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实
现两地物流一体化合作，形成资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增强纵深服
务能力，近期，天投产业公司与四

川泸州港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签
署了《无水港合作协议》。

该协议基于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管理委

员会与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都天府新区片区（直管）管理
局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框架下签
订。协议签署后，天府新区成都片
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将依托泸
州港的区位优势，利用区域通关
政策、便捷交通环境、现代信息手
段，支持天府新区建设成为内陆

“无水港”。同时，将探索建立直通
放行制度，采取“属地报关、口岸
验放”的区域通关模式，配合“产
地检验、口岸出单”和进出口货物

“口岸转检、属地报关”的查验模
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施检、一
证通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将
和泸州港互享政策，另外，本次合
作将实现港口延伸，将助力新区建
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新区携手泸州港

建设内陆“无水港”

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心
服务高质量高标准有爱心
该项目预计投资6亿元，2020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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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 CLPA（中国有限
合伙人联盟）中合会、CIO首投
网 、新 兴 投 资 大 学 主 办 的
EAIMC埃曼哲论坛夏季高峰会
——新兴创投领袖峰会+亚洲
基金论坛及亚洲基金盛典在北
京召开。天创投公司荣膺“CLPA
十周年LP100案例”名单榜。

CLPA是中国领先的基金投
资服务及外包平台，成立于2008
年。CLPA基于过往十年对基金
市场的长期跟踪研究，收集分析
专 项 调 研 问 卷 结 果 ，贯 穿

“LP-GP-IP”三大维度层级，对
投资基金产业全产业链进行展
示。此次CLPA中合会依照评选

数据积累、CLPA历年的调研、公
开数据和调研表回收四个维度
收集LP100案例，并通过独特管
理模式（商业模式）及亮点、管理
资金总额、已投GP基金数量/金
额、退出金额、收益率、可投资GP
金额、核心团队人数以及成立时间
七大标准综合衡量，历经为期一个
月对入围名单进行筛选及推荐。

本次入选“CLPA 十周年
LP100案例”是对天创投公司不
断探索市场化投资成果的肯定，
标志着天创投公司在国内的影
响力不断提高，已逐步发展成为
全国知名的基金投资机构。
潘允瞳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天创投公司

荣登“CLPA十周年LP100案例”榜单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天府
新区康养医学中心项目位于麓山
大道和成自泸高速交汇处，由天
投集团下属天投健康产业投资公
司与香港新风天域集团旗下成都
顾连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开
发，定位为高端康养医学项目，未
来将引入香港康复医学新技术和
理念，集医疗、康复、护理等功能
于一体，进而打造覆盖全年龄层
次、全康复需求、全服务形态的综
合性后急性期医疗服务体系。

香港新风天域集团董事长梁
锦松介绍，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
心项目将准备1100张床位，主要
以老人医疗为主，预计2020年底
建成投入使用。“天府新区、天投
集团很有效率，我们有信心两年
之内开业。我们希望，用国内最好
的人力资源，用国外的标准跟培
训，用含有爱心的服务，提供高质
量的老龄医疗服务。”梁锦松说。

既然是高端康养医学项目，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一定很贵呢？

梁锦松对此明确表示：“我们不
一定是最贵的，无论什么价格，
我们希望提供的服务都是高质
量、高标准和有爱心的，这是我
们集团的核心价值。目前，我们
在成都运营的机构都叫作可负
担的国际医疗。”

在梁锦松看来，要打造高质
量的康养医学项目，人才的培训
不可或缺。他希望，一方面能够通
过香港新风天域集团，把香港的
培训机构引入到四川来；另一方

面，“希望未来有机会在这里建立
自己的康养培训机构”。梁锦松分
析说：“目前，国内在康养板块的
人员缺口较大，特别是缺乏优秀
的人才，因此，我们希望不光为了
自己，也为了整个国家，能在康养
人员的培训和标准的提高方面做
一点贡献。”

据了解，天府新区康养医学
中心项目的建设，是天府新区全
面推进川港合作的重要内容，是
引进国际优质医疗资源落地新区

的示范性项目。“该项目将树立川
港合作标杆，建成立足新区、辐射
西南、国内领先的高端康养医学
中心，通过加快医疗健康产业的
落地发展，推动新区医疗健康事
业的发展，满足新区人民群众对
医疗卫生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以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天府新
区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打造
新兴增长极。”成都天投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
天府之声记者 张敬 摄影 王天志

日前，成都天投集团成功取
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双创债”接受注册通知书，成功
发行四川省首单公募“双创债”。

“双创债”全称为“创新创
业公司债券”，是指符合条件的
创新创业公司、创业投资公司，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
其他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发行
的公司债券。

据悉，2017 年，天府新区
成都党工委管委会下发《关于
推动成都天投集团做强做优做
大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鼓励成
都天投集团创新投融资机制，
加大对集团的主体培育，多元
化、多渠道拓宽融资方式。成都
天投集团敏锐把握成都开展

“双创债”创新试点契机，积极
推进“双创债”发行工作，加强
项目统筹策划，优化公司债务
结构，合理筛选“双创债”发行
品种，确保实现直接债权融资。

此次作为四川省首单公募
“双创债”的成功发行，标志着
成都天投集团凭借良好信用资
质在资本市场上亮相，得到了
投资者的广泛认可，树立了企
业品牌形象，提高了新区和集
团的知名度，为后续资本市场
融资奠定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成都天投集团将继
续按照“把握机遇、积极创新、做
强国企、坚守底线”的工作思路，
更加敏锐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和
资本市场窗口期机遇，更加积极
探索创新融资模式，进一步优化
资本结构，提升融资能力，力争
在资本市场实现纵深突破，在更
大市场范围配置资源，为新区建
设和集团发展提供多渠道、全方
位、高质量的资金。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成都天投集团

发行四川
首单公募“双创债”

上接01版 会上，四川省委
统战部、成都市委统战部和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以及致公
党成都市委会领导对致公党四
川天府新区成都支部的成立表
示热烈祝贺，并对支部建设发展
提出了明确要求，民建天府新区
支部和致公党成都市武侯区支
部主委分别代表天府新区民主
党派和致公党兄弟支部致贺词。

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致公
党四川省委副主委、成都市主
委罗霞，四川省委统战部党派
处处长夏鞍宁,成都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张世强，天府新区成
都党工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
长林锐等出席会议。致公党四
川省委机关各处室负责人，成
都市委统战部、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党工委、致公党成都市委
机关相关同志及部分致公党员
参加了成立大会。
天府之声记者柯娟摄影钟劼霓

紧接01版 希望通过双方的努
力，共同而且能够尽快地在成
都建立起一个涵盖文化、艺术、
体育赛事、博览这样一个关联
产业的国际化产业集聚区，也
让中国的市民能够有更多的机
会去享受意大利的文化，也让
意大利的文化能够传播到中
国，传播到中国西部。希望能以
本次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双方的探讨和合作，促进双方
在文化创意方面的交流。

倪飞在致辞中表示，这一
次西博会意大利是主宾国，意
大利的副总理也特意从意大利
过来，他是首次访问中国，对于
他来说这次访问成都是一次非
常愉快的经历，他觉得成都是一
个非常有活力、有历史也具有未
来发展前景的地方，双方的交
流，也代表了中意文化融合的一
个象征。中意的合作一定会越来
越好，希望中意双方能够形成更
新的合力，能够在中国有一个独
一无二的合作。也希望在论坛上
讨论的议题能够成为未来发展
的一些先锋项目，为未来做一个
非常好的示范。

在当天举行的中意文化创
新峰会上，华谊兄弟（天府）国
际艺术小镇、中意设计创新基
地天府新区镜像基地两个中方
项目，以及意大利美食主题公
园项目、意大利时尚小镇项目、
意大利电影影像和多媒体工业
协会项目、意大利健康项目等
一批具有意大利文化特色的项
目进行了专题推介。
天府之声记者柯娟张敬钟劼霓

据了解，RegenaBone个性化
再生骨是具有再生能力的骨移
植物，由 3D 打印的特殊材料支
架和病人自身干细胞组成。比起
现在市面上的骨移植物，Regen-
aBone再生骨具有极强的成骨及
愈合能力，病人移植后将长成

“自己的骨头”。且安全无排异，
可以填补任何位置和任何大小
的缺损。此外，RegenaBone 再生
骨支持个体化定制，精确契合病
人需要进行骨移植的部位，产品
生产成本低，周期短（可在收到
CT数据后4小时完成）。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骨
缺损患者高达 300 万人，这些患
者大部分需要个性化治疗解决
方案。RegenaBone再生骨适用于
填充植骨及支撑植骨，没有应用
范围限制。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不
存在已知同类产品，预计全球骨
移植市场规模在 2023 年将达到
超过100亿美元。

11 月 12 日-15 日，第七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生
物医药行业全国总决赛将在广
州举行，届时，成都衫柏瑞展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也将代表四川
赛区初创组企业前往参赛。朱
赟说：“从四川赛区初赛到决赛
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不少专
家 和 同 行 们 的 中 肯 意 见 和 建
议，目前已经有投资人主动与
我们进行了联系。希望在全国
行业总决赛中，我们能取得更
加亮眼的成绩。”

天府之声记者 夏寒

全国双创大赛四川赛区行业决赛新区企业荣获第一名

新型再生骨 可长成患者“自己的骨头”
近日近日，，由科技部由科技部、、财政部财政部、、教育部教育部、、国家网信办和全国国家网信办和全国

工商联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生工商联共同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生
物医药行业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并圆满落幕物医药行业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并圆满落幕。。在生物医药行在生物医药行
业初创组类别业初创组类别，，新区孵化企业成都衫柏瑞展医疗科技有限新区孵化企业成都衫柏瑞展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斩获四川赛区行业决赛第一名公司斩获四川赛区行业决赛第一名。。

据据了解了解，，成都衫柏瑞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都衫柏瑞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0172017年落年落
户天府新区户天府新区，，是一家专注于骨骼修复领域的初创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骨骼修复领域的初创公司，，创创
始团队包括国内外医学始团队包括国内外医学、、33DD打印领域知名专家打印领域知名专家。。公司目前公司目前
正在研发的正在研发的RegenaBoneRegenaBone再生骨产品可用于骨骼修复和软再生骨产品可用于骨骼修复和软
骨定制骨定制，，相比于传统骨移植供体相比于传统骨移植供体，，拥有安全拥有安全、、高效高效、、精确精确、、快快
捷等诸多优势捷等诸多优势。。据介绍据介绍，，公司也是全球极少数掌握公司也是全球极少数掌握RegenRegen--
aBoneaBone再生骨核心技术的公司之一再生骨核心技术的公司之一。。

99 月月 2121 日 下日 下
午午，，天府新区康养天府新区康养
医学中心项目举行医学中心项目举行
开工仪式开工仪式。。

作为四川作为四川、、香香
港合作落地成果之港合作落地成果之
一一，，该项目占该项目占地面地面
积积2828..88亩亩，，预计总投预计总投
资资66亿元亿元，，20202020年底年底
建成投入使用建成投入使用。。

据项目合作人朱赟博士介
绍，RegenaBone 再生骨的研发，
很大程度源于对目前骨移植手术
存在诸多缺陷的现实需求。

据朱赟介绍，从目前骨移植
市场的情况来看，移植骨供体主
要分为三种：自体骨、异体骨和人
工替代物。

从各自的特点来看，自体骨
是骨移植市场最广泛使用的方
式，但这种“挖东墙，补西墙”的方
法对病人损伤最大，往往会使得
一次手术变两次或更多，可能导
致供骨区域病变甚至坏死。同时，
自体骨骨量有限，不能用于大体
积的缺损移植。

作为第二大骨移植来源，由
脱钙动物骨粉或颗粒构成的异体
骨具有不能承重的缺陷，不能用
于支撑植骨，还可能诱发免疫排
斥反应甚至疾病传播。

相比于自体骨和异体骨等生
物骨骼，生物陶瓷或合金制作的人

工替代物没有成骨诱导活性，且硬
度和韧度不能兼顾，应用范围有
限。移植后恢复周期长，体内长期
异物存留，存在潜在的感染风险。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异体
骨所占份额约为 31%，人工替代
物所占份额约为 48%。自体骨和
异体骨占据了骨移植市场绝大部
分，但存在的诸多缺陷却无法有
效解决。“正是这些骨移植目前存
在的不足，让我们不断创新，希望
创造出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强功能
性的移植骨来减轻病人的痛苦，
让他们术后能够恢复得更好。”
朱赟说。

朱赟介绍，在美国实验室，
公司已经取得 RegenaBone 再生
骨相关专利，即将进行下一阶段
大型动物活体实验。目前，中国
的实验室已经基本组建完成，正
在对美国的实验进行重复验证，
完成后基本能够与美国的研发
保持一致。

骨移植供体缺陷明显
RegenaBone再生骨应运而生

成骨及愈合能力强
安全无排异优势突出

再生骨3D打印

公司位于美国的实验室

天府新区康养医学中心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效果图

致公党四川天府新区成都支部成立

加强合作 促进中意文化创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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