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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 84.5 亿元

净资产 139 亿元

资产总额 345 亿元

 

获金融机构授信 400 亿元

累计到位融资 345 亿元

截至2015年6月

集团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428.4 亿元

平均每天完成投资约6000万元

崇严尚实    创新奋进

肩负光荣使命  缔造一流企业

书写天府历史  开启新区篇章

累计完成项目投资428.4亿元

2013年12月底 

94.7亿元

2014年12月底

286.4亿元

2015年6月底  

428.4亿元



2011

4月  

6月  

“三纵一横”项目开工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

2015
2014

2012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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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11月  四川省政府批复原则同意《四川省成都

　　   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

12月  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启动仪式举行

4月  

5月  

6月  

6月  

7月  

7月  

7月  

红星路南延线一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成都天府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成都天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

天府中央公园全面开建

兴隆湖环湖景观带一期开工

天新创新中心二期开工

新兴工业园标准厂房项目开工

2月    

4月    

4月    

4月    

6月    

7月    

8月    

10月  

10月  

12月  

12月  

12月  

天府大道南延线一期、二期综合提升项目开工

集团工会正式成立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成都天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开工建设

兴隆湖立交桥开工建设

天府创新中心一期开工建设

兴隆湖顺利实现试蓄水

直管区首批安置房项目开工

锦江生态带整治项目一期无障碍段河道水工基本完成

“三纵一横”项目形成通车能力

货运通道形成通车能力

2013

7月    

8月    

11月  

11月  

12月  

12月  

12月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兴隆湖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正式动工

天府新区货运通道、天府大道南延线三期正式开工

成都天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

集团党委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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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读李

商隐的诗，难免叹逝者如斯。这两年来，追着时间

快跑的天投集团员工，相信更是感触良多。在过去

的两年里，成都天投集团迅速成长：项目建设快速

推进，业务布局逐次展开，管控体系初步建立，管

理制度日益完善，班子建设与党建水平不断提高，

具有天投特色的企业文化开始萌芽，产融结合的现

代企业集团初步成型。短短两年，我们已成长为天

府新区当之无愧的“首位”企业。

两年来，集团“建设先锋”作用凸现，新区项

目建设飞速推进。集团开工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生态项目、公建配套项目 84个，总投资超

1100亿元；“三纵一横”、兴隆湖、锦江生态带整

治等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快速建成，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428亿元，远超市级同类平台公司，创造了新常

态下的新区建设速度。

两年来，集团“融资平台”功效显著，资金保

障平稳充实。首先，集团获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中信、民生等银行金融机构授信近400亿元，累

计到位融资345亿元；其次，集团通过股权融资、债

权计划等方式，创新筹融资手段，广泛拓宽了融资

渠道；第三，根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特点，集团

创造了 “适时支付与还款” 灵活机制，节约资金成

本，随时优化资金结构；第四，组建了小额担保公

司、天府创新基金公司，成立了天创基金，奠定了

集团金融板块基础。目前，集团注册资本金84.5亿

元，净资产139亿元，资产总额已达415亿元。

两年来，集团经营类业务向纵深拓展，“产

业龙头”引领作用初显。房地产开发业务健康起

步，“人才公寓”一鸣惊人；商砼实业顺利投产，

主导直管区工业增加值指标；担保、基金公司成

立，高端金融服务板块启航；直管区公交融合实质

性完成，创新中心等一批产业载体项目临近竣工，

创新创业基金即将投入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集团

在新区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

两年来，集团争当新区惠民抓手，实实在在

注重民生。在推进项目建设同时，集团创造了一万

余个民工就业岗位，修建了通济桥、伏龙桥等大批

民生工程，积极参与新区“精准扶贫”等工作，认

真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保障和改善新区民

生做出了积极贡献。

两年来，集团内部建设进一步深化，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内控

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明晰，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干

部职工队伍能力素质和整体绩效进一步提升，工程

管理水平日渐提高，财务管理日趋精细，各项生产

经营管理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两年来，集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

得实效，“廉洁天投”建设深入推进。集团把教育

实践活动与推进发展、依法治企等工作紧密结合，

聚焦“四风”问题，转作风、促建设、促发展；同

时，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得到认真贯彻落

创新奋进  当好新区建设“拓荒牛”

集团荣誉　Group Honors

实，“检企共建”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显著，

敢于担当、创业奉献、风清气正的企业文化生态逐

步形成。

短短两年时间，天投集团从一家30余人的建

设类平台公司发展成为区域内跨多行业的现代企业

集团！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集团全体员工夙夜匪

懈，逐电追风，实现了阶段性的跨越发展！两年

来，集团先后获得“四川省优秀基层党组织”、

“成都市模范单位”、“成都市安全生产先进集

体”等10余项荣誉称号。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的结果，是社会各界

关心、理解和支持的结果，是集团广大干部职工不

畏艰辛、奋勇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天投集

团，向关心和爱护集团的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尤

其是每一位集团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

崇高的敬意！

成绩属于过去，努力方能成就未来。随着天

府新区晋升为国家级新区，集团各项工作迈上新起

点，踏上新征程，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争做创新奋进的新区

“拓荒牛”，为集团奋力建设“四化同步”、“四

态合一”的国际化现代新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董事长

党风廉政建设　The Promotion of an Ethical Party and Goverment 44 / 45



■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到天府新区实地调研

■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视察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

领导关怀

Leaders' Support

两年来，成都天府新区的建设得到中央、省、市各级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央、省、市领导多次莅临视察和指

导，对天府新区的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并对天府

新区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

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激励着集团全体干部职工，艰苦

创业、开拓创新、克难而上，全力争当天府新区“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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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实地调研

      天府新区生态文明建设

■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调研天府创新中心建设 ■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调研天府新区重大项目

■  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调研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 ■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杨林兴检查项目现场安全

■  成都市委常委、 党工委书记刘仆

      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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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0日，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两年

来，成都天投集团牢记打造西部开放高地的历史使命，紧紧围绕“

”的功能定位，发扬“拓荒

牛”精神，开拓创新、艰苦创业，现在集团拥有员工400余名，12个内设

机构、下属7个二级全资子公司，2个二级参股子公司，1个三级全资子公

司，2个三级控股子公司，4个三级参股子公司。

业务范围从单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

开发、城市综合运营、产业引导投资、金融服务等行业。每年完成投融资

总额不断跃上新台阶。

2013年以来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截至2015年6月底，公

司注册资本84.5亿元，资产总额 ；2015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同比增长62.8%，2013年、2014年 投资规模在成都

市属国有企业中拔得头筹。

融资平

台、建设先锋、产业龙头、惠民抓手

428.4亿元

415亿元

连续两年

集团简介

Group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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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董事长李云检查项目防汛工作

■  集团党委书记李功检查项目建设情况

■  集团总经理钟红卫调研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



集团架构

Group Structure

综合管理部

财务金融部

人力资源部

党群工作部

纪检监察部

审计部

企划发展部

总工办

土地事务部

安全质量管理部

西博城项目部

董 事 会

监事会

党  委

纪  委

总经理 副总经理出资人

集团工会

集团团委

群团组织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全资)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

成都天府新区规划设计院(全资)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全资)

成都天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资)

成都天府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

成都天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全资)

成都天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嘉诚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控股)

成都天投中油能源有限公司(控股)

成都佳合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参股)

中水电成都天府新区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参股)

中建蓉成建材成都有限公司(参股)

中冶蓉兴建材成都有限公司(参股)

成都天府新区华天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参股)

中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参股)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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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何夕华调研项目现场 ■ 集团副总经理樊永宏调研天府创新中心项目建设情况 ■ 集团副总经理王韧峰检查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建设进度

■ 集团副总经理彭继咸检查标准化厂房项目建设情况 ■ 集团总经济师成大华检查天府创客现场建设情况

“三总师”

职能部门

合约管理部



主营业务

Mai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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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直管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公建配套；政府性、公益性项目代建等。建设内容

主要包含城市主干道路建设、片区区域路网建设、市政道路的改扩建、市政公园及湿地建

设、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河道生态整治等。

主要包括商品住宅、商业地产、旅游地产、养老地产、城市综合体等开发；新区保障房

代建；资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等，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商的高品质地产项目，为新区集聚

高端人才建造美好家园。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房产开发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科技产业培育

主要包括培育科技产业发展，推动天府新区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打造科技创新创意投入和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主体。坚持以创新为

核心，以建设高端产业聚集区为目标，探索新的体制机制，做好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服务保

障，按照“产业引导、产融结合”原则进行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管理。

CDTT / 14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主要包括提供直管区内金融保障服务，参与直管区内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组建和运

营，做好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协调服务，探索创新融资建设、股权融资、合资合作经营等

融资方式。参与新区的区域金融战略合作；筹建融资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为区内中小

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构建直管区金融要素市场。

Financial Services
金融服务

主要包括直管区燃气、供排水及污水处理等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融资及运营管理；地下管

网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加油、加气站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商混站、沥青拌合站的投

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直管区范围内其他相关特许经营服务项目；其他对外合资合作项目的投

资和运营管理等。

City Operation
城市运营



CHENGDU

TIAN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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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集团相继承担了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成都科学城、

天府大道、货运通道、锦江生态带、新区安置房等80余个项目的建设

任务。目前，“三纵一横”、货运通道等骨干道路全线贯通。成都科

学城和秦皇寺中央商务区的片区道路广州路、杭州路、宁波路、福州

路、通州路、汉州路、厦门路、南宁路、广西路、海南路、海口路全

面开工建设，兴隆湖立交即将建成通车。兴隆湖湖区初步呈现景观效

果，滨湖景观步道基本完成，环湖路达到通车条件；锦江生态带（一

期）无障碍段河道水工、滨江路、景观示范段基本完成；中国西部国

际展览中心完成主骨架施工；创新中心企业总部完成总工作量75%，

部分楼栋完成主体结构验收，进入装修施工。

项目建设

Project Construction



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用地选址在天府新区秦皇寺中央商务区，位于天府中央公

园及蜀州路以东、铁路货运外绕线以北，距市中心天府广场26公里，占地约1000亩，

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作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永久会址、大型会展主办

场地和高端商务活动平台，在立足专业化、突出国际化，整体规划，分期推进的同时，

坚持先进性和前瞻性设计为理念，打造成为国际商品展览展示交易、国际会议和国际商

务“三大”中心，推动四川成为中国会展经济新的增长极。

作为成都天府新区核心项目的国际展览中心，是国际领先、国内一流，具有现代

会展功能、区域支撑功能、现代服务业创新功能和西部及四川形象展示功能的大型项

目。新区将展览中心与相邻的立体交通、酒店、写字楼、商业等配套服务设施统筹规

划、同步建设，形成配套完善、产城一体、宜商宜业宜居的会展功能区。

West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中国西部国际展览中心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展览面积达 平方米，是省市重点

项目、天府新区一号工程、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会永久会址，将成为国际领先、

国内一流、中国 的国际化、

现代化展览中心。

30万

西部第一

CDTT / 19CDTT / 18

广场效果图



Tianfu 
Innovation Core
天府创新中心

天府创新中心是以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互联网技术等为支撑的现代企

业园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该项目包含企业总部园区、财富中

心、电子商务中心、天府创客产业孵化器。企业总部园区是天府创新中心的首

发区和核心区，为科技研发、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提供高品质绿色生态

的临湖总部办公场所。财富中心将重点吸引金融服务机构、跨国金融企业、高

端科技研发企业等入驻。电子商务中心和天府创客产业孵化器将重点引进游戏

开发运营、电商平台运营、软件系统开发、数据分析、专业咨询等产业。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天府创新中心项目建成后可

容纳 企业入驻，

就业人数超 。

400–500家

5万人

CDTT / 21CDTT / 20

效果图



兴隆湖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的兴隆镇、正兴

镇境内，天府大道百里中轴线东侧，鹿溪河中下游。是一项集水源工程、湖区

景观工程、泄洪道及湿地基础建设工程、湖区水生态系统构建工程、25米环湖

市政道路工程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生态治理项目。

兴隆湖项目建成后不但能显著增加环境的湿度和减少地表湿度的光幅射，

对净化空气、改善地区生态环境、调整局地小气候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

也可提升城市品质、美化城市景观，优化生态本底，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Xinglong Lake Ecological 
Water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roject
兴隆湖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兴隆湖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水面

相当于 标准足球场面积的总和。

面积达 ，4500亩

4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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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生态带综合整治项目起于华牧路，止于成昆铁路货运外绕线，总长度

约10.8公里，规划面积约7平方公里。锦江生态带将规划建设22公里滨江路和

多座跨江桥梁，在加强锦江两岸交通联系的同时，形成“一桥一景”的滨水景

观。为增强市民的参与性，锦江两侧布局生态绿地和滨江步道环线，10余种滨

江驳岸有机组合，将功能性和景观性相融合，滨江景观与市民休闲活动有机统

一，营造出一个亲水宜人，层次丰富地滨水空间。

以兴隆湖、锦江生态带、中央公园项目为先导的 生

态项目，总投资 。

10个

19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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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jiang 
Ecological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Project
锦江生态带综合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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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中央公园

Tianfu Central Park

天府中央公园项目地处天府新区核心区，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一

期建设面积约1.17平方公里，设计有秦皇湖、蜀州湾、正兴溪等水系，建

设内容包括游客中心、广场、水体工程、景观堰、地下停车场、绿化及道

路等。项目二期包括水利工程、湖区生态工程、景观园林、配套服务建筑

等，计划于2015年底前开工建设。

鸟瞰图

湖区效果图

水系效果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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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纵一横" 项目

“三纵一横”是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确定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作为天府新区最重要的骨架路网，项目由天府大道、梓州大道、剑南大道

和武汉路4条道路组成“卅”字形互通道路，连接成都市区，向南直通成都第

二绕城高速。

道路总长度 ，沿线包括 全互通立交桥、

跨线桥及下穿隧道，总投资 ，共分两期建设。

82.6公里 20余座

252亿元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
and a Horizontal" Project

Three Ver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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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州大道 ■  天府大道 ■  剑南大道

■  武汉路■  武汉路（正兴立交段）



目前货运通道项目直管区段全线已形成通车能力，在全

市涉及区县中 通车。率先实现

货运通道在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内道路总长度约37公里，项目起于龙泉

驿区车城大道，止于双流界域。建成后的货运通道作为天府新区规划的主干

路网，同时也是四川省大件运输货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货运通道途经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13个镇街中的8个，横跨成渝客专、

成自泸高速、红星路南延线(梓州大道)、天府大道南延线等多条交通要道，

通车后不仅将串联起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中央商务区、成都科学城和周边已

有路网，也将成为连接天府新区多个产城功能区的交通动脉，对于构建天府

新区高标准基础设施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货运通道项目

Freight Passage Project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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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湖立交桥项目位于天府新区直管区正兴镇境内，占

地192.9亩，包括天府大道主线上跨铁路货运外绕线桥、广

州路跨线桥、天府大道与广州路互通转换闸道及交安设施等

附属配套工程,是天府大道这一百里城市中轴上的重要的跨越

市政道路及铁路的枢纽立交，也是天府大道、广州路两条快

速通道之间重要的转换节点。

兴隆湖立交桥项目

Xinglong 
Lake Flyover Project

兴隆湖立交桥为 全互通立交，是集交

通性、景观性于一体的大型交通枢纽转换节点，是天

府大道上的 。

三层苜蓿叶式

最美中国结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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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茶立交

Tianfu Road Network 
Construction
天府新区骨架路网建设

通过构建便捷的快速路网系统、提升路网密度、保障节点畅通，加强新区

与中心城及周边地区的道路贯通，为新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近期实施道路主要为博览城区域路网、中央公园周边路网、兴隆湖周边道

路等项目。截止目前，剑南大道、梓州大道等11条道路已建成并具备通车能力

（长度141公里），蜀州路、汉州路等其余62条正在抓紧推进，预计今年年底

前新区骨架路网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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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路

■  武汉路

■  山东路

■  南宁路

■  沈阳路

■  浙江路 ■  福州路

■  杭州路

■  青岛路

■  兴隆湖环湖道路

■  广州路

自新区成立以来，建设以“三纵一横”为代表的道路基

础设施，其中道路 ，长 ，总投资

，已完成投资 。

73条 230公里 598亿

元 354亿元



伏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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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济桥华阳中学改扩建

鹤林安置房

民生工程

Livelihood Projects

集团是党工委、管委会领导下的唯一市属大型国有企业，是新区开发建设

的惠民抓手。两年来，我们时刻不忘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坚决贯彻落实党工

委、管委会的安排部署，先后承担了公交融合、园区物业服务、占道停车收

费、安置房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打造产业载体等多项民生工作任务。

鹿溪安置房  天府新区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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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大道东段

滨河绿带河道整治

民生工程

Livelihood Projects

华府大道综合提升整治、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新增

项目等4个项目顺利完工，其中华府大道综合提升

整治工程于2014年6月30日全线通车，较原计划

提前1个月。

集团努力做好园区物业服务、占道停车收

费、绿化环卫、道路管护等各项工作。现

已接收华阳城区49个停车场、3600余个

车位的管理和收费工作，华阳城区初步呈

现整洁、规范的道路交通环境。

戛纳水幕电影广场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城市管理

City 
Management



2015年1-6月，累计生产水泥混凝土

，直接拉动直管区工业增

加值增速 ，使直管区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实现 。

25.7万方

16%

由负转正

民生工程

Livelihood 
Projects

顺利完成直管区公交融合运营及移交，

托管期内营运里程 公里、运客 人次。762万 1783万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公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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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

Industrial Project

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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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厂房效果图

标准厂房鸟瞰图

产业项目

Industrial 
Project

项目占地面积约 ，建筑面

积约 平米。主要适用于智能

制造、节能环保、航空与燃机、新

能源汽车及部件类企业入驻。

125亩

10万

项目占地170亩，建筑面积7万平（含厂

房、商混站及配套用房），分两期建设，助

力新区产业升级，开启建筑工业化新篇章。

项目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距离城市中

心“天府广场”约30公里。项目占地约84

亩，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包含企业总部

办公、商务写字楼、会议中心，商务酒店及

配套公寓和商业。建成后可为50-200家企业

提供办公场所，可容纳近万人办公。

成都绿色产业园鸟瞰图

天府创新中心二期效果图

新兴工业园标准厂房
中建科技成都绿色建筑产业园

天府创新中心二期



■  “三严三实”专题讲座

党的建设

■  “七·一”表彰 ■  “廉洁工程”共建

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的同时，集团党委充分发挥政治核

心作用，集团领导班子形成了依法治企、规范管理共识，专

门制定了党建和日常管理工作制度，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的要求，强力推进“廉洁天投”建设，优化用人机制和监

督体系，“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意识深入人心，打造出

一支作风过硬、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

党风廉政建设

The Promotion 
of an Ethical Party 
and Gov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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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  党群活动中心

廉政建设

■  劳动竞赛

■  青年突击队

■  2014年度绩效考核暨述职述廉述责大会

■  “廉洁工程”共建

集团

实”专题教育活动实现常态化，把教育活动与深化改革、依

法治企等工作紧密结合，转作风、促建设、促发展取得实质

性成果，职工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三严三

深入推进“廉洁天投”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两个责任”，规

范权力运行和约束监督工作推进有力，“检企共建”和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成效显著，敢于担当、创业奉献、风清气正的环境逐步形成。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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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成立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员工平均年龄不

到33岁。集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

作，创办《天投》内刊和官方网站，积极打造宣传载

体和阵地，在宣传中培育企业文化；创建党群活动中

心，以党建促企业文化建设；以服务职工为宗旨，积

极发挥工会凝聚作用；大力开展评先选优活动，激发

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组建兴趣小组，开门办活

动，大力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以人为本，做好群团妇

建工作，倡导温暖健康的企业文化。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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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前行，我自奋蹄。随着天府新区晋升为国家级新区，

新区建设重任在身，成都天投集团加快发展节拍，经营业务向

纵深拓展，各项工作迈上新起点。在集团的统筹领导下，7个

二级全资子公司竞相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新区规划设计院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天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天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主要经营范围为城

市配套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土地整理与开发，房

地产开发经营。

公司秉承“奋发有为，奋力拼搏，奋勇争先，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

“专业、精细、规范”的经营理念，拥有一支业务精、技术强、敢打硬仗的

队伍，全面致力于基础设施、公建配套及重大项目建设，为天府新区的快速

发展增砖添瓦。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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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天投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配套设施建设的投资、市政基础设施与环境治理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土地整理及

开发等业务，具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为四川省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公司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房地产业为核心，走多元化经营的发展思路，致

力于打造精品化的商品住宅、高端商务办公区和大型城市综合体等地产项目，塑造

“天投开发”地产品牌。同时，公司肩负服务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积极拓展占道

停车管理、物业服务、绿化环卫等各领域，积极为新区打造科技化、现代化、创新

型生态城区贡献卓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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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成都天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2月，

经营范围涉及城乡规划、市政工程、建筑工程、交通工

程、园林景观、环境工程等设计、方案编制、论证和研

究，以及勘察、测量和技术咨询服务等。

作为天府新区规划建设技术支撑和智力服务的重要载

体，天府规划设计院拥有一支涵盖规划领域各方面的专业

化、知识化、年轻化员工队伍，致力于打造最能彰显新区

特色的大型综合性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国际化的视野和理

念、高水平的职业素养、高效率的工作方式，塑造高品质

的企业文化，不断营造精品规划设计项目，为国家级新区

建设绘制最美丽的蓝图。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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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公司拥有一支以城市运营管理为核心业务

的专业化、年轻化员工队伍，以服务天府新区建设发展为己任，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

业化、规范化”经营管理的要求，确立了以市政、能源、交通、城市客运、地下管网为主的

发展格局，积极承担起新区综合基础设施“城市运营商”的角色，扎实推进天府新区城市运

营管理目标的实现。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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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公司立足于发展天府新

区科技产业，致力于天府新区园区建设、服务平台建设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把创新创业作为企业愿景，建设满足入驻企业需求的创新型园区，同时积极拓

展新的经营范围和业务方向。

成都天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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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属于国有全资的融资

担保机构。公司立足天府新区、幅射全域成都，以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作

模式，为区域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积极推

动区域内社会经济事业全面健康发展。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营管

理好、企业信誉好、产品效益好的企业，重点关注成长型、创业型、高新科

技型企业。

成都天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CHENGDU

TIANFU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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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创新股权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

公司是天投集团金融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府新区高端新兴产业

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运作和管理，从事投资管理及

相关咨询服务，孵化引导新区创新型企业发展。

成都天府
创新股权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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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奖，是社会各界的肯定；荣誉，是卓越品质的证明。

这不仅仅源于我们的专业态度，更来自集团持续不断的创新品

质。两年来集团先后获得：

Group Honors
集团荣誉

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四川省第七届劳动模范

成都市模范单位

2014年度成都市“安康杯”优胜单位

成都市2014年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成都市工人先锋号

成都市第三届成都好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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