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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奋力建设新时代公园城市

据尤晓勇介绍，项目 2018年10月1日全面开工建设；
2018年12月5日，地下室第一块底板顺利浇筑完成；2019
年1月7日，地下室底板浇筑全面完成；2019年6月30日，
主体结构正式封顶；2019年12月31日，主体工程完成，历
时457天。

项目累计完成37万方土方清底，足以填满200个标准
泳池；打下2324根预应力管桩，累加高度堪比3座珠穆朗
玛峰；浇筑混凝土10万方，能堆成9座乐山大佛；使用钢材
2.1万吨，可够再建3个埃菲尔铁塔。

面对工期紧、施工难度大的实际情况，400多个日日夜
夜，项目团队和一线工友们冬战严寒、夏斗酷暑，始终坚守
在各自岗位上。同时通过全过程BIM应用、智慧工地管理
系统、CADWORK三维建模软件、“分段地面拼装+高空
对接+累积滑移”施工方法、数字化机电集中加工、大批量
采用GRC板安装等技术手段，不断缩短施工工期。

中建三局项目执行经理武雄飞介绍，为确保工期，项
目以“争先天府新区·建功一带一路”为主题，开展“六比一
创”劳动竞赛，紧抓生产黄金期，签下“军令状”，合理调配
劳动力资源，精心部署，科学组织施工，最终取得了20天
完成2.8万平米办公、生活区和施工现场临设布置，30天完
成6万平米超大面积底板混凝土浇筑，提前10天完成会议
厅、宴会厅63米大跨度钢桁架结构高空吊装的优异成绩。
项目以建标杆工程、创过程精品为目标，建立全过程质量
管理体系，严格落实质量管理责任，实现精细化管理，确保
优质化履约，是一个以工匠精神体现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
的建筑精品力作。

“截至目前，项目屋面工程、前厅钢结构、二次结构、
机电及设备安装、幕墙工程、胶合木工程、景观工程等已
基本完成，下一步将进入装饰装修阶段。”中建三局国会
项目生产经理李敬明介绍。项目还邀请曾主持杭州 G20
主会场设计的团队对本项目进行装修设计，形成以“世界
水准、大国风范、川蜀特色、成都元素”为理念的室内精装
修概念设计方案，并将按照该方案进行装修施工，预计
2020年内建成投用。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学
华西天府医院项目住院楼顺利封
顶。自此，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项
目科教行政楼、特需医疗楼、综合门
诊医技大楼、住院楼等主要楼栋全
部完成封顶。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位于成
都科学城，毗邻天府总部商务区，具
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辐射带动作
用。项目总投资额约 40 亿元，总建
筑面积约26.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18.1万平方米，地下8万平方米。医
院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设
置床位 1200 张、2000 个停车位、14
个医疗中心、68 间手术室，医技楼
屋顶设有停机坪，且与地铁一号线
科学城站无缝接驳，周边道路环绕，

交通便利，旨在打造为国内领先、国
际先进的医学中心。

该项目的代理业主方成都天
投集团建设公司管理工程师唐开
普介绍，项目于 2016 年完成选址，
同年 9 月启动全球的方案征集，当
时共有来自全球的 15 家设计单位
递交设计方案，最终择优评选出兼
具生态、智慧、人性化的的方案。项
目于 2018 年 4 月开工，目前，项目
行政楼主体结构封顶，二次结构完
成95%，机电安装完成85%，装饰工
作完成 40%。特需医疗楼主体结构
结构封顶，二次结构完成 60%。门
诊医技大楼主体结构封顶，二次结
构完成 65%。住院大楼完成主体结
构封顶，地下室及裙楼主体结构施

工完成95%。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住院楼

地下1层（局部2层），地上10层。单
层建筑面积达4700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住院楼能容纳
约800张床位，建成后将提供内科、
外科、妇产科等全科住院医疗服务。

“医院最讲究的就是效率，我们
这个住院楼的物流系统就反复优化
过”，唐开普介绍，住院楼大楼采用
箱式物流、气动物流、垃圾被服回收
等多物流系统联动，运输种类互补、
重量与速度兼顾，真正实现了药品、
样本及被服等全路径自动运输，大
大提高了住院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2019年12月5日上午，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与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

举行了华西天府医院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代表国家医疗水平的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与作为国家级新区一
员的天府新区共同携手，承担起国
家赋予的使命。双方将携手将华西
天府医院建设成为国际化、现代化、
精细化、标准化、智慧化的高质量医
疗体。

按照项目建设计划，预计医院
整体于202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届
时将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现
代化医院。天府新区将以四川大学
华西天府医院的建设和运行为抓
手，围绕医疗健康全产业链作文章，
积极构建集“防、治、康、养”四位一
体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主体完工
预计今年内投入使用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项目住院楼顺利封顶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省市重省市重
点工程点工程、、天府新区标志性建筑天府新区标志性建筑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在—天府国际会议中心项目在
历经十多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历经十多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
后后，，顺利实现主体工程完工顺利实现主体工程完工。。项目项目
即将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即将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预计
20202020年内投入使用年内投入使用。。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项
目，又称“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二期”，位于天府新区中央
商务区，占地面积约165亩，
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36亿元，建设内容
包括会议中心、酒店、商业及
办公用房等，是推动新区加
快形成“一中心三城”的功能
布局、助力成都“三城三都”建
设的重大项目和有力举措。项
目由万科集团和成都天投集
团共同打造，天万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负责投资开发建设，中
建三局施工建设。

据介绍，该项目拥有 1
个约 10000 平方米（可承载
5500 人）和 1 个约 5500 平方
米（可承载 3000 人）的大会
议厅，另有中小型会议场所
20余个，总面积约8000平方
米。建设完成后，将与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共同组成中西
部最大的集会议、展览、餐
饮、酒店、商务配套为一体的
会议会展综合体，具备满足
大型国际商务会议、国家级
国事活动整体接待和服务能
力。未来，项目对天府新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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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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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具备大型国际商务会议、国家级国事活动整体
接待和服务能力，预留国家主场外交活动承载地”的项目
定位，2017 年 11 月，新区启动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建筑设
计方案全球征集工作，吸引了 6 家国际知名设计机构参
与征集。

2018年3月，经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中国科学院
院士常青等7名专家组成的评审团经过严格评审，优中选
优，最终确定了由国际知名设计大师汤桦设计的“构建安
静的水平线——‘天府之檐’”设计方案。

期间，新区还邀请国内色彩、声光、竹文化、竹种植、景
观等近20名专家，以及汤桦建筑设计事务所等近10家国
内外知名设计机构参与项目设计，高起点高标准全方位打
造国际一流商务会议中心。

在建筑设计上，通过构建一段极致安静的水平线，向成
都平原致敬。建筑沿秦皇湖东侧展开，建构了一条长达430
米、水平延伸的超尺度空间，同时与CBD中心一带一路大
厦，形成“横纵”的鲜明对比，重新定义天府新区横纵坐标。

特别是前厅木结构檐廊高24 米，柱跨宽16 米，为钢木
混合结构长廊，借鉴传统建筑中抬梁式木结构、明堂、制式等
设计理念和元素，采用抬梁式构架，端头出挑，展露木结构榫
卯构件，再现中国传统建筑精髓。“这也是‘天府之檐’这个名
字的由来，天府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天府新区，一层是天府
之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工程建设总指挥尤晓勇介绍。

在景观设计上，以天府大美风貌为原型，引入川西林
盘、锦江水韵、成都院子、成都坝子等地理人文风光意境，
用“造园借景”的手法塑造相互交融的空间特质。

在文化表达上，突出成都地域文化特征，从时间维度
深入挖掘川蜀特色、成都元素，同时深度提炼天府“三九
大”文化、金沙古蜀文化、藏羌彝民族文化和蜀绣、竹、木、
芙蓉等文化，并运用“文化+科技”的方式进行展现，体现巴
蜀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科技感、时尚感。

尤晓勇说，项目规划设计之初，天万公司就保持一颗
“初心”，在设计上集合艺术、文化、功能为一体，打造展示
成都精神、彰显历史文化、体现时代特色的国际会议会展
标志性建筑。

“一开始，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奔着‘鲁班奖’去的，”尤晓
勇介绍，为了抓项目质量，整个项目部都在跟材料、工艺、设
计等“较劲”。

拿最大的亮点“天府之檐”来说，该钢木混合结构檐，高
约24米，总计长达约430米，胶合木用量超过4500立方米，
为亚洲最大单体木结构建筑。为了将设计师的理念完全实
现，项目部辗转了全国10余个胶合木工厂，考察100余种胶
合木，最终远赴黑龙江漠河，在零下25度的天气下，寻找到
最为合适的胶合木材料。“这个胶合木的用量超过了全国绝
大部分供应商在限定时间内的供应能力，我们的项目团队
走遍全国，访遍业界专业大拿，最终只有两家可以满足我们
的需求，一家在苏州，一家就在漠河。2018年12月17日，漠
河当天零下35度，我们的团队在大兴安岭神州北极木业有
限公司的厂房现场踏勘。”尤晓勇回忆。此外，为精选竹子的
品种，学习种植经验，项目部多次拜访成都望江公园，确定
竹子种类10余种。

此外，项目按照公园城市建设理念，以创建“四川省绿
色施工示范工地”为目标，将绿色环保理念在施工中发挥到
极致，致力打造全周期绿色建筑、人文建筑。

“我们将绿色施工管理模式贯穿始终，”尤晓勇介绍，项
目通过利用混凝土废渣制作隔墙板，废钢筋制作成基础马
凳、管线支架、焊机笼，用废模板制作踢脚板及硬质封闭等，将
资源利用最大化；设置循环用水利用系统，将雨水、污水过滤、
沉淀用于混凝土养护、道路降尘；采用低压雷达感应LED节
能灯临时照明，仅此一项每年可省电1.4万千瓦时，相当于节
约5吨标准煤……项目先后获得四川省绿色科技示范工程、
四川省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立项。

在项目部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如今，这个项目有了诸
多标签：全国最大的单体会议中心、全国最长连续瓦屋面建
筑、亚洲最大单体木结构建筑、国内最长连续瓦屋面、大跨
度超大重载钢桁架屋面、中西部最大GRC单元式建筑、无
框无肋超大结构玻璃……“我们的加班、辛苦，都值了，”胶
合木施工木工师傅黄涛说：“我的木工手艺在这个项目上有
了用武之地，看到传统木工艺在这个建筑得以保留，我感到
骄傲。”

历时457天完成主体建设
预计2020年内可投入使用

与项目每一个细节较劲
争创“鲁班奖”

致敬成都平原
“天府之檐”成设计亮点

将现中西部
最大会展会议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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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完工的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初显魅力

项目主要楼栋已全部完成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