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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80后面孔：在建设中诠释新区精神
项目攻坚年，天投集团作为新区建设排头兵，今年将续建和新建项目13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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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经过4个月的加班加点建设，成
都天府新区机关一幼天府校区、机关三幼天
府校区的主体工程终于如期建成并通过验
收。作为项目管理工程师的彭思，在工地上
仰望着眼前的建筑，脑海中浮现出图纸上它
即将竣工交付后的模样，心里默默回忆着每
项进度应该完成的时间，还未来得及小憩片
刻，便叫来施工方负责人，讨论下一项工作
的开展情况、目前进展、施工难度等。

从4年前的最初投入天府新区筹备工
作，彭思先后参与并完成了剑南大道南延线

“三纵一横”二期通讯迁改、华阳中学改扩
建、石室天府新区学校、龙江路小学天府校
区、机关一幼天府校区、机关三幼天府校区
等项目建设工作。

“工程管理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从项
目立项到竣工，需要根据图纸严格控制工

期、质量、安全等各项环节的施工；天府新区
的每项建设对工期的要求都非常紧，这就需
要把工期计划细化到每月、每周，并根据计
划考虑人员、设备等资源的投入情况，并对
进度拖延的环节实时纠偏。”说起自己每天
的工作，刚过而立之年的彭思显得非常缜
密，他告诉天府之声记者，遇到重大项目，每
天工作12到15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华阳中学改扩建项目作为新区社事系
统的第一个项目工程，彭思几乎天天都会往
工地上跑，同时还要兼顾其他项目的进度；

“每天跑个100多公里是很平常的事。”彭思
淡然地说，目前他手上还有7个在建项目，
而华阳中学已于去年8月、较合同工期提前
建成，成为新区第一个竣工的学校类工程。

彭思只是天投集团“建设先锋”中的一
员。2015 年，天投集团新建成道路 77.5 公

里、桥梁39座；“三纵一横”、货运通道等骨
干道路和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天府公
园、兴隆湖三大区域路网共计200多公里道
路竣工通车；兴隆湖、锦江生态带等6000多
亩生态及景观项目基本完工；铺设完成地
下管线总长220公里；天府公园、天府菁蓉
中心B区、天府菁蓉中心C区、天投国际商
务中心、利州大道、夔州大道、益州大道、百
万平米安置房等63个项目破土动工……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区“一年打基础、三年
出形象、五年见成效”的关键，也是天投集
团工作的重中之重。

彭思说：“每天用车轮和脚步丈量着天
府新区的每一寸土地，看着一条条崭新、宽
阔的道路建成通车，一幢幢宏伟的建筑拔
地而起，自己的感觉真的就像‘拓荒牛’一
样，很有成就感。”

毕业于澳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的赵骁，曾是香港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
训计划2009届的成员；这是一项培养精英
人才，促进经贸发展而创立的活动。不仅如
此，赵骁有着骄人的工作履历表——曾供
职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会
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先后审计了中国电
信、深圳花样年、日本三井、日本伊藤忠、奥
美文化等10余个项目。

2015 年 4 月，赵骁加入到了天投集团
旗下的成都天府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部，负责对早期项目和早
期基金的筛选。“之所以当初从广州回到成
都，一是因为家在这边，二是看好天府新区
创新发展的潜力；虽然收入比之前在广州
有一些降低，但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我更
喜欢的，比单纯的财务审计更有意义。”赵
骁在接受天府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赵骁的主要工作是对早期项目投资市
场的走访和摸底、对种子、天使、VC基金的
合作洽谈和立项、尽职调查。半年时间里，
赵骁先后走访了蜂巢咖啡、8号空间、苏河
汇等10余家早期孵化器，并对接与洽谈了
洪泰基金、天使圈、联想乐基金等超过30家
专业投资基金。

2015年8月5日，成都天府创新股权投

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册。至
此，总规模为15亿元的天府新区新兴高端
产业引导基金（下称“引导基金”）正式落地，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创业天府”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15-2020年）进入实施阶段。

按照“资本与项目结合、科技与金融
结合、创新创业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思路，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在天府新区成都科学
城规划建设新兴金融集聚区，这对于赵骁
来说意义非凡。“天创投是引导基金的管理
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运作和管理，其重点
在于其放大作用，通过设立子基金或对子
基金拟投资企业跟进投资的方式进行运
作。”赵骁说，作为具体事务负责人，他所要
做的就是完成对子基金的立项、尽职调查、
协议谈判等全部环节，最终正式签署合伙
协议。

“从基金公司递交商业计划书到立项，
再到其财务报表、投资业绩等，整个过程都
在不断的谈判之中；我们投资管理部目前只
有4个人，这就需要付出比常规工作时间更
多的精力，去完善每一个步骤，把投资风险
控制到最小。”赵骁说，去年年底，他刚刚完
成了对成都洪泰基金的立项、尽调、协议谈
判等全部环节，最终于2015年12月24日正
式签署了天创投与洪泰基金的合伙协议，这

是天创投自成立以来发起设立的第一只天
使投资基金，也是天府新区第一只政府资金
入伙的天使投资基金。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作为天投集团
金融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创投确立了

“引导基金+孵化器”的双轮驱动战略，并以
引导基金为抓手，为新区创新创业服务，努
力实现“三个引导”：引导国内外基金机构
入驻新区，培育发展新区基金产业；引导各
类基金投资于符合新区发展方向的产业和
企业，聚集发展新区新兴高端产业；引导各
类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以基金
模式为新区和集团重大项目投融资。

按照“立足新区，引资聚资”的发展思
路，天投集团正稳步推进金融业务板块布
局。过去一年，担保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组
建完毕，产业引导基金已投入运作。年内，
担保公司通过项目24个，金额3.16亿元，已
投放3500万元；与成都银行等四家银行分
别签订合作协议，授信总额17.3亿元。基金
公司完成四只子基金的设立，基金规模6.5
亿元，资金放大5.2倍。未来，天创投计划再
引进一批国际国内一流的创投基金、私募
股权基金，重点投向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实现直管区创投机构管理资
金规模超过100亿元的目标。

彭思、赵骁只是天投集团
新区建设者中的一员，他们用
年轻的热血参与着新区的建设
发展，成为天投集团“拓荒牛”
精神的诠释者。

作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目前唯一的市属国有独资
公司，2013年8月20日注册成
立的天投集团，主营业务涉及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范围内
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
发、区域开发和总部经济与循
环经济发展等业务。通过不断
开拓，目前正加快构建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产
业投资及“双创”服务、城市运
营与资产管理、金融服务五大
业务板块。

在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
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天投集
团将紧紧围绕“融资平台、建
设先锋、产业龙头、惠民抓手”
的发展定位，以“急”的态度、

“严”的要求、“高”的标准和
“实”的作风，全面推进各项工
作，积极构建产融结合的现代
企业集团，为加快建设“四化
同步”、“四态合一”的国际化
现代新区而不懈奋斗。

2015年，天投集团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226 亿元，完成工
业增加值1.46亿元，实现利税
5.02 亿元，为直管区经济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也是新区建设

“三年出形象”的关键一年。天
投集团将系统遵循“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战略部署，以项目攻坚和
精细化管理作为工作主线，重
点抓好项目开工促建和建设
提速，抓好产业配套招商服
务，抓好改革创新工作落地，
抓好企业管理提档升级，初步
建成产融结合型的现代企业
集团，为新区建设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据悉，今年天投集团承
担新区续建和新建项目 133
个，总投资达 755 亿元。天投
集团计划以成都科学城突破
发展作为核心引擎，继续保
持项目快速推进和投资高速
增长，确保国际展览中心 8 月
底建成投用，沈阳路等 25 个
项目年内建成，天府公园二
期等 50 个项目实现开工，利
州大道等 59 个项目全面加快
推进；实实在在地建成一批
项目，开工一批项目，推进一
批项目，优化提升一批项目，
谋划储备一批项目。

今年，天投集团计划全年
确保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5亿
元，工业产值 10.38 亿元，初步
建成产融结合型的现代企业集
团，继续担负天府新区建设排
头兵的重任。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记者 王天志

2016年，是天府新区成
都党工委、管委会确定的项
目攻坚年，作为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内目前唯一的市属
国有独资公司，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投集团）主营业务涉
及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范围
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
开发、区域开发和总部经济
与循环经济发展等业务。

彭思，32岁，成都天府新
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工
程师。赵骁，27岁，成都天府
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投）投资
管理部职员。作为天投集团
500余位团队成员中的一分
子，彭思、赵骁这些80后的面
孔，以“拓荒牛”般的精神，诠
释着来自各行各业新区建设
者的急行军、高标准、严要求
的实干精神。

建设先锋“拓荒牛”的成就感

金融引领 双创投资的风向标

32岁，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管理工程师。2012年
至今，先后负责剑南大道南延
线、“三纵一横”二期通讯迁改
等项目的建设工作。

27岁，成都天府创新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
职员，2015年4月加入天创投
筹备组。半年时间，他便走访了
10余家早期孵化器，并先后对
接与洽谈了超过30家专业投
资基金，完成对成都洪泰基金
的立项、尽职调查、协议谈判等
全部环节，使其成为天府新区
第一只政府资金入伙的天使投
资基金。

继续担当
建设排头兵

彭思

赵骁

兴隆湖畔，天投集团负责的项目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建设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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