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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蓉漂”来新区 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2018“蓉漂”人才荟走进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西安交大

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精准引进符合成都长远发展战略和
产业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10
产业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
10月
月24
24日
日、26
26日
日，由成都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
办公室主办
，天府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天府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航
天十六所）
天十六所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经济运行和安监
局、天府新区人力资源服务联合会共同承办的
天府新区人力资源服务联合会共同承办的2018
2018“蓉漂
蓉漂”
”人才荟
人才荟-走进
西北·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专场活动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专场活动、
、走进西北西安交通大学专场
招聘活动在西安成功举办。
招聘活动在西安成功举办
。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专场
与会代表表达强烈的合作意愿
24日，在2018“ 蓉漂”人才荟走进西北·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
究所专场活动上，西安航天精密
机电研究所机器人事业部部长杨
晓春在致辞中，热情地介绍了航
天十六所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不断推陈出新、持续引进先进人
才与新兴技术，同时保持源源不
断的创造力的原因，并且表达了
期待与青年人才们共同为航天事
业并肩奋斗的愿望。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饶程出席活动并作推
介，介绍了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概
况、比较优势以及智能制造发展情
况，并诚挚邀请与会嘉宾到新区投
资兴业，与新区共享机遇、共谋发

展，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当天，饶程还与天府新区22家
企事业单位代表考察调研了中国
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西安航天精密机电研究所赛能机
器人项目，详细了解该所的历史发
展、未来规划和最新科研成果等情
况，并到万科泊寓曲江369创客项
目考察调研了西安人才公寓政策
及运营情况。
在项目路演环节，
双方紧紧围
绕工业自动化、智能精密制造、军
民融合等主题进行交流探讨，5家
企业代表分别做项目交流展示。
通
过此次活动，
与会代表建立了紧密
的联系，并表示了强烈的战略合作
意愿。

新区招聘单位吸引着青年学子

专场活动座无虚席

西安交通大学专场
微电影让师生感受成都温度
26日，2018“ 蓉漂”人才荟——走
进西北·西安交通大学专场招聘活动
来到西安交通大学。活动现场播放了
《留 在 成 都》成 都 人 才 专 题 宣 传 片 ，
《留在成都》是国内首次以微电影的
方式记录毕业生步入社会、工作成长
的招才引智的微电影，让在场的师生
和嘉宾感受到成都这座城市的温度、
情怀和创意。
推介会上，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党
群工作部副部长刘建，
亲切的向同学们
介绍了四川天府新区的人才引进政策，
展示了新区在军民融合、
智能制造等行
业合作的战略部署及人才引进的决心。

双选会上
线上线下收到简历1900余份

刘建向西安交大的同学们发出邀请，
邀
请他们来成都看看、到新区走走，感受
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带来的魅力。
“企业说”
环节，
成都中科微系统与
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蔚徕（成
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嘉宾也
分享了在蓉人才发展环境与营商环境，
为青年人才带来了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人才说”邀请到2017年毕业于西
安交通大学能动学院的胡逾超博士，
他于2017年3月加入清华四川能源互
联网研究院。会上他为大家分享在成
都的工作、生活经历，诉说他成为“蓉
漂”
的感想。

双选会上，天府新区28家
参与单位中，既有高新技术企
业、公共类事业单位、高等院
校、上市公司，也有在天府区
孵化的创新型企业，共提供了
算法工程师、电子对抗软件工
程 师 、FPGA 工 程 师 、战 略 研
究、高校教师、医疗外科等160
多个高端岗位，吸引了720余
名青年（大学生）人才求职。据
统计，此次“蓉漂”人才荟——
走进西北·西安交通大学专场

招聘活动线上线下共收到简
历1900余份。
近年来，
天府新区坚持把人
才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
出
台了“天府英才计划”
等人才政
策，
鼓励和欢迎更多人才和企业
来新区投资发展，
就业创业。
天
府新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相关
负责人表示：
“敢为
‘蓉漂’
‘
，蓉’
你骄傲！
希望更多的优秀科研人
才加入
‘蓉漂’
大军，
为天府新区
的建设发展助力。
”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天投金控公司布局大健康产业链迈出第一步

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开业
近日，
近日
，天投金控公司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
称“医科院
医科院”
”
）等合作方共同组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西南中
心（下称“西南中心
西南中心”
”
）正式揭牌
正式揭牌，
，下设的第一家医疗美容医院
下设的第一家医疗美容医院—
——成都八
大处医疗美容医院（下称“成都八大处
成都八大处”
”
）正式开业
正式开业，
，并举行开院仪式
并举行开院仪式。
。
医科院为什么会选择和成都天投集团合作，
医科院为什么会选择和成都天投集团合作
，将西南中心落户天府新
区？成都八大处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成都八大处成立的背景是什么？
？目前的科室设立情况如何
目前的科室设立情况如何？
？成都天投
集团下属天投金控公司和天投健康公司未来在大健康医疗产业还有怎样
的布局？
的布局
？
天府之声带着疑问走进了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和天投金控公司。
天府之声带着疑问走进了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和天投金控公司
。

效率高产业环境好
短短3个月
项目完成落地
医院的执行院长唐勇是从北京八
大处调过来的，他认为，新区及天投金
控公司的工作效率高，其产业环境好，
是让他们在短短3个月将项目完成落地
的最根本原因。
“我是7月5号到成都的，那个时候
连组织架构都没有，医院也才刚开始装
修。我们得到了成都市、新区、成都天投
集团等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项目才能
高速推进。”唐勇透露，项目能够最终落
地，一是因为成都有了打造医美之都的
规划，二来是成都的人文环境和产业环
境决定的。
“ 成都的医美产业发展得很
快，也很好，除了有规划之外，还有强烈
的市场需求。”成都八大处也是北京八
大处在京以外的第一个项目。
“ 北京八
大处在北京有两个医院和两个门诊部，
成都八大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同时，唐勇还强调，成都八大处是
以公立医院为主导的股份制医院，医院
运营将采取按照公立医院的质量和民
营医院的服务相结合的全新模式。

成都八大处开业
天投金控布局大健康第一步
医科院实行院校合一的管理
体制。其中：
“ 院”指中国医学科学
院，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唯一的
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
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校”指北京
协和医学院，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
会于1917年创办。
2017 年，医科院与成都天投
集团下属天投金控公司等合作
方共同设立以公有制为主的股
份制企业医院管理公司，并授权
医 院 管 理 公 司 在 四 川 、云 南 、贵
州 、重 庆 、西 藏 区 域 范 围 内 独 家
实施运营整形医院西南中心。而
成都八大处作为该中心下设的

第一家医疗美容医院率先落地，
并迎来开业。
据天投金控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一项目是公司布局大健康
产业链的第一步，合作主要以股权
投资为主，未来天投金控公司将整
合金融链、产业链、创新链等资源
打造天府新区大健康产业。
“ 我们
有严格的投资标准，
只有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并重的项目，
才会被纳
入考核范围。”天投金控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公司正在跟
省市及国家级的医院、健康产业机
构对接，探讨将各类优质医疗资源
引入新区。

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

与北京八大处医院
共享资源打造同质医疗
10月23日，天府之声记者前
往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这
是一所混合所有制医院，该院一
共地面5层、地下一层，占地面积
约 7000 余 平 方 米 ，设 有 美 容 外
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美
容牙科等4个科室。其中，美容牙
科还在建设中，将于年内开放。
“目前，一共有7位资历较深的常
驻专家，6名医助，还将补充3到4
名专家。我们现在的模式是与北
京八大处一起共享资源，平时有
需要我们也会协调北京八大处
的专家过来坐诊或进行手术，打
造同质医疗。以后市民不用去北
京八大处，也能享受和北京八大

处一样的医疗服务。”成都八大
已将其培训中心医美教育基地
处医院副院长李勇介绍。
（成都）在成都八大处挂牌。
此外，在成都八大处还将增
“成都提出要打造医美之
设一个北京八大处所没有的科
都，我认为医美之都不仅要靠数
室--整形急诊。
“比如小朋友磕
量，其内涵也应该要发生变化。
到碰到，家长总是担心会留疤， 除了现在民营机构强调的应用
我们就用会更加精细的清创缝
外，还要补充教育。”李勇认为，
合方式，
让伤口愈合后不留疤。” 需要质量的提升应该依靠教育，
据了解，
除开医疗外，
成都八
未来需要培训更多专业人才满
大处还将布局教育、产业和科研
足之市场需要。此外，他还提出，
等几个板块。
“我们是北京协和医
医美之都在国际上要有影响力，
院的教学医院，我们将和协和医
关键是在科研上走到前列。下一
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做有关整形
步，成都八大处还将选择川内三
外科的系列培训，不仅包括医生
甲医院的整形科进行科室共建，
培训还包括管理、护理等方面。” 帮助地方上的中心医院提高整
据悉，
开业当天，
北京协和医学院
体技术水平。

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接诊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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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大处整形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
院（八大处整形医院）创建于1957
年，是我国最早的整形外科专科医
院，
是中国整形外科事业的摇篮。
该院是一家集医疗、教学、科
研于一体的整形外科三级甲等专
科医院，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临床
教学医院，也是整形外科学、麻醉
学和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博
士和硕士培养点，口腔临床医学硕
士培养点。同时，该院还是卫生部
整形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及进修生
培训基地，有博士、硕士生导师44
人。已培养博士、硕士生600余人，
进修生2000余名。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