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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14 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公
布2018-2019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获奖名
单，由成都天投集团建设的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一期）荣获鲁班奖。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
程）是我国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这
也意味着获奖工程已经达到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水平。

累计运用新技术38项
终于捧得“鲁班奖”

西博城项目位于天府新区核心
区域，占地约 1000 亩，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展厅规模达 30 万平方
米。作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永久
会址，西博城是天府新区集人气、聚
商气、活财气，实现产城一体的核心
项目，是成都打造“国际会展之都”
的重要平台和窗口工程。

西博城具有建设定位高、建筑
造型优美、结构形式先进、建设理念
环保、会展功能齐备等特点，建筑形
象富有韵律，独有的飘带型屋面凸
显“水浣蜀锦”的锦绣意象，展翅腾
飞的空间造型彰显新区日新月异的
发展前景，是天府大道上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和天府新区地标性建筑。

作为西博城的建设方，成都天投
集团十分重视，据天投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项目在启动之处就把“军令
状”立下：争创“鲁班奖”。为了冲击这
样高级别的奖项，天投集团做的第一
步就是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做好
质量策划，分解目标责任，各分项工
程实施时严把质量关，钢结构、装饰
装修、机电安装等工程采用BIM技术
进行二次深化设计，严格按照鲁班奖
的质量标准建设。工程资料同步齐
全、目录详细、组卷合理、内容清晰、
准确完整、真实有效。建设中强化新
技术创新运用，累计运用新技术38

项、创新技术5项、申请发明专利12
项，工程先后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
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四川
省天府杯金奖、四川省优秀工程勘察
设计一等奖等荣誉41项。

值得一体的是，天投集团通过该
项目还总结出了文献《超大空间博览
建筑设计与施工综合技术》，在西博城
项目上通过综合运用生态建筑设计、
超大高差不规则超长双曲面网架吊装
施工技术等18项核心技术，有效解决
了超大高差不规则双曲面网架施工技
术难题，实现了建筑地面蓄水滞水生
态发展目标，确保了大体量、大跨度博
览建筑施工质量及安全，具有施工工
序简单、节约施工材料、施工周期短等
优点，在土建、钢构、机电、装修、幕墙、
总坪工程方面成效显著。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跟踪预防
督办项目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挂牌
督办项目，天投集团还与市检察院签
订《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意见

书》，成立联合跟踪预防领导小组，对
招投标工作进行前置科学管理，系统
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参建单位廉
政约谈、项目履约情况专项检查等，
杜绝工程腐败与职务犯罪，为“工程
优质、干部优秀”建设夯实廉政基础。

此外，天投集团还创新项目党建
机制。探索项目党建新模式，深入推
进“4个3”项目建筑工地党建工作法，
坚持“党建职责融入项目管理、党建
服务融入民工服务、党建文化融入工
地文化”，确保项目建设与组织建设
同步实施，将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
功能转化为项目建设巨大推力，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激发参
建各方内生动力，为项目保质高效按
期建成提供组织力量。

展厅无立柱
用钢量比肩鸟巢

西博城一期工程建筑面积约57

万平方米，拥有国内一流水平的设施。
展览中心由交通登录大厅、室内展馆、
会议、餐饮、办公、地下车库等配套设
施及室外展场组成，展览区域可布置
约1万个室内国际标准展位，地下空
间布局的三处集中餐饮区可容纳约
6000人就餐。西博城周边共规划车位
1万个，规划星级酒店10个，已建成星
级酒店5个，现阶段20分钟车程内能
提供房间约为3500个；且规划有5条
地铁线路，与机场、火车站等主要交通
枢纽间规划有轨道交通。

作为西部地区最大的博览会展
中心，西博城采用大跨度双曲面馆
桁架、网架为主的大型场馆结构，整
个场馆中间没有一根柱子支撑。据
天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设
计主要是为了让场馆内采光效果更
好以及最大效率利用空间。“大型钢
架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目的”，也是
因为这样，西博城的用钢量与北京
奥运场馆鸟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

及。在这些钢结构上运用的多项施
工技术均在业界处于领先地位，为
此，西博城还曾获得中国钢结构最
高奖——金奖工程的殊荣。

没有了立柱，也就给通风空调
的安装工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拿
D馆多功能厅来说，设计的空调通
风主管道位于23米悬空敷设的W
型钢构网架内，机电管道支吊架无
法立足。天投集团最终选中《超高空
网夹层作业平台施工技术方案》解
决高空安装难度大的问题。

“整个建设经历 534 个日日夜
夜，已经记不清这过程中遇到了多

少困难，只记得要排除万难，确保项
目建设。”如今，西博城终于实现最
初的愿望，拿下了鲁班奖，天投集团
上上下下无一不为之骄傲、自豪。

自建成投用以来，西博城已成功
举办第17届西博会、第98届全国糖
酒会、“天府杯”国际网络安全大赛等
国际国内大型展会百余场，先后荣获

“中国会展标志性场馆”“中国十佳会
展中心”等多项国家级会展奖项。

另悉，被称为“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二期”的天府国际会议中心项
目也正在加快建设中，天府之声记
者从天投集团获悉，2019 年 4 月份
将实现钢结构桁架封顶，5 月份全
面移交精装修。照节点计划，春节前
我们将完成局部地上二层底板浇
筑，2019 年 4 月份实现钢结构桁架
封顶，5月份全面移交精装修。

据介绍，该项目将建设全国最
大的主会场（约10000平方米，可承
载 5500 人）及配套大宴会厅（约
5500平方米，可承载3000人），另有
中小型会议场所20余个，总面积约
8000平方米，满足“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论坛、G20、APEC 等大型国事
活动服务能力使用需要，填补中西
部地区大型国家级综合会议服务空
白。同时，这个项目还将与西博城一
期共同组成目前全国最大的会展综
合体，对天府新区加快打造国际会
展中心，助力成都更好发挥“五中心
一枢纽”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成为

“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

2月24日，站在天府新区规划
厅外的大平台上，望着兴隆湖波光
粼粼的湖面，马来西亚《光华日报》
新闻编辑主任张瀚中难耐激动之
情，拿出手机对着眼前的美景频频
按下快门。“没想到能在成都看到
这么美、这么大的湖，感觉空气也
十分清新，让人心旷神怡。”张瀚中
感叹。

当日，2019“行走中国·海外华
文媒体聚焦四川”活动走进天府新
区。来自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等 9 个
国家和地区近50家海外华文媒体
来到这片土地感受“开窗见田、推
门见绿”的公园城市建设新脉动。

一行人纷纷对天府新区点赞。

“许多老城的城市规划观念已经陈
旧，但天府新区这种科学的规划却
让我们耳目一新。”泰国《中华日
报》编辑郑升辉笑着告诉记者，天
府新区的规划与建设让自己印象
深刻，来到这里之后，他才知道为
什么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

在印度尼西亚《商报》编委副
主席孙继飞看来，天府新区公园城
市的建设理念十分超前。他一边呼
吸着新鲜的空气，一边称赞道，“天
府新区经济好、气候好、人文环境
好，发展前景广阔，作为海外华媒，
我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来进行深
度报道，在印度尼西亚传播这种先
进的城市建设理念。”
天府之声记者 杨燕礼 摄影报道

近日，天投科技公司与成都产
业集团控股子公司成都市大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按照4：6比例出资
组建成都超算中心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并行化软件

系统研发；高性能计算机服务等。
该公司将抢抓E级（每秒可进行百

亿亿次数学运算）超算投入应用的
窗口期，努力在成都建立全球第一
的新一代西部超级计算中心，助力
成都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金

融中心极核地位。目前，项目建设
规模研讨、选址及运管模式等工
作正有序推进，预计 2020 年 6 月
试运行。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新区摘得首个国家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项

西博城荣获鲁班奖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是一项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指导、中国建筑业协会实施评选的奖项，是中国建筑行业
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该奖项于1987年设立，至今已经有30
多年的历史。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每两年评选一
次，每次获奖工程数额不超过240项。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新闻链接：

近50家海外华媒代表走进天府新区

新区规划让我们耳目一新

成都超算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打造新一代西部超级计算中心

华阳中学
努力奔跑

做新时代追梦人

2 月 21 日上午，成都市华阳
中学全体师生 4500 余人齐聚运
动场，举行了以“追梦 2019，我
和我的祖国一起出发”为主题
的 2018-2019 学年度下期开学
典礼。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华阳
中学升起了新学年的第一面五星
红旗，典礼庄严有序地拉开帷幕。
华阳中学校长祝长水在致辞中谈
到，希望全体师生做一个善梦者，
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在加
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在增长知
识见识上下功夫，在培养奋斗精
神上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
下功夫，在华中积蓄力量，让梦想
不再流浪。

随后，学校各年级学生代表
带来了诗歌朗诵《我和我的祖
国》。雄壮的朗诵声，坚毅的眼神，
无不透露出学子们对祖国的热爱
和对未来奋斗的激情。

天府七中
校长擂鼓

开启新学期新篇章

2月21日，迎着和煦的阳光，
天府七中举行了以“努力奔跑天
七人，追梦奋进新学期”为主题开
学典礼。

典礼上，《带你去天七》的小
演员们和初一 16 班的全体同学
现场再度重演 MV 情景，燃爆全
场。有意思的是，在典礼即将结
束的时候，天府七中校长陈刚登
上主席台，擂响了新学期的战
鼓。起初，他只是用力擂鼓，伴随
着充满激情的背景音乐，他不由
自主地跳跃起来，像孩子一样完
全沉浸在新学期开始的欢乐中。
他的表现，调动了现场师生们的
热情，大家也欢呼雀跃起来。伴
随着雄壮的战鼓声，天府七中学
子们喊着班级口号，依此跑步迈
向崭新篇章。

天府五小
民乐演出

抒发师生爱国志向

2 月 21 日上午，天府五小全
体师生在室内篮球场隆重举行了
2019年春季开学典礼。

中国民乐是华夏民族的瑰
宝，本次开学典礼以一曲民乐合
奏大气开场。由不同年级学生组
成的民乐团小乐手们，以饱满的
热情为现场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
的民乐视听盛宴。

随后，一小的孩子们还带来
了爵士舞、抖空竹、手风琴等节目
表演。抖空竹是中国传统文化苑
中一株灿烂的花朵，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在孩子们娴熟地操
作下，空竹上下翻飞，作出各种花
式动作。《快乐花样空竹》带大家
领略了空竹的奇妙，精彩的技艺
让孩子们大呼过瘾。

最后，五小教师以一曲《我的
祖国》深情演唱，为本次开学典礼
画下了完美句号。

天府三幼
时光印记

展示校园美好瞬间

在天府新区第三幼儿园，一
张张精美照片组成的时光印记走
廊吸引了家长和萌娃们的注意。
照片上，记录着校园、班级的变
化，记录着孩子们在幼儿园里的
许多精彩瞬间，大家一起回顾过
去，共同展望新学期。

看着一个个萌娃们走进教
室，老师们主动上前，给他们一个
暖暖的拥抱。开学典礼上，中一班
的小小升旗手们精神昂扬、热情
洋溢，举着国旗缓缓前进，伴随着
庄严的国歌声，升起了新学期第
一面国旗。随后，老师、家长和小
朋友们带来了情景剧《学习雷锋
好榜样》表演，与孩子们共同学习
雷锋精神，培养良好品格。歌曲演
唱、诗歌朗诵、舞蹈演出，老师、家
长和萌娃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
时光。

天府之声记者 夏寒

开学了！新区中小学、幼儿园陆续举行开学典礼

校长登台
擂响新学期战鼓
近日，新区中小学、幼儿园陆续举行开学典礼，正式

宣告崭新一学期的开始。天府之声记者走进多个学校、
幼儿园，带领大家感受新学期、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