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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

罗先生出席第三届外滩国际金融峰会
罗先生出席香港城市大学校友之夜活动

春耕，夏耘，秋收。历经数载耕耘，通过调整企业战略、完善和

ULI KIC 案例发布会

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走革新之路，瑞安渐渐迎来了成熟的季节。

房地产投资研讨会举行

在“尊重城市、传承创新”的理念指引下，经过十年用心建设，

翠湖天地隽荟 开启豪宅定制元年
瑞虹新城怡庭获市场高度关注

曾经老旧的重庆化龙桥如今已真正化成金龙，曾经的武汉旧租界区

中美黑客马拉松成功举行

也逐渐变成引领武汉人时尚品质生活的风向标 ; 而在上海，企业天地

KIC Innospace 国际创业集训营 DemoDay

1 号楼和 2 号楼于 7 月成功出售，9 月瑞虹新城推出最新的“怡庭”

重庆天地正式授牌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住宅产品，受到高端客户的青睐 ; 而本年最后一个季度公司还将推出

重庆天地 B18 雍江御庭车位开盘

“翠湖天地”四期“隽荟”，该产品将推出四大定制化服务，满足

音为爱 不等待 2015·大连天地·盛夏音乐节圆满落幕

客户更高需求。瑞安的“天地”们凝聚着繁华的城市文化精髓、融

【大隐城央】佛山岭南天地业主答谢晚宴暨璟轩发布会

合了浓郁的海派情调和国际范，见证并将继续见证房地产发展的种

“米菲与您乐享岭南天地”60 周年纪念展开展

种变化。
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作为“尽善创新、诚心谦勤”的瑞安人，
就要跟上市场变化，敢于挑战、勇于创新，在“瑞安精神”的指引

聚焦 | focus 1 1

下寻求进步和成长，在进步和成长中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的十年。

武汉天地 ，绽放在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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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身患重病员工（海鸥社）“爱心传递”瑞安慈善募捐活动回顾
“爱心传递”白领志愿者服务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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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绿色办公室、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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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执行、战略转型
2015 年转瞬已经过了大半年，公司变革之路到底进展如何？本季的《瑞安精神》将就此开设特稿，回顾
变革举措之成效。

出售企业天地，实现商业资产价值

2014 年房地产市场的动荡不安，给从业者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然而也点燃了整个行业的“变革之火”。

7 月 23 日，公司宣布出售上海企业天地 1 号 &2 号，这一举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面对挫折以及考验，瑞安迅速做出了反应。2015 年开年之际，公司召开了以“拥

动正是实施变革的措施之一。罗主席说，过去公司的经营基本上是

抱变革”为主题的管理层年会，讨论如何走出一条属于瑞安的变革之路，即：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管理变革着手，提升内部沟通效率，强化项目团队的执行力；加快完善和优化内部管控、运营流程以
及激励体系；保持项目和产品开发高周转速度；以客户为中心，更加积极地关注市场环境，尝试业务创新。
通过这场坦诚的交流与讨论会，管理层团队向公司上上下下及所有关心和支持瑞安发展的同仁，宣誓了
变革的决心。

对商业地产和办公楼采取长期收租的模式，投入大，回报期长，导
致资产运转速度缓慢，负债比率高，我们的资产周转率仅为 9%，
远远低于同行企业 27% 的平均水平。
资产重、周转慢，以至于诸多项目的利润没有被有效释放；投
资大、负债高，致使利息支出增加，也影响了股东的回报率。在年
初的管理层年会上，公司提出会在适当的时间、按照合适的价格出
售收益率增长较低的商业物业，以释放物业价值、提高盈利能力、
加强现金流，并将这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回报较高的项目。
按年初制定的策略，今年 7 月，公司成功出售上海企业天地 1
号 &2 号，物业价值为人民币 66.01 亿元，交易完成后，预计可为

号、上海创智天地、武汉天地及佛山岭南天地均有新落成的商业物业，
为租金收入作出贡献
上海太平桥的“新里”及上海虹桥天地的演艺中心也将于 2015
年下半年落成，虹桥天地新天地的多家租户已于 7 月份开业，而购
物中心预计也将于 9 月试营业。
由于受到瑞房策略调整的影响，中国新天地的商业模式也在进
行调整、完善以及优化。待新模式趋于稳定，对投资界有了吸引力
的适当时机，公司会进行中国新天地的首次公开招股计划，决定其
上市时间，并不限于 2016 年上市。

关注市场环境，尝试新拓展

公司 2015 年带来约人民币 21.55 亿元溢利净额，同时取得约为人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模式将由低成本生产及出口导

民币 42.84 亿元的款项净额。交易成功释放了资产积累的价值，促

向型逐渐转变为以本土创新、生产及消费为导向，科技创新将成为

使资产周转率得以提升，公司的财力得以增强，为把握增长机遇创

驱动发展的“新引擎”。为配合这种转变，需要大力发展有助培养

造了有利条件。

创新理念的知识型社区。同时，今年 5 月 25 日，中共上海市第十
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

保持项目开发高周转速度，可售资源多
对公司全年销售业绩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罗主席充满了信心，
罗主席在“2015 年度第二期 Chairman's Dialogue 活动”
中与同事们一起展望未来的变革之路

一方面是因为房市已渐渐回暖，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拥有丰富的可
售资源。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中央政府推出了放宽
限购、下调利率、鼓励银行支持楼市等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措施，使
得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步回暖，且房地产市场也将会有更大的
自主性。罗主席认为今年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将会较为活跃，一线
城市的楼价会进一步提升。
公司未来在上海有约 600-650 亿的住宅可售资源，而在上海
以外的城市还将有 300-350 亿元的住宅可售资源。今年下半年，
上海瑞虹新城第六期将推出 328 个住宅单位，总建筑面积达 86，
000 平方米；属于高端住宅项目的上海太平桥翠湖天地也会于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前要形成科技创新
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 2030 年要着力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
心功能，在服务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发挥枢纽作用，
初步形成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和最具活力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
一。
作为对商机具有灵敏嗅觉的罗主席特别看好创新创业，他认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平台，而瑞安可以配合国家大的形式
和政策需要，在提供平台方面多做一些努力。
目前，公司已经有自己的品牌知识型社区项目——位于上海杨
浦区的“创智天地”。“创智天地”是公司与杨浦区政府联合打造，
依托于周边复旦、同济、财大等名校，将云计算基地、软件出口创
新园区和高薪技术产业化基地集一体，形成了融合工作、生活、学习、
娱乐为一体的知识社区。

2015 年年底推出总建筑面积为 46,700 平方米的住宅。未来的几个

罗先生表示希望创智天地将来在上海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特

月里，上海瑞虹新城及翠湖天地项目将推出预售，这两个上海项目

别是可以成为上海要发展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并希

的销售标志着公司过去数年的重大投资已经进入了回报期。罗主席

望在上海能够打造更多类似创智天地的项目。

对公司的中长期前景抱持乐观态度，对内地经济、房地产以及商业
地产市场的长远发展也充满信心。

投资物业组合规模扩大，租金收入上升
今年上半年，现有投资物业组合的出租率维持于高水平，期内
新签订租约平均租金取得增长。虹桥天地、上海太平桥企业天地 3
4

结语
我们欣喜地看见公司的变革措施已经取得稳定的进展。我们相
信，在以罗先生、黄月良先生以及罗宝瑜小姐为核心的新的管理团队的
领导下，瑞安的变革将会有更多成效显现，让我们继续发挥拼劲为公司
缔造更佳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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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出席
第三届外滩国际金融峰会
7 月 12 日，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和上海市浙江商
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外滩国际金融峰会”在上海举行。
本届峰会以“世界重回外滩”为主题，对“新常态”时期
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全球化金融市场孕育的机遇和挑战进
行了深入探讨。公司主席罗康瑞先生亦出席本次峰会并发
表演讲，他表示，就目前上海的基础和基本条件来看，还
没有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他建议，上海要开拓更为
丰富的金融交易形式和创新金融产品，以加速上海金融业
的发展。
此外，包括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王石、
任志强、牛锡明、瞿秋平、郑永刚、周成建、王梓木、阎
焱等海内外四百余位企业家、金融家、投资家亦出席了本
届峰会。

CityU Alumni Reunion @Shanghai
图为罗先生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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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出席
香港城市大学校友之夜活动
7 月 17 日，香港城市大学校友之夜活动在上海举行。罗先生受邀作
为主讲嘉宾，分享了上海新天地、创智天地、虹桥天地的开发经验，与现

INTERVIEW

场 130 多位城大校友共同探讨上海的现在与未来，真知灼见在这里碰撞，
为上海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及大学杰出教授郭位教授、

01

副校长（发展及对外关系）李国安教授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上海市土地批租改革参与者及实践者——罗康瑞先生接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
究室《上海市土地批租改革的启动与试点》采访
为加强对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根据中央要求，中共上海市

用制度改革”咨询顾问 。

委党史研究室对上海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若干重大专题开展了史料征
集。作为上海市土地批租改革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之一，罗先生受邀
接受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土地批租改革的启动与试

罗先生在接受采访中回顾了瑞安是如何参与上海城市建设，从城
市酒店的开发，到瑞虹新城和上海地标新天地的打造。

点》的采访。
罗先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继上海地标新天地之后，又
罗先生从 1985 年 8 月的第一期上海《香港工商研讨班》开始讲起，

前瞻性地看到知识创新对于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创智天地应运而

当年上海委派 43 名青年干部赴香港学习考察 ,1986 年上海房地产、

生，同时更关注到虹桥交通枢纽对于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作用，继而

港口赴港考察团，主要考察香港土地批租、房地产经营、城市规划

开发虹桥天地。

设计、港口建设等情况，罗先生曾是讲师和顾问，不仅与相关人员
分享香港成功的经验，还帮助上海政法起草法规编制、调整规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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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评价说：无论作为上海土地改革的

起草土地标书，同时还亲自成为改革的实践者，第一批参与上海的

谏言者还是实践者，罗先生及瑞安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上海

城市建设，推动上海房地产改革。1988 年罗先生受聘成为“上海房

城市面貌的改变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上海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写就

地产改革咨询会”第一批顾问，同年罗先生受聘成为“上海土地使

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ULI KIC Workshop

04

ULI KIC 案例发布会
8 月 20 日下午 6:00，ULI 一行 50 人到达创智天地，在会议中心
多功能厅进行了 KIC Case study。执行董事陈永明先生为 ULI 成员介
绍了 KIC 项目建设的背景、理念、以及运营的基本情况，随后知识型
社区总监张斌先生和规划发展及设计总监陈建邦先生一起与 ULI 成员分
享了 KIC 项目的发展心得，并共同展望知识型社区的发展未来。会后，
ULI 成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 KIC 展示厅、InnoSpace 和大学路。

Shui O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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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研讨会举行
Finance Seminar - Real Estate Investment | 房地产投资研讨会
于 8 月 15-16 日在上海如期举行。2 天的课程，从概念梳理到案例探
讨，学习内容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一一呈现。在港科大教授 Laurence C.
Franklin 的引领下，学员对地产投资的相关领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战略层面，将有效地促成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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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ville Lu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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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湖天地隽荟
开启豪宅定制元年

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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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黑客马拉松成功举行
创智天地国际黑客马拉松是由创智天地发起，自 2012 年起联合美国硅

8 月 5 日 翠湖天地对外公布第四期正式命名为「翠湖

谷孵化器 InnoSpring、香港数码港、日本三井不动产等合作伙伴定期举办的

天地隽荟」 Lakeville Luxe, 中英文名字的意思除尊贵豪

国际性黑客马拉松。2012 年第一届沪港黑客马拉松、2013 年第一届中美黑

华外，还有汇聚优秀美好事物于一处之意。翠湖天地隽荟

客马拉松、2014 年第一届中日黑客马拉松，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黑客马拉

介绍的定制豪宅概念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除了提供多种

松主办方。此次中美黑客马拉松以“跃界智造”为主题，共组成了 10 个团队，

风格、材料、灵活空间的处理外，特别为 30 多套特色单

通过智能硬件和智能家居开发者们的智力碰撞，现场诞生了智能汽车大灯、

元而设的 100% 全定制服务，更成为「豪宅」新的风向标。

S-MAX 智能骑行头盔、一体式充电把力、完美衣橱 Beauty、D.I.E 无人机

翠湖天地隽荟共提供 301 套单元，首批样板房将于 9 月中

反监测雷达仪等精彩项目，最终由幻影魔盒（家庭娱乐感应魔盒）项目摘得

开放。

桂冠，赢得了通往美国硅谷的机票。

KIC Inno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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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创业集训营 DemoDay
InnoSpace 第四期国际创业集训营 DemoDay 于 7 月 10 日在创智天地会议中心
举办。本次活动共吸引了知名投资人、创业媒体、创业导师和创业者等 300 多位观众
到场，活动现场座无虚席。作为专注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领域的超短期细胞型企业
的创业服务平台，本期 InnoSpace 创业训练营，用 16 周的时间又孵化了 10 个极具潜
力的初创项目，涵盖了教育、旅游、理财、社交、场景导购、医疗等方面。与此同时，
在此次的 DemoDay 上，4000 万人民币规模的 InnoSpace 天使投资基金也正式成立，
将会聚焦于 TMT 领域的种子和天使期创业项目。

CHONGQING TIANDI
RUI HONG XI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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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虹新城怡庭获市场高度关注

10

重庆天地正式授牌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作为重庆首个休闲商业体，重庆天地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授牌仪

7 月 16 日晚，瑞虹新城 18 年巅峰之作——怡庭，在陆家嘴、外滩、

式暨“诚于心 礼于行”文明城市旅游论坛在 8 月 6 日盛大举办，渝中

北外滩两岸美景的见证下，耀世启幕！当晚，位于北外滩国际邮轮码头

区区委常委 / 副区长章琳女士、中国新天地重庆项目总经理胡永刚先生

的发布会现场，名流云集，华灯璀璨。100 多家媒体及 400 多位嘉宾，

分别代表渝中区及重庆天地旅游区，接受重庆市旅游局“国家 AAAA 级

与乔晓光、曹启泰、李泉等跨界名流，共飨“艺术点亮北外滩”盛事。

旅游景区”称号的正式授牌。同时，重庆天地旅游区也与旅游行业龙头

此次发布会不仅见证了瑞虹新城 18 年巅峰之作——怡庭的华丽绽放，

企业——中国旅行社、携程签订了协议，开启战略合作新时代。

更以艺术地产的全新视野，代言“艺术地生活，生活的艺术”的生活模式。
本次怡庭将推出 328 个住宅单位，总建筑面积达 86,000 平方米，

重庆天地 B18 雍江御庭车位开盘

11

受到市场高度关注；样板房开放的首个周末，最大客流量就达到约 300

7 月 18 日，重庆天地雍江御庭车位在重庆天地商业休闲主楼广场盛大

人 / 小时，目前客户登记量已达 1500 余人。

开盘，当天，到场客户近 700 人，开盘认购 308 套车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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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AN TI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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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为爱 不等待
2015·大连天地·盛夏音乐节圆满落幕
“2015·大连天地·盛夏音乐节”，于 7 月 25 日在「大连天地」黄泥川板
块高阶商业地标「智荟天地」火热开启，呈现来自国内外原创音乐艺术家的精彩
表演，延续「大连天地」为大连城市带来的融合国际时尚文化和城市本土文化打
造的乐活生活方式，用音符铸就属于大连市民的音乐狂欢！音乐节当日，活动现
场充满浪漫与激情，用多样风格的美妙音乐共同奏响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盛宴。
云集现场的创意市集个性创意礼品带来别样艺术享受，飘香四溢的美食街让现场
观众们食指大动。现场更有美女 DJ 在演出间隙为到场观众激情献艺。

FOSHAN LINGNAN TI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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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城央】
佛山岭南天地业主答谢晚宴暨璟轩发布会
“佛山岭南天地业主答谢晚宴暨璟轩发布会”于 7 月 11 日举办。本次活动邀
请了广佛主流媒体、商协会及企业界友人、前期业主及前期来访大客户参加，实
际来宾近千人。当天活动包括在璟轩样板间举行的国家一级文物珍稀纸币展览，
及在马哥孛罗酒店举行的答谢晚宴。

WUhan tiandi
10 years review
“米菲与您乐享岭南天地”60 周年纪念展开展

武汉天地 ，绽放在华中
14

2015 年，是荷兰国宝——米菲 60 周年纪念，佛山岭南天地和这只纯真的小兔子携手，在佛山岭南天地举办“米菲与您乐享岭南天地”60 周年纪念展，
现场摆放近 20 只大型的米菲 3D 雕像与游客同乐，这也是米菲 3D 雕像首次在佛山展出。佛山岭南天地更首次还原米菲和朋友们的小屋供参观者游玩

一个多世纪前，武汉境内一片被大大小小的湖泊和芦苇荡所覆盖的清静郊区开埠成为租界，慢慢地，这
里建起了银行、工厂、码头、娱乐场所，绘出了一幅繁荣的生活景象。之后历经变迁又复归于颓败，只

及拍照，并设置米菲畅游岭南文化的拍照墙；此外，佛山岭南天地还将岭南文化与米菲相结合，设计了米菲穿唐装、打咏春、着裙褂、舞南狮等岭南形象，

留下一幢幢老旧的建筑和其承载的历史记忆。到了 21 世纪，这些近代建筑开始与最新的市场热潮碰撞，

中西文化的碰撞带来了无限的趣味。此次展览于 7 月 25 日正式对外开放，持续一个月。

清静地如枯木逢春一般渐渐重新焕发出生机，发展成为了兼具开放与包容特质的新天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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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辨旧与新
设计武汉天地的是已经主创了代表本埠风尚地标的上海新天
地和杭州西湖天地，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师本杰明·伍德先生。正
式动工之前，公司高层们和设计师就多次到武汉进行考察，在考察
中寻找，寻找一个像上海石库门、重庆吊脚楼那样的只属于武汉的
建筑符号，来能够代表即将建成的武汉天地特色。然而武汉本土文
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融合，风格早已多元化，反倒显不出什么
“特色”来，但就是这种没有显著特色的“融汇”似乎又可以称为
是它最大的特色。于是在武汉天地里，所谓的特色就表现为了色彩
的交叉和建筑风格的不同，用来体现武汉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各种文
化之意。
这整个区域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人的记忆、寄托着人的情感，
因此在进行保护和改造的时候，除了考虑建筑的尺度、城市空间的
尺度等因素，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人的体验感。所以在规划之初，
就已经考虑到如何营造统一氛围、让新建筑与旧基础无缝融合，既
承载记忆又开启新的生活。
进行改造之前，每一幢老房子都经过了全方位的体检，根据
体检结果来确定具体的改造方法：保存完好的，进行原封不动地保

昔日租界焕新生
横跨汉口沿江大道与京汉大道、西南与芦沟桥路紧密相邻、

文化休闲功能于一体、能够提供不同消费体验、满足不同情感诉求

东北延伸至长江二桥引桥、西北连至解放大道的武汉新天地，其所

的特色商业街区，并且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会客厅”，更成为

在范围原是属于汉口的老租界区。曾经的繁华成为了武汉人的生活

了武汉的新地标。

记忆，繁华过后但余颓败。1995 年武汉长江二桥竣工通车以后，
武昌徐东片区趁此良机崛起，汉口黄浦路片区却迟迟不见动静，依

何以择永清

旧只见七八栋老旧建筑、稀稀疏疏的来往行人和夜里零零星星的灯
光，依稀只闻远处轻轨呼啸而过。直到“武汉天地”到来，带来新
型住宅区、商业业态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这里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武汉天地”位于武汉市汉口中心城区永清地块，东临浩瀚
长江，面向风景如画的江滩公园；北接联系城市各大商圈的主干道
黄浦大街；南面芦沟桥直接京汉大道和沿江大道。这片区域自古以

2004 年，改变的良机到了，公司受邀来到武汉，在经过一系
列考察之后启动了武汉的旧城改造项目。经过一番努力——实地考

来就是武汉市的商业中心，至今依旧，并且也是整个华中地区的商
业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运输中心。

察、老建筑体检、技术革新、空间重组等等，使得这个以老社区为
基础进行改造而成的现代多功能城市综合体已渐成规模。

除了它所处在中心地位之外，另一个它被选中的重要原因是
因为旧租界所沉淀下来的历史底蕴。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的是具有

武汉新天地一经建成，便开始致力于改变和打造属于武汉人
的全新生活方式。现如今的“武汉天地”是集餐饮、娱乐、零售、

城市历史文化的房产，是以选择了这片既遗留了历史痕迹、又拥有
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交通枢纽地位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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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和修缮；外立面很漂亮但是结构欠佳的，以“穿夹克”的方式里

街，又同时设计了许多开放式的空间，并配以与乔木灌木草地相结

外用钢板重新做好结构再进行重组；结构、位置等各方面情况都不

合的步行绿化带，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截至 2015 年

太好的，就拆掉重建，但保留其典型符号与特色。进行改造的几栋

7 月，新天地商业区共有 102 家租户，包括占据百分比为 53% 的

老建筑，每一幢都是根据它所处的环境、位置、周边生态以及它们

餐饮业以及零售业、电影院等业态，引领着时尚的居住、工作、文

自身实际状况来考虑，以其本身固有的特点为基础，力求做到整旧

化以及娱乐休闲。

如旧。在注重保护建筑风格原貌的同时，内部的设计则按照现代都
市的消费方式、生活节奏和情感空间进行度身定制，创新地注入商
业经营功能、融入现代时尚元素，使之重获崭新的生命力。

建设十年

而位于武汉沿江商务区·武汉天地商务群的“壹方”购物中
心也将于今年年底竣工，项目定位为国际精品购物中心；位于武汉
天地 B 地块的区域家庭时尚购物中心——“盛荟”亦于今年启动，
项目则旨在提升更多生活品质。

瑞安房地产及武汉天地的辉煌十年，见证了武汉高端城市综合

作为武汉市沿江商务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建筑面积约为 50

体的从无到有的一个时代，无论是商业、写字楼或是高尚住宅，武

万平方米的武汉天地商务群如今也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处集甲

汉天地的每一个部分已被写入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

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高档百货商场等为一体的天地商务群必将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要数特色商业街区代表——武汉新天地，

有助提升武汉的国际化城市形象。

项目早已于 2009 年全面竣工，它既保留了武汉风情风貌与历史文

其中，商务群第一栋国际标准甲级写字楼——企业中心 5 号

化，更融合了时尚元素；因地制宜，结合本地人喜欢户外休闲和美

已经于 2011 年底投入使用，楼栋配置大大刷新了武汉市现有写字

食的特点，武汉的新天地里还特设了国内第一条户外带空调的美食

楼的办公标准，自交付起就一直处于满租状态，创下了武汉写字楼

住宅，一直都引领着市场标杆。
从 2007 年 9 月开盘六小时开盘售罄的武汉首个均价过万元的
——御江苑一期，到 2011 年面市的一线临江豪宅典范——御江苑三
期，再到按照江城首个“国际亲情社区”的定位进行打造的 B13 地块，
直至现在树立武汉豪宅新标准的武汉天地 B14 地块——“云廷”，
武汉天地高尚住宅从未停止引领的步伐。
进入 2015 年下半年，武汉天地 B 地块还将推出武汉市首个商
业上盖新型物业——盛荟，该项目将为时尚精英人群提供住宅产品
新的设计理念，引导全新的生活方式。
此外，十年来武汉天地不仅打造大体量的顶级商业配套和高端
国际化住宅社区，还将配套武汉首个国家绿色建筑三星标准的万方
会所和武汉首个社区湿地水景公园，而加上已经引进的国际双语幼
儿园、长春街小学和七一中学，打造 12 年一站式教育资源，武汉天
地已经日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社区。
天大地大，天地之间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更是十分广阔。武汉天
市场租赁奇迹，而 A2 塔楼——企业天地 2 号将于 2015 年下半年

地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将秉承着瑞安房地产“可持续发展”

交付使用，A3 塔楼——企业天地 3 号将于 2015 年底交付，武汉

的企业理念，一直发展并且不断完善自身，与城市共同发展，然后

天地商务群已渐趋成长为城市核心商务资源聚集地。

继续引领武汉国际化生活方式，提升武汉的国际化城市形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年来，公司打造的武汉天地系列高尚

新时尚，武汉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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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知识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简称 BIM）通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它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化
性和可出图性五大特点。
二十世纪来，各国的能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 现阶段大多节能建筑侧重于外观和功能，而忽视建筑的能效设计，没有对工程方案能耗进行系统的分析与
计算 , “可视化”的三维数字建模技术——BIM 技术应运而生。
BIM 全称：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筑信息模型），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数据作为模型的基础，进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过
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包括三维几何形状信息和非几何形状信息，如建筑构件的材料、重量、价格、进度和施工等等。BIM 集
成了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 , 为设计师、建筑师、水电暖铺设工程师、开发商乃至最终用户等各环节人员提供“模拟和分析”。

BIM 优点
1

可视化亦即“所见即所得”。

2

使用有效 BIM 协调流程进行协调综合，减少不合理变更方案或问题变更方案。

3

模拟性亦即 ：3D 画面的模拟、能效 / 紧急疏散 / 日照 / 热能传导等的模拟、

4

5

帮助身患重病员工（海鸥社）

“爱心传递”瑞安慈善募捐活动回顾

4D（发展时间上）的模拟、5D（造价控制上）的模拟、对地震人员逃生及消

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海鸥社联合康乐会、CCEC 共同发

同时，瑞安海鸥社还收到来自中国银行、东亚银行、瑞安房

防人员疏散等日常紧急情况的处理方式的模拟等。

起“瑞安杯”慈善足球赛暨慈善募捐活动。募捐期间，丰诚

地产等 7 只参赛球队捐款共 20,000 元，该笔善款将全数捐

优化性：利用模型提供的各种信息来优化，如几何、物理、规则、建筑物变化

物业同事潘杨阳查出身患尿毒症，得知这一消息后，应广大

赠给上海志愿服务基金会，用于卢湾区辅读学校特殊儿童爱

以后的各种情况信息。

同事的热心要求，海鸥社决定将员工全部捐款共计 105264

心活动。

可出图性亦即：建筑设计图 + 经过碰撞检查和设计修改 = 综合设计施工图。

元全数捐赠给潘杨阳，并委托丰诚物业转赠。

BIM 在国外已经成为设计和施工单位承接项目的必要能力，已
受到广泛重视。

本次募捐活动结束后，海鸥社将为捐款最多的 5 名员工颁发

考虑到潘杨阳需长期接受治疗，丰诚物业专门成立“潘杨阳

“最有爱心奖”，为号召最多同事捐款的 6 名员工颁发“最

爱心基金”，计划每月捐赠给潘杨阳 5000 元用于其日常治疗，

佳爱心人气奖”，奖励证书将以内传的形式送至获奖同事手

待找到合适的肾源后，再将“潘杨阳爱心基金”剩余款项全

中。最后，我们感谢每一位参与到本次募捐活动中的同仁们，

数捐赠。目前，潘杨阳仍在接受治疗，病情已趋于稳定，正

感谢你们所给与的爱心和温暖！行动带来改变！

在等待合适的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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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秘密花园

瑞安DNA

魔法森林之猫头鹰
计部 才允华
大连天地项目 财务及会

塔之金碧辉煌
及会计部 张磊
大连天地项目 财务

运动带来美
好
重庆天地项
目 工料测

量及采购部

“爱心传递”白领志愿者服务持续开展
作为瑞安“志愿者日”年度活动之一，“爱心传递”

们的世界，给与温暖和陪伴，体会他们的情感，分

白领志愿服务持续开展。6 月 29 日，“拉着你的手，

享他们的快乐。

走进艺术新天地”活动在上海新天地 3D 梵高展厅中

9 月开学后 ,“爱心传递”还开展了开学日活动，9

迎来了 43 位瑞安志愿者，和 30 位华师大附属卢湾

月 1 日一大早，白领志愿者们就来到了华师大附属

辅读学校的特殊孩子。大手牵着小手，志愿者陪伴着

卢湾辅读学校，在学校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到校的学

孩子一起为“我心中的向日葵”作品涂色，将作品贴

生。之后的开学典礼，志愿者代表向学校捐赠了图

到画板上，带领孩子感受“梵高”的艺术世界 , 并讲

书，希望孩子们能获得更多知识。志愿者们还利用

解“星空”、“麦田”等作品的背后故事。孩子们专

学校晨课时间与学生结对共同播种绿色小盆栽，用

注的眼神、惊喜的表情，可爱的脸庞，感染了所有参

绿色欢乐的方式帮助学生们开启新学期之旅，同时

与活动的志愿者们。

也希望能让绿色环保内容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

瑞安执行董事郭庆先生在现场表示：公司的志愿者日

此外从 9 月 10 日起每两周有五位志愿者可利用“志

给了我们平台将大家的善心、善意付诸为善行，我们

愿者日假期”到学校参与孩子们的手工课课程 , 陪

会将“爱心传递”这份承诺坚持下去，更多融入孩子

同孩子们学习手工制作。

限量版爱
宠
大连天地
项目 财务
及

廖星咏

的大冬瓜 部 韩康
农民和他
项目 机电
地
天
汉
武

会计部 王

欧

丹妮

等待日出
及销售部 黄
地项目 市务
佛山岭南天

足球我的热爱
大连天地项目 市场推广部 林一鸣

默后当华
大连天地项目 事业物业部（住宅） 安丽

花映新林
岸 绿伴瀑
布泉
大连天地
项目 人力
资源部 王
辉

彩铅蘑菇
大连天地项目 规划
建设

办 崔美

尼泊尔 EBC 徒步
设计部 王瑜娜
大连天地项目 规划

旷野漫步
资源部 苗爽
大连天地项目 人力

秘密花园
之稻草人
丰诚物业
新天地时
尚客服

部 陈洁

我的秘密花
园
大连天地
项目 人力
资源

部 李慧

情，
释放激
，游戏 随风而去
灵
心
力
涤
郭欣丰
书本洗 节身心，压 5 号地块
地
调
天
动
智
运
业创
丰诚物
18

心中的稻草人
上海总部 品牌与企
业事务部

19

孙雍容

之后，睡眠时间应逐渐调整至早睡早起的状态，即晚上 、
9
点钟入睡，早上 、
10
6 点
7 钟起床。早睡以顺应阴精的收藏，
以养 收
" 气
" 早
; 起则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得以舒展。

阴阳的变化，因此，秋季要特别重视保养内守之阴气。秋分

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毕藏，人体的生理活动要适应自然界

抗力就会下降，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咳嗽。秋季，自然界的

在风多干燥的秋季，燥邪入侵会使人得病，常称为 秋
“燥 。
”
如果不注意养生，当温度和湿度发生较大变化时，人体的抵

秋分养生

时节，因此，饮食最好以清淡为主。

柿子，是克制秋燥的有效蔬果。现在还没到冬天大量进补的

荸荠、甘蔗、柑橘、山楂、苹果、葡萄、百合、银耳、淮山、

润或具有降肺气功效的果蔬，秋梨、白萝卜、胡萝卜、藕、

燥，秋分后辛辣食物不宜多吃，可适当多食辛味、酸味、甘

方面，可以直接补充人体的水分，以防止嘴唇开裂等气候干

多用芝麻、蜂蜜、水果等柔软、含水分较多的甘润食物。一

不同，饮食原则可依据节气的变化相应调节。补肺润燥，要

凉之物，以巩固摄人体内的正气。由于天气干燥、凉爽变化

平稳地完成夏冬两季热、冷的交替。多食性温之食，少食寒

是以养人体阴气为本。饮食以滋阴润肺，回收阳气为主，即

食用辛辣口味的食物，如：葱、姜、蒜、韭菜 多
; 食用口味
酸涩的水果、蔬菜。秋季的养生准则与春夏两季截然不同，

秋季三个月的饮食总原则：宜少食辛味，多食酸味，即减少

秋分食疗

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阴阳相半也，

秋分者，

秋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