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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之光
从温柔的春天迈进炽烈的夏日，骤然袭来的骄阳和热浪，正提醒
着每一个前行的奋斗者，激昂和奋斗的时节到来了。在春天播种
梦想，于夏日生长绽放。唯有辛勤的汗水，能在烈日炙烤之中，
浇灌出丰饶的未来。
炎夏之光璀璨。瑞安人同样在酝酿着盛大的梦想。我们怀揣着关
于未来城市生活的无限想象，不断将一个个蓝图变成真实可触的
空间。当落成的楼宇开始呼吸，每一个人成为丈量空间的尺度，
我们用不变的信念，浇灌出城市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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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on On Academy
Award
2019 ULI Asia Pacific Summit
与全球地产界链接
罗先生出席 2019 城市土地学会 ULI 亚太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中层领导力特训营”完美落幕
“中层领导力特训营成果汇报暨毕业典礼”于 5 月 25 日在上海 INNO 创智

创智天地和佛山岭南天地喜获两枚房地产界权威大奖

顺利举行！这次汇报创新地引用“思享会”的交流方式，来自总部和各个项

公司旗下创智天地和佛山岭南天地从亚太区地产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全

目的 23 位学员分为五个小组分别从“宏观战略思维”、“变革管理”、“跨

球房地产界最具权威之一的“城市土地学会（ULI）”颁发的“2019ULI

部门沟通和向上管理”、“团队建设和激励”、“人员辅导和发展”五个主

亚太卓越奖”，公司主席罗康瑞先生携瑞安管理执行董事张斌先生、公司

题出发，展示了他们三个月以来的学习和实践成果。

“2019 资产管理特训营”起航
“2019 资产管理特训营”模块一和模块二于二季度成功举行。模块一环节中，由
刘石冰和朱忠贤老师，从市场趋势、行业演变、资管体系和财务指标体系角度，给

规划发展及设计总监陈建邦先生、创智天地项目总经理陈丽丹女士以及中

予了学员大资管体系的全新认知，通过生动而富有逻辑，结合案例实操和公司对标

国新天地佛山项目总经理林添荣先生上台领奖。

讲解，学员纷纷表示 100% 受益，在资产管理 VS 运营管理的工作坊中，学员们

6 月 12 日，在“2019 城市土地学会 ULI 亚太峰会”的“与全球地产界链接”

更是运用所学，深入浅出地分享了观点，获得了老师的一致认可。模块二环节中，

的主题会议上，罗先生就“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40 年房地产行业的未来发展”

莱顿张凯胜老师作为三界 AMC 讲师元老，再一次带来如何从客户视角运营商业的

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罗先生回顾了中国房地产行业过去 20 年的发展

精彩讲解。从市场饱和度越来越高的当下商业环境，唯有对客户真正需求的关注才

历程，分享了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及中国房地产行

是企业屹立于市场的根本。张老师为大家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客户视角及这背后的

业的未来发展等议题的看法，与参会嘉宾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过程

逻辑呈现和细节运用再到商业呈现，运用这一套深层次的打法才能制胜。学员在听

的发展特色和新发展模式。本次 ULI 亚太峰会汇集了全球房地产行业愈百位

讲的同时也参与到了实地客户调研，身临其境感受客户视角。

意见领袖代表，与会期间，代表们以“改变城市未来”为主题，从“中国的

CXTD

超级城市群”到“亚洲新兴市场的增长和机遇”等不同角度，深度聚焦时下
行业热点议题。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房地产界的全球链接打开了一条共

Social Friday - 关于时尚产业的洞察 干货满满

享之路。

Social Friday 最近举办了一场“关于时尚产业的洞察”的分享会，请到中国新天
地助理总经理陈勇以及新天地的老朋友、时堂 SHOWROOM SHANGHAI 的创

2019 Internal Town Hall Meeting 召开
2019 Internal Town Hall Meeting 于 5 月 期 间 在 各 项 目 举 行。 罗 宝
瑜女士、孙希灝先生、王颖女士代表公司高层就瑞安未来发展方向及
2018 年度业绩表现与同事们展开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Visit
圣若瑟小学师生赴我司项目参观学习
4 月 19 日，罗先生母校——香港圣若瑟小学师生 26 人来到 InnoSpace 和
新天地参观。在参观的第一站 InnoSpace，小朋友们与瑞安品牌与企业事
务总经理张烨、InnoSpace 总经理陈成强进行了关于创新与科技的交流，
随后参与了拼装科技模型的小竞赛。下午，同学们来到新天地，在海逸餐厅
体验了手工制作小笼包的乐趣，并参观了新天地北里和屋里厢博物馆，感受
了石库门文化和园区氛围。一大会址是此次参观的最后一站，小朋友们在讲
解员的陪同下认真地学习了历史，为本次参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4

始人林剑老师，为大家分享了新天地与时尚产业的故事。更多精彩内容可登陆瑞
安 + 公众号查看往期分享。

Taipingqiao
2019 表演艺术新天地 精彩开演
5 月 16 日到 6 月 9 日，2019 表演艺术新天地在上海新
天地举行，来自 10 个国家的 18 部剧目中，6 部原创委约
剧目为世界首演，11 部国际剧目为亚洲首演，另 1 部为中
国首演。同时，今年表演艺术新天地中演出的表演形态和
对空间的挑战也将“突破天际”，观众们不但可以坐在公
交车上看舞蹈，还有机会围观艺术家用几千个小物件讲故
事，更能体验到在热带雨林里自由奔跑、偶遇动物精灵的
奇妙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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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 Hong Xin Cheng
自然焕新生活暨瑞虹生长馆启幕
6 月 21 日，恰逢夏至节气，百余位嘉宾及媒体朋友齐聚瑞虹新城，共襄“瑞
虹生长馆启幕暨自然主义新作天悦郡庭亮相”的盛况。此次瑞虹生长馆启幕
活动，特邀比利时花卉艺术家、Dior 御用花艺师 Mark Colle 联手新加坡花
艺生活家，LV、Tiffany 各大品牌合作伙伴 Leng，以“七天造园记”为概念，
营造了梦幻的 7 大主题艺术花园空间，通过与艺术家们的互动装置交相辉映，

KIC
“创智青春季”引燃年轻的力量

将自然、艺术、建筑相融合，把“自然焕新生活”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5 月 11 日，由创智天地主办的“创智青春季”系列活动迎来新一波高潮。

活动现场，瑞安房地产及中国新天地董事总经理王颖、瑞虹新城项目总监李

活动当天，吸引了多支高校原创乐队登台表演的“创智青春季高校原创

日清及瑞虹新城项目发展副总经理杨军等瑞虹新城的缔造者们与国际花艺大

翠湖天地 一平米天地一周年春日活动

音乐节”及聚集了众多年轻科创项目的“2019 迷你创客嘉年华”， 分

师 Mark Colle 等艺术家们展开了一场关于“自然生长”的精彩对话，探讨

别活力点燃了创智天地广场和大学路·下壹站缤纷广场，令其成为杨浦

一平米天地一周年啦！ 6 月 1 日，在翠湖天地 Club e 屋顶花园，近 30 组家庭济济一堂，

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现场嘉宾沉浸在自然与艺术的

区乃至上海市的“当日热门地标”。

Taipingqiao
共同种植蔬菜、水果、香草，还种植了盆栽送给邻居小朋友；将屋顶的一平米带回家中，

共生之中，体验万物生长、内心共鸣的探索之旅。

更将绿色生活理念带入生活。活动中，很多小业主一早就兴致勃勃地来到 Club e 屋顶花园，
他们选择在这里度过欢乐的儿童节。工作人员摘取了去年种植的薄荷叶，作为招待业主的
饮料。园艺老师指导小业主们如何种植不同的花果蔬菜，如何翻土、如何浇灌等很多园林
知识。参加活动的每位小业主，除了完成了种植任务，又多种植了一份盆栽，送给邻居小
伙伴，相约今年 9 月在一平米天地秋收日相聚，共同收获今日的播种果实。

THE HUB
Art Attack 艺术西击
Filthy Luker 大型充气雕塑展首登上海
4 月 26 日 -6 月 16 日，“Art Attack 艺术西击—Filthy Luker 大型充气雕塑展”于虹桥天地
盛大启幕。本次虹桥天地联合著名英国街头艺术家 Filthy Luker 和 Pedro Estrella 带来了 5
件大型充气雕塑作品，其中 3 件作品均为首次在中国亮相，萌趣怪兽“入侵”城市建筑和商
业空间，让公众近距离与艺术接触。展览期间，还有包括艺术巡游表演、主题快闪店、假日
市集等在内的 18 场节假日主题互动活动，为公众打造今春西上海社交微旅目的地，在城市空
间的艺术氛围中形成真诚连结与交流互动。

Rui Hong Xin Cheng
瑞虹天地两周年庆 打造都市社交新体验
5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为庆祝瑞虹天地正式开业两周年，
为消费者精心准备了融合先锋艺术文化体验、多元社交互
动与多重优惠礼遇的“奇·技·声·色——瑞虹天地庆周
年”系列活动。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期间，独具欧洲文化
特色的“在瑞虹遇见全世界——Bonjour La France ！法
兰西风情月”、“天地表演艺术节”等顶尖艺术文化体验
将一一上演；与此同时，瑞虹天地还将携手大众点评平台
及特色商户重磅推出“周年庆团购”活动；此外，一系列“满
赠、积分特惠、租户优惠、主题沙龙活动”等特色会员福

杨浦区夜间经济正式启动，焕发夜生活魅力
为积极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全力打响“上海购物”加快建设国际消费
城市的决策部署，着力推动区域消费升级、夜间经济发展、小店经济繁
荣，于 5 月 23 日晚，在大学路下壹站，杨浦区举办了“活力街区·魅
力夜市”促进夜间经济发展启动仪式。副市长许昆林，市商务委主任华
源、副主任刘敏，区委书记李跃旗、区长谢坚钢、副区长赵亮出席仪式，
与在场的商业企业、社区代表以及媒体一同见证杨浦首位“夜间区长”
和首批“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的诞生。

利和体验也将一同上线，为广大消费者及 i 天地会员献上
丰富的优惠礼遇，共同欢庆两周年。

INN0
INNO 创智项目正式开业 打造多元化办公方式
4 月 26 日 上 海 INNO 创 智 正 式 开 业， 项 目 旗 下 五 大 产 品 模 块 INNO
SOCIAL、INNO OFFICE、INNO WORK、INNO STUDIO、 INNO
SPACE 已全部亮相。这是继去年 9 月南京 INNO 未来城揭幕后，中国新天
地旗下办公品牌 INNO 揭幕的又一个项目。为诠释“回归社交本身”的精髓，
INNO 创智携手 TEDxPuxi、SUPERMONKEY、人马君、JP BAKERY、
由心咖啡等多个品牌共同打造了一场别具匠心的开业派对，全维度展现了
INNO 创智从工作到生活的全面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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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中法文化之春
5 月 11 日 -12 日，法国 Vincent Warin - 3.6/3.4 剧团带来的中法文化

复仇者联盟世界巡回展武汉站强势来袭

之春系列活动在重庆新天地精彩上演，作为本届中法文化之春的重庆唯一

继美国纽约、法国巴黎、新加坡、北京等全球 12 个城市巡回展出后，

站，现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艺术家跟随节拍，将体育、音乐、新颖的

4 月 27 日 -8 月 4 日，正版授权的复仇者联盟世界巡回展空降武

舞蹈形式、戏剧与杂技语言进行了完美融合，给现场观众上演了一出法国

汉天地。超 1600 ㎡的真实漫威宇宙，钢铁侠、美国队长、绿巨人、

当代艺术大戏，引得现场掌声和欢呼声不断。随着中法文化之春的盛大举

黑寡妇、鹰眼……复联站队史上最庞大的作战阵容。观展者可以

行，重庆新天地 HI COLOUR 艺术季也正式拉开序幕，在接下来的 5 月 -7

Cosplay 扮演组团作战，极限挑战力闯 30 关，还可以感受独特的

月中，重庆新天地将以 5 大艺术场景、10 场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丰富艺

科技与娱乐，参与各类游戏与互动体验。

术体验。

Foshan Lingnan Tiandi
2019 中法文化之春惊艳亮相佛山岭南天地

佛山岭南天地荣获
第十四届中国商业地产节“粤港澳大湾区文商旅标杆项目大奖”
壹方北馆正式亮相启幕公园式家庭社交空间
5 月 31 日，以“妙享生活家”为理念的武汉首个公园式家庭社
交购物中心——武汉天地壹方北馆在武汉天地商圈正式亮相。
壹方北馆的开业，不仅满足了区域内中高端家庭消费需求，带
来耳目一新的消费体验，而且丰富了武汉天地商圈的业态布局，
是武汉天地整体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开业三天客流量达 15
万人次，出租率 98%，开业率 82%。

4 月 10 日至 4 月 12 日期间，由赢商网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商业地产节在广州
举行。作为商业地产行业一年一度高规格、具有影响力的零售业与商业地产界
年度盛宴，本届商业地产节以“永不止步，商业新周期再出发”为大会主题，
一连三天举行多场主题论坛，并发布《中国购物中心年度发展报告》。在中国
商业地产 [ 金坐标 ] 颁奖典礼上，佛山岭南天地荣获“粤港澳大湾区文商旅标杆
项目大奖”，中国新天地佛山项目总经理林添荣先生更获得“年度商业地产杰
出创新人物”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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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ON FOCUS

聚焦

聚焦时代新生力量
回归社交生活本真

无论是北欧美食还是日本料理，方寸之间辗转，在舌尖上进行一场全

过去 20 年，新天地所具有的文化、商业和生活内涵，将在新天地广

球旅行。从新晋的独立设计师到享誉时尚界的精致大牌，为个性十足

场焕然新生，并生长出新的意义。而瑞安也相信，作为上海这座城市

的人们提供着多样的生活方式。在 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 里

的绝佳缩影，新天地广场将与城市共同呼吸，创造出充满无限可能的

穿梭，于书籍和音乐之中，为身心放个悠长假期……如果生活是一个

未来。

魔方，在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新天地广场，你将看见魔方自由转动，
展现出多样的生活面向。

定义女享潮流 丰富时尚内涵

5 月 16 日，在近半年的试营业后，新天地广场盛大开幕。在繁华的淮

时尚早已写进了新天地的 DNA。

海路商圈，瑞安为这座飞速发展的城市和城市之中的个体，量身定做
了一个提升城市能级、优化社区空间、赋能人群思想的文化、社交、

每年两季的上海国际时装周是时尚行业的盛会。时尚品牌、设计师、

商业空间。

媒体、买手，以及熙熙攘攘的观众与市民，构筑了层次丰富、富有活
力的时尚社群与消费生态。这得益于新天地 20 余年内在时尚领域的

正如罗宝瑜小姐所言：“新天地首先是一个相聚的地方，它关于人的

敏锐嗅觉和悉心经营。

实现。我们重视并鼓励人们在新天地相遇、成长、交汇，收获独特的
文化领悟和社交体验。”新天地广场的落成，为上海这座城市开辟了

新的消费力量，也就在时尚产业的浓荫下生长起来。随着城市女性消

一个全新的复合型社交场所。不同职业背景、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

费者的崛起，女性声音也逐渐清晰，在各个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

里自由聚集、沟通、交流。人与思想在此碰撞，最终给上海这座城市

力量。女性通过消费、娱乐、社群连结，进行自主选择和自我表达。

创造无限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构筑属于现代女性的品质生活。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上海在过去的数十年里，

瑞安敏锐地捕捉到了女性越来越明晰和庞大的诉求。在新天地广场设

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行业人才。城市未来的可能与生命力，就在这

计之初，便致力于将其打造一个集商业、娱乐、文化、社交为一体的“女

些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将人留在这座城市的力量，则源于城市本

享空间“，满足新时代女性对品质生活和自我满足的丰富需求。

合作的品牌商户们。秉承着“由外而内，由手及心”的整体招商理念，从试营业至今，品牌商户陆续亮相，在持续不断为
大众带来惊喜的同时，也一点点勾勒着新天地广场的全新面貌。漫步新天地广场，诸多潮流品牌汇聚于此，延续着这一街
区的时尚脉搏。如今焕新开幕的新天地广场，已基本完成潮流品牌大集结，整体开业率超过 90%，出租率高达 97%。这
不仅代表着改造升级的预期目标已得以实现，更意味着来到新天地广场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完整的女享社交空间。为打
造独一无二的女享新潮流体验，新天地广场商户中首店比例达到三成，包括 16 家中国大陆首店和 11 家上海首店。

这些店铺的强劲加盟，将为消费者创造全新的购物体验。从地下二层至地上七层，在每一个转角，消费者都能“偶遇”不
同的惊喜。

身的文化内涵与生活品质。这是上海在 2035 年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的关键所在。

定位于“女享潮流”的新天地广场的肌理，首先是来自于和瑞安密切

食在新天地，也新天地多年以来的一张名片。在焕新升级的新天地广场，我们同样为消费者准备了美食诱惑。来自世界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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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HUION FOCUS
Soledad、Her Gallery、Laduree、Smeg、FUSE 等 知 名 时 尚 创
意品牌，以潮拍展、“暖屋派对”、“新掀店”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
呈现丰富的 Pop-up 限时快闪体验活动。表演艺术新天地则以三部
女性视角的戏剧和舞蹈作品，诠释“天生如我”的女性主题。

此外，街头艺术、精品美食、社群讲座，无一不在向这座城市中独立
而自行的女性们表达：在追求美好生活和完善自我的道路上，女性并
不孤单。新天地始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城市之中的每一个美丽身
影相伴。

同时，为了打造有温度的社交空间，新天地广场以四季变幻为灵感，
为都市女性创造了 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连通新天地广场
的四层与五层，这个精致的空间以“花园”
（租户无边界的开放空间）、
“河流”（公共动线）、和“亭”（体验社交活动的灵动空间）作为
核心三大设计元素，联动包括上海三联书店 READWAY 精品书店、
ABC Cooking Studio 全球首家 International Plus 悠享店、亚洲
活方式，分享新女性生活态度。

首家引进 MagiX Circle 的健身机构 SPACE 和全球首家穷游旅行美
术馆主力商户，形成多元商业生态系统。

重新定义社交 建立本真连结
在触手可及的空间内，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 联合诸多品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瑞安始终聚焦在“人群的连结”。新天地与新

以其敏锐的女性视角和独到的生活美学，与前来体验的消费者对话共

天地广场，并不仅仅是城市的商业地标——它们延续着上海这座城市

鸣，探讨生活的可能。开幕期间，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 还

的海派文脉，走进城市生活之中去，理解并满足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真

特别精选一系列颇具女享社交理念特色的品牌，以限时品牌概念体验

实诉求。

活动的方式活力呈现，以设计展现新女性灵感与力量，等待消费者的
探索。

人，才是衡量商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最重要尺度。新天地广场，让人

地的美食巧思在这里汇聚，无论是人气爆棚的 L’eclair de Genie 中国首家白金旗舰店、新加坡 PS.Cafe 中国首家门店、

在这里相遇、成长、相知，回归社交的本真，最终构建具有温度的城

在奔忙城市之中，人与人的连结有时显得微妙而脆弱。真实与虚假交

市社区。

织，快乐与悲伤相伴。而那些独立的新女性，始终坚守自己的本真，
追寻着多样、自主、美好与真实。

上海首家隐泉旗下精品湘菜辣屋、北欧风格餐饮及日式寿司的融合餐饮品牌 RYE&CO 中国首店，还是沪上首家喜茶 Pink
主题店、中国首家可以吃的美术馆 THE ATHENAEUM，都能满足挑剔的味觉。品牌的餐饮优势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新天地广场，以时尚、艺术、科技的狂欢，致敬个性鲜明的时代女性。
作为 XINTIANDI 新天地品牌原创呈现的社群盛会，“SOCIAL 2019

新天地广场以自己的方式，尊重并创造着这样的多样与真实。对太平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体验，是复合型商业空间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石。在新天地广场，零售商户的占比提升至 58%，大大完

社交庆典”以新天地广场为起点，联动 60 多家商户和品牌、36 位艺

桥区域进行有机的整体规划，将社区的物理空间与人群的需求相结合，

善了消费者的商场购物体验。这里入驻了以色列化妆品牌 AHAVA 上海首店、SEPHORA 全新概念店，为女性提供美的

术家及艺术团队，打造 11 个限时体验空间、27 组社交影响力行动、

同时精细打造每一个板块，细致划分其社交功能，满足人群复杂而立

服务。同时，新晋台湾独立设计师品牌 VACAE、全球首家咖啡饰品店 Agatha & Agatha Café、比利时钻石饰品品牌

36 场多元社交对话，举办 190 余场先锋表演艺术，开启为期一个月

体的社交需求。经过深度思考而打造的空间，与具备丰富表达的个体

Diamanti Per Tutti 大陆首店，用精致饰品装点生活。人气女性运动服饰 MAIA ACTIVE 全球首家线下门店、伦敦设计品

的社群盛会，让社交魅力极致绽放。

交汇，社交的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牌 For Art's Sake 中国首店、全新的北欧风格生活方式品牌 O.C.E. 等零售门店，则带来了全球时尚的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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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HERE”巨型数字雕塑装置，在淮海路上向所有具备女享态

作为全球人才的汇集地，上海同样期待着这样一个社交空间，为不同

各个品牌以其独特的定位与风格，呈现新女性潮流风貌，为消费者提供社交新灵感。另外，顶级美容服务机构 SOCIE

度的“她（他）”发出邀请：通过肖像采集和实时呈现的方式，体

文化背景、职业背景的人才提供生活、社交和娱乐的空间。人与人相

esthetic、来自香港的明星专属美发沙龙机构 FIFTY X Hair code 等生活服务型商户则为消费者构建了独树一帜的女享生

验 者 将 拥 有 自 己 独 属 的“ 社 交 画 像”。 携 手 Jason Wu、ELLE、

遇，新力量与旧传统交汇，城市不断更新，商业持续升级。新天地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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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场的活力，就蕴藏在这些改变之中。

从 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 出发，在新天地广场内，四处
可见智慧零售的身影。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CLICK&BUY 扫码购，
在现场体验和真实试穿的基础上，扫码即可在手机端轻松完成更

在全新的购物天地穿梭，新的生活仿佛也触手可及。正如诞生

多款式和色号的选购、现场取货或快递到家，品牌线上线下渠道

之初的理念一样，新天地并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场所。它更是生

打通。同时，空间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通过腾讯独家创新技术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自己的生态和活力，为城市女性创造

和资源，落地“人脸识别智慧推荐”的全国首个案例，为 i 天地会

会呼吸的美好空间。

员创造千人千面的刷脸领券惊喜，更有效地实现客流的精准到店
转化；同时也全国首批试点微信“人脸支付”，从此 “靠脸吃饭”。

点亮智慧零售 扩展生活可能

代佳 Ivy Dai

欢迎 WELCOME

副总经理 – 总部社区发展
代佳，取“绝代佳人”的美意，显然我辜负了父母的殷殷期望。现在，更多人叫我 Ivy，是我自己取的，因
为我喜欢常青藤的倔强和坚韧。
来瑞安是基于我在“裸心社”的一年半难得的经历：从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共享办公到世界五百强都在逐渐尝
试“共享”这条路，我感到市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我能感到，瑞安作为一个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希望能
够引领这次变革。我现在负责的是社区发展，一个为数不多的售后部门，核心是“连接”——连接不同项目，
不同商业板块，不同部门和不同公司，打造一个“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很欣慰的看到，仅在开业半年多
的南京项目中就已有几家公司因为我们的推介产生了业务往来。瑞安广场的同事应该也能感受到，我们做了
不少活动来连接办公租户和商业租户，当然这得益于相关部门同事的大力支持。希望通过各方不断努力，公

伴随着消费意识的革新和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兴盛，人们对生活购

司可以逐渐从业主转变为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一个价值的提供者，这样瑞安才可以在资产管理这条路上

该如何定义新天地？旧城邂逅新规划，慢生活遇见新增长模式，

物的“智慧化”、“新鲜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可以预见

越走越长，越走越稳。

在城市中心重新生长出一片独一无二的社区文化。在这里，消费、

的是，在不久的未来，智慧零售将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

娱乐、文化生活，都回归为生活本身，人与人也就此重新连结。

推开消费体验与生活体验的新窗口。

在物理和心理意义上，建立起现代又古典的社交方式。

熊序鹏 Michel Hsiung
副总经理 – 总部规划发展及设计

新天地，同样是瑞安前进的缩影。
人是社交空间的灵魂。旅行、阅读、烹饪……如今的女性以各

我是 Michel。出生在西班牙，父母是台湾人，求学在美国。当问我“你是哪里人”时，真得想一想了。
2011 年，在好友的推荐下，加入了瑞安。2016 年离开瑞安回去了纽约，刚好在参与太平桥 123/124 的拿地工作。
很有缘分的是，后来我离开去到了 KPF（一家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还是在做 123/124 项目。也顺势

种各样的爱好和活动来找寻和表达自己。也因为如此，新天地

“1997 年，瑞安正式开启了太平桥地块的建设，作为瑞安房地产

也从新女性的需求出发，重新寻找空间的个性。在创新之中，

首个’城市中心整体规划社区’，上海新天地承载了我们对城市

赋予空间活力。如果说品牌是筋骨，那文化便是血液，为这一

更新的不断探索。“瑞安房地产主席罗康瑞先生，参与和见证了

门的职责，配合 Albert Chan 一起对集团层面的设计管理进行统筹，并根据不同项目的特性，参与项目的设

个空间注入生命力。

新天地的生长与绽放。从新天地出发，瑞安这个享有盛名的资产

计管理，确保公司产品的整体设计水准。公司当下正处于从大型社区开发到轻资产模式的转型，未来一定会

管理和房地产品牌，将自身的丰富经验与各地的文化风貌、城市
在充分理解女享社交理念的基础上，新天地为新女性进行打造

队开始，进行全流程的设计管理，包含各类的方案报送、与政府的协调、向股东方汇报等。同时，还承担部

有很多新的挑战。希望我们团队，可以延续瑞安核心的规划设计理念；对于打造专业设计团队，我们能提供
专业的指导与建议。

肌理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了多个城市地标。

了一个复合型新零售社交体验空间。这是新零售所具有的灵活
性和创新性。

成就了我重回瑞安，继续这个项目。目前，我主要负责太平桥 123/124 地块的设计管理工作，从组建设计团

在石库门的文化脉搏之上，结合东西方的建筑思想和商业模式，

杨崇毅 Chongyi Yang
助理总经理 - 重庆天地

与上海融汇古今中外的“海派”文化不谋而合。也正是因为这个

Hi，大家好！我是杨崇毅，重庆人。

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 本身，就是新天地广场智慧零售

具有前瞻性的转向，上海新天地在过去的 20 年里，始终保持着城

之前供职于华润置地商业地产，从事商业推广、运营及新零售业务，深深爱上这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多

的一个精巧缩影。在这里，消费与文化、生活有机结合，为都

市核心商圈的活力和生命力。

市新女性构建了梦想生活方式的体验空间。阅读、旅行、设计、

变又迷人的行业。
上海新天地是中国商业地产的一面旗帜，令每一个热爱商业地产的人心向往之；作为重庆人，非常希望重庆
也有一个像上海新天地一样，让重庆人骄傲的，代表重庆人文精神和生活格调的商业地标。因此，了解到重

烹饪、音乐、运动……在这里，你可以沉醉其中，尽情体验多维度、

随着新天地广场的落成，新的科技力量、消费力量和商业模式为

庆天地接下来的发展目标，希望能够参与它改变和提升的过程，是我加入瑞安重庆项目的初衷。

多面向的沉浸式消费社交场景。

上海开启了城市发展的维度。瑞安人深知，在商业地产全面进入

目前，我负责重庆天地招商、运营、推广工作，希望以我的热情、专业、敬业的态度，及过往的从业经验和

存量时代的当下，构建一个更多元的复合型商业生态，是我们作
不仅如此，Social House by Xintiandi 还将通过“人货交互”、

行业资源，与团队一起为重庆天地的价值提升制定策略、找到路径，通过扎实的工作和不懈努力达成目标。

为行业引领者和生活方式创造者的全新使命。

“智能 pos”、“小程序扫码购”等技术解决方案，切实帮助
商户洞察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商品偏好，更有针对性地寻求商

在新的时代乐章中，新天地广场与新天地南北里、新天地时尚购

品解决方案、获悉商品市场反响，营造“更懂消费者”的智慧

物中心、湖滨道购物中心等成熟项目，相互连结互动，成为了一

零售场景。

个具有生命力的多元社区。立足新天地，辐射整个上海，并为长
三角地区提供商业、娱乐、社交的全新维度。

作为中国新天地在智慧零售领域的“先锋者”，Social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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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瑗 Zoe Yuan
助理总经理 - 商业创新
大家好，我是 Zoe，今年初重新加入曾服务过近 10 年的瑞安，并开始接受全新的角色与工作挑战。目前主
要负责商业创新产品线的落地和经营，内容包括 Social House 的持续打磨和完善，计划明年春天开业的
Foodie Social，以及还在探索即将进入实验阶段的 Design Social。
“商业创新”将在新零售的场景、客户关系、深度精细化运营多维度发力，助力公司各个项目提升低效空间

by XINTIANDI 不仅着力于优化消费者的智慧购物体验，也为

作为商业地产开发的先锋引领者，瑞安始终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

商户与消费者缔造了更通畅、更紧密的交互连结。

搏，在激荡之中，迎着浪潮勇敢飞去。

的使用效率。通过 Social House、Design Social、Foodie Social 三个不同领域的产品巩固并增强社群粘性，
成为一条新的收入增长来源。
这是个小步快跑、
不断迭代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
也不是仅靠一个团队就能完成，
希望能得到更多部门和项目伙伴们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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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on DNA

瑞安
DNA

办公室焕新抢先看
众所周知，公司上海总部办公环境即将迎来焕新计划！！！
那么未来，我们将迎来怎样的办公环境呢？我们特地咨询了相
关负责同事，来来来，稍稍剧透一下哦！
注：目前图片均为过程图片，仅供参考！

瑞安上海总部 家庭开放日举行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公司上海总部精心策划了一场“家庭开放日”，众多同
仁踊跃报名，在儿童节当天带着孩子来到自己平时工作的地方。

家庭日是企业员工携家属共同参与的欢乐盛会，在儿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
子，瑞安的员工和家属们来到瑞安上海总部，共同体验企业文化，感受瑞安
精神，增进同仁之间的交流互动，同时也增添了一份归属感和凝聚力。活动
当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参观了自己的工作区域，以

新朋友的互动中，Get 了社交能力的大提升。而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佛山海鸥社 2019 爱心筹款暨
50 公里徒步

小朋友们分批参观了 1 号会所，在工作人员热情洋溢的讲解中，对上海历史

上半年，一场共计 11 万人报名参与的“50 公里徒步”盛大运动狂欢会

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佛山五区共同上演，瑞安海鸥社佛山分社组织了 133 名员工及家属

一种特别的方式向孩子展示了努力工作的意义。而在神秘嘉宾的带领下，现
场的小朋友们进行了有爱的互动，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团队精神，更在于

参与“禅城线”的徒步，现场气氛活跃，团队共募集到资金 17117 元，
获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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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CORNER 员工天地

六一 ·童趣

向往的天地 佛山岭南天地 市务及销售部 江文静

100 天照 -- 爱书的宝宝 丰诚物业重庆分公司 综合管理部品质部 豆凤

假笑少年的快乐六一 丰诚物业武汉分公司总办行政部 陈丽烨

你们看得到我吗 总部 品牌及企业事务部 张天昕

小小公主梦 佛山岭南天地 财务部 沈碧霞

咦，小鸟到哪儿去了？总部项目监控及品质监控部 金雯婷

童心同乐，6.1 同成长 武汉天地 行政部 刘晓洁

俩宝 佛山岭南天地 财务部 郭淑真

开心六一 佛山岭南天地 财务部 卓成群

六一也要开心鸭！丰诚物业武汉分公司 总办行政部 熊曼玉

谁先吃完 重庆天地 雍江翠湖 B16 项目工程部 秦岭

我的六一我做主 佛山岭南天地 财务部 冯志敏

六一文艺汇演 佛山岭南天地 财务部 高颖

夏日么么茶 佛山岭南天地 市务部 梁敏仪

一根棒棒糖的哥俩战争 2019 武汉天地 项目策划及设计部 张啸鸿

共庆佳节 太平桥项目 工程部 杨晓华

看我多帅气 佛山岭南天地 财务部 陈蕴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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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

竹枝词
作者 刘禹锡 朝代 唐

杨 柳 青 青 江 水 平
闻 郎 江 上 踏 歌 声
东 边 日 出 西 边 雨
道 是 无 晴 却 有 晴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
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
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
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
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
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
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夏
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
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
来疾去，降雨范围小，人们称“夏雨隔田
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的绝妙诗句就是刘禹锡巧妙的借喻了这种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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