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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地约会

悦启空港时代，与世界共武汉

宏远公司党总⽀赴园博园西柏坡园开展主题党⽇活动

尚湖熙园内环路⾯“焕新颜”

五⼀劳动节，以⾮凡致敬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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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出发��⼤地还在沉睡
前⾏的脚步��从来不曾后退
带着最初的信仰�和泥⼟的⾹味
就像带着露珠的希望��迎着太阳⻜
�
春天⾥发芽��闪耀⽣命光辉
苦难中站⽴��梦想不曾枯萎
伴着英雄的城市�和奔涌的江⽔
就像伴在⺟亲的⾝旁��幸福永相随
�
与天地约会��岁⽉轮回
放下⼼头事��举起⼿中杯
与天地约会��⼀路百花芳菲
任⻛⾬袭来��这⼀路从容去⾯对

与天地约会��⽇⽉相推
重担⾃⼰扛��出路⾃⼰给
与天地约会��就让此⽣⽆悔
有梦在路上��我们的明天会更美

暴⻛⾬中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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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启空港时代 与世界共武汉

“每⼀个国际⼤都会，都有⼀座世界空港”

世界空港之城�都会价值⾼地
����������美国John�Kasarda教授于1992年提出“第五波
理论”。认为航空运输是继海运、天然运河、铁路和公路
运输之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五冲击波，逐渐成为地
区经济发展的增⻓极。

����������如今，世界级空港之城⻛华绽放，在全球范围掀起
巨⼤波澜。依靠航空业⾼速度和⾼效率，临空经济区快
速⾼效地参与到与其它城市、甚⾄其它国家的经济活
动交流中去，直接让城市主动打破距离这⼀物理上的
隔阂，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

世界空港·法兰克福�欧洲最⼤航空港之都
����������法兰克福机场是德国最⼤的机场，也是德国通向
世界的⻔⼾。货运量居世界第七、欧洲第⼀，围绕机场
构筑出兼具空铁转运、会展办公、购物休闲等功能的⻩
⾦空港新区，助推法兰克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机
场和航空运输枢纽之⼀。

汉江宏远�⻩�崔

世界空港·史基浦�全球最繁华临空经济体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是欧洲第四⼤航空
港，其空港经济体全⾯覆盖了空港服务业，形成了典型
的多元化、综合性发展经济体，助推阿姆斯特丹荣登欧
洲乃⾄世界上最好的国际贸易都市之⼀，成为“欧洲商
业界的神经中枢”。

世界空港·仁川�全球新⼀代空港经济体
���������韩国仁川空港经济区由永宗、松岛和⻘萝三⼤岛屿
组成，三岛各具特⾊，在众多的休闲、旅游、娱乐设施衬

托下，最终将发展成为⼀个集住宅、商业、休闲、教育等
功能为⼀体的临空⾃由经济区，形成独具特⾊的空港
经济体⾼地。

空港界⾯焕新�迎接世界来汉
会展经济�助推发展
����������武汉新国际会展中⼼将跻⾝全国前三、华中区域
第⼀⼤的会展中⼼，未来将会吸引更多省内外和国际
⾼端资源集聚，众多⼈流、物流、资⾦流和信息流将在
此交汇，⽏庸置疑将为武汉发展会展经济提供更⼴阔
的市场前景。

AOD交通�通达世界
����������机场、城铁、地铁、⾼速，⼀个超越虹桥的四位⼀
体超级枢纽跃然眼前。未来，武汉空港国际商务新城将
沿着AOD四位⼀体⾼效路⽹拥抱世界，武汉空港枢纽
将成为武汉临空经济“⾛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引擎。

产业集群�共筑繁华
���������空港国际商务新城以空港国际体育中⼼、天河国际
会展中⼼为核⼼主导产业，打造“2+2+N”产业体系，联
合多元城市配套服务业，推动港、产、城⼀体化，助推临
空经济区产业功能国际化发展。

空港封⾯之作�世界看武汉的下⼀个理由
汉江宏远远⻅世界眼光，屹⽴时代潮头，于空港倾⼒打
造封⾯之作，悦荟天地约23万⽅未来新都市主义⽣活
圈，集成品公馆、城市别墅、⾼尔夫公园（市政规划）、星
级酒店、免税城(意向引⼊)、国际学校于⼀体，以全球联
合⽣活⽅式，描绘未来空港城市场景与⽣活绚姿。



����������建党百年迎华诞，为深⼊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薪⽕相传延续红⾊基因，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强
⼤动⼒，5⽉29⽇，宏远公司党总⽀在武汉园博园西柏坡园开展“学习党史忆初⼼�锤炼党性践使命”
主题党⽇活动，共16名党员及⼊党积极分⼦参与，以沉浸式体验的⽅式感受西柏坡红⾊⽂化精神，
重温党史，领悟七届⼆中全会的会议精神。
��

����������西柏坡园⻔前的⽯碑上书刻着⽑泽东同志在七届⼆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在讲解员讲
解完“两个务必”的重要含义后，⼤家驻⾜⽯碑前⻬声诵读，⼀字⼀句⽆不在警醒⼤家⽆论在任何
时候都应当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丢弃艰苦奋⽃的作⻛，始
终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积极投⾝各项⼯作。

����������⾛进西柏坡低矮的⼟房，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家举起右⼿、握紧拳头，神圣⽽庄严地举⾏了
重温⼊党誓词仪式。铮铮誓⾔，映照着共产党员的初⼼使命，感悟⽼⼀辈⾰命家的丰功伟绩，探寻
⾰命脚步。随后⼀⾸⼤合唱《团结就是⼒量》，献歌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豪迈⽽嘹亮的歌声回荡在
园区，展现了党员的精⽓神。

����������随后，⼤家还前往党史教育馆、组织⽣活馆、冀西农家院及⻓江⽂明馆，聆听⾰命事迹，重温中
国共产党⾛过的峥嵘岁⽉，共同接受⾰命传统的精神洗礼。

����������党史是最⽣动、最有说服⼒的教科书。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家深⼊了解了共产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坚定了为党的事业终⾝奋⽃的信念。⼤家纷纷表⽰将以这次学习为新起点，坚持“学
党史、明初⼼、担使命”，不忘初⼼，勇于奉献，时刻以⼀名党员的责任与使命鞭策⾃⼰，以实⼲实绩
迎接建党100周年。

武汉宏远公司党总⽀
赴园博园开展主题党⽇活动

暴⻛⾬中的物业⼈
宏远瑞泰�于靖雯

5⽉10⽇
武汉遭遇了⼀场

接近武汉国家站史上
最⼤⼩时⾬强的天⽓

雷⾬⼤⻛⻬⾄，⿊云滚滚⽩昼如夜
⼤⾬如注，楼梯被淹秒变瀑布

#武汉暴⾬#
瞬间登上微博热搜榜

⽽未来⼏天，阴⾬天⽓仍会持续
瑞泰物业将始终践⾏
四快先⾏，守护业主

（提醒快、⾏动快、清理快、成效快）

���������项⽬⼯作⼈员第⼀时间对园区各地下⻋库、供电
房、电梯底坑等进⾏巡查，对故障设备进⾏抢修，保障
设施设备正常运⾏，保障⼴⼤业主⼈⾝财产安全。另
外，在拦截⾬⽔的同时，顾不上浑⾝都已湿透，徒⼿对
路⾯、天台等位置的下⽔管⽹进⾏清掏，加速排⽔量。�

����������贴⼼管家，在暴⾬来临前⼣，通过业主群、朋友圈
发布天⽓预警，提醒业主注意安全，做好⾃我防护的各
项准备。同时，客服部⼯作⼈员对空置房窗⼾进⾏关
闭，帮业主进⾏防⽔养护。

���������⾬势减退，战⽃还未结束，瑞泰物业⼈来不及歇
息，就忙着清扫落叶和杂物、冲洗地⾯淤泥......让园区
迅速恢复整洁畅通，⽅便业主出⾏。

���������⼤⾬突降后，瑞泰物业在做好“净、通、固、闭、防”
的同时，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所有管理团队带队，
基层员⼯回到岗位，对相关⼯作进⾏部署。

尚湖熙园

���������下⾬天，业主晒在楼顶的被⼦和⾐物来不及收，管家
发现后及时帮业主收起来，即使⾃⼰被⾬淋湿，也依然
毫⽆怨⾔履⾏着⾃⼰的职责，对此，许多业主在群内纷
纷点赞感谢。

����������在接到业主需求后，⼜⻢不停蹄赶往业主家中及时
关闭窗⼾，防⽌⾬⽔飘进房屋。保洁⼯作⼈员也不曾懈
怠，他们及时清扫⻋库、路⾯积⽔，保障了出⾏的便利。

���������凌晨1:30，物业团队仍然坚守⼀线，守护业主安全。

⽆论刮⻛还是下⾬
都有那么⼀群冲锋在最前线的⽆名勇者

⽆数个孤独⽽坚毅的⾝影
在狂⻛骤⾬⾥奔波穿⾏
守卫着千家万⼾的安定

�

汉江宏远��刘欢



尚湖熙园内环路⾯“焕新颜”

����������尚湖熙园五岁了，⼩区的路⾯也五岁了。五年来它陪伴我们历经⻛⾬，对业主早送晚
迎，看着孩⼦们从蹒跚学步到肆意奔跑，原本光洁的表⾯变得斑驳泥泞。

����������为进⼀步提⾼⼩区环境，给业主提供⼀个⼲净、舒适的⽣活空间，尚湖熙园物业服务中
⼼对⼩区地⾯进⾏了⼀次全⾯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地砖进⾏补修、补贴，配备了新的路
⾯清洗设备，⾼压冲清枪和⾼压清洗机。
��

����������趁着近期连绵的⾬天，地⾯湿润，保洁⼈员在⻩经理的带领下，对⼩区路⾯进⾏了⼀次
全⾯清洗；此次冲洗⼯作主要针对各楼栋⻔厅、内环路⾯及⼈员出⼊较密集的地点，对垃圾
桶周围将进⾏重点冲洗。
��
����������冒着⼩⾬，推着⾼压清洗机，他⻔在⼩区⾥⾟勤忙碌着；单元⻔前、内环路⾯，随处可⻅
他们⼯作的⾝影，垃圾桶周围的⽼旧油污和泥渍被冲刷的⼲⼲净净，所到之处路⾯焕然⼀
新，此次清扫⼯作不仅美化了⼩区环境，⽽且有效抑制了因⽓温上升所滋⽣的细菌和蚊⾍。
�

����������看着光洁的路⾯，⼲净的垃圾桶，业主们纷纷在群⾥留⾔点赞，业主的认可是物业⼯作
者前⾏的最⼤动⼒，以后我们将定期对⼩区地⾯进⾏维护、冲洗，继续⽤⼼为业主做好各项
服务⼯作，建设更加美好的尚湖熙园。

宏远瑞泰�⻩冠群

五⼀劳动节，以⾮凡致敬不凡
宏远瑞泰�于靖雯

⻛⾬中巡逻
烈⽇下站岗
⽆论⿊夜还是⽩昼
始终坚守岗位

五⼀期间
他们将把好每⼀道安全关卡
全⾯落实假期防疫
⼈员盘查、巡逻防控、道路指引、交通疏导、
应急⽀援等⼯作

他们⼿掌粗糙
他们脚步不停
仿佛⼗⼋般武艺样样精通
能修、能补、能查、能换

五⼀期间
他们依然随时待命
处理业主家中紧急问题
保障各类设施设备正常运⾏
排除安全隐患

⽤⼼聆听
⽤爱沟通
多样化的服务持续拓展
不变的是笑容

五⼀期间
他们依然⽤⼼迎接每⼀位业主

办理业务、交费、咨询......
和秩序部同事⼀起
贴⼼为五⼀结婚的业主布置现场
只要您需要
他们就会第⼀时间出现在您⾝边

迎来送往
咨询问答
服务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五⼀期间
他们将继续360度全维度关怀
细到饮品的温度
⼩到⽑⼱的形状
让每⼀位客⼾
感受⽆处不在的尊崇礼遇

沐晨雾⽽起
挂星⽉⽽归
⽤汗⽔浇灌着花朵
⽤双⼿描绘怡⼈的景⾊

五⼀期间
他们依旧全⼼全意地打扫每⼀个⻆落
垃圾清运、消毒杀菌
为业主营造和保持着优美整洁的居住环境

         瑞泰物业人用双手诠释职责，用肩膀撑起责任，用劳动创造不
凡，用微光点亮世界。



关于《御景·汉江梦1958⼆期景观⼯程》

顺利竣⼯验收的报道
鑫悦城�喻鹏

学习商务礼仪 提高企业形象

暨汉江宏远公司开展商务礼仪培训
综合管理部�⾼倩

����������为提升企业整体商务形象，增强员⼯的⽂化素质修养，2021年5⽉20⽇，武汉汉江宏远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宏远”）邀请礼润教育研究院创始⼈、世界军运会官⽅指定礼仪专
家组成员、奥运会礼仪仪态指导师、航空空乘礼仪培训导师、中国⼥性形象⼯程礼仪讲师团讲
师、国际⾼级注册礼仪培训师、武汉市武昌区妇⼥代表⼤会代表何⽴苇⽼师担任讲师，为员⼯
进⾏了为期半天的商务交往礼仪培训。

����������何⽼师通过⽣动的讲解和视频、图⽚展⽰，深⼊浅出的向参训⼈员介绍了商务礼仪的含
义、特点、原则等理论知识，全⾯讲解了仪表着装、举⽌交往、沟通礼仪、会议礼仪、电梯礼仪、
电话微信礼仪和乘⻋礼仪等基本尝试，使参训⼈员掌握了在各种商务活动中提升商务品味和
修养的技巧。

����������为了达到更好的培训效果，何⽼师通过现场互动及师范的形式调动⽓氛，寓教于乐不经
增强了参训⼈员的参与性与积极性，⽽且使现场⼈员加深了对商务礼仪知识的理解。整个培训
现场洋溢着喜悦之情�，⼤家在⾼涨的学习氛围中掌握了许多实⽤性极强的商务礼仪只是，加
强了相互的了解与沟通，效果⼗分突出，得到了参训⼈员的⼀致好评。

����������学习运⽤商务礼仪，不仅能体现⼀个⼈的道德修养，也体现了⼀个企业的⽂化。通过培
训，加深了员⼯对职业素养塑造的认识。通过培训，不仅让员⼯对商务礼仪规范的理念、规范
的实务性操作有了更新的认知，同时对如何强化⾃⾝良好的职业素养有了进⼀步的认识，为提
升企业的整体形象打下良好基础。

���������该⼯程于2020年8⽉开⼯，于2021年5⽉26⽇顺利
进⾏竣⼯验收，在⼯程质量、景观效果获得各参建单位
⾼度肯定和好评。，在项⽬施⼯过程中秉承“安全第⼀、
质量为本”的⽅针，以把该⼯程建成我公司的⼜⼀形象
⼯程、优质⼯程为⽬标，严格控制原材料及⼯序质量，
落实安全⽣产责任制及质量三检制。本项⽬为“⼗四
五”期间集团公司创新、转型及多元化发展注⼊新动
⼒。
���������项⽬施⼯过程实录:
���������1、于2020年11⽉19⽇到第⼀批乔⽊。
���������提前做好碎⽯滤⽔
层；
��������⼈⼯配合机械挑灯
施⼯，规划当天到货的
苗⽊必须当天种植完
成并浇好定根⽔，从⽽
确保⼤树移植成活率。

���������2、2020年11⽉底襄阳开始降雪，天⽓极端寒冷。
���������⼯⼈给⾹樟、杨梅
等御寒能⼒弱的树种
缠保温保湿布做御寒
措施。

����������3、2021年4⽉襄阳天⽓开始升温。
����������萌芽阶段，挂营养
液，使其有充分能量萌
发新芽；
����������乔⽊采取滴灌措
施，保障⼟球充分的湿
度。

        4、2021年5⽉襄阳出现连续炎热天⽓
����������搭设喷雾系统，
整体的调控整个园区
空⽓的温度、湿度，保
障苗⽊能顺利度过炎
热夏天，且利于今后
养护。

���������5、2021年5⽉竣⼯验收前各效果照⽚。

地形自然、流畅

空间感极强，疏密有致

天际线流畅，层次分明，高低错落有致

夜间效果



国家战略政策加持
武汉空港会展经济跑出加速度

汉江宏远�李昕

���������“在一个城市开一次国际会议，就好比有一架
飞机在城市上空撒钱。”

——德国慕尼黑展览公司总裁门图特

����������会展业与旅游业、房地产业并称为世界“三⼤⽆烟
产业”。其中，现代会展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是对
外交流的窗⼝，能够吸引⼈流、信息流、资⾦流的⼤量
涌⼊，是⼀座城市⾥财富流、商务流集中的坐标点。

���������纵观世界著名的会展中⼼城市，如纽约、汉诺威、
巴黎、伦敦等，都是国际知名度很⾼的城市，会展业既
为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和经济的繁荣，也成为这些城
市向国际社会展⽰⾃⼰城市⻛采的重要窗⼝。

美国芝加哥迈考密会展中心 

德国汉诺威会展中心��

上海虹桥会展中心

国家战略加持
稀缺板块蕴藏庞⼤价值前景

        2020年“⼗四五”战略提出推动武汉城市圈航空经
济综合试验区建设，区域依托会展、体育、商务、教育等
重点项⽬全⾯推进⽣态空港、产业空港、⼈⽂空港建设。

���������空港国际商务新城对标上海虹桥商务区，构建
“2+2+N”产业体系，以空港国际体育中⼼、天河国际会展
中⼼为核⼼主导产业，联合多元城市配套服务业，对新
城定位、产业布局进⾏优化升级，推动港、产、城⼀体化，
助推临空经济区产业功能国际化发展。

向世界展⽰新活⼒
会展驱动武汉经济跃升新能级

����������如果说机场是武汉通往世界的核⼼载体，那么会展
产业就是武汉对外开放、展⽰⻛采的国际化舞台。

����������去年底，武汉提出：到“⼗四五”末的2025年，全年
可完成举办各类会展节事活动达1000场次，初步建成国
家会展中⼼城市。

����������在此⼤背景下，武汉新国际会展中⼼应运⽽⽣，建
⾯约120万⽅，净展⾯积约90万⽅，建成后将跻⾝全国前
三、华中区域第⼀⼤的会展中⼼。

武汉新国际会展中心

����������未来对于空港新城来说，会展经济本⾝就能够创
造出巨⼤的财富效益，并以此为核⼼，拉动其他产业的
发展。通过1:9产业带动系数（即展览场馆的收⼊是
1，带动的相关产业收⼊为9），将会给空港带来源源不
断的商流、物流、⼈流、资⾦流、信息流、创造商机，吸引
投资，推动商贸旅游业的发展，间接带动旅游、餐饮、交
通、⼴告、娱乐、等⾏业经济产出，形成财富磁⽯效应，
成为武汉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占位时代发展前沿
点亮世界空港蓬勃发展⽣机

�����������依托天河机场，区域规划为“华中第⼀航空总部
经济集群”，武汉市政府计划打造包括航空产业园、会
展、酒店、⽂化旅游、住宅功能为⼀体的国际会展商务
新城。武汉新国际会展中⼼投⼊运营后，将成为武汉⾯
向全球的超级展⽰窗⼝。

����������汉江宏远·悦荟天地雄踞空港新城，将打造集成
品公馆、城市别墅、运动公园（市政规划）、星级酒店、免
税城(意向引⼊)、国际学校于⼀体的约23万⽅未来新都
市主义⽣活圈，在会展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下，将凭借
会展⻔⼾、AOD国际交通枢纽以及区域配套资源等优
势，成为驱动区域经济的城市资产。站位于时代发展的
前沿，成为点亮空港发展的璀璨新星。

����������汉江宏远·悦荟天地营销中⼼即将震撼登临，敬
请期待！

����������汉江宏远·悦荟天地营销中⼼即将震撼登临，敬请
期待！

效果图



攻坚克难，⼒保⼯期
鑫悦城�李微微

����������为了公司关于悦荟天地营销中⼼按时开放的总体⽬标，公司各部精诚协作，攻坚克难，夜以继⽇，⼒保⼯
期。

����������⼤到营销中⼼的每⼀⾯墙，⼩到⼀桶油漆⼀根电线，采购部事⽆巨细的超常规、超负荷运转，皆为共同的
⽬标--营销中⼼顺利开放。

为运货叉车进入项目现场
（李军明、潘毅、朱聪、金箫）

应项目现场管理要求，清理现场
（熊单、廖敏杰、朱聪、金箫）

盛世中国
汉江集团�何君玫

⼀百年⽃转星移⼀百年⼤江东去
盛世中国告诉你⼀个地球的惊喜
盛世中国告诉你⼀个东⽅的奇迹

我想约你⾏⾛在彩虹⾥
那是⻘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
那是西⽓东输通向天际的呼吸

那是港珠澳⼤桥衔接三地的蔚蓝⾊跑道
那是三峡⼤坝云蒸霞蔚的雄起
那是南⽔北调挥洒出的⼀⾏浪漫诗句

我想约你去新农村做客
看看农业⾃动化带来的便利
看看乡村振兴战略塑造的新⾯貌
那⾥的⼟地正翻种着时代的新绿
如歌的⽥野传唱着时代的主旋律

党和国家的不懈努⼒
带来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缩⼩了城乡间千年的差距
拓展了⼩康⼈家花团锦簇的新天地
众多党员扎根基层
在脱贫攻坚第⼀线倾情投⼊奉献⾃我
把扶贫之路作为“⼼中的新⻓征”
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势在必⾏

我想带你⾛进新奠基的科技园区
灿若繁星的⾼科技成果
让未来世界触⼿可及

我想约你去航天城探秘
那⾥的航天⼈正在聚精会神
为我们筹划下⼀个⼀百年太空旅游的⽬的地

我想约你去⼀趟⾼速公路
⼀百年前零公⾥百年后纵横南北东西
我还想约你坐⼀次动⻋组
朝发⼣⾄的梦想正在超越地球引⼒

如果，如果你已经⾛遍了当今中国
那么咱们就⼀起体验数据的魔⼒
让神奇的5G带我们⼀起与世界同步呼吸
⾜不出⼾感受孪⽣⻓江的奔流不息

⼀百年春华秋实⼀百年⽇新⽉异
盛世中国告诉你⼀个⼈间的传奇
盛世中国告诉你⼀个时代的瑰丽

今天我们同样要把⼀份岁⽉的感动送给台下的你
⼀百年时光荏苒的⼤考
改变了我们集体的命运
捧起地球村崭新的履历
盛世中国⼀步跨进未来的⾏列⾥

我相信只要是⽣活在中华⼟地上的各族⼉⼥
都会对带领我们开创新中国的我们党
充满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感激
这份敬意是⼗四亿颗⼼跳迸发出的幸福期冀
这份感激是⼗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炬接⼒

极不平凡的2020已翻过
⾯对疫情党员同志冲锋在前的场景历历在⽬�
党旗在疫情防控的第⼀线⾼⾼飘扬
盛世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
扛起了⼀个伟⼤⺠族复兴的奇迹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
我们写下了最豪迈的诗句

⼀百年波涛之上⼀百年征帆万⾥
盛世中国告诉你⼀个公开的秘密
盛世中国告诉你⼀个永恒的真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些最朴实的话语⾄今仍在引领我们开创新世纪
⼀个伟⼤时代变⾰的交响从此奏响了神圣的序曲
勇于探索的中国共产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践⾏真理

这是⼀部由⼗四亿⼈共同参与创作的春天进⾏曲
和弦弹奏的科学发展观再次融⼊⻘春中国的圆舞曲
⼀副以⼈为本的和谐社会蓝图向世界向未来
打开了盛世中国锦绣河⼭春光万⾥

赞美你啊辉煌⼀百年盛世中国厚积薄发
讴歌你啊奋进⼀百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我们要⼤声地朗诵盛世中国
我们要⼤声地朗诵盛世中国

⼀百年沧海桑⽥⼀百年春潮不息
中华⺠族正⾏⾛在伟⼤复兴之路上
亿万中华⼉⼥正信⼼满怀扬帆进击
⾼歌迈向新的胜利



汉江宏远
有幸在这⽚空港��遇⻅更好的时代

汉江宏远��⻩�崔

����������4⽉13⽇，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
发布会，介绍武汉、襄阳、宜昌贯彻落实《关于推进“⼀
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实施意⻅》
精神的具体举措和安排。

����������为构建“⼀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
发展布局，武汉扛起“⼀主引领”的“⽀点”责任、“头雁”
责任和“群主”责任。到2025年，武汉要建成全国有影
响⼒的都市圈。

����������武汉市⼈⺠政府副秘书⻓程介儒说，武汉将以武
汉天河国际机场和鄂州花湖机场为中⼼，⽀持武汉、孝
感、鄂州、⻩⽯、⻩冈联合打造“临空临港”续流经济带，
加快鄂州专业化货运机场建设，重点发展空港物流、临
空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打造新型增⻓极，辐射带动
周边地区的发展。

图源网络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推进，由于机场资源在城市
中的唯⼀性、稀缺性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独特的带动
与辐射能⼒，临空经济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制⾼点。
发展临空经济成为推动武汉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引擎，
也是武汉对话未来的必经之路。

示意图

空港崛起�经济新增⻓极

����������纵观现代城市发展史，交通的的“枢纽化、国际化”
往往带来城市发展质的⻜跃，尤其是空港的发展，更能
成为⼀个城市的增⻓极、创新极、技术极。空港在现代城
市中，性质早已越过单纯的功能性，其产⽣的虹吸效应
将⼀块块城市的边界孤岛创造成淘⾦的热⼟。

���������上海虹桥商务区规划初期同样⾯临⽆数的质疑声，
⽽时⾄今⽇，事实证明了上海虹桥商务区已经成为⾦
融、科技创新中⼼的重要载体，涵盖经济、⾦融、贸易、航
运、科技创新、⽂化中⼼的所有要素，以其不可代替性，
在上海最新的城市架构中，升级为主城区、新的城市副
中⼼。

���������如今的上海虹桥商务区，就是未来的空港国际商务
新城，同样的地段优势、交通枢纽地位、临空经济区规
划，未来的武汉空港国际商务新城，也将以新会展中⼼
为核⼼，整体打造集“空、铁、港、城”⼀体，聚集商务、会
议、酒店、⽂化旅游、住宅功能为⼀体的空港国际商务新
城，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新的增⻓极。

效果图

品牌聚集�城市亮点板块
����������近年来，相对城市核⼼区⼟地资源的稀缺和⾼昂的
拿地成本，距离城市中⼼较远的临空经济区成为各⼤开
发商谋求发展的新宠⼉。区域内国航、海航、航发投、湖
北机场集团等航空企业总部汇聚，绿地、华发、中城、汉
江宏远、新⼒、恒⼤、�五矿、临空投等⼤牌⻬聚，抢滩进驻
空港地区，抢占发展先机。未来整体⼊驻⼈群素质⾼，区

域因⼈⽓更显活⼒与速度，为未来发展注⼊源源不断
的动⼒。

效果图

汉江宏远�远⻅时代梦想

����������依托天河国际机场的枢纽优势，区域发展潜⼒不
⾔⽽喻，拥有国企基因的汉江宏远，洞察城市发展趋
势，以⾼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球视野和超前规划领
耀空港！

���������⾃2015年抢先登陆空港新城，开始了⼀系列卓有
建树的开发和创新！2015年开发尚璟瑞府，区域内第
⼀个做精品精装修的项⽬；2019年成⽴“耕乐⽆界”，
区域内⾸个运营业主社群组织，2020年悦荟天地⾯
世，为新城带来⼈居典范的曙光。

����������作为临空新城的⼈居范本，悦荟天地承载了这座
城市太多的期待。它不仅将带来⽣活⽅式的更迭，更以
⽣活格调为主旨，提供⼈⽂与精神多元化的交流，将创
造⽣活的更多可能。

尚璟瑞府效果图

悦荟天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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