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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再出发
阳春三月，燕子归来。2016 年瑞安在房地产政策的调控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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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促进发展 创新引领未来

现平稳，这不仅依赖于三年前公司实施的轻资产战略，也得
益于公司紧跟市场，开发的每个项目均能够切合城市和时代
发展的需求，更是因为在瑞安精神的引领下，每一个瑞安人
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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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迎新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开个好头，尤为重要。2017 年房地产
政策的收紧对于公司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因此瑞

瑞安之星及 20 周年服务奖

安也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做出了新的架构调整，将知识社区
业务管理整合到中国新天地，以此打造一个管理高效、资源

员工天地 | staff corner 18

整合的商业资产管理平台。我们相信，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出

春游记

发的瑞安将迸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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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 On Academy
3 月 22 日，瑞安房地产举行 2016 年度业绩发布会，瑞安房地产主席罗
康瑞先生、瑞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中国新天地执行委员

瑞安学院 “投融资决策（高阶版）”在上海如期举行

会主席罗宝瑜小姐以及瑞安房地产执行董事兼财务总裁孙希灏先生出席

Advanced Finance Seminar – Investment“投融资决策（高阶版）”于 1 月 8 日 - 9

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公司业绩情况，并与出席发布会的媒体记者展开了

日在上海如期举行。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 Laurence C. Franklin 教授通过专业的案例教学，

热烈交流，分享公司策略及发展情况。

引导学员从战略角度理解和审视投融资决策中的财务分析，并通过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

罗康瑞先生表示：“2016 年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情况如过山车般急升

方式的结合，让学员从全方位多个维度进行互动交流、深入思考，提升了课程学习与实战

骤冷。逐步收紧的调控措施导致市场成交量在最后一个季度骤降，令市

运用的深层意义。

场转静。在此环境下，我很高兴我们在物业销售方面仍创公司历史纪录。
此外，经营业绩稳健，毛利和经营溢利均大幅提升，资产负债表亦更为

PIC 特训营模块二“项目规划与设计管理”在上海举行

强化。纵使全球政经局势被众多不明朗因素笼罩，我们对中国房地产市

“2017 项目经理特训营”第二模块《项目规划与设计管理》培训于 3 月 18 日 -19 日在

场前景保持审慎乐观，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轻资产策略，扩展业务。我

上海举行。在睿奕专家安岩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设计管理的作用与

们将会通过与其他投资者，业主或开发商合作发展新项目或现有项目，

使命、内部协调与管理、外部资源管理、设计管理关键工作剖析等专业知识和管控要点。

最有效地运用我们的资金，并充分发挥品牌优势及管理专长。我们与中

老师还分享了许多房地产企业的精彩案例，学员们颇受启发，结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信合作发展位于武汉光谷中心的优质土地，就是这战略发展关键的一步。

展开热烈探讨与深入交流。

这一合作有助我们获得土地，并发挥双方优势，协同创造价值。此外，
公司将利用标志性的新天地和知识社区品牌，为我们的商业地产增加吸
引力，挖掘市场潜力。”

Award
2017 创智天地星耀天地企业答谢会暨颁奖典礼举行
2 月 10 日，第八届创智天地星耀天地企业答谢会暨颁奖典礼在创智天地会议中心
成功举办。创智天地项目总经理陈丽丹女士和科创集团董事长官远发先生为此次
活动致辞祝酒，来自园区近百位企业代表参与其中，以宴会友，分享喜悦。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2017
罗康瑞一行参加“2017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7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于 3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
员和国际机构代表会聚一堂。3 月 18 日，论坛经济峰会举行，该峰会以“中
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变革”为主题，就中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
济转型等方面采取的政策和取得的进展做了深度阐述；同时聚焦中国和世界
经济的战略性和重大热点议题。3 月 18 日下午，罗先生应邀参加了“房地
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分论坛会议，并担任了演讲嘉宾，发表了观点。

Corporate Visit
“大众文化之旅”到访瑞安

XINTIANDI
设计上海 @ 新天地设计节 —— 2017 联动全城的设计风潮
3 月 6 日，设计上海 @ 新天地设计节于上海新天地正式开幕。此次双方合作推出的新天

3 月 9 日上午，大众公司德国总部和中国区高层一行 15 人到访瑞安上海总部，为大众

地设计节，便是以设计为名，旨在打造“Design Shanghai in the City”的全新概念，联

的企业文化变革进行借鉴与交流。瑞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瑞安企业文化

动全城，让上海市民和设计爱好者们充分享受设计带来的乐趣。设计节携手数名国内外

促进委员会顾问郭庆先生，人力资源总监李洁珉先生，品牌及企业事务总经理张烨女士

多领域知名设计师、艺术家在上海新天地、新天地时尚、新里及翠湖天地生活艺术馆等

代表公司接待了大众一行，向来宾就瑞安的品牌理念、企业文化、创新和变革以及人才

各个区域精心策划以 in Future 为主概念的 18 件互动装置及交互空间，通过公众与作品

发展几方面做了分享，并在交流之后带领来宾参观了总部 23 楼开放式办公环境。

和空间的深度对话及娱乐互动，实现艺术、设计、品牌文化与公众的精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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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AMON 新春熊抱会 @ 虹桥天地
春节前夕，萌萌哒熊本部长再次来到虹桥天地，与众多粉丝
欢聚，回家前抱抱新熊本部长，回家后拥抱亲爱之人，勇敢
表达，传递温暖爱意。

“声东鸡西”艺术新年揭幕仪式举行
1 月 10 日，上海新天地“声东鸡西”艺术新年揭幕仪式在新天地南里广场举行，
开启了持续一个多月的新春艺术装置互动和展出。

KIC
“花漾 Lady——春蕙咏絮才”飞花令活动举行

RUIHONGXINCHENG
瑞虹天地 “爱在月亮湾”情人节交友狂欢派对盛大举行
2 月 14 日，瑞虹天地联合著名交友平台“世纪佳缘”，在月亮湾举行了盛大的“爱在月亮湾”情人节交
友狂欢派对。现场近 500 名青年参与了活动，最后成功配对两对情侣。

天使之城·稀奇艺术展 @ 悦庭
3 月 15 日，瑞虹新城·悦庭再一次开启艺术生活品鉴之旅——《天使之城·稀奇艺术展》在悦庭

3 月 8 日，创智天地精心策划了主题为“春蕙咏絮才”的特色活动，将春暖花开、文艺腔调
搬到了大学路和企业中心，为各位女神送上最温暖的节日祝福。在创智天地工作和生活着不
少满腹经纶，冰雪聪明的才女。伴随着和煦暖阳，四大暖男，步入活动场地，为才女们提“飞
花令”。才女们“貌美贤淑多才艺，兰心蕙质品行佳”，暖男们心悦诚服，为她们送上鲜花礼品。
在大学路中心广场，还打造了一个满目春色的精致花房，即使春寒还有些许料峭，也要送出
最美丽的春光！

WUHAN TIANDI

会所 The Space 悦·空间中惊艳开幕。本次艺术展展出了包括《彩虹天使》、《福星到》、《大

2017 武汉天地 新年致匠心

饭局》、《因为爱情》等在内的四十余件“稀奇艺术”品牌雕塑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

2017 新春季，武汉天地以“新年致匠心”为主题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在新春佳节之际，透

首次公布了艺术家为悦庭量身定做的《我看到了幸福》雕塑作品，粉嫩纯真的兔女孩俏皮伫立，

过对传统民俗的传承，以及对新文化艺术的创新展示，来表达对新一年的期待和憧憬。大年

衣裙上寓意悦庭的蝴蝶印花似翩然起舞。这是稀奇艺术希望人们能够通过作品感知到的美好，也

初三至初五，三场传统戏剧，《苏三起解》、《霸王别姬》、《太极宗师》串联了传统戏剧“唱

是悦庭希望传递“温柔感知生活点滴幸福”的理念。此外，曾亮相“2017Design Shanghai”设

念做打”基本功，无论是老戏骨令人震撼的唱腔或是学艺小朋友稚嫩的声音，亦或是外籍戏

计展的《18 立方体》也来到了本次艺术展现场。

曲迷的表演，都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同时，戏剧与 rap 的融合，以及杂技
演员酣畅淋漓的表演，都生动演绎了“跨界”的概念。此外，春节假期中武汉天地传统的“新
春庙会 x 创意市集”也引得无数人出门赴一场匠心之约。

THE HUB
虹桥天地 HI!ANIMAL!“动物迁西”色彩动物艺术展亮相
3 月 3 日至 5 月 1 日，虹桥天地携手来自意大利的 Cracking Art 艺术项目，倾心打造全球最大规模
的 HI!ANIMAL!“动物迁西”色彩动物艺术装置展。在这场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中，虹桥天地变身为偌

壹方女神节·遇见更好的自己

大的派对舞池，395 只来自意大利的彩色 Cracking Art 动物艺术装置用惟妙惟肖的“激萌”造型勾

在 3 月 8 日女神节当天下午，武汉天地壹方购物中心准备了一场惊艳的主题沙龙，邀请了四位专家从烘培、口腔健康、花艺

勒出一个个浩浩荡荡的动物迁“西”故事，再现了“动物来袭”的景象。顾客更可通过藏宝图“穿越”

及阅读等不同的角度与女性同胞们一起分享如何扮靓生活。模样生活高级烘焙师汪安华老师亲临现场，教来宾们制作水信玄饼

到意大利色彩之城布拉诺与色彩动物们亲密互动，赢取惊喜 VR 红包；还可以在色彩集装箱市集搜

和纸杯蛋糕，体验烘焙所带来的幸福感；固瑞齿科的专家周于翔医生为大家展开了一场别样的“护牙小课堂”，现场分享了许

罗各类萌系原创设计与手作产品，将节日问候与心意分享给每位好友。多感官互动与创新的环保艺
术装置完美融合，将欢笑、温暖与活力传递给现场顾客。
6

多护牙的小秘籍；Friends-Flowers 品牌创始人许慧女士则为来宾们现场讲解插花技巧，一朵朵鲜花螺旋式交融成一束，将美
丽定格；最后，“一路读书会”创始人橄榄耗子老师与大家分享如何通过阅读将智慧与优雅进一步升华，更邀请了三位现场嘉
宾上台朗诵诗歌，感受阅读的魅力。本场分享会，让现场的女神们不仅学习到许多知识，更是体验了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遇
见了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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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TIANDI
“爱的柠感”重庆瑞安白色情人节主题派对火热开动
“LEMON LOVE 爱的柠感”瑞安 2017 白色情人节主题派对于 3 月 11
日下午在重庆翠湖天地举行。派对现场，有重庆 Top10 高颜值网红摊主
齐聚的柠檬市集；有分享自由轻生活的“十人制”法式野餐聚会；有一言
不合就开怼的疯狂马路枕头大战；有红遍娱乐圈的假人挑战赛升级版“柠
檬 cp”活动游戏；有大胆告白的即时无限远程打印的迷你小情书，还有
躲不过的空投甜蜜圈套和浪漫婚纱闪秀……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浪漫的体
验，让到场嘉宾纷纷点赞。

DALIAN TIANDI
大连天地幸福礼到
1 月，大连天地悦龙居和悦丽海湾项目分别为业主准备了春联
福字大礼包，把福气送给每一位业主。

FOSHAN LINGNAN TIANDI
佛山岭南天地广佛首届新

2016 年房地产市场全年成交规模创历史新高，但从宽松到热点城市持续收紧的房地产政策的变化，使有意置

π 民艺节春节带你领略浓浓年味

业者和投资者的购买受到限制，导致成交量于 2016 年第四季度骤降，令一直活跃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转向平静。
但凭藉公司三年前开始实施的轻资产策略，尽管市场受较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们却仍然能释放公司资产组合

2017 年，佛山岭南天地迈入五周年推出“回到时间里”系列活动，春节期间举行了“广

的价值，寻求建立新的伙伴合作关系，提升长期总体规划项目的回报。经调整的策略使公司更灵活地处于有利

佛首届新 π 民艺节”，邀请了广佛多位民间艺术大师，来到佛山岭南天地向广大游客

的位置来把握新的增长机会，以“稳健、平衡、效益”为重点，应对瞬息万变、挑战重重的市况，更好地迈进

呈现民间艺术的精髓，包括香云纱、广绣、佛山陶艺、藤编、扎南狮、佛山彩灯、剪纸、
复古照相馆、扎作狮头、铜艺、糖画、万福临门、幸福中国结、时光邮局、复古画像馆
等十五个民间艺术摊位在佛山岭南天地为广大游客奉上最原汁原味的岭南文化，多个摊

2017 年。未来我们将以稳健为发展根基，通过提升资产周转率，获得强劲的收入来源和现金流、同时降低负
债比率，强化资产负债表；继续在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在物业销售与收租物业组合所带来的经常性收入

位还设有互动教学课堂，民间老艺人每天亲自授课，其中扎南狮、佛山陶艺、剪纸等教

之间保持妥善平衡；努力使公司的轻资产策略与未来资本投资计划保持平衡。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改善管理效率，

学大受小朋友欢迎。π 形似锅耳墙，是岭南重要符号的相近造型；π 亦是数学里寓意

优化决策能力，从而带来更佳的财务回报和盈利能力，提升效益。

着无限可能性代数。当民艺遇上佛山岭南天地充满无限可能的雕琢后，便有了焕然一新
的广佛首届新 π 民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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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看来，全球政经局势有欠明朗，特别是政府对住宅物业

瑞安的两个创新综合发展项目一直在业内备受关注，一个是城市

的调控措施，将继续使物业销情趋缓。但是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

中心总体规划社区——代表作上海新天地，另一个是知识型社区

的重要支柱之一，经济一旦放缓，政府或会决定放松调控力度，

规划项目——代表作创智天地项目。而这两种模式恰好满足了在

因而可能促使 2017 年下半年的市况略为改善。不过，在政府持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居民提出的新需求。其中上海

续调控下，预期 2017 年的整体销售额仍将低于 2016 年。我们预

新天地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给出了新的定义，创智天地则是对传

计，2017 年公司在上海的项目将会继续推动销售表现。

统工作方式做出了转变。

16 年前，公司改变了石库门原有的居住功能，配合整个城市发展

整合再发展 1+1 ＞ 2 的聚合效应

的需求，对该处地块进行综合开发，创新地赋予其商业经营功能，
把这片反映了上海历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改造成集国际水平的餐饮、

销售表现可圈可点
尽管 2016 年房地产市场挑战重重，但公司累计合约物业销售额达

虹新城录得超过人民币 73 亿元的住宅合约销售额，以成交金额而

人民币 229.75 亿元，创下公司历来最高水平。其中住宅物业销售

言，在上海的发展项目之中名列第二位。2016 年的平均售价为每

额达人民币 163 亿元。总销售额按年增长 7%。于 2016 年年底，

平方米人民币 85,500 元，较 2015 年上升 24%。

城市发展至今，社区已经不仅仅是住宅的聚集地，它还融合了社

购物、演艺等功能的时尚、休闲文化娱乐中心，使上海新天地成

会交往、居住、娱乐、工作、学习等多种功能，我们的生活方式

为上海地标性建筑。在最大限度的激发土地价值的同时，一流的

与人格发展与社区组织密不可分，这正是社区普遍存在的重要理

基础配套设施也满足了投资者和居民的需要，带给城市居民新的

由。而 2016 年公司得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领先同业

生活方式，上海新天地因此被视为旧区重建项目的典范，直至今日，

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公司顺应城市居民需求而打

依然迸发出勃勃生机。

造的创新综合发展项目。

公司录得认购物业销售额人民币 15.76 亿元，预计将于未来数月
陆续转为合约物业销售额。

位于上海市中心的高尚住宅项目翠湖天地隽荟，毗邻上海新天地
商业区。项目采用「Living With Art」的设计概念，格调豪华而富

特别是公司位于上海的大型总体规划综合社区项目——瑞虹新城第

现代感，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在 2015 年 12 月开始推出的 184

6 期住宅项目怡庭及第 7 期住宅项目悦庭，一经推出便取得市场热

个单位中，150 个单位已于 2016 年年底前售出，占推出单位总数

烈的反应。2 月，怡庭推出的 352 个住宅单位于开盘首日即告售罄。

的 82%。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 133,360 元，合约销售总额

悦庭于 6 月推出的 320 个住宅单位，于年底时亦已接近沽清。瑞

达人民币 4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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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之星
瑞虹新城租赁部 张兰
很荣幸能够被评为 2016 年的“瑞安之
星”。这既是对我个人 2016 年全年工

瑞安之星

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瑞虹租赁团队全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它离不开领导们的

20 年的沉淀后，厚积薄发的一年。定

12 月 16 日迎来了序幕启航，并赢得了
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2017 年，

我很荣幸能评为 2016 年的“瑞安之星”， 我们将会更加努力，以最佳的状态迎来

瑞安之星
重庆天地 营销部 邓丽娟

非常感谢我的主管、同事以及各位领导给

月亮湾的盛大绽放！

年，负责住宅项目的设计管理，在这过程

谢公司给我这份荣誉，其实这份荣誉更是

中遇到过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及困难，都

属于我们整个营销团队！真心的感谢我亲

能自己和部门同事一起去克服，从中获取

爱的领导们和同事们一直对我的支持信任

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在日常工作中

和帮助，今年是我来瑞安的第五年，在没

也会同其他部门的同事沟通，一起去面对

有加入营销部前觉得销售部是一个光鲜亮

遇到的困难，将困难克服。尽善创新，诚

丽的部门，当我加入这个部门才深刻体会

信谦勤是瑞安的精神，我相信每一位瑞安

到销售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 2016

员工都有这种精神，我也会继续坚持这种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过往销售住宅类产

精神，为公司、为项目贡献一己之力。最

品转换仅销售商业商务类产品。忙绿工作

后也祝愿瑞安及佛山项目越来越辉煌。

瑞安之星团体奖
瑞虹新城怡庭
2016 年，是瑞虹新城怡庭 9 号地块奋斗的一年，也是丰收

的信用贷款。成绩代表过去，新的一年我会继

的一年。团队积极响应集团年度行动目标，严控开发周期，

续努力，希望为部门和公司贡献更多的力量。

获了事业。感谢一路走来的领导、同事，

各部门的协力合作密不可分。9 号地块敏锐捕捉市场未来
趋势以及客户需求，创新提出“艺文官邸”的定位，实现
多个行业跨界营销，线上传播 + 线下互动整合推广，开创

20 周年服务奖

了地产界营销的先河。9 号地块整盘成交均价 74202 元 /

李剑锋

平米，较项目批核书预计单价提升 7%；总销金额达 63.31

瑞安之星
上海太平桥工料测量及采购部 王卫平
很荣幸被评为 2016 年度的“瑞安之星”。
首先感谢领导的指导和关心，同时也感谢
同事们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工作中

项目副总监

亿，较项目批核书预计总销金额提升 10.8%，从而一举奠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是我加入瑞安

定了年度沪上单盘总销金额前三名的地位。在施工进度上，
创新提出分坑施工方案并最终采纳实施，结构封顶时间提
早，保证销售时间充裕，节省贷款利息。在成本优化上，
通过加强管理，优化设计，整体成本节约 7600 万，优化

瑞安之星

的第二十个年头了。回想过往，我是在 97

知识社区发展部 丁志华

香港回归的前一年踏足上海，第一个项目

非常荣幸可以获得“瑞安之星”的荣誉称号，

协同是我的做事风格。2016 年下半年，

超额完成，完成率为 167%. 也在继 2015

118 项目及 SOP 改造项目同时进行估算、

年在集团成为签约套数第一名之后，今年

优化及招标等工作，面对很大的工作量，

也还是保持着集团签约套数第一名，满满

我以积极的态度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协调

的成就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积极、

同事共同解决问题。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乐观勤奋、全力以赴创造佳绩！

我会继续秉承瑞安精神，为公司、为项目

房地产市场，作为知识社区的业务发展团

贡献一己之力。

队，我们审慎研判项目投资机会，并结合

比例 30% 左右。并及时结合市场情况，优化交付配置，整
体成本结余约 4100 万，占总成本 3%，充分贯彻公司提出
的高周转及高利润率的要求。新的一年，瑞虹新城将全力
以赴，坚持瑞安精神，打造优质的产品，提供卓越的服务，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业绩，树立公司品牌形象与品牌知名度。
2017，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瑞安之星
武汉天地工程部 姚丽娜

感谢公司及领导对我过去一年工作的充分
肯定，同时感谢团队同事在工作中的积极
协助与配合。
在过去一年中，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波
云诡谲，国内主要一二线城市土地价格快
速上升。面对快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与

公司新一年“稳健、平衡、效益”的发展
战略，制定了轻资产项目发展策略。在新

虹桥天地市务推广部 蔡嘉铭

很荣幸被评为今年的瑞安之星，今年是我加入公司的第 8 个

很荣幸获得 2016 年瑞安之星，谢谢公司

年头，能够在瑞安这个大家庭里工作生活不断进步是我的幸

给我的这份荣誉，非常感谢公司的信任及

运。自担任武汉云廷豪宅工程经理以来我深深感受到管理的

同努力，以加倍的创新精神开拓轻资产业

虹桥天地的领导们，也感谢部门领导带

压力，首次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我既充满激动与期待，又有

务板块，争取为公司开创一片业务发展的

领着我，让我成长及学习了许多，也非常

一丝的忐忑。但在公司管理层的大力支持以及项目团队伙伴

新天地！

支持和信任我，同时也要谢谢小伙伴们的

们莫大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始终保持高效的奋

帮助，在这里我也要非常感谢曾经给予过

斗状态，不断追求品质的提升与突破，不断总结与尝试新的

教导的人，让我可以不断的增广见闻，未

装修做法，并积极引导 40 多家合作单位与我们共同努力，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来我还是会永远保持一颗热情的心在工作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完成了公司的目标。尽

发挥瑞安精神 2017 大展鸿图

上，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管如此，我们的项目还有很多不足，新的一年里我将继续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内地市场。随着公司的蓬勃发展，我也收

愿我们一起再创辉煌。

业绩方面，年度销售任务和回款任务提前

大连天地财务及会计部 孙长庚

这二十年间，公司抓住机遇，开发沿海与

卓越的销售业绩。这与集团的大力支持、罗先生的精心指导、

的我勇于承担、兢兢业业。沟通、团结、

瑞安之星

入瑞安时，公司的项目集中在上海地区。

来利率最低的债券，签署了金额达 5.5 亿美元

的同时不断学习和总结反思，最终在销售

瑞安之星

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公司的发展壮大。刚进

了境内 3A 级主体信用评级，发行了自发债以

提高项目周转率，优化项目成本，提高项目利润率，实现

予我的支持和认可。加入瑞安佛山项目五

非常荣幸被评为 2016 年“瑞安之星”。谢

回顾进入瑞安的二十年，我最大的感悟是：

信任和同事们的通力协作。2016 年集团取得

位“虹口区新天地”的月亮湾项目，经

瑞安之星
佛山岭南天地规划及设计部 黄洛然

刘伟麟
助理总项目经理管理

非常荣幸能被评选为今年的瑞安之星。我深知

安第八年，也是瑞虹新城商业板块经过

过近一年的招商筹备，终于在 2016 年

20 周年服务奖

总部资金管理部陈逸云

年工作的认可。2016 年，是我加入瑞

的一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将与团队共

就是参与了公司“瑞安广场”的建设。我
觉得自己很幸运，在二十年中一点一滴地
亲历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巨大变迁，目睹了
上海的经济快速腾飞，以及闻名遐迩的地
标“上海新天地”的策划、设计、建设和
开业；而我也由当初的一名项目经理，慢
慢发展到上海太平桥项目整体开发的管理
人员。这一路走来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
更多依靠的是罗主席的提拔和公司同事及
政府各领导的大力支持。
如果要问我这 20 年的工作心得，就是一
直坚持着“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
为之”的做事原则，而日后我将继续发挥“尽
善创新，诚信谦勤”的瑞安精神，谱写更

20 周年服务奖
黎国辉
总经理－项目工程及品质监控
转瞬间，时间飞逝，今年就拿了 “瑞安
二十年服务奬” 。当初申请瑞安职位
时，是被它对员工所提供的的理念 “Not

20 周年服务奖

only give you a job but a career”吸引，

林天爵

回想过去这段时间，公司真的做到，特

助理总经理－项目发展

别是提供培训及实践的机会。从这些年
所体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分享有如下
几点。
(1)“从小事做起，学会吃亏，与他人合作”
(2)”勇于实践，勇于犯错，善于反思。”
(3)“要有方法，对问题系统思考、对解
决方案有战略性的设计。”
(4)“少抱怨、积极主动，多干实事。”
(5)“对公司负责、对目标负责，对自己
负责。”

从毕业加入瑞安大家庭，非常荣幸能
够在各位领导和同事的指导及帮助下
一路成长，秉承“尽善创新、诚信谦
勤”的瑞安精神，追随“创新、优质、
卓越”的目标，与智慧的瑞安人一起
见证上海新天地拔地而起，将承载历
史的石库门铸造成上海最著名、繁荣
和时尚的地标。20 年是上一段拼搏
的结点也是下一段旅程的起点，我愿
继续为瑞安的繁荣发展而努力！

美好的明天！

断完善自己的工作，让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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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天地

一壶春桃香满怀
大连天地 人力资源部 张永云

爱与被爱
虹桥天地 D19 地块 程琦

春梅料峭
武汉天地项目策划及设计袁瑜泽

春暖花开
总部规划设计及发展部 苏杰

春日的悄悄话
总部规划设计及发展部 苏杰

新的一年继续动起来
重庆天地工料测量及采购廖星咏

春.色
大连天地行政及资讯技术部 姚常杰

春联 作者为投稿人家属于知晨
大连天地人力资源部刘亮亮
浅染春前一样黄
总部业务并购部 石澄
18

春的希望
品牌及企业事业部

19

节 气 里 读 的 诗

春分
春 日

作者：朱熹 年代：宋

胜 日 寻 芳 泗 水 滨
无 边 光 景 一 时 新
等 闲 识 得 东 风 面
万 紫 千 红 总 是 春

【释义】
这是描写春天风光的一首诗。诗人在一个阳光明
媚的日子到郊外去踏青，沐浴春风之中，看到满
眼春色，不禁发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赞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这两句
写郊外踏青时所看到的情景。诗人选择了丽日晴
空这样的好日子，沿着泗水河畔去郊游，看到无
边无际的春天景色焕然一新，心中有说不出的喜
悦。“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
两句是对美好春光的不尽赞美。朱熹是理学大师，
是儒家道统的继承人。他在这美丽的春天来到泗
水之滨——当年孔子讲学的地方“寻芳”，是别
有一番感受的，因此他的踏青赏春也就有了更深
一层的含义。他是把孔子的学说比作春风，她博
大精深，化育万物，泽被后世。这首诗寓情于景，
语言清新活泼，尤其是后两句以其内涵丰富，形
象鲜明，一直广为流传。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