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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荟天地盛启空港⼈居新篇章

悦荟天地与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

武汉宏远公司党总⽀赴姚家⼭红⾊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活动

悦荟天地项⽬A地块举办消防演练

西柏坡党史学习⼼得体会

汉江宏远赴临空投开展送旗、致信、交流活动

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与世界共鉴空港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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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业主⼼声，共建和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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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初⻅�悦启新境

汉江宏远�李昕

悦荟天地盛启空港⼈居新篇章

���������6⽉11⽇，历经漫⻓时光潜⼼打磨，汉江宏远·悦荟
天地展⽰中⼼如约盛启。在建筑与城市的碰撞中，拉开
⼀场关于⽣活美学的理想⼈居序幕。

如约⽽⾄�敬献城市级盛会

���������上午9点，活动尚未开始，汉江宏远·悦荟天地展⽰
中⼼就已经⼈头攒动。各⼤主流媒体、社会精英等纷纷
到场亲鉴，共同领略悦荟天地展⽰中⼼璀璨绽放的⾮
凡时刻。

时代热⼟�打造新城⼈居封⾯

����������伴随着活动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武汉
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朱⼩宁先⽣应邀登台致
辞。

����������朱⼩宁先⽣表⽰，作为国企控股企业的汉江宏远
来说，做“创造者”⽽⾮“追随者”，既是与⽣俱来的社会
责任感的要求，也是城市品质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
⾸个进⼊临空新城的品牌房企，在深度参与临空区域
的城市化战略发展中，6载深耕布局3⼦，不断创新进
取，与城市共成⻓。

�����������2015年铸就了临空新城标杆楼盘尚璟瑞府；
2018拿下P143地块，开始了多元业态的全⾯布局；
2021年再次携全新⼒作⸺悦荟天地⾯世，以⾼品质
佳作点亮空港⼈居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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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醒狮点睛仪式，为现场赋予新的活⼒，更象征
着新时代起点。在众⼈的⻅证下，朱总、戴总、叶总、李
总、熊总⼿持朱砂墨宝，为祥狮点睛，唤醒祥瑞，预⽰项
⽬⽕热⼤卖。

悦启新境�遇鉴理想品质⽣活

����������在⼀⽚欢腾中，隆重热烈的剪彩仪式也随之到来，
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朱⼩宁先⽣、武汉
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安全先⽣、武汉建⼯
第⼆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家军先⽣、武汉汉江宏远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明先⽣、武汉汉江宏远投
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玲⼥⼠五位领导进⾏剪彩仪
式。⾦剪⼀落，是对悦荟天地⾛向市场的第⼀个祝福，
也标志着悦荟天地展⽰中⼼的正式亮相。

��������“�� 天地初⻅，悦启新境”，悦荟天地展⽰中⼼正式揭
幕，⼤⻔缓缓打开，将此次活动推向了⾼潮。

大小提琴现场演奏

各色美食甜点

鸡尾酒品鉴

�����������或驻⾜细品，或漫步流连，每⼀个⾝影都沉浸其
中，感受着汉江宏远·悦荟天地⼈居理念构建出的未来
理想⽣活。

空港之上�领航都荟⾼阶⼈居

����������⼀座城市，需要⼀个符号去震撼世界，亦需要⼀个
板块擘画城市的伟⼤蓝图。空港⼗载城⻓，极具发展势
能，驱动武汉迈向全球标杆城市，成为武汉连接世界、
连接未来的重要端⼝。

����������汉江宏远·悦荟天地远⻅城市发展格局，选址空
港新城板块，于都市繁华之上，构筑⼀⽚全球联合⽣活
⽅式的都荟⽣活⽬的地，同频世界空港时代机遇。悦荟
天地是汉江宏远在空港地区的第⼀个商业综合体项
⽬，是品牌集数年纯熟锻造经验之⼤成;也是汉江宏远
以世界级运营⽔准，在空港城市中⼼的原创巅峰巨作。

����������项⽬计划引⼊星级酒店、免税城、国际学校等⾼端
配套，倾⼼匠筑约23万⽅地球公⺠云墅区。悦荟天地将
以全新的国际视野，⽤品质⾰新时代⼈居⾼度，以稀有
的⼈⽂品质、完善的⽣活配套，匹配塔尖⼈群的国际⽣
活品味，为武汉打造⽐肩世界的国际⽣活样本。

�����������正所谓，不惊艳，不谋⾯。在此次展⽰中⼼开放后悦
荟天地也将正式亮相空港，未来更将惊艳着空港的城市
⼈居。6载焕新启程，新时代的故事即将从这⾥开始，⽣
活在迭新，美好在延续。



空港发展��教育先⾏
际前沿的教学理念，明确表⽰希望与校⽅共同携⼿，为
空港未来教育事业作出巨⼤贡献。

�����������汉江集团副总经理陈家华先⽣对此次战略合作
寄予厚望，他表⽰汉江⽔利⽔电（集团）是⼀家有着六
⼗多年发展历史和⽂化底蕴的国有企业，集团管理的
丹江⼝⽔利枢纽是“国之重器”，肩负着保障南⽔北调
中线⼯程供⽔安全的使命责任。近年来集团积极贯彻
新发展理念，履⾏国企使命担当，围绕做优服务产业的
战略⽬标，把房地产板块业务打造成为集团⾼质量发
展新动能，持续为社会提供⾼质量产品，努⼒服务⼈⺠
⾼品质⽣活需求。⾃2015年⾸拓空港以来，近⼏年空
港新城的迅猛崛起已经⽤实际成果证明了集团决策的
正确性和前瞻性。随着空港新城⼈⼝素质的提⾼和教
育程度深化的需求不断扩⼤，也为教育产业提供了天
然的基础优势和⼴阔的发展前景，武汉康礼·克雷格国
际化学校落⼾悦荟天地可谓恰逢其会、正当其时。

����������王舒先⽣代表学校对此次战略合作给予⾼度认
同，他表⽰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基
础，发展教育事业，提⾼空港教育品质是实现区域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段。他希望双⽅在共同的事业情怀和
趋同的价值理念前提下，建⽴⻓久稳固的合作关系，践
⾏国际化教育的改⾰，将⾼品质国际教育根植于本⼟
中来。

⾛进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

���������英国克雷格公学�成⽴于1865年，占地280英亩，
是英国萨⾥地区⾸屈⼀指的百年名校，著名私⽴贵族学
校。学校拥有154年的成功办学经验，办学历史悠久，⽂
化底蕴深厚，⼝碑享誉全球。学校与哈罗公学、伊顿公学
等英国顶尖菁英学校校⻓同是素有英国中学“罗素集
团”、“常春藤联盟”的英国名校协会(The�
Headmasters’�&�Headmistresses’�Conference,�简
称HMC)成员。2018年，被其评为最佳学校及最具创新⼒
学校。

同⼼筑梦�悦鉴未来

����������汉江宏远深耕空港6年，专注城市⽣活运营，始终以
⼤国央企的责任感，给予城市源源不断的推动⼒。

����������2021年，汉江宏远落⼦空港新城核⼼，倾⼒打造约
23万⽅地球公⺠云墅区⸺悦荟天地。传承汉江宏远优
秀品质基因，承载空港国际商务新城蓬勃的价值前景、
便捷的交通、完善的教育和医疗，繁华的商业配套等丰
厚资源，将以国匠品质开创空港的⼈居新时代。

����������悦荟天地将提升教育质量视为美好⽣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引进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这样的国际化优
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对空港新城来说⽆疑是⼀⼤
喜讯。

����������相信此次汉江宏远·悦荟天地和康礼·克雷格国际
化学校的强强联⼿，定能为空港新城带来更⾼品质的教
学质量及教育环境，助⼒学⼦们迈上追逐梦想的第⼀
步，构筑都会学府⼤城，助推武汉空港教育迈向国际化！

汉江宏远�⻩崔

悦荟天地与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

���������6⽉17⽇上午，以“同⼼筑梦，悦鉴未来”为主题的
悦荟天地与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顺利举⾏。此次签约预⽰着双⽅将为空港引进⾸座
国际化学校，为今后推动空港区域⾼品质教育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江宏远公司、港⻰置业公司董事⻓朱⼩宁先
⽣、康德教育集团董事⻓王舒先⽣分别代表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双⽅达成的共识，汉江宏远·悦荟
天地与康德教育集团基于武汉空港国际教育发展前
景，在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教学模式创新等⽅式
探索战略合作，致⼒于打造引领⾯向未来的⾼品质国
际化学校。

�����������会议之初，朱⼩宁先⽣发表精彩致辞。他表⽰在
空港国际商务新城这⽚热⼟上，未来发展机遇不容⼩
觑，汉江宏远始终以⾼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城市跃
进、板块擢升、基础建设、配套完善等⽅⾯尽⼼竭⼒。他
充分赞扬了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的办学模式及国



倾听业主⼼声，共建和谐社区
宏远瑞泰�于靖雯

����������为深⼊推进党史学习教育，6⽉19⽇，武汉宏远公司党总⽀组织党员及⼊党积极分⼦30余⼈赴
武汉市⻩陂区姚家⼭红⾊教育基地开展了“学习百年党史�传承红⾊基因”的主题党⽇活动暨党史
学习教育现场教学，追寻红⾊⾜迹、共忆峥嵘岁⽉、传承红⾊精神。

����������姚家⼭是历史上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的战略要地，也是抗⽇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司政机关
和鄂豫边区党政机关的驻地。1941年⾄1946年，新四军第五师司政两部常设在姚家⼭，姚家⼭新
五师司政机关旧址作为新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机关驻地，也是李先念、陈少敏等⽼⼀辈⽆产阶级
⾰命家战⽃⽣活过的地⽅，是抗⽇战争的红⾊堡垒，享有“武汉抗战第⼀村”的称号。

�����������在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序厅内，武汉宏远公司党总⽀书记朱⼩宁带领全体⼈员在党旗下
重温了⼊党誓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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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家先后参观了新四军第五师历史陈列馆、司政机关⼤礼堂旧址等
红⾊⾰命遗迹。⼀幅幅充满⾰命历史印记的⽼旧照⽚，⼀件件战争时期的珍贵⾰命⽂物，呈现出了
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史、⾰命史和奋⽃史，彰显了其在抗战期间百折不挠、骁勇善战的爱国主义精
神。

����������参观⾰命遗迹，回顾峥嵘岁⽉，缅怀⾰命先烈，此次现场教学是对⽀部党员的⼀次深刻教育，
让⼤家更加深⼊地认识到作为⼀名共产党员所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家纷纷表⽰，在今后的⼯作
中，将⽴⾜本职岗位，继承和发扬⾰命先辈的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
扬的⽃志、更加顽强的作⻛，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实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武汉宏远公司党总⽀
赴姚家⼭红⾊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活动

汉江宏远��刘欢

交流互动，让服务更有温度
聆听⼼声，让⽣活更有活⼒

⼴纳建⾔，提⾼业主满意度
品质服务，提升业主幸福度

�����������为了及时了解业主的需求，创建流畅、快捷的沟
通渠道，建⽴和谐、融洽的物业服务关系，瑞泰物业特
组织召开了业主恳谈会，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认真听取
业主提出的宝贵意⻅，提升服务品质。

����������团队介绍及⼯作汇报

����������会上，物业⼯作⼈员向参会业主介绍了物业团队
及公司发展历程，汇报了近半年的重点⼯作及下阶段
的⼯作计划。

����������参会业主表⽰，瑞泰物业“⽤⼼做好每⼀件事”的
匠⼼让⼈钦佩，⽽背后所付出的艰⾟努⼒也是以前所

�不曾想到的，相信在坚持不懈的努⼒下，瑞泰物业将不
负期待，为更多业主朋友们打造理想⼈居社区。

����������加强沟通，协⼒解决

����������本次恳谈会，针对⼩区物业服务、房屋维修、交通路
线等焦点问题进⾏了深⼊探讨。同时，⼤家也提出了许
多⾃⼰⽐较关⼼的问题和需求，物业中⼼都给予积极解
答，需要协调安排的及暂⽆法解答的，均详细记录，后续
将会再次⼊⼾反馈或通过⽉报、宣传栏公⽰的途径进⾏
集中回复。

�����������极致服务，追求卓越。业主对物业⼯作给予的理解
和⽀持、提出的建议和意⻅，都是物业服务品质提升的
“助燃剂”。

����������今后，瑞泰物业将⼀如既往为业主“办实事，解难
题，化纠纷”，不断加深对业主诉求的了解，对业主提出
的问题积极解决协调处理，并做出跟踪回访，做到有问
必答。



悦荟天地项⽬A地块举办消防演练
鑫悦城�张向宽

西柏坡党史学习心得体会
汉江宏远�⻩慧

����������为增强夏季消防安全，提⾼项⽬员⼯消防意识，增强员⼯在紧急情况下对⾃我防护能⼒和应变能
⼒，使员⼯掌握⼀定的消防基本知识。6⽉23⽇中午，悦荟天地项⽬A地块⼯程部组织并开展消防安全
培训及应急消防演练，施⼯、监理、建设单位共计60余名⼈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及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就消防安全及现场抢救知识进⾏普及，针对⼲粉灭⽕器及消防⽔带的使⽤⽅法进⾏详
细讲解及实操⽰范。此次演练各环节、要点有条不紊贯穿始终，未出现混乱场⾯。成功疏散、隔离险情现
场，及时扑灭⼤⽕。演练取得了预期效果。

����������通过此次演练，进⼀步强化了现场⼈员的安全意识，检验了消防、急救预案的可⾏性、可操作性，
熟悉了应急抢救流程对应急指挥、协调和处置能⼒起到有⼒的促进作⽤，对今后⾼效有序开展应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响应集团公司“学党史”的号召，地产公司党委
开展了“学党史·践初⼼·奋进新征程”学习教育培训。
5⽉26⽇-5⽉30⽇，我们在地产公司党委的带领下从湖
北出发，参观了河北省平⼭县西柏坡村、冉庄地道战遗
址纪念馆、正定县塔元庄村、狼⽛⼭五勇⼠跳崖点、⽩
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以及雄安新区。在这⾥，我主要谈⼀
下在西柏坡村上党课的感受。

����������5⽉27⽇，⼤家怀着崇敬的⼼情参观了⽑泽东、周
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命伟⼈⽣活和⼯作过
的地⽅和七届⼆中全会会址。在西柏坡纪念馆会议室，
研究部副主任史进平⽼师声情并茂的为我们上了⼀堂
《辉煌历史·伟⼤精神�学党史·悟思想·⾛好新时
代“赶考”路》的党史教育课。

�����������通过这堂课，我了解到我们党在西柏坡所⾯临的
⾰命形势，即将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建⽴新中国，党的
⼯作重⼼将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的主要任务是由⾰
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党所⾯临的全新课题是由⾰
命党和局部执政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转变。正是
在这样⼀个特殊⽽⼜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形
成了西柏坡精神，那就是：敢于⽃争、敢于胜利的开拓
进取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命精
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的⺠主精神；务必继
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务必继续地保
持艰苦奋⽃的作⻛。

�����������看着史进平⽼师播放的⼀张张⾰命时期的⽼照⽚，
讲述着⼀位位⾰命先烈的动⼈故事，我的内⼼是触动
的：朱德将军⼼胸宽如海，意志坚如铁；贺⻰将军抛弃⾼
官厚禄，70次寻找党组织，投⾝共产主义事业；彭德怀将
军敢于担当；王震将军主动请求带队建设条件更为艰苦
的新疆，将战⽃⼒量整体转化为⽣产的⼒量、新中国建
设的⼒量；中国⼈⺠的骆驼�任弼时书记强忍着⾝体
的病痛坚持⼯作以及要求⾃⼰“能⾛⼀百步就绝不⾛九
⼗九步”；周恩来总理的勤奋⼯作，严于律⼰，关⼼群
众……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共产党⼈艰苦奋⽃、不怕牺
牲、⽆私奉献的精神，有我们党的坚强领导，有党中央的
正缺决策，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活！

��������“�� 千年的⼟地⼋百主”说的是⼀千年的⻛云变化，⼟
地都更换了⼋百位主⼈。也许千年以后⼀切都变了，唯
有精神可以永远流传！这次的党史学习之⾏让我对中国
近代史有了不⼀样的认识，⼼灵上受到了⽼⼀辈⾰命家
的⿎舞。也促使我在今后的学习和⼯作中发扬西柏坡精
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辈⾰命家艰苦奋⽃的
⻛范和⾰命精神，以他们为榜样，做好⾃⼰，不忘初⼼，
保持“赶考”的精神状态，为企业建设贡献⼒量，为建设
更加强⼤美好的国家⽽努⼒奋⽃！



致旗表谢忱�交流促发展

汉江宏远�蔡孟

汉江宏远赴临空投开展送旗、致信、交流活动

�����������6⽉10⽇，受公司主要领导委托，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宏远”）副总经理李
军明代表公司向武汉临空经济区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空投”）致感谢信、送锦旗，
汉江宏远综合管理部相关⼈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李军明表⽰，临空投⾼规格的宏观谋划、⾼质量的招商引资、⾼效率的服务、⾼⽔平的外联外宣都
为汉江宏远的发展提供了强⼤助⼒，希望在未来的⼯作中，临空投能够⼀如既往给予汉江宏远⼤⼒⽀
持，汉江宏远也将竭尽所能，为区域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临空投公司代表对汉江宏远⼀⾏的到访表⽰热烈欢迎，转达了临空投主要领导对汉江宏远的感
谢，并代表公司接受了锦旗和感谢信。随后双⽅综合管理部进⾏了⼯作座谈，汉江宏远综合管理部负责
⼈蔡孟和临空投综合管理部负责⼈李瑶分别介绍了汉江宏远和临空投公司概况和现状，双⽅就⼈⼒资
源、⾏政管理、企业⽂化建设、法务、信息化等共同关⼼的相关⼯作进⾏了交流座谈。

�����������蔡孟代表汉江宏远⼀⾏感谢了临空投综合管理部的分享，并表⽰，汉江宏远与临空区域已然形成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汉江宏远对临空区域的未来发展持坚定信⼼，并将继续以艰苦实践不断⾼品
质建设临空，汉江宏远综合管理部也将加强与临空投综合管理部的联系，争取在经验⽅法上互相学习，
在重要⼯作上形成合⼒，共同促进双⽅合作共赢。宾主双⽅在热情友好的⽓氛中结束了此次座谈。

宏远瑞泰�于靖雯

浓情六⽉，瑞泰与爱同⾏

彩缕碧筠粽，香糯白玉团。
菖蒲把美酒，堤柳缆龙舟。

时间走走停停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为弘扬民族文化
将温暖弥漫于生活点滴之中

让业主们
度过一个难忘的端午佳节

瑞泰物业特组织
“浓情六月，瑞泰与爱同行”活动
浓浓的端午氛围在这里溢满而出

�����������物业⼯作⼈员顶着烈⽇亲⾃到⼭⾥采来新鲜的艾
草，加班加点将艾草分批捆扎成束，贴上管家⾃制的⼩卡
⽚，看起来不起眼的艾草仿佛也成为了⼀件件“艺术品”。
��
����������在物业敖经理的带领下，管家们为业主送上散发着
缕缕⾹味的⻘⻘艾草，如果您不在家中，⼯作⼈员还会把
艾草悬挂在⻔把上......

����������⽚⽚粽叶裹真情，颗颗粽⼦⻅真⼼。端午临近，怎么
能少了粽⼦这个“主⻆”，客服管家们将提前准备好的⼀
袋袋“爱⼼”粽送给许多⽼⼈、⼉童，并送上节⽇的问候与
祝福，和他们拉家常、话端午，业主们脸上都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连声称赞物业的服务悉⼼、贴⼼。

����������⼩⼩的粽⼦丝线两头牵着你我，每个互动中都更加
加深彼此之间的信赖与理解，这也是瑞泰物业将服务细
致⼊微到每⼀处的表现，弘扬传统⽂化、促进邻⾥沟通、
营造和谐社区，创建美好⽣活，瑞泰物业⼀直在努⼒！



从城市机场到机场城市
与世界共鉴空港荣光

汉江宏远�⻩崔

一座机场，跟一个城市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下一个30年，城市中心的竞技场，已经从城市转移到了天上。

的衔接，天河机场将拥有武汉规模最⼤、⽅式最全、辐
射范围最⼴的“超级枢纽”，与城市的未来紧密相连。

武汉经济引擎�空港驭空腾⻜

����������中部枢纽，武汉⽀柱。武汉临空经济区核⼼区⻩陂
区，作为推动武汉经济发展的四⼤极核之⼀，⽀撑武汉
成为国家中⼼城市的重要⽀柱，武汉临空经济区（审批
中）已升级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在“⼗三五”规划中，武汉临空经济开发区被列为
武汉空港⻔⼾，未来5到10年武汉将形成中部地区临空
经济的枢纽地位，对于整个⻓江经济带的辐射带动作
⽤也将会越来越明显。

����������据规划，武汉临空经济区将打造成20万常住⼈⼝
的活⼒新城。预计到2021年，将建成千亿级临空产业
园区。下⼀个10年，⼀座繁华、宜业、宜居的⽣态新城将
腾空⽽起。

武汉临空经济区规划图

汉江宏远·悦荟天地�纵揽区域红利

����������悦荟天地择址最具国际化视野的空港新城板块，再
次验证汉江宏远对城市的瞻瞩和眼光。悦荟天地拥揽城
市⿍配资源：紧邻10�万⽅航空主题湿地公园⾹虹艺术公
园，近享临空新城育才学校、华师附⼩�、⻩陂⼀中，5公⾥
范围内近享奥特莱斯、万达⼴场、T3国际免税店等。�

���������当然也少不了⽴体交通加持，咫尺地铁2号线航空总
部站�、地铁7号延⻓线前川线巨⻰⼤道站、�地铁13号线、
17号线、18号线（审批通过）快速连通主城动脉。

悦荟天地效果图

����������秉持汉江宏远⼀贯的⾼品质，悦荟天地约23万⽅地
球公⺠云墅区，⾃带AOD⻔⼾商业街、计划引⼊星级酒
店、免税城、国际学校等⾼端配套，以更契合⼈居的⽣活
诉求，为空港新城带来全⾯提升的⼈居体验。

超级复合枢纽�重塑城市中芯

����������城市进化进⼊⾼级形态，⼈类活动密度成为经济
运⾏的⾎液，⽽机场作为中⼼城市⾼质量客流的最⼤
来源，重要性不⾔⽽喻。

�����������在AOD发展模式下，机场并不仅仅作为单纯的交
通枢纽，⽽是以机场为中⼼，向周边开展空港经济。事
实上，已经有不少国家迈⼊空港经济时代。

����������法国的戴⾼乐机场，作为欧洲乃⾄世界主要的航
空中⼼之⼀，已有众多功能园区，吸引众多国际⼤公司
前来投资，该空港经济区辐射地区创造了法国30%的
GDP。

戴高乐机场实景图

�����������荷兰史基浦空港区，被誉为欧洲商业界神经中
枢。史基浦航空城聚集了国际知名航空企业的欧洲总
部、⻜机零部件配送中⼼等，机场辐射区国⺠⽣产总值
达11.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6.8万亿美元。

史基浦机场实景图

����������武汉空港国际商务新城区域包含天河机场+沿江⾼
铁天河站（规划中）+5条地铁线+汉孝城铁盘⻰城站，逐
步形成“机场+⾼铁+地铁+城铁”的空轨⼀体化AOD国家
级交通枢纽，未来将凭借“AOD”模式⾼效构筑“产业+交
通+商业+⽣活”的全景价值体系，为空港界⾯带来全新
改变。

⼤规模客运量�城市势能爆发

����������19世纪，铁路促进了内陆城市繁荣；20世纪，⾼速公
路推动城市规模扩⼤；21世纪，空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
发展的驱动⼒。

����������航空运输是全球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全球经
济⼀体化的重要⼯具，⼀座⼤型航空枢纽对于区域发展
有着显著作⽤。

����������2019年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15.02万⼈次，同⽐增⻓10.8%，增幅居全国21个⼤型
机场第⼀位。

����������2021年五⼀期间，武汉天河机场5⽇旅客吞吐量达
8.7万⼈次，创下1995年机场开航以来新⾼。

武汉天河机场实景图

������������庞⼤的客流导⼊，势必催⽣机场周边旺盛的消费、
商务、创业、居住等需求。未来通过与“城铁、地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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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璟瑞府荣获

汉江梦交房现场实拍图

党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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