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新”规？
瑞房已先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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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之所以能够枝繁叶茂，不仅依赖于强大坚稳的根基

城市规划“新”规？瑞房已先行十年

能够汲取营养，也需要通达的茎干将养分和水分输送给枝叶。
瑞房的发展亦如树木的生长，“尽善创新、诚信谦勤”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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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神固然是我们基业常盛的立足之本，而数十年来的经久
不衰，则源于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创意的整体规划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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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应运而生，而其中提到

2016 ULI 亚太峰会于上海举行

的诸多解决发展意见——绿色社区发展原则、总体社区开发

2016 爱心传递 春天起航

员工天地 | staff corner

在中国，城市交通的拥堵已经积重难返，为此，在去年

模式、尊重历史的开发理念等——早已写入了公司的规划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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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从社会可持续
发展角度制定的战略规划被时代所认可。未来瑞房在承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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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的同时，也会以更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完善企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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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i On Academy
高管做客室：
企业战略的起承转合——从 NIKE 说起”分享会举行
4 月 8 日，“高管做客室：企业战略的起承转合——从 NIKE 说起”分享会在
上海举行。在完成课前案例阅读的基础上，郭董带领 35 位管理者梳理了耐克公司
从成立到变革各阶段的所践所行，引出了战略地图的循环逻辑，由此看出 NIKE 和
瑞安发展的异同之处，提升了大家对战略落地的进一步认知和思考。

BELT AND ROAD SUMMIT

CXTD

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隆重举行

“了不起的安徒生”经典童话展三地开幕

“2016 新任经理人特训营”启动仪式及学习旅程 I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

6 月 1 日，中国新天地旗下三大项目上海新天地、虹桥天地购

论坛”，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次论坛以“全新

物中心以及瑞虹天地星星堂联合举办的《了不起的安徒生》经典童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Helen 作了开营致词。来自“灏骏领导力发展中心”的外部专家 Albert

机遇 香港领航”为主题，旨在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一带一路”国家国际

话展正式开幕，通过 VR 虚拟现实技术、3D 全息投影、虚拟试衣

老师为大家分享了《管理者职责》精彩课程，他带领学员从管理者的价值、管理者的职责、

品牌建设中的作用以及香港为企业带来的国际商机和香港所担当的独特角色。

间等等，使观众们更为真实地体验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实现孩子们

管理者的角色转换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管理者的沟通》培训课上，Charlie 老师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一带一

童话梦想的同时也能唤醒大人们童年记忆。在开幕式上，丹麦王国

“准备好”、“想清楚”、“讲清楚”、“听清楚”、“做整合”五步骤，和同学们展开

路”高峰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香港特别行

驻上海总领事普励志先生（Mr. Nicolai Prytz）表示安徒生和他的童

了模拟演练和训练辅导。
“九宫格工作坊”在老师的引导下，各小组的应用学习也顺利开启。

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及来自
中国内地、东盟十国以及新丝路沿线各国国家主要官员、国际机构代表及顶尖
企业及相关行业领袖一千余人出席，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带来的全新商机。

2016 ULI Asia Pacific Summit - ULI Board Dinner
2016 ULI 亚太峰会全球主席晚宴在新天地举行

罗先生作为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在峰会上致欢迎词。
6 月 14 日晚，ULI 全球主席一行 40 人，在新天地壹号会所参加“2016

“2016新任经理人特训营”
启动仪式及学习旅程 I 于6月16日至6月17日在上海举行，

话早已成为丹麦“国宝”，希望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带领观众走进
梦幻的童话世界。儿童节目主持人“燕子姐姐”来到湖滨道，给小
朋友们现场讲述安徒生童话，而天才创意画家画神闲出现在虹桥天
地分会场，手把手教导小鱼的绘画技巧。

ULI 亚太峰会全球主席晚宴”。罗先生在壹号会所热情迎接贵宾们的到来，并
在晚宴前与 40 位 ULI 全球主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了瑞安的发展理念和未来
构想。晚宴后，罗先生还亲自带领贵宾参观了新天地北里。

Corporate Visit
哥伦比亚大学 EMBA 学员二次到访瑞安
5 月 5 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Business School）Executive
MBA 学员及教授 80 余人到访瑞安 , 规划发展及设计总监陈建邦先生、发展调

Lakeville Luxe

The 19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orum

研总监王必光先生、品牌及企业事务总经理张烨女士代表公司欢迎代表团，并

张斌先生出席第十九届国际商业论坛

壹号会所、新天地石库门弄堂、太平桥项目实景及翠湖天地生活艺术馆。这是

5 月 11 日，翠湖天地隽荟新品在上海新天地南里荣耀亮相。活动当晚，

继去年瑞房独立董事 Professor Biddle 带领 100 余名 EMBA 学员参访瑞安后，

媒体、业内同仁，以及来自八方的贵宾，百人齐聚。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第二次来访。

袁鸣女士，日本东京歌手、人气演员山本真由美女士，上海各大主流媒体以

5 月 12 日，第十九届国际商业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以“消费升级
与城市商业”为主题，研究探讨如何提升城市消费竞争力，进一步打造集聚、
繁荣、便利的城市商业。围绕“消费的新理念、新模式”、“供给侧的结构改革、

介绍瑞安公司整体情况及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学员还分两批实地参观新天地

翠湖天地隽荟新品亮相

及翠湖天地的多位业主出席此次“触动上海心”活动，共鉴辉煌时刻，为翠
湖天地隽荟新产品面市举杯庆祝。约 278-288 平米三房及四房现已发售。

商业创新”、“城市商业的现代化、国际化”等议题，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
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 20 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
共同为上海商业进一步培育新供给和新动力，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建设
国际消费城市建言献策。公司执行董事张斌先生出席该论坛并受邀发表主题演
讲“大学路的创客商业新时尚”。大学路商业街区是上海城市经济转型的产物，
其独特的“创客商业”模式魅力无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创新人士。它为开放
街区建设和城市更新贡献着智慧的光芒，也体现了瑞安房地产的“匠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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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装周 2016 秋冬发布

天空生活节“引爆”西上海户外嘉年华

4 月 8 日至 4 月 16 日，上海新天地太平湖秀场迎来了近 50 场各具特色
的时装作品发布，其中已入驻上海新天地及新天地时尚购物中心的品牌达到 7
个，包括设计师班晓雪个人品牌 BANXIAOXUE、设计师韩璐璐个人工作室旗
下品牌 HÁN LÙ LÙ、上海本土设计师吉承个人同名品牌 JI CHENG 等，都在

瑞安
动态

4 月 30 日至 5 月 29 日，由虹桥天地携手各大商户共同举办的以“天
空生活节”为主题的户外嘉年华正式开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为
热爱户外活动的消费者们带来一次难忘的体验。此次天空生活节主要包
括“天空舞台”、“天空市集”、“星空影院”和“彩虹城堡” 四大主

上海这个国际时尚之都带来其最新一季的时装作品。

题活动区，其中最为重磅的是首度引入了 SKY DIVE 户外风洞飞行体验
装置的“天空舞台”，在不接触任何物体的情况下，通过风洞装置让参
与者腾空飞起漂浮于半空中，体验无与伦比的飞行乐趣。此外，集合各
种天空主题原创作品及手作好物的“天空市集”，位于新天地街区里的“星
空影院”，以及专为孩子打造的充气城堡王国“彩虹城堡”一系列主题
活动都为消费者带来了涵盖亲子、休闲、娱乐等全方位的户外生活消费
体验，打造令人耳目一新的休闲娱乐新天地。

“表演艺术新天地”亮相上海新天地
6 月 6 日至 6 月 19 日，“上海新天地”迎来了首届“表演艺术新天地”
艺术节活动。来自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捷克、中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的 17 个精彩剧目，在上海新天地的帐篷剧场、咖啡馆、酒吧、餐厅、博物馆、

WUHAN TIANDI

广场等空间次第上演，其中包括户外多媒体影音秀、新马戏、默剧、浸没式戏剧、
创意物件剧、咖啡剧、街头表演和观众参与型剧目。

武汉天地 Music Festival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RUI HONG XIN CHENG
2016 上海坐标城市定向赛 high 翻星星堂
4 月 23 日，“2016 上海城市定向挑战赛”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比
赛共有 4000 支队伍，两万名选手参加，规模空前庞大。瑞虹天地星星堂
作为本次赛事重要的途经点之一，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观看比赛。选手

KIC
2016 创智天地夏至音乐日热情上演

们通过团体指压板、看字母拼单词及乐高积木等一系列比赛项目，将现
场氛围引向高潮。

4 月 9 日，武汉天地携手 403 国际艺术中心邀请一系列知名乐队和
民谣乐手，共同举办了 2016 年武汉天地“叫醒耳朵”音乐季。创意灵动
的乐者们在活动现场运用各种丰富的表演形式，展示出灵活多变的音乐风
格，为热爱音乐的春日早鸟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除此以外，创意
达人和游客的思维碰撞平台——篷客市集，仍然在武汉天地文化广场持续
举办，结合丰富的娱乐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参观交流。

2016 中法文化之春武汉站开幕
5 月 10 日，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在武汉天地企业天地 2 号 23 楼
——企业天地全景会客厅举办了第十一届中法文化之春武汉站开幕仪式
暨“父与子”摄影展揭幕。武汉瑞安天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立辉先生，副总经理陈丽雯女士，与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 武汉市文化局

2016 夏至音乐日于 6 月 17 日在浅水湾艺术中心拉开帷幕。创智天地作为

及此次艺术节各界合作伙伴，武汉社会各界代表，武汉天地办公楼及零

今年夏至音乐日最大的活动场地，6 月 18 日给大家带来了节奏与激情迸发的

售租赁嘉宾，约 250 人等共同出席了本次开幕仪式。同时，法国摄影大

盛夏聚会。此次创智天地夏至音乐日请来了最不可思议的纯人声阿卡贝拉组合

师 Grégoire Korganow ( 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 ) 《父与子》摄影作品

FM，无伴奏合唱、单纯用人声进行不同层次音乐的演出，震撼开场，让观众
体会到了阿卡贝拉现场的艺术魅力。沪上潮人新风尚的标杆人物KOKOYI组合、
韩国资深音乐人组合 OH CHUL & TAEIK、韩国小鲜肉乐队 Unbalance、中
韩摇滚乐队塑料巧克力、小清新组合“牛奶咖啡”等也为观众带来了或活泼或
清新或积极励志的歌曲演绎。

展也于当日揭幕。展览展出了约 30 幅摄影作品，照片的主角是三十岁至
八十岁的父亲们和从几个月大到年至五十的儿子们，这些父子在镜头中彼
此坦诚相见，探究“是什么将父亲和儿子连结在一起”这一深刻话题。此
次还特别展出了他在中国以本地父子为模特拍摄的驻地创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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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新”规？
瑞房已先行十年

CHONGQING TIANDI

去年底，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针对积重难返的城市

《你好·化龙桥》影展启幕

发展难题，提出种种破解之道——例如打开小区大院的门禁和围墙；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

5 月 11 日至 5 月 22 日，《你好·化龙桥》影展在重庆美术馆启幕。本
次展览通过超过 400 幅照片、动态影像资料、工业设备来集中呈现变迁之路，

打造方便快捷生活圈，兴建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向居民开放等。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这份文件的出台众说纷纭，

更通过 VR 影像让市民身临其境地体验了化龙桥的过去与现在。本次展览不

然而这份文件里的部分发展意见对瑞安房地产而言并不陌生，因为它们刚好与公司一贯重视的可持续发展、绿色

仅是对于渝中十余年来棚户区改造工作的一次大型梳理，更是就重庆十余年

建筑理念不谋而合。在数十年的项目建设中，公司早已以超前的国际化高度和视野，站在整个地区乃至城市发展

来城市产业变革与发展之路的一次全民化的总瞻与回顾。而重庆天地，则不

的角度，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区建造理念融入到了各个项目之中。

仅代言了化龙桥、渝中区的十年旧城改造发展之路，更见证了重庆从重工业
城市转身国际化第三产业高地的历史路径（重庆天地被评为“ 重庆市 IBD 国
际商务区” 及 “国家级 AAAA 旅游景区”）。

DALIAN TIANDI
首届大连微电影节嘉年华
暨「大连天地」悦丽海湾·云廷样板间
开放仪式
5 月 28 日，首届大连微电影节嘉年华暨「大连天地」悦丽海湾·云
廷样板间开放仪式，在悦丽海湾销售中心启幕。活动当日电影主题氛围营
造，9D 动感电影体验、让人恍若置身于光影的世界，更有来自韩国的啵
乐乐萌宠的亲力助阵，让现场的小朋友乐而忘返。本次微电影节以“微·
爱生活”为主题，以国际化的创意艺术微电影发展理念，与瑞安始终倡导
的国际化创意时尚生活理念相得益彰。

FOSHAN LINGNAN TIANDI
岭南站 NOVA 试营业
佛山岭南天地岭南站 NOVA 于 4 月 30 日对外试营业。作
为一个精准定位于潮流时尚的购物中心，岭南站 NOVA 一直被
誉为业界期待的佛山最潮的购物中心，集合了大量国际快时尚品
牌及年轻人钟爱的潮牌，很多都是首次进驻佛山的品牌。试营业
期间，快时尚品牌 H&M 及其姐妹品牌 Monki、佛山首家 GAP
新品店、CHOCOOLATE、b+ab 等多家主力品牌陆续营业。
而佛山首家 LVMH 集团旗下的国际化妆品集合店 SEPHORA
（丝芙兰）、佛山首家华润高端超市 blt 生鲜食品超市、英皇
UA 电影城、EF 英孚等零售娱乐服务配套也将陆续进驻。同时，
五一小长假期间，首场预热活动“2016 年‘ 潮创艺墟 ’创意市集”
也在岭南天地及岭南站 NOVA 举行，此次活动以“开启理想生
活式”为主题，大胆尝试以时尚、潮装、家居生活、视觉、换物、
行为艺术等元素为核心的跨界融合创作，为广大市民带来时尚
生活方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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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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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房地产的绿色社区发展原则
2006 年，公司颁布可持续发展政策并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

我们在建筑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可持续发展原则，从节能、节水、

会，10 年来坚持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由管理层面延伸至项目发

节地、节材各个方面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同时提高建筑物使用

展的每个环节。不仅通过技术手段来建造绿色建筑，更通过打造

者的健康舒适度。并将 100 多项可持续技术融入产品，为客户提

绿色社区，将健康生活带给客户，以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向客户

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瑞

传达“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观念，来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

安承诺所有新建商业项目获得 LEED 或中国绿色建筑认证，所有

为此，公司通过四个方面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减少
碳排放

绿色设计

优质室内
空气

新建公寓住宅项目获得中国绿色建筑认证。公司的绿色设计采用
多项可持续技术，以切实有效的节能减排为出发点，提出在健康
舒适生活的基础上轻松省，并宣导「环保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观念。

绿色规划
我们将绿色健康的开发理念注入社区开发模式，在社区规划
阶段采用混合功能，较小的地块和较密的路网，公共交通导向，
合理的开放空间布局，步行导向的街道设计等手法，让生活在瑞
安社区的人们享受高效便捷健康舒适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减少对
小汽车的依赖。同时承诺所有大型总体规划项目均获得 LEED-

绿色施工
我们提倡绿色施工措施，不仅表现在采用绿色建材，循环利
用建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同时，亦严格监管施工过程，
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注重施工阶段废弃物回收利用、加强施
工雨洪径流管理，并对施工室内环境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降低施
工干扰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为建筑工人营造健康的工作环境。

ND 邻里开发体系认证。公司是目前中国获得 LEED-ND 第二阶
段金级认证最多的开发商，认证面积达到 9,305,700 平方米。

绿色运营

开放式街区的总体社区开发模式

我们拥有顶级的物业管理团队，旗下中国新天地以及丰诚物

除可持续发展外，在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

业管理有限公司为项目提供专业化的运营以及物业管理，为客户营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引发极大热议的一项是 :

造健康的生活及工作环境。

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

/例/

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
约利用。

居于长江一侧的武汉天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武汉天
地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现有的城市景观资源，并且规划景观
绿带将长江水面与社区景观结合，创造大量优质的开放空间，鼓励
社区居民进行户外活动。此外武汉天地还打造出了武汉首个城市公
园住区——盛荟，高品质的绿色人居环境，将自然融入建筑，以垂

绿色建筑
星级认证

直流动性思考园林的构成，打造绿色垂直的丘式园林布局，让绿意
无处不在。同时也为居者创造了有别于大多数的休闲场，闲暇时在

B-Business（商业）、L-Lie fallow（休闲）、O-Open（开放）、
C-Crowd（人群）、K-Kind（亲和）。简单概括就是居住和商
业的集中融合，街区既要提供居住，又要有丰富的商业配套和休
闲配套。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建筑上层住人、低层营商，住宅与
外部世界全面打通，形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式社区。

星空跑道慢跑放松，在花间廊道里欣赏精彩的艺术表演，或是在城

这样的“街区住宅”，在完成自身营造的同时，也为街道空

市农场化身为农夫和园丁体验田园生活之本源，城市里的公园让绿

间提供围合，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可容纳多种日常生活的积极空

色休闲生活更惬意。

间，减少了人们不必要的出行，提升了街区的价值，随之带来城

作为虹桥低碳商务区绿色认证先锋的虹桥天地，单体建筑主
要采用区域冷热联供、高效能机电系统、高效能外围护结构、雨水
和中水回收及迴圈利用、热回收系统、透水性地面材料、二氧化碳
感应器、太阳能热水系统和低挥发性有机物建材等可持续发展策略，

10

开放式街区，类似于国际上的 BLOCK 街区设计理念：

市价值的提升。另一方面，面临巨大的去库存压力，大地块，大
项目的操作难度越来越大，而街区式的小区块、小项目，都有利
于盘活房地产。
一个好的街区需要由很多元素组成，如有适宜的地块尺度、

以达到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节能、节水、节约土地、节约材料改

较密的路网、步行优先与公交导向的街道、混合的功能、有特色

善室内空气品质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的广场和公共空间、还要与当地文化融合、可持续发展等等，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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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其周边街道的活力，大学路已成为被上海市民接受和热爱的一

代元素，成为了公司在规划重庆天地时的重点。在设计初期，公

条传统道路，与周边区域自然地融为一体。

司相关工作人员走访了包括化龙桥在内的重庆大部分具有本土历

另一个案例是位于太平桥社区西侧边界的马当路，虽然在最
初政府定位中，马当路是一条相对以交通功能主导的街道，但公司
仍然希望其作为新天地的边缘能保持一定商业活力。在十多年的过
程中，公司不断根据市场和需求梳理定位，提升设计，调整运营管理。

KIC 产业生态系统，汇聚国际资源的产业发展平台

史文化特点的地域，力图将重庆独有的地域符号提炼出来，再运
用到设计中去，以期通过这些地域元素区别于千篇一律的现代建
筑，开启一个保护历史，又不失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在建筑中分
别植入对应的文化符号。

例如我们将新天地时尚的一段通过重新划分步行道功能区，改善景

上海太平桥项目的开发也是如此，在允许拆除重建的地段，

观铺装、增加绿化种植等设计方式创造紧凑舒适的步行体验等等，

上海新天地全部采取了尽可能保护老建筑的发展策略，修缮面积

为了活跃商业氛围，引入了轻餐饮和体验店铺，布置外摆位、特色

达 21000 平方米，不遗余力地按照历史特征恢复原貌，最终建筑

遮阳雨棚，并举办市集、主题展览等活动吸引人们驻留。现在的马

所传达的历史信息与其承载的时尚生活的内容形成了强烈的新旧

当路，能明显感觉到道路东西两侧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商业氛围的

对比。

所体现出来的活力差异。这样的改造还在继续并会一直延续下去。

/例/
创智天地位于杨浦区五角场城市副中心，秉持校区、社区、

像大学路和马当路这样的有活力有生命力的街道，会仿佛原

科技园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理念，目标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

本就生根于此的传统街道，被周边居民和市民所接受和热爱，与开

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创新社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协助杨浦区

放街区和整个城市融合为一体。

从一个制造业基地成功转型成为科技创新区域。作为创智天地的
主轴，大学路将江湾体育场、创智天地广场、创智坊和西端的复

LEED

其中，有活力的街道是组成开放街区的基础。世界上那些有特色

旦大学联系起来，在最初规划时就定位为整个知识社区内具有创

尊重历史的项目开发理念

意创业氛围的特色商业街道，街上有书店、咖啡店、创业餐厅等

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印记，但可惜的是，在城市

多种业态，希望打造成创业者互动和交流的场所，科技高知人群、

化发展的进程中，很多历史遗存都被抹灭了。在这次中央城市会议

学生和青年精英乐活和休闲的天地。在规划设计方面，大学路串

的意见中，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与保护被提上了城市

联一系列社区广场与绿地，尺度紧凑，两侧街区功能混合，建筑

规划建设的议程，而瑞安数十年来也在这方面不懈努力着。

形式富有变化，旨在促进交流，激发创意。

/例/

的开放街区，大多都是有一条或两条最具代表性的街道，代表了

2006 年大学路建成，开始了十年的经营历程。最初的商业状

在重庆天地地块的开发上，我们保留了这座山城显著的城市

整个街区的特性与风格，与街区的其他组成部分相呼应。好的街

况并不好，公司在经过分析后明确了改造工作，比如在政府的支

符号和独特的城市文化，怎样在设计中结合重庆文化，同时融入现

道构建好的街区，好的街区需要这些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街道来引

持与合作下改单行道为双向通行，增加外摆位，街道景观优化等等，

领和提升。

硬件调整的同时也少不了软件的提升，包括重新梳理定位、更清

街道的定位要清晰准确，包括功能、主题、档次，吸引何种客流，

晰的业态选择、组织多种类型社区活动等等。现在的大学路也提

如纽约最繁华商业区的百老汇大道、巴黎高档居住区中心绿树成
荫的福熙大街、上海原法租界里有文化底蕴并充满情调的上海武

多功能
综合社区

康路，不同的街道应该有不同的定位；设计是定位想法实施的过程，
定位决定设计，包括红线宽度、断面、转弯半径、街道景观、建

结语

筑立面等等内容；按照设计完成施工建造，此时项目的经营才刚
刚开始，招商、运营、管理，乃至改造，保持项目源源不断的活力。
一条街道的发展应该像一个建筑项目发展一样，需要各个开发领
域团队的共同投入，是一个长期经营和演变的过程。而关于开放
式街区的建设，瑞安早已将这一理念融入了项目开发中。

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无
疑是对公司绿色发展原则的佐证多年来在整体社区建设方面的尝试与经验，将是我们在
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佼佼者的优势，但我们仍需在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筑
理念的同时，抓住机遇，继续努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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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概念
装配式建筑是指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
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
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在
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装配式建筑特点

工及管理人员。

装配式建筑优势

角色，并促进全球活力社区的建立和持续发展。学会于 1936 年

工完成并且让住户入住。装配式建筑可以在施工现场完成基本构

创立，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 38，000 多位会员，他们来自土地使

件的组合安装工作，既可以减少工人的工作量，又可以减少现场

用及发展的各个领域。

湿作业量；施工周期短，节省了人力和物力，降低了建筑的成本。

种类主要有：外墙板，内墙板，叠合板，阳台，空调板，楼梯，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装配式建筑的基本构件可以让工作效率提高

预制梁，预制柱等。在建筑现场将完成大量的装配作业，而原始

到 3~5 倍。

2. 施工装配化 : 由于装配化建筑的自重要比传统建房自重减
轻一半，因此地基也简化了。工厂预制好的建筑构件运到施工现
场后，现场工人们按图组装，但并不是简单地连接，而是在每个
楼板内都贯穿着钢筋，房屋结构非常结实。
3. 设计多样化 : 装配式建筑采用建筑、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

2. 节能环保，安全性能提高 : 由于使用了很多轻质材料，所
以它本身的重量轻，在内节能环保这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减少了
对空气和环境的污染，节约能源。与传统建造的住宅相比，装配
式建筑构件精度更高，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墙体开裂、渗漏等质量
通病，并提高住宅整体安全等级、防火性和耐久性。它采用轻质
隔墙体系，业主可根据需要变更装修。

理想状态是装修可随主体施工同步进行。设计的标准化和管理的
信息化，构件越标准，生产效率越高，相应的构件成本就会下降，

装配式建筑局限性

配合工厂的数字化管理，整个装配式建筑的性价比会越来越高。

1. 目前的设计验收等相关规范明显滞后于施工技术的发展，装配

另外装配式建筑可以对空间进行灵活分割，满足住户不同的居住

式建筑的应用领域还相当有限，在建筑总高度和层高上限制很大。

需求。

排放，降低建筑噪音，降低有害气体及粉尘的排放，减少现场施
14

2016 ULI 亚太峰会第一次选择了在中国上海召开，来自全球
的 600 多位会员参加了这个峰会。会议由分论坛互动讨论、主体
大会和学习参观组成。瑞安房地产作为本次峰会的首席赞助商参

这个环节作总结致辞。
6 月 16 日 ULI 亚太峰会主体会议日，罗先生发表了关于“一
带一路”的演讲，描述了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给中国和亚太地
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他用“一带一路”沿线地图，
生动展示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受到与会嘉宾的热切关注。
6 月 17 日，ULI 全球会员参观了瑞安房地产在上海的项目
——THE HUB、KIC 和 XTD。三个项目的同事和 DPD 的同事
精心策划，周到准备，热情接待，向 ULI 嘉宾们展示了项目的特色。

加了峰会的筹备和执行，并向来自全球的 ULI 嘉宾展示了瑞安的
发展理念，提升品牌形象。
2016 ULI 亚太峰会于 6 月 14 日至 6 月 17 日在上海静安香
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6 月 14 日晚 6:30， ULI 全球主席一行 40 人在新天地壹号
会所举行晚宴。罗先生在壹号会所热情地接待了各位贵宾，与全
球主席们分享了瑞安的发展理念和未来构想。晚宴后，罗先生亲
自陪同贵宾参观新天地北里。
6 月 15 日上午，罗先生参加了 ULI Talk——城市综合利用

2. 构件的机械化生产因为设备的限制，尺寸要求具有局限性。

开发，聆听了与会嘉宾的发言；中午罗先生受邀参加 ULI 午餐会

3. 构件生产的工厂距离施工现场如果太远，将会增加运输的成本。

议——仲量联行资本市场论坛，同时受邀请的还有瑞安房地产执

4. 建筑绿色化 : 装配式建筑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通过预制
件工厂化生产和现场装配施工，可以大量的减少建筑垃圾和废水

及教育机构。学会的宗旨是在负责任土地使用的范畴上担当领导

1. 缩短工期，建筑成本降低 : 装配式建筑可以在短时间内竣

1. 制造工厂化 : 大量的建筑部品由车间生产加工完成，构件

现浇作业大大减少。

ULI——城市土地学会，是由会员支援的非牟利性全球研究

行董事、财务总裁孙希灏先生；下午罗先生参与了 ULI Talk——
城市规划分论坛，瑞安房地产规划发展及设计总监陈建邦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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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爱心行

爱心传递 春天起航

2016 年 5 月 30 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武汉海鸥社志愿者与
上海丰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同事，带着爱心与节日礼物，远赴位

2016 年新一季的瑞安房地产“爱心传递”志愿服务项目全新启幕，

于革命老区大悟县的何店小学，与孩子们欢度节日。此次活动，志愿者们给

我们将继续秉持志愿服务精神，配合政府和学校一起打造充满爱心的

每个孩子购买了书包、彩笔和钢笔，希望他们用此书写和描绘未来的五彩生

繁荣社区。

活；也给学校购买了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书本、电脑等文体用品，
用以丰富孩子们课余的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们与孩子们进行了篮球比
赛、乒乓球比赛、丢沙包、踢毽子等活动，与孩子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

爱地球 爱自然 爱陪伴

交流，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下午。
6 月 1 日儿童节之际，总部及上海项目的志愿者们走进卢湾辅读实验学

4 月 16 日，“爱地球、爱自然、爱陪伴”，2016 植树活动在

校，参加学校“Show 出幸福生活”庆六一主题活动。当天的活动丰富而充

崇明东滩湿地举行。瑞安房地产、中国新天地、丰诚物业的小伙伴们

满童趣，有时装表演也有水果 DIY，志愿者们不仅认真看完每个班级的 T 台

一起出动，植树造林，播种绿色。今年的植树活动，卢湾辅读实验学

走秀，为每个班级加油打气。还和学生们一起发挥想象，用番茄、香蕉、苹

校的师生也首次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大家大手拉小手，在春天里用爱

果等水果 DIY 成各式各样的动物、花朵造型。在与孩子们愉悦的沟通中，海

心传递希望。

鸥志愿者们真切感受到孩子们的简单快乐，同时也让自己度过了一个不一样
的儿童节。

阳光行，健康走
5 月 7 日，淮海中路街道举办“阳光行，健康走”时尚公益定向走活动。

经典非遗走进时尚淮海

来自淮海辖区跨国公司、大型国企和单位的白领们组成了 33 支队伍全情

传承中华瑰宝、弘扬非遗传统、提升白领品味、繁荣淮海文化，淮海楼

启动仪式之后，“非遗文化之舟进楼宇”首场展示和教习课堂在瑞

投入，多家主流媒体现场报道。 当 33 支队伍分别带着前 9 站任务中获

宇“白领午间课堂”非遗文化之舟进楼宇系列活动于 6 月 8 日在瑞安广场启

安广场大堂举行，海派剪纸名师孙继海担纲授课大咖。作为中华文化促

得的星星，从四面八方云集湖滨道购物中心中庭，立刻被五光十色的画

航，拉开为期数月的教育和巡回展示。作为活动主办方，淮海中路街道、瑞

进会剪纸专业委员会会员、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孙继海师从著名

吸引住了。这一份份充满纯净与美好的画出自卢湾辅读实验学校的孩子

安房地产希望携手将“非遗文化之舟进楼宇”打造成为融合展示、体验、学习、

国画家、剪纸艺术大师林曦明先生，致力于民俗文化传承。活动现场，

之手。参加活动的各队参赛者用他们手中的星星，换取了孩子们的画和

分享于一体的主题活动，利用白领午间时间，提供具有参与性和吸引力的非

孙继海受到数百位淮海楼宇白领的关注和喜爱，大家直言这样的活动易

精美手工作品，并与孩子们一起留影。

遗展示及课程，聚集关注度，培养楼宇白领们在繁忙紧张的日常工作之余，

学易懂、生动有趣，尤其对于年轻的白领妈妈们，剪纸等手工简直是“必

关心关注进而学习掌握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基础技能。

备技能”，午间一小时的传习课程中，现场互动的氛围十分轻松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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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我的特长就是吃！吃！吃！
重庆天地 采购部 廖星咏

han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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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地
住宅部 哈
斯

高娃

不会做饭
的
大连天地 我，零食做的还是
工程管理
不错的～
部 付秀丽
～蛋挞

在飞翔
翅膀 我虽
伙伴 风是
林
海
刘
风筝 : 云是
展及设计部
总部 规划发

仍深爱大地

的人在楼上看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
鸣
大连天地 市场推广部 林一

美美的盒
子
大连天地
住

美食美趣美哒哒
大连天地 合约及采
购 万金

宅部 李奕

华

璇

健康美丽
养花种菜， 建设办 张永云
划
规
地
天
连
大

SUSHISUSHI
部 苗爽
大连天地 人力资源

别
总部 品牌及企业事务部

张单

美丽心情
研部 花晓岚
总部 发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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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气 里 读 的 诗

夏 至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 竟 西 湖 六 月 中
风 光 不 与 四 时 同
接 天 莲 叶 无 穷 碧
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

【释】
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言绝句，
该作品无比生动的描绘出了杭州西湖
夏季时的不胜美景，是歌咏该景致的
经典作品。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西湖
六月美景的赞美之情，同时从“别样红”
之中，透出作者是在以欢快的心态送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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