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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到基层联系点

����������3⽉24⽇，汉江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胡军以普通党员⾝份参加基层党建⼯作联系点武汉宏远第
⼀党⽀部2020年度组织⽣活会，并进⾏⼯作指导。
在认真听取第⼀党⽀部⼯作情况汇报和全体党员对照检查、批评与⾃我批评后，胡军对宏远公司近年来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服务业是集团“⼗四五”规划确⽴的⽀柱产业之⼀，集团公司今后将继续
推动实施地产企业资源整合，⼤⼒⽀持地产企业做优做⼤。

����������对于宏远公司下⼀步⼯作，胡军提出了五点建议，⼀是地产公司和宏远公司要认真学习研究《国企改⾰
三年⾏动⽅案》精神要求，充分利⽤有利条件，打造和树⽴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品牌。⼆是要认真谋划
新形势下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作如何开展，以充分发挥国企党组织的政治核⼼和引领作⽤。三
是要通过抓党建⼀⽅⾯保留混合所有制企业特⾊，另⼀⽅⾯促进企业规范经营，要⼤⼒探索成功经验。四是
要将宏远公司系统性的管理程序、制度，形成可复制的“模板”导⼊丹江⼝地产公司，提⾼丹江⼝地产、物业
企业管理和发展⽔平。五是要重视商业地产项⽬的运作。

����������胡军对第⼀党⽀部特⾊党建⼯作、⼲部队伍建设、⻘年⼈才培养等⼯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现场还对
党员进⾏了⺠主评议。宏远公司党总⽀书记朱⼩宁作了表态发⾔。
集团公司党办、战略办负责⼈到会指导并作了点评。武汉宏远公司第⼀、第⼆党⽀部全体党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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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谋发展 交流促提升

����������3⽉19⽇，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汉江宏远”）综合管理部、党务⼯作部全
体员⼯，湖北鑫悦城建筑⼯程有限公司、武汉宏
远瑞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作条线员
⼯，应邀赴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投置业”）就⼈事⾏政、员⼯培训、信息化、企业⽂
化建设、党建、纪检等相关⼯作进⾏座谈交流。联
投置业纪委副书记、纪检⼯作部部⻓汪翠华，⼯
会负责⼈、党群⼯作部经理赵贤良，综合管理部
&党群⼯作部经理林云涛携联投置业综合管理、
⼈⼒资源、信息化、联投物业⼈⼒⾏政和党务⼯
作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交流。

����������联投置业相关领导对汉江宏远⼀⾏的到来
表⽰热烈欢迎，向汉江宏远介绍了联投置业公司

汉江宏远与联投置业进⾏⼯作交流
基本情况，并针对来访关⼼的⾏政管理、⼈才建
设、员⼯培训、信息化建设、企业⽂化建设、党
建、纪检等⽅⾯⼯作进⾏了详细介绍，双⽅在现
场就相关条线具体⼯作进⾏了深⼊交流。

����������此次活动秉承“⾛出去学习交流、引进来
内化提升”精神理念，通过对⾏业规模化规范运
作企业的考察交流，开拓视野，启迪思维，促进
公司⾃⾝相关领域⼯作⽔平的提升。经过⼀上
午的⾼效沟通，宾主双⽅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
结束了此次交流活动。汉江宏远综合管理部负
责⼈蔡孟代表汉江宏远⼀⾏对联投置业的相关
分享表⽰衷⼼感谢，并代表公司领导诚挚邀请
联投置业主要领导在⽅便时到汉江宏远考察指
导⼯作。

悦荟天地项目A地块
⼯程进度汇报

���������为确保项⽬⼯程在预定时间内交付使⽤，我
项⽬部严格执⾏现⾏进度计划。但⽆论进度计划
周密程度有多⾼，毕竟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实际
施⼯中，总会因各式各样的突发情况/⼲扰因素
⽽发⽣变化。在项⽬部领导的指导安排下，我部
严抓各项⼯作进度、质量及现场安全⽂明施⼯。
现将现场进度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1.A1#主楼、裙楼结构封顶已完成。现进⾏
主楼三层攻取内粉、室内精装钢结构焊接等⼯
作。主楼⼀层砌体完成并已完成地⾯回填，其它
楼层内楼道、电梯井砌体已基本完成。现场主体
结构材料、垃圾清理⼯作已完成，其它⼆构产⽣
垃圾确保每⽇⼯完场清。施⼯电梯⼀⾄⼋层均已
开通；

���������2.A2#售楼部已移交鑫悦城进⾏内部精装施
⼯；

���������3.A3#主楼⼋层板已浇筑完成，并进⾏屋⾯
內架搭设。五层及以下內架拆除完成并完成转
运，四层及以下垃圾归堆放置，并陆续清理外运。
施⼯电梯正在搭建中，预计下周可投⼊⼀⾄四层
运⾏。裙楼三层板已浇筑完成，并进⾏四层內架
搭设。⼀层內架在有序拆除进⾏中；

���������4.A4#主楼⼋层模板已搭设完成，并进⼊粱

筋绑扎⼯序。五层及以下內架拆除完成并完成转
运，四层及以下垃圾归堆放置，并陆续清理外运。
施⼯电梯已开通⼀⾄四层运⾏。

���������5.A7#主楼⼋层板筋已基本绑扎完成，拟验
收通过后进⼊混凝⼟浇筑。五层及以下內架拆除
完成并完成转运，四层及以下垃圾归堆放置，并
陆续清理外运。施⼯电梯已开通⼀⾄四层运⾏。
裙楼四层板板筋绑扎完成。⼀、⼆层內架已拆除
清理完成，⼀层墙体模板安装完成；

���������6.A9#主楼已进⼊楼⾯板筋绑扎，楼⾯模板
已完成，拟本周进⾏屋⾯浇筑。五层及以下內架
拆除完成并完成转运，三、四层下垃圾归堆放置，
⼀、⼆层垃圾清理完成。施⼯电梯已开通⼀⾄四
层运⾏。裙楼四层板板筋绑扎完成。⼀层內架已
拆除清理完成；

���������7.A10#主楼⼋层板筋已基本绑扎完成，拟
验收通过后进⼊混凝⼟浇筑。五层及以下內架拆
除完成并完成转运，四层及以下垃圾归堆放置，
并陆续清理外运。施⼯电梯已开通⼀⾄四层运
⾏。裙楼楼⾯已完成，三层及以下內架已拆除清
理完成。

���������以上为三⽉现场完成进度情况，⽬前现场各
项⼯作正在紧张有序进⾏中。

汉江宏远�何君玫

汉江宏远�张向宽



����������悦荟天地商业项⽬B地块位于盘⻰城经济开发区航空企业总部区，巨⻰⼤道以西，庆云路
以北，宋岗东路以东。从2⽉26⽇⼟⽅开挖⾄今，⼟⽅单位已基本完成⼤⾯⼟⽅开挖⼯作，基坑
作业⾯已基本形成，即将进⼊桩基及基础施⼯阶段。⽬前施⼯现场南⾯⼤⻔及办公区板房搭设
已完成，临时道路⼤部分硬化，边坡临边栏杆防护、外⽴⾯安全⽹及警⽰标牌已设置，临⽔、临
电已通，南⾯边坡喷锚⼯作⼤⾯完成，排⽔沟及集⽔井已形成，基坑抽排⽔⼯作进⼊常态化管
理，东⾯外围轻质围挡已形成。桩基单位已进场，打桩设备已架设，试桩材料已就位，准备开展
试桩打桩⼯作。

悦荟天地商业项⽬B地块施⼯现场

                         办公区板房建设                    边坡临边栏杆防护、外立面安全网及警示标牌

                              南面大门架设                                   南面边坡喷锚

                        东面外围轻质围挡                                   打桩设备架设

汉江宏远��叶⽂涛

悦荟天地商业项目B地块

进度情况汇报

襄阳项⽬部项⽬进展播报
��������襄阳项⽬部在建项⽬有汉江集团襄阳⽣产
⽣活基地⼆期和汉江弘源碳化硅特种陶瓷有限
公司办公楼两个室内精装修项⽬，现就两个项⽬
⽬前的进展情况向公司各位同仁进⾏简要介绍：

��������⼀、汉江集团襄阳⽣产⽣活基地⼆期项⽬。
我司承建其中9#、12#、13#、15#楼室内精装及
整个园区景观绿化⼯程。其中精装12#、13#楼为
18层建筑，9#、15#楼为32层建筑，共计388套住
房。⽬前我司四栋楼乳胶漆⾯漆已全部完成，卫
浴五⾦洁具安装完成70%，合同内各项⼯作内容
已基本完成，整体处于各项收尾阶段。其中，甲⽅
预验收拟定的各栋五层，共计20层楼室内精保正
在进⾏，预计6号完成。项⽬部计划4⽉内完成剩
余全部⼯作，5⽉精保后逐步向甲⽅移交。景观⼯
程⽬前已基本完⼯，局部合同外变更⼯程正在进
⾏，但受连续降⾬影响进展较慢。项⽬部计划4⽉

完成全部⼯作内容，准备向甲⽅移交。

��������⼆、汉江弘源碳化硅特种陶瓷有限公司办公
楼项⽬春节后进场，⽬前⽔电预埋、穿线，原有墙
体⻔洞拆改，空调、新⻛系统安装，卫⽣间防⽔，
轻质玻璃隔断墙等前期⼯作已经全部完成。墙地
砖材料已到货，正在搬运上楼准备铺贴施⼯。由
于甲⽅屋⾯渗⽔严重，已经向对⽅提出屋⾯防⽔
维修建议，该司⽬前基本确定进⾏整体翻修，但
因连续降⾬还未动⼯，受此影响，吊顶封板⼯作
暂时⽆法进⾏。项⽬部计划4⽉完成墙地砖铺贴，
催促甲⽅尽快完成屋⾯翻修，开始吊顶封板及局
部墙⾯腻⼦施⼯。5⽉进⾏各类五⾦、洁具、⽊⻔
等安装⼯作，基本具备交付条件，6⽉完成精保洁
正式交付。

鑫悦城�吴弦



不忘初心 携手共进 凝心聚力 共创辉煌

汉江宏远、鑫悦城、瑞泰物业
2021春季党建、团建拓展活动

����������为进⼀步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增强团队
意识和凝聚⼒，同时为促进各部⻔的相互沟通交
流与协作。2021年3⽉27⾄28⽇，公司组织“不忘
初⼼，携⼿共进，凝⼼聚⼒，共创辉煌”汉江宏远、
鑫悦城、瑞泰物业三司党建、团建春季拓展活动。

���������3⽉27⽇下午2点，三司成员载着饱满的热忱
在训练场地集结，⾸先召开了党建开营的授旗活
动，在完成团队组建后，开展了“合⼒建塔、真⼈
CS、⽬标市场、篝⽕晚会”四个项⽬。成员们分为
四队，在活动中，四队队员全情投⼊，群策群⼒、
互助互信、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克服了重重
困难，共同完成每⼀个项⽬，既提升了团队凝聚
⼒，培养了⾼度的责任⼼，⼜从中体会到团队的
⼒量及相互协作的重要性。

���������3⽉28⽇组织“决战沙场、动⼒神圈”两个项
⽬，提升了团队凝聚⼒，激发了团队⽃志，让团队
在实践锻炼中学习，在体验学习中思考，深刻感
受到“⾃信、协作、责任”的精髓，更铭记作为团队
⼀员所要承担的责任。

���������在动⼒绳圈拓展活动中，⼀根绳⼦将整个团
队连在⼀起，我们共同努⼒将他拉成⼀个富有

张⼒、圆满的圆圈，教官给队员定了集体转动绳
圈818下的⾼任务，队员们的状态由起初的好
奇，到中间的精疲⼒竭，再到最后的全⼒以赴，都
是因为团队合作的精神。这根绳⼦就像我们在⼯
作中、团队中共同依附的平台，它将我们凝聚在
⼀起，失去这根绳⼦，我们就如⼀盘散沙，⽽当我
们共同为了撑起⼀个共同⽬标时，利⽤这根绳⼦
为平台，完成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
团队协作的⼒量，也是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我控
制⼒的体现。

����������此次拓展培训活动提升了团队凝聚⼒，激
发了团队⽃志，让团队在实践锻炼中学习，在体
验学习中思考，深刻感受到“⾃信、协作、责任”的
精髓，更铭记作为团队⼀员所要承担的责任。同
时，在紧张的⼯作与压⼒之下，亲近⾃然，感受⻘
⼭绿⽔，舒缓⼼情，能够更好的提⾼⼯作效率，调
动⼯作的热情和积极性。团队的每位成员都受益
⾮浅，在回到⼯作中，能够把⾃⼰的体会、感受转
化为实际⾏动，在我们汉江宏远的平台上发挥团
队协作精神，沟通协作团结拼搏，超越⾃我共创
辉煌！

汉江宏远��⾼倩



装修界玻璃新秀

⻓虹玻璃

���������⻓虹玻璃是压花玻璃的⼀种，它的基本制作⽅法是将玻璃液在冷却的过
程中，⽤带有竖条型图案的辊轴压延⽽成型，具有透光不透视的特点，起到遮
挡隐私的作⽤，同时它对光的漫反射作⽤具有⼀定的装饰功能，这种玻璃⾃带
模糊的雾⾯效果，让光线及另⼀侧的家具、植物、装饰等物因为失焦更显出朦
胧的美感，常常⽤在⽞关区域或者当隔断⽤。

���������优点：
���������1、优化室内采光。⻓虹玻璃的本质是玻璃，具有所有玻璃都具备的⾼透
性，做隔断不会像其他材料⼀样隔空间也隔光线。

���������2、视觉拉升层⾼。竖条纹压花玻璃的「竖」从视觉上会⽐其他⼏何线条更
容易给⼈「⾼」的⼼理暗⽰，对层⾼偏低的⼾型来说，能缓解压抑。

���������3、增加室内的朦胧美感。光顺着凹凸竖纹有规律的折射，⼜因为⽆法聚焦
⽽造成的雾⾯效果，能在家⾥营造出⼀种透光不透⾊的朦胧美感。

���������4、缓解⼩空间的压抑感。⻓虹玻璃本⾝的通透性，做隔断或者移⻔能在视
觉上看起来更加敞亮，不会像实墙⼀样压⼒沉闷。

���������缺点：
���������很多⽤⼾选择超⽩⻓虹玻璃作为卫⽣间⻔，但实际使⽤过程中，私密性得
不到有效的保障。

���������整体⽽⾔，低调奢华与实⽤性的兼具，使⻓虹玻璃当之⽆愧的成为近年装
修中的“新宠”。

汉江宏远��李微微



清明祭祖
清明祭祖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
汉江宏远��⾦⽂俊

����������清明时节⾬纷纷，路上⾏⼈欲断魂。

����������站到祖先和亲⼈的坟前，才明⽩了：知道⾃⼰从何⽽来，将向何处！”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从哪来？默然静
⽴，你便会追寻到这个答案。

�����������你来⾃⽗⺟，⽗⺟来⾃祖⽗⺟，祖祖辈辈，总会有根，总归有源。

�����������开枝散叶。枝再繁，叶再茂，扎向⼤地的根，只有⼀处。

�����������这就是融⼊⾎脉中的眷念，是我们的来处。⽗⺟在，⼈⽣尚有来处；⽗⺟去，⼈⽣只剩归途。

�����������⽣者寻根，叶落归根。有⼈烟处，必有⾎脉传承。

����������难怪有⼈说，清明节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清明时节，教我做⼈。

����������清洁、清廉、清净，⽆⾮⼀个清⽩；

����������明事、明礼、明法，⽆⾮⼀个明⽩！

����������清⽩明⽩之⼈，⾃有清⻛拂⾯涤⼼，⾃有明⽉皎洁般的真善美。

�����������红尘滚滚、功名利禄，如果你过于执着、拿不起放不下，为权、为钱、为名、为情黯然神伤，不妨清明时分去扫
墓。

����������那⾥，⾃有另⼀种答案，让你⼼如⽌⽔、超然物外！

�����������清爽做⼈，清⽩做事，⾜矣！岂能事事如意，但求⽆愧于⼼！

����������到哪去？

����������不管是谁，多么伟⼤，这世间终将忘记你的存在，“⻛⾬梨花寒⻝过，⼏家坟上⼦孙来？”

����������这样⼀想，很多事⾃可淡然、豁然、悠然、乐然、坦然。

����������当你明⽩了“从哪来、到哪去”，“我是谁”似已豁然开朗！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是⼈⼦（⼥），你是⼈⽗（⺟），你是（妻），你是华夏⾎脉，你是⼈类⾚⼦。

����������难怪有⼈说，清明祭祖，彰显的是⼀种⾎脉的传承和责任。

����������来到这世间，你安⾝⽴命，拥有⾃⼰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清明是责任、是感恩，是哀思、是⼼静，是思接千载、神游万仞，是传承、是教育。清明，更像⼀种精神。

����������认知了清明，就懂得了⼈⽣！�

清
明
节
的
由
来

����������清明，是24节⽓之⼀，是中国的流传千年传
统节⽇，我想，在每⼀个⼈的⼼中，它都有着不⼀
样的含义。它的由来很耐⼈寻味。

����������清明节与春秋五霸晋⽂公重⽿有关。重⽿⽿
垂⼤，肋⻣是连在⼀起的，⼀只眼睛⾥有两个眸
⼦。晋国内乱，公⼦夷吾和重⽿逃亡在外。公⼦夷
吾杀太⼦⾃封晋惠公，对他更加⽆礼，重⽿只好带
着狐偃、狐⽑、介⼦推等⼈去投奔⻬国，在途中公
⼦重⽿因连⽇吃野草，发病了，奄奄⼀息，可在荒
⼭野岭中哪有⼤夫？为了就⾃⼰主公，介⼦推割下
⾝上的⼀块⼤腿⾁⽣⽕做汤，把⾁汤送给重⽿，他
的病好了。

����������他到了秦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了晋国做
了晋⽂公，国家建⽴之后，晋⽂公把⼿下的有功之
⾂都封了官，有⼈告诉他那⾁汤是介⼦推的⾁，说
重⽿忘记给介⼦推封官了。于是他后悔忘了给介
⼦推封，可是现在六部的尚书都有⼈做了，他去请
介⼦推去做官，谁知介⼦推隐居绵⼭，⽂公不忘
本，就亲⾃去绵⼭请他，但是就是找不到他。

����������有⼈出了⼀个馊主意：烧⼭必他出来。但是

汉江宏远��⻩⼩珊

介⼦推和⽼⺟就是不出来，后来两个⼈抱着两棵
⽼柳烧死了。⽂公命⼀看追悔莫及，下令举国哀悼
介⼦推，把绵⼭重新命名介⼭，规定每年的这⼀天
全国不许⽤⽕，并要插柳，还将4⽉5号命名为清
明，⼜称寒⻝节。

����������两千年来，我们中国⼈很重视这个节⽇，在
清明节这⼀天家家不动⽕，只吃⼀些隔天的菜或
⻘团之类的。近来我国⼜把它定为法定假⽇。让⼈
们有时间去祭祖、扫墓、踏⻘。清明节，标⽰着中国
千百年来的⼀个传统，说明中国⼈是讲义⽓的，重
感情的，中国⼈有恩不忘。

����������清明节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
相墓祭之礼，后来⺠间亦相仿效，于此⽇祭祖扫
墓，历代沿袭⽽成为中华⺠族⼀种固定的⻛俗。本
来，寒⻝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到了唐
朝，将祭拜扫墓的⽇⼦定为寒⻝节。

����������好似每年4⽉4⽇这天，⼩⾬都飘飘洒洒地下
在泥泞的⼩路上，配合着路上⾏⼈⾏⾊匆匆的步
伐，这便是清明节特有的景象。



宏远瑞泰��于靖雯

芬芳三⽉天，情暖业主⼼

����������三⽉，⻓⻛沛⾬，艳阳⾼照，⼤⾃然为这个季
节给予了⽆限馈赠，正是植树造林、播撒希望的好
时候。

����������瑞泰物业邀请业主朋友们共同感受春天的⽓
息，活动现场，⼯作⼈员进⾏了植树节意义宣讲及
绿植介绍，并结合知识竞答的形式与⼤家互动，让
⼩朋友们常怀绿⾊之⼼，学会保护⾃然。

����������答对的⼩朋友们还能获得⼀份精美盆栽，没
有答对也不会让⼤家“扫兴⽽归”，领取⼀份绿植
种⼦也同样开⼼。

����������对于瑞泰物业⼈来说，今天是忙碌的⼀天，对
于业主们来说，今天是充实快乐的⼀天，上午刚参

�加完植树节活动，下午⼜有便⺠理发活动等着⼤
家。

����������俗话说“⼆⽉⼆剃⻰头，⼀年都有精神头”，瑞
泰物业的⼯作⼈员们化⾝“托尼⽼师”为业主们免
费理发，添⼀份鸿运，讨⼀个好兆头。

����������虽是免费理发，但物业⼯作⼈员可丝毫未曾
懈怠。在剪发前，都会耐⼼征询业主意⻅，仔细地
下每⼀剪⼑，直到业主满意为⽌。
�
����������每⼀位业主理发后，均会对理发⼯具、座椅、
地⾯进⾏清洁、消毒，为⼤家提供安全的理发环
境。

宏远瑞泰��于靖雯

⼥神节，瑞泰物业花式宠爱最美的你

����������⼥神和花似乎总是天⽣⼀对，所以，瑞泰物业
⼯作⼈员也在⼥神节这天为园区内的⼥神们准备
了鲜花，修剪花枝、写祝福卡⽚、仔细包装，⼀份份
诚意满满的花束就这样在⼿中惊艳亮相。

����������⼯作⼈员化⾝“送花使者”，早早守候在⼩区
出⼊⼝，⼿捧⼀⽀⽀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的鲜花，
向每⼀位进出的“⼥神们”送上诚挚的祝福：“早上
好，送您⼀枝花，祝您节⽇快乐”......

����������收到祝福和鲜花，⼤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纷纷合影留念，同时，对物业的暖⼼服务表
⽰由衷的感谢与赞叹。

����������瑞泰物业的她
���������� 疫情期间，她⼀直坚持⼯作60天1、谢⽂雅：
参与65余次团购，为了让业主住的安⼼，经常休息
时间，⼀通电话便⽴即赶往业主家中，总是⽤温暖
的话语⿎励着⾝边的每⼀个⼈。

���������� 她总是乐于助⼈，认真负责，⾬2、许唯唯：
天，及时为不在家的业主关闭窗⼾，避免业主损
失；寒⻛中，站在园区⻔⼝为业主送粥、送汤
圆……不仅能和同事愉快相处，还经常受到业主
的点名夸奖。

���������� 在⼯作中她本着对业务精益求精3、雷艳婷：
的原则，在沟通中搜集业主反映的各种情况与问
题，并与同事⼀起分析解决，给业主满意的答卷，

的点名夸奖。

���������� 在⼯作中她本着对业务精益求精3、雷艳婷：
的原则，在沟通中搜集业主反映的各种情况与问
题，并与同事⼀起分析解决，给业主满意的答卷，
从⽽提升服务品质。

���������� 由于有些业主常年在外地⼯作，有4、刘园：
些事情不能到场解决，这时管家就是他们在家的
亲⼈朋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刘园经常需要加班
加点与多⽅沟通、协调，为业主处理事务。

����������5、陈美云：她总是急业主所急，想业主所想，
在了解到业主家中⽔压⼀直不⾜，已影响到⽇常
⽣活后，第⼀时间联系⼯程师傅⼀起上⻔解决，调
整⽔压、逐⼀排查，很快使业主家中恢复正常⽤
⽔。

����������6、韩红莲：作为⼊职没多久的员⼯，她总是
能站在业主⻆度思考问题，⼀⼼⼀意扑在⼯作上，
想⽅设法把⼯作做好，对业主之间的⽭盾也及时
进⾏调解，节假⽇和⼤家⼀起轮流值班，不做表⾯
功夫。

����������在瑞泰物业，还有更多优秀的“她”......她们，
或乘⻛破浪，绽放精彩；或默默奉献，⾃强不息。拼
搏不输男员⼯，服务能顶半边天，每⼀位，都在⽤
⾃⼰的光亮，闪烁出⼀⽚耿耿星河。



耕乐⽆界，春⽇梦想⽣活家
����������3⽉27⸺28⽇，尚璟瑞府“⼀起闯⼊春天社
群礼”活动如约⽽⾄，开启春⽇的曼妙际遇。

����������早春三⽉，春⽇的阳光终是携着和⻛与希望
向我们⾛来，春天，如何让绿意⾛进⽣活呢？

����������耕乐⽆界向业主免费派送春⽇限定“⻩⾦
滕”，满⽬新绿，盎然希望，带着⽣命⼒的“萌叶”，
不仅给⼈⼀种春⽇蓬勃的朝⽓，更让业主们感受
到了耕乐⽆界对于绿⾊⽣活的美好实践。

����������翩然纸鸢，放⻜春⽇梦想
����������⻛筝代表着对美好⽣活的向往与憧憬，耕乐
⽆界将这份美好传递给家⼈们，让他们于此共同
编织属于⾃⼰的春⽇缤纷梦想。

����������孩⼦的童⼼是最宝贵的珍品，它使世间的万

物都充满了趣味，五颜六⾊的画笔让孩⼦们随⼼
所欲发挥⾃⼰独特视⻆探索艺术与想象，激发他
们从⼩对于世界的新奇认知能⼒，同时⼤⼈们在
亲⼦陪伴间也收获了平⽇⾥被忽略的美，重拾⽣
活的幸福！

����������社群的美好延续，让⽣活不断趋向归⼼。未
来，汉江宏远还将与所有业主们⼀起，不断推动耕
乐⽆界社群茁壮成⻓，像其倡导的⽣活⽅式“⼈⼈
乐在其中”那样，从服务业主到服务城市，始终引
领业主家⼈们追求美好⽣活的脚步，为所热爱的
⽣活、热爱的社区、热爱的城市，注⼊更多美好元
素。

汉江宏远�李昕

尊属⻋位开盘热销
����������在⼤家热情的期盼下，3⽉21⽇，尚璟瑞府3期业主专属地下⻋位盛⼤开
盘，热度燃沸全场，在开盘现场上演了⼀场激烈的“⻋位争夺战”！业主们⻬聚⼀
堂，为⾃⼰的爱⻋甄选温暖家。

����������为确保每位业主都能选到⼼仪的⻋位，现场⼯作⼈员细⼼介绍⻋位开盘流
程及须知。业主们耐⼼的在等候区等待，集中注意⼒认真聆听每⼀处选择⼼仪
⻋位的细节，只待正式选位开始。开盘伊始，便呈现出现象级抢购热潮，再⼀次
⽤实⼒印证了“买房不易，⻋位更难求”的事实！

尚璟瑞府3期

汉江宏远��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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