新区生态环
境和经济产业和谐共处的新形态表
达了赞许。菲利普表示，捷克是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与
四川也有多项紧密合作，特别是在航
空领域，愿积极推进捷克与天府新区
的交流，深入了解双方需求，促进企
业来天府新区投资建业。
国际合作和投资服务局相关人员
陪同参加接待。天府之声记者 钟劼霓

谈感悟 集经验
开启新区巡察工作新篇章
“来到这里后，我在实践中学到
了很多在我日常工作中学习不到的
知识，这些都将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
宝贵的财富……”第一巡察组联络员
在交流发言中感慨。
1月18日，天府新区巡察机构召
开2018年天府新区巡察工作总结会
暨座谈会。巡察办、巡察组全体工作
人员参加。
会上，对抽调参加巡察工作中表
现突出的巡察干部进行了表彰。各组
巡察干部代表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
致认为，这段巡察经历将是人生中珍
贵的一个章节，对自己思想成长及成
熟颇有裨益，并结合2018年巡察工作
实际，对2019年巡察工作提出意见建
议。
最后，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巡察
办主任宋祖华通报了2018年新区巡察
工作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全国巡视巡
察工作的形势和要求，并指出：2019
年，
新区党工委巡察办、
巡察组要立足
新区实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标
中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新部
署新要求，对表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的年度巡察工作安排，创
新开展巡察工作，为建设新发展理念
公园城市营造风清气正、廉洁高效的
政治生态环境。 天府之声记者 张敬

搭建政企沟通渠道 营造和谐氛围
2019年度天府新区重点单位HR新春联谊会举行

天府HR服务联盟成立一周年
服务新区人才8万余人次

搭建政企交流沟通渠道，
搭建政企交流沟通渠道
，建立长效沟通机
制 ，为人才服务和企业服务营造和谐氛围
为人才服务和企业服务营造和谐氛围，
，1 月
18日
18
日 ，以“ 迎新春聚英才中心
迎新春聚英才中心，
，叙友情共谋新发
展 ”为主题
为主题，
，2019
2019年度天府新区重点单位
年度天府新区重点单位HR
HR（人
力资源）
力资源
）负责人新春联谊会在天府英才中心举
行。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
，由天府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办，
公室主办
，天府新区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中心承
办，
吸引了新区重点单位HR
吸引了新区重点单位
HR等
等60
60余人参会
余人参会。
。

天府新英才中心举办新区HR新春联谊会

通报工作情况及新年计划 让企业更了解新区人才服务工作

新区的人才工作让大家感到鼓舞

新区各知名企业代表纷纷前来参加联谊会

现场，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
联盟；在三个产业功能区分别设
责人通报了天府新区2018年人
立新型人才服务站，启动运行
才服务工作情况。她介绍，在构 “天府英才云服务平台”；开展
建人才政策体系方面，新区在深 “蓉漂”人才荟系列活动。在完善
入落实成都人才新政的基础上， 人才生活配套扶持方面，实施人
结合新区实际推出了天府英才
才安居工程，推出过渡性人才公
计划。去年，新区全年新增落户
寓569套，打造“15分钟公共服务
青年6万余人，累计落户青年达
圈”，大力推动文化娱乐、教育、
11万余人，位列全市第一，其中
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包括了大量来自剑桥、新加坡国
推出“天府英才卡”，覆盖政务、
立、清华、北大等37所世界100强
创新创业、金融和生活四大板块
名校的青年人才。在提升人力资
共15个服务事项。
源供给能级方面，启用天府英才
随后，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中
中心，引进天府新区人工智能高
心各处负责人结合处室的工作
端人才培育暨认证基地等人才
职能，向大家介绍了2019年的工
服务平台。在硅谷和伦敦成立海
作计划。
“ 此次活动为我们搭建
外人才工作站，促进国内外创新
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不仅让
资源汇聚，与名校联盟合作，加
企业更加了解政府职能部门的
强校地人才交流与培育。在完善
重点工作，也借此机会加强了与
人才生活配套扶持方面，坚持党
业内同行们的联系。”赫尔墨斯
建引领，成立天府新区“蓉漂”青
运营总监谷昊说，现场收集企业
年人才党委；成立天府HR服务
对于人才招聘方面的需求，反映
传 达 政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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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新区切实为企业发展服务的
决心和热情。
“ 新区的发展速度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越来越多
的高端人才相继来到这里工作
生活，营造了很好的氛围，对于
企业发展很有帮助。
”谷昊说。
“此次活动体现出新区人才
服务工作越来越细致，越来越有
温度了，希望今后更多举办这样
的活动。”通甲优博高级人力资
源经理江朋鲜说，联谊会上讲到
的新区新一年的人才工作计划，
让大家心里更有底气，尤其是人
才公寓、以才引才非常值得期
待。
“各个处室的介绍，也让我们
对新区职能部门有了更加全面
的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交流中，
也会更加而方便。”此外，他也提
到了自己对于新区人才环境的
感受。
“人才政策不断细化，生活
配套逐步完善，新区对于人才的
吸引了越来越强了。
”

服 务 民 生

据悉，2018年1月19日，天府HR
服务联盟正式入驻天府英才中心。作
为一个集人才培育、项目孵化、扶持
支持于一体的链式共享服务平台，联
盟围绕“集聚企业、拓展业态、培育市
场”的总体目标，以专业化行业组团
整合人力资源全产业链服务，推动新
区人力资源产业链条、服务水平和市
场环境持续优化，为新区高质量建设
公园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联盟理事长单位天府人资公司
总经理王艺翔介绍，经过一年时间的
发展，联盟已服务新区企业2800多
家，服务新区人才8万余人次，累计收
集简历10万余份，为新区引进高端人
才500多人。在精准育人方面，主要致
力于人才的培训开发工作。联盟引入
了包括人合正道、东软学院在内的十
余家培训咨询机构，全年共开展了培
训280余场，培训人才25000余人。
“目
前，联盟总共吸纳了包括智联招聘、
上海外服、人合正道、北森云计算等
38家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是
挂牌和驻点的方式入驻。”王艺翔说，
联盟还引入上海外服等四家代理服
务机构，通过建立协同工作机制，有
效避免了劳动人事纠纷的产生。此
外，在资源整合方面，联盟正在协助
建 立 新 区 人 才 库 ，并 建 设 互 联 网 +
HR线上就业服务平台。
“希望HR联盟能够更加落地落
实，例如举办更多关于企业制度建
设、股权架构等内容的交流分享活
动，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联盟带来的
实际作用。”某企业参会代表说。在
HR现场交流环节上，各企业HR负责
人畅所欲言，建言献策。通过交流，企
业相互之间、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间
的了解不断加深。
天府之声记者 夏寒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