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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袅袅 奏响丰收序曲
漫漫长夏后，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丰收季节。然而，累累硕
果的背后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辛勤耕作，还有对天时地利的把握。地产

洞见城市发展，集萃一城璀璨

他山之石 | REFERENCE 14
众创时代的办公空间色彩革命

的开发亦是如此。
近年来，大型综合购物中心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商业零售市场的主力
军，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商业物业已经很难满足它们
对硬件和软件的要求，这给房地产行业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空白，如何转

瑞安 DNA | shui on dna 15
第二届瑞安房地产足球邀请赛开幕
瑞安足球队获得黄浦区第二届市民足球赛亚军
2016 瑞安 & 新天地 秋季“家”年华

变开发模式，抓住市场，成为了开发商需要面对的问题。
十年来，我们能够稳步迈进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开发模式不同于
传统开发商，在项目开发的每个阶段，我们都会顺应城市的规划目标，
不断地调整项目定位。而在商业项目的开发方面，我们的商业物业不仅
提供纯零售业态，更专注创造能带来独特体验和乐趣的场所，包括提供

员工天地 | staff corner 18

亲子设施及零售商店、娱乐和餐饮设施等，我们希望在满足消费需求的

夏日缤纷旅途秀

基础上，探寻客群的精神需求，打造出集生活、工作和休闲于一体的体

|

的中产阶级带来崭新的时尚生活体验，从而成为中国“最具创意和高瞻

秋分

远瞩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编委会主席： 王颖女士
主

验式商业综合体，引领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不断壮大和日趋成熟

编： 毕玺爱

编委会成员：
企业文化促进委员会、海鸥社、 康乐会、

本期《瑞安精神》，让我们一起跟随秋天的足迹，来看看公司是如
何根据不同客群需求，赋予不同的商业地产项目以独特个性的。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绿色办公室、人力资源部、
品牌及企业事务部
本刊物由上海瑞安房地产出品（内部刊物，免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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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学院《2016 房地产项目经理特训营结业报告

SOL 2016 Interim Results Announcement

会暨毕业典礼》举行

瑞安房地产召开 2016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

《2016 房地产项目经理特训营结业报告会暨毕业典礼》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瑞安房地产举行 2016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公司主席

在上海举行。“项目经理特训营”为期 6 个月，经过 4 大模块的课堂培训、4

罗康瑞先生及执行董事兼财务总裁孙希灏先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公

个阶段的应用学习终于迎来了毕业季。在结业报告会上，4 个小组汇报了应用学

司业绩情况，并与出席发布会的媒体记者展开了热烈交流，分享公司最新

瑞安学院“新任经理人特训营”荣获“2016 中国

战略调整及发展情况。

学习与发展价值大奖”

瑞安房地产主席罗康瑞先生表示：“在全球经济不明朗及内地房地产市场
呈分化发展趋势的宏观环境下，2016 年上半年对我们无疑充满挑战。面

对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及瞬息万变的房地产市场，我们将时刻保持警惕，

2016 年 7 月 13 日，人力资源智享会 (HREC) 举办的“2016 中国学习与发展价

对如此环境，我很高兴我们仍录得优秀的营运表现，其中物业销售表现尤

上半年强劲的销售成绩令我们对实现人民币 240 亿元的全年销售目标充

值大奖”颁奖典礼于上海举行。本次颁奖智享会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原则，

为突出，这有赖于我们过去几年专注投资于上海市场的策略。凭借上海房

满信心。截至六月底，已锁定销售额达人民币 213 亿元，将会进一步推

邀请独立的人力资源领域资深专家组成评委团亲临企业实地探访，有超过 150 家

地产市场的稳健发展及我们多年来建立的优越品牌形象及优质服务定位，

动我们下半年及以后的业绩。基于上海市场良好的基本因素、公司丰富的

企业参与奖项申请，所有案例均被匿名处理，最终由投票方式产生奖项。瑞安学

我们于七月底止的合约物业销售额和认购物业销售总额达人民币 203 亿

可销售资源，以及上海项目动迁进度的加快，我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公司

院的 2015 年度“新任经理人特训营”项目脱颖而出，获得此次盛会 2016 年“最

元，达到全年销售目标总额的 85%。同时，我们的轻资产策略亦继续迈进，

的长远发展前景感到乐观。我们经调整的策略亦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在此

具价值案例奖”。

期内出售两项武汉的物业及一幅佛山地块，释放资产价值。展望未来，面

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继续坚定落实策略，把握增长机遇。”

习的成果：《用“经营”的视角看地产开发》、《看清房企利润的前世今生》、
《KC 小股操盘模式初探》、《CQ&FS 应用学习实践》。各小组紧密围绕项目
实践，从“学”、“习”、“变”三角度展开论述。来自各项目管理层、内部
专家、以及赛普专家成锦亚老师，从内容的逻辑性、落地性、实操性等角度针
对性地给出建议、引发学员深入思考。

Award
践行社会责任，构筑绿色社区
瑞安房地产再获殊荣
由标准排名和万房投资主办、《博鳌观察》特别支持的“2016 中国绿色
生活高峰论坛”于 7 月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
的绿色生活践行者。瑞安房地产凭借在绿色建筑领域的突出表现，荣获
标准排名“2016 年中国绿房企（商业地产）TOP10”第三名，及“2016
年中国绿房企 TOP30”第九名。

XINTIANDI
动物来袭 新天地变身疯狂动物城
2016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31 日，上海新天地“动物来袭”艺术装置展于上海新天

瑞安房地产荣获：
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评选 -CSR 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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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正式展出。此次，上海新天地携手意大利 Cracking Art 艺术项目，将这一享誉
全球的艺术装置首次引入中国，将 235 个色彩各异、大小不一、并以蜗牛、猫鼬、
狼、青蛙、热带鱼、燕子为主题形象的动物雕塑以极具艺术感的方式遍布于上海

日前，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指导，多家上海媒体联合主办的“绿

新天地的各个角落，与市民公众及中外游客上演一场与动物们的不期而遇。作为

色发展共享未来”高峰论坛暨“绿色发展 共享未来”企业社会责任（CSR）优秀案例评选活动颁奖仪式在沪举

2016“ART XTD”艺术文化系列活动之一，上海新天地希望藉由此次“动物来袭”

行，瑞安房地产荣获该评选“CSR 贡献奖”。

艺术装置展，让更多普通消费者能够在上海新天地亲近和感受艺术，在丰富线下消
费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激发公众环保意识，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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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
InnoSpace 2016 春季 DemoDay 圆满收官
7 月 8 日 , InnoSpace 在 2016 年春季 Demo Day 年度路演上，向投资人和
媒体集中展示了今年上半年的 11 个孵化项目。项目涉及领域众多，有二次元
创立的“不画漫画”，也有将内容生产做到极致的“简七理财”和“人民攻摄”，
有致力于解决 VR 人机交互问题的“This VR”，可自由选择视角的 3D 视频
摄像系统“浪走科技”等等。这些项目通过参与 InnoSpace 3 个月的创业集
训营，获得了创业导师 1 对 1 的辅导，产品得到了初步的验证，最终在期待已
久的 Demo Day 路演现场接受投资人和媒体的考察。

THE HUB
乐趣纷呈虹桥天地化身时髦马戏团
7 月 16 日至 8 月 14 日期间，虹桥天地将趣味十足的“时髦马戏团”搬
进了购物中心，打造全新购物休闲体验。除了每周末特别邀请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顶尖马戏演员及一众聪明可爱的萌宠为消费者免费带
来精彩纷呈的表演，虹桥天地的各个区域还举办了一系列主题创意活动。
马戏团表演、脸部彩绘、户外游乐场等互动性项目尤其受到了周边社区
亲子家庭的青睐。

《永远的小王子》暑期夏令营音乐剧
汇报演出 @ 翠湖天地
9 月 4 日，翠湖天地《永远的小王子》音乐剧汇报演出在翠湖天地四期
隽荟主会所拉开大幕。作为翠湖天地今年 7-8 月隆重推出的《永远的小
王子》音乐剧艺术夏令营的汇报演出，一至三期的业主及刚购入四期隽
荟的准业主家的“小王子”们，在 The Club 主会所“专属星球”开启
艺术启蒙之旅。本次活动聘请来自国际最顶尖的专业团队，香港著名音
乐剧导演叶逊谦先生亲临现场传授表演技能。英国知名音乐剧演员，“小
王子”扮演者 Alexander Gomar，通过原文朗诵，让小演员们与音乐
剧表演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INNOSPACE+ 举办开业 Party
暨中韩创业项目路演惊艳亮相
9 月 9 日下午， 国内首创的新型创业社区 INNOSPACE+ 开业 Party 暨中韩两
国创业项目路演活动在上海创智天地成功举行。此次活动是由 INNOSPACE+
联手韩国 CJ 集团旗下的文化创造融合中心（CCCC）以及韩国第一硬件孵化器
N15 一起举办的，旨在介绍中韩两国前景发展良好的核心产业开发项目，促进两
国之间的文化产业交流和共同发展。本次路演活动共包含了 10 支创业团队， 其

最美夏日祭 @ 虹桥天地
8 月 20 日至 8 月 21 日虹桥天地 L1 西中庭以及户外长廊区域举办了为期
两天的夏日祭主题活动，将日本原汁原味的表演、集市、互动游戏带到虹
桥天地！夏日祭现场除了热闹非凡的集市区域，还有日式太鼓、夏威夷草
裙舞、日式空手道、德岛县阿波舞等原汁原味的日本当地特色演出，吸引
观众驻足观看！除此之外，捞水球、捞弹珠、投篮等趣味互动游戏，也是

中 5 家是意向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创新企业，主要涉及视频、动画和 VR 等热门

吸引了一批小粉丝，穿着和服，浴衣现场来体验游玩！同时一天三场的“浴

行业，部分团队所拥有的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衣美女秀”比赛，更是吸引了大批周边中日美女，身着浴衣，展现最美的
夏日祭风情！

RUI HONG XIN CHENG
师进滇雕塑展开幕
8 月 19 日，艺术家师进滇现身上海，于瑞虹新城·悦庭带来沪上首展
——“变奏”师进滇个人作品艺术展，探讨艺术之于生活的意义。当天
同步对媒体开放的匠艺博物馆和艺术大师隔空对话，致敬匠心匠艺。漫
步悦庭艺境会所，艺术大师的作品成列其中，让艺术不再只是美术馆里
可望不可及的高冷之物，而是将艺术完美融入人们的生活，升华为居住
中无处不在的美学享受。

WUHAN TIANDI
武汉天地 A 地块获“2016 年最佳高层
建筑奖 - 城市人居奖”
“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ouncil on Tall Building and Urban
Habitat，简称：CTBUH）”于近期公布了第 15 届 CTBUH 最佳高层建
筑奖项的获奖名单。在超过 100 座提名建筑中评选出了五类奖项——最
佳高层建筑（包括美洲、亚洲 & 大洋洲、欧洲以及中东 & 非洲四个部分）、
城市人居奖、创新奖、建筑效能奖以及 10 年特别奖，最终，武汉天地 A
地块在众多提名建筑中脱颖而出获得“2016 年最佳高层建筑奖 - 城市人

武汉天地国际商务群招商签约入驻暨
壹方购物中心开幕仪式盛大举行
9 月 17 日，武汉天地国际商务群招商签约入驻仪式盛大举行，同时武汉
首个一站式国际风尚购物中心——壹方同日正式开业迎客。包括各级政
府领导、各国驻武汉领事馆及派驻机构代表、合作伙伴、武汉天地国际
商务群写字楼、壹方的入驻企业高层以及各媒体高层超过 350 位嘉宾共
同见证盛举。

居奖”，亦是该类别唯一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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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城市 发展
一城璀璨

重庆“无人喫茶”吃茶展 回归简单质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4 日，重庆天地携手新艺术中心在天地艺术中心举办了“无
人喫茶”茶艺文化展览活动。本次展览免费对重庆市民开放，为市民带来丰
富多彩的展览活动：赏茶境、听茶声、闻茶香、触茶韵、启茶味。展览以简
单质朴的策展手法、极具自然美的视觉观感，推广回归日常、简单生活的美
学空间，为市民创造出一片可以真实贴近茶文化的场地。

重庆天地翠湖天地示范区开放
7 月 15 日重庆天地翠湖天地示范区开放，同时开启翠湖天地的 3.0 生
活版本。对比生活基本需求的 1.0 生活 , 讲求生活配套的 2.0 生活，翠
湖天地开启注意人精神层面的 3.0 生活，和谐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人
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基于此，翠湖天

DALIAN TIANDI

集萃

时间在悄然地改造着这个城市，也在悄然地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习惯。
近些年，随着城市核心区不断有新的购物中心开业，零

地在打造 3.0 生活版本时，将这四种关系加以融合，更讲求生活细节，

售商业之间的竞争逐渐白热化，而随着商业格局的改变，消

构筑的建筑体不再生硬冰冷，而是温情、感性、充满人情味。

费者的生活习惯也在改变，电子商务的繁荣和社区便利店的
发展，使商业中心不再是他们购物的唯一选择。当简单的物

“创意乐淘 这箱有礼”
“智荟天地”
车尾市集乐活开启

质需求已然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时，大型的购物中心该何去何

7 月，“天地软件园”车尾市集在“智荟天地”商业中心鸣锣开市，共有来自

从呢？作为开发商的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软件园白领、高新区周边企业以及“悦龙居”业主的近二十位车主参加了此次
活动。车尾市集包括汽车用品、休闲运动用品、食品、服装、绿植等多个大类
商品。活动得到园区白领的热烈欢迎，“大连天地”也将为园区的乐活生活不
断增添新精彩。

大连天地“奥运一夏”掀起知识社区运动潮

SHUIon
FOCUS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项目的客群已经
不仅限于游客，更多的是需求多元化的中产阶级，他们追
随潮流，愿意尝试新事物，并且拥有国际化的视野，而普
通的消费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商业项目
的开发需要做出改变。在通过大量的客群需求研究后，“体
验式”成为了公司商业项目开发的新方向。所谓体验式购物，
是同时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独特的“天地”特色生活
方式，在提供各种高品质且富有特色的美食、零售、亲子、
家居、个人服务等商户消费体验之外，还注重线下艺术文

事实上，在数十年的商业地产的开发过程中，公司不但

化的氛围营造，让消费者在享受品质生活的同时，更有丰

将当地的历史及文化特色融入项目的设计及用途，还会将城

富的线下体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通过一系列吸引客群

市总体规划应用到全部的开发项目，以确保公司的发展项目

聚集、观赏与被观赏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延长和创造客群

与政府的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目标一致。

在商业设施内的停滞时间。

8 月，为期 5 天的“奥运一夏·天地运动会”在大连天地黄泥川板块“智
荟天地”
商业中心举行。
本次运动会围绕奥运为主题，
融入趣味化体育项目，
将“大连天地”始终倡导的乐活生活理念与高知社区的工作氛围巧妙结合，
为园区白领们营造午间休闲放松活动，也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FOSHAN LINGNAN TIANDI

“奇幻冰雪王国”降临佛山岭南天地
于 6 月 25 日开幕的“奇幻冰雪王国”冰雕艺术展，建造了由过千吨
真冰打造、保持零下 10 度的冰雪王国，开放仅一个月时间就接待了近
五万玩家。整个冰雕展馆占地超过 2,500 ㎡，分为热带丛林，童话王
国，魔法森林，冰酷酒吧，世界奇迹，北欧雪乡，糖果城堡，极地乐园，
侏罗世纪，岭南风光等 11 大主题展区，并设有 360°冰雪过山车、极
速滑道、浪漫飘雪以及冰室酒吧、雪坡速降等五大互动专区。

DC COMICS 正义联盟 CHIBI 版中国特展首现佛山岭南天地
佛山岭南天地举办 DC COMICS 正义联盟 CHIBI 版中国特展，将全新的正义联盟英雄 CHIBI 萌版形象带到广
佛。此次展出的 DC COMICS 正义联盟 CHIBI 版是华纳公司专门为亚太地区市场设计的 Q 版超级英雄形象，
包括超人、超人女、蝙蝠侠、蝙蝠女、小丑、小丑女、神奇女侠等。同时，这次中国特展还在岭南站 NOVA
现场展出九个七款 DC 正义联盟 CHIBI 版立体造型，更有两个将近 4 米的巨型 Q 萌超人和蝙蝠侠亮相南广场
和西广场。此外，佛山岭南天地联手广州地铁推出了全球首列 DC COMICS 正义联盟英雄专列，让萌出血的
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等正义联盟经典英雄形象为广大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潮玩新体验；该地铁专列于 8 月 7
日在广州地铁八号线首发，运行至到 9 月 6 日，历时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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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不同地点的特性来进行开发。”公司执行董事王颖女士
谈及公司在上海的开发时曾如是说道。在商业和文化之间找到结
合点是我们在地产开发上的优势所在，岭南站 NOVA 也不例外。
它不仅延续了佛山的风情风貌，更融合了时尚元素和现代化设施。
自规划兴建伊始，岭南站 NOVA 就是以潮人文化为载体进
行定位，通过集合不同特色的潮流风尚，将新颖的商业元素与历
史文物古迹相融合，突破传统购物商业模式，创造一种独一无
二、愉悦的品质消费体验，旨在打造广佛两地年轻人的“时尚新
蒲点”。所以，在品牌入驻上，岭南站 NOVA 主打 80、90 后年
轻快时尚路线。截至今年 5 月 1 日，这里已经集合了 150 多家国
际快时尚品牌及年轻人钟爱的潮牌，并且很多品牌都是首次入驻

岭南站 NOVA 在“百货＋餐饮＋休闲娱乐”固有模式上增加

佛山。主力品牌包括 H&M 及其姐妹品牌 Monki、佛山首家 GAP

体验价值，通过与知名艺术家或团体合作，开展目不暇接的艺术展

新品店、佛山首家华润高端超市 blt 生鲜食品超市、英皇 UA 电

览、文艺演出及创意市集，为市民打造在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

影城、EF 英孚、佛山首家 LVMH 集团旗下的国际化妆品集合店

空间”。4 月，佛山岭南天地联合 iMART 举行了 2016 年“潮创艺墟”

SEPHORA（丝芙兰）等。

创意市集活动，为岭南站 NOVA 试营业进行暖场，超过 70 家市

潮流品牌的集结是岭南站 NOVA 维系其潮人文化定位的硬
件，但要玩转潮人文化却不只是品牌堆砌这么简单，其内核是别
致贴心的购物体验和精彩的创意活动，并且能够为这座城市呈现
出一种新的生活理念。

集摊位为广大市民打造了一场全感体验的创意市集。紧接着民谣
音乐节，“奇幻冰雪王国”冰雕艺术展，DC COMICS 正义联盟
CHIBI 版中国特展等等，各种活动轮番上阵。
5 月 1 日，岭南站 NOVA 开始试营业，试营业期间的业绩远
远超出了预期。H&M 、GAP、MONKI、blt 生鲜食品超市等主力
商户一开业就在佛山引起轰动，开业期间的销售业绩全线飘红。其
中，GAP 开业首日销售全国前三，blt 生鲜食品超市开业当天销售
全国第一，英皇 UA 电影城在短短一个月内招募会员超过 8000 人。

上海新天地的成功已毋庸置疑，而近期推出的商业中心，包

目前岭南站 NOVA 仍处于试运营阶段，但招商率已经达到了

括佛山岭南天地岭南站 NOVA、湖滨道购物中心等商业项目亦获

空外摆的休闲购物中心。室内除了一般的扶手电梯外，还设有两

80% 左右。从 7 月开始到 10 月的 3 个月公司将会不断调整商场

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及较高水平的出租率，这些亦都在侧面印证

道跨层天梯，能让顾客快速换乘体验不同楼层的精彩。除了硬件

的运营管理，预计到十月招商率在 95% 以上，年内正式开业时力

了公司的品牌实力。

设施外，商场还配有母婴室，在软件服务上提供周到的人性化体验。

争达到 100%。

多家潮牌首进佛山 | 岭南站 NOVA 玩转潮人文化

而在地理位置上，岭南站 NOVA 是唯一一个在地铁 1 号线和 5 号

在佛山市核心商圈核心地段——禅城区祖庙路与建新路的交
接上，一个新潮的商业购物中心正与路边川流的车辆交相辉映，
它被本地媒体誉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购物中心之一。岭南站
NOVA，这个新兴崛起的商业购物中心在为佛山汇聚大量潮流快
时尚品牌的同时，还影响着整个祖庙商圈的商业空间品质与价值
提升。
岭南站 NOVA 规划建筑面积约为 8 万平方米，由国际大牌
建筑师设计团队 Benoy 操刀设计，购物中心共有八层，地上六层，
地下两层，配有两层地下停车场，是佛山首家拥有室内外摆及高

线交汇站上盖起的购物中心；它的地下二层直通祖庙地铁站的 C
出口和 D 出口，为佛山市民带来一站式地铁购物休闲的便利体验；

健康、运动、生活 | 湖滨道体验式消费应运而生

同时 NOVA 的打造恰好与佛山岭南天地的业态形成有效互补，给

与岭南站 NOVA 的潮人文化定位不同，坐落于上海市中心淮

客户带来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还有体验式的潮流文化创意市

海路商圈太平桥片区核心地带的湖滨道购物中心，是浦西市中心唯

集；此外 NOVA 也是祖庙商圈首家综合性时尚购物中心，实现了

一以 LifeStyle（生活方式）为主打概念的商业中心，但相同的是，

岭南文化与商业经济的融合。

它们都是根据周边的商业环境来确定自身的差异化定位，是对所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岭南站 NOVA 也不是。从纸上寥寥几
笔的构想，到如今蓝图实现，岭南站 NOVA 的顺利起航并不是偶
然，其背后包含着公司始终如一的与城市共生发展的开发策略。
“城市的变迁，是需要我们有不同的思考，根据城市在不同

商圈的创新突破与尝试。
位于淮海路商圈的湖滨道购物中心，主要目标客群为周围甲
级写字楼的白领商务人群、高品质住宅社区住户以及需求多元化的
中产阶级。这样一群有着国际化视野并且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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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首次进驻购物中心的特色商户。例如，全球首家以 NBA 为
主题的家庭娱乐中心 --NBA 乐园、打造沪上健康轻食概念的悦衡
食集、知名品牌书店“言几又今日阅读”、上海最大 Y+ 专业瑜伽
会所以及地下 2 层的“食堂”等。
除此之外，湖滨道购物中心还打破传统购物体验模式，推出
了一系列集创意、设计、艺术文化体验的活动推广项目。“冰川世
界大探险”体验展、“了不起的安徒生”经典童话主题特展、以“夏
日亲子园游会”为主题的亲爱儿童市集、定期于周末举办的不同主
题的“爱家集市”等悉数上演。
当时尚、餐饮、娱乐的概念成为大多数商场的普遍选择时，

在去年刚刚开业的交通枢纽型项目虹桥天地，它是中国唯

另辟蹊径的湖滨道购物中心以其独有的环境和定位，既弥补了市中

一一个连接虹桥枢纽中心的商业项目。距离高铁虹桥站约 185 米、

司以 33.9 亿元拿下 145 万平方米的永清地块后，截至目前，武

心、淮海路商圈生活方式业态的空白，又对新天地已有的商业项

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约 925 米，与西部交通中心仅一街之隔。同

汉天地已经开发了超过十年的时间。而项目中的“大头”壹方购

目起到了补位的作用，以其具有差异化的细分定位和市场亮点完善

时还集中了五条地铁线、四条高铁线，以及机场优势，处于长三角、

物中心也一直备受瞩目。

了整个新天地商圈的业态构成。目前湖滨道平时的日客流量约为

全国以至东亚交通的核心位置。这样的地理位置将会带来长三角

15,000 人左右，周末的日客流量在 10,000-13,000 人之间。

其它城市的潜在消费群体，成为了公司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
未来这里将提供涵盖时尚、餐饮、休闲、亲子的一站式休闲

不仅仅是在购物和生活上存在着大量需求，而且更加注重精神空
间的满足。但是近年来，上海市中心在生活方式业态这一块存在
着一定程度的空白。通过对客群需求的分析，湖滨道购物中心的
定位应运而生。
“健康”、“运动”、“生活”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湖滨道购
物中心的定位。这里不仅提供各类高品质且富有特色的美食、零售、
亲子、家居、个人服务等商户消费体验，同时注重在公共空间内
文化氛围的营造，让消费者在享受品质生活的同时，更有丰富的
线下体验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与需要。
所以湖滨道购物中心从 LifeStyle 的方向出发，引入了大量的
餐饮、亲子、生活类零售及各种体验式业态，涉及轻食、特色餐厅、

占地 11.4 万平方米。作为旧城改造的“范本”，2005 年，在公

连接虹桥枢纽 | 虹桥天地将成为上海“西引力”
公司的项目多是以城市中心总体规划社区、知识型社区项目
社区为主，而在 2010 年标的虹桥天地项目后，公司便开始尝试以

娱乐体验。通过丰富完善的吃喝玩乐一站式配套及突破创新的系
列商场主题活动，为虹桥商务区的办公人群、西上海居民以及高
铁一小时经济圈所辐射的 7500 万人口提供商务、休闲、娱乐的
新地标平台。

交通枢纽来开发商业中心及其相关配套设施，希望能够以此项目为

“壹方”之门启动 | 首个体验式购物中心顺势而来

划中的面积高出浦东陆家嘴金融区三倍，藉以平衡上海西部与东部

十年前，武汉天地休闲街区的出现，引领着消费者坐到户外

的发展，并纾缓核心城市地区的交通负荷。这里被称为上海的西大

喝起咖啡；十年后，武汉天地壹方的顺势而来，将继续引领这座

门，是企业和人才通往上海及全球的门户。数据显示，2015 年，

城市的商业魅力和生活品质。

虹桥枢纽总客流量为 3.1 亿人次，日均客流量在 85 万人次左右，
最高峰值时为 113.6 万人次。

首个百丽宫影城、K 歌之王、国际买手店 NY Fashion Studio、
日式潮牌 Number(N)ine、羲和雅苑、爱江山旗下的时尚餐饮品
牌——创作、杨红梅国际私立美校旗舰中心、西西弗书店等。
这些业态与传统意义上的高端购物中心并不相同，主打的是
时尚、潮流及轻奢。在某种程度上，它将与已经开街经营近 9 年
的武汉天地商业街相辅相成、区别客群，形成商业模式上的互补
发展。

转折点，尝试新的开发模式。
大虹桥区域是在上海十二五规划中四个主要经济区之一，规

9 月 17 日，壹方正式开业，目前入驻的主要品牌包括：华中

作为商业综合体，近些年已趋于饱和，如何打破脸谱化的开
发模式，将商业项目落到人与城市，打造独特的商业综合体将会
成为新的课题，而“以客为先”的瑞安，也会继续深耕城市文化，
更多的关注客群的内在需求，在打造商业项目的基础上，将更丰
富的线下体验融入到传统的购物模式中，营造出现代化的生活氛

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与京汉大道间，无缝对接轻轨 1 号线黄浦

围，引领新的生活理念。

路站的武汉天地壹方，是公司在武汉打造的首个体验式购物中心，

儿童乐园、家居用品、书店、个人护理等，更不乏多家首次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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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众创时代的
办公空间色彩革命
Facebook 的用户们一定对糖果粉碎传奇（Candy

物和场景从虚拟跃入现实，建造了一个奇幻绚丽的

Crush Saga）不会陌生，这个出品于知名游戏公

游戏王国。

司 King 的大热游戏，从 2012 年推出以来下载次
数已经超过 5 亿次。作为全球游戏行业中的欧洲新

整个空间被划分为十个不同的区域，如：魔法森林

贵，King 一直不惧创新，最近更是与 Adolfsson &

（Magic Forest）、 青 山（GreenHills）、 宝 岛

Partners 设计事务所合作，打造了一个从虚拟穿越

（Treasure Island）、乡村（Countryside）以及

到现实的缤纷王国。

深海（Deep Sea）等，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立的会

第二届瑞安房地产
足球邀请赛开幕

议室、私人办公空间以及休闲区，并通过一致的颜
这座王国位于极北之都斯德哥尔摩，建于市中心的

色搭配和场景设置来区分。

一座老建筑中。这里曾历经 1966 年的重大改造，获

第二届瑞安房地产足球邀请赛于 7 月 17 日开幕！瑞安房

得国际绿色环保 BREEAM 体系认证，是个可持续

King 的成功在于将游戏的社交性带入一个全新的高

的办公场所。King 公司本次改造的面积为 6578 平

度，身为游戏公司，希望藉由创造游戏的王国，让

方米，需要供 400 多名员工办公之用。

每一个员工浸入式地体验 King 的游戏乐趣和精神，

地产作为本次大赛主办方，特邀请中国银行、工商银行、
同策咨询、易居中国、中建三局、天华设计、通力电梯来
参与这次的邀请赛。比赛采用了单循环 7 轮比赛积分制，

激发无尽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King 希望在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新鲜事物，

8 支由爱心企事业单位组成的球队，要在近两个月内分别

传达出“幽默”与“魔幻”的公司精神；员工们则提出：

完成 7 场较量，在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运动一番，提高

希望办公室充满生活的气息，既自由开放又能区分

体育锻炼热情，增强身体素质，增进彼此间的互动。

不同的项目组，并设置很多休憩、会议和创意空间。
以这些信息为基础，设计师并不只是设计了一个办
公室，而是让 King 所创造的 200 多个游戏中的人

瑞安足球队获得
黄浦区第二届市民足球赛亚军
由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主办，黄浦区体育局、黄浦区
体育总会承办，黄浦区体育事业发展指导中心、黄浦区
足球协会、卢湾体育场协办的黄浦区第二届市民运动会
足球比赛于 2016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00 在上海卢湾体
育场闭幕。由瑞安房地产组队出战的瑞安足球队在小组
赛中以优异佳绩顺利出线，队员们汗洒绿茵场，以顽强
拼搏的斗志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决赛，决赛中因对方实力
更强，最终 1:3 不敌卓轩藏品，位列亚军，捧得奖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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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on
DNA

瑞安DNA

瑞安
DNA
瑞安
DNA

2016 瑞安 & 新天地

秋季
“家”
年华
“2016 瑞安 & 新天地 秋季‘家’年华”活动于 9 月 3 日
及 9 月 10 日在苏州阳澄湖费尔蒙大酒店举行，超过 600 位
同事及家属参与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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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CORNER

员工天地

员工天地

夏日 旅途秀

缤纷

迷失在漫天狂沙里
购部 廖星咏
重庆天地项目 工料测量及采

遇见
总部 品牌
及

企业事务

部 张单

夏
大连天地项目 人力资源部 苗爽

牛岛的守望
总部 品牌及企
业

事务部 陆惠芳

摩天轮，承载着我们儿时的幸福与梦想！
大连天地项目 规划建设处 赵丹

穿和服的女孩
总部 品牌及企业
事

务部 周瑾

维多利亚港
云
大连天地项目 规划建设办 张永

色达拆迁改造前最后一眼
大连天地项目 营运部 王宣

海上日落
总部 品牌及企业事务部 张天昕

穿越 . 首尔！
刘元兴
知识社区发展部
创智天地项目

皇居
大连天地项目 人力资源部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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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气 里 读 的 诗

秋 分

长安秋望

空 山 新 雨 后
天 气 晚 来 秋
明 月 松 间 照
清 泉 石 上 流
竹 喧 归 浣 女
莲 动 下 渔 舟
随 意 春 芳 歇
王 孙 自 可 留
【释】
王维《山居秋暝》是山水诗的代
表作之一，它唱出了隐居者的恋
歌。全诗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
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
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
水田园，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
满足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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