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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远、鑫悦城、瑞泰物业公司召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暨“七⼀”表彰⼤会

汉江集团领导对汉江宏远·悦荟天地项⽬进⾏实地调研

传承红⾊基因，共庆百年芳华

耕乐⽆界|戏精云集，穿越时空演绎精彩⼈⽣

热烈欢迎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徐本⼀
莅临悦荟天地项⽬指导⼯作

送清凉、战⾼温、保安全
汉江集团公司领导赴悦荟天地项⽬开展⾼温慰问及安全检查活动

悦荟天地|为美好⽣活⽽来，空港发展提供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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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远、鑫悦城、瑞泰物业公司召开庆祝

汉江宏远�刘欢

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暨“七⼀”表彰⼤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进⼀步激发党员⼲部爱党爱国热情，增强党的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2021年6⽉28⽇，汉江宏远、鑫悦城、瑞泰物业公司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暨“七⼀”表彰⼤会。
会议由董事⻓朱⼩宁主持，三公司全体员⼯参加了会议。

���������表彰⼤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由朱⼩宁领誓，与全体党员重温了⼊党誓词。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
2020年度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上半年先进个⼈的决定，为获得表彰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和13名先进个⼈颁
奖，2名优秀共产党员和3名先进个⼈代表作了交流发⾔。与会领导对获奖个⼈表⽰祝贺并提出新的⼯作要求，
希望获奖个⼈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希望⼴⼤⼲部职⼯以先进为榜样，⽴⾜岗位，扎实⼯作，圆满完成年度⼯作
⽬标任务。

���������宏远公司总经理戴安全以《回望百年党史�共庆百年华诞》《增强“⼋项本领”提⾼“七种能⼒”》为题，从缅
怀中国共产党成⽴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发展取得的举世瞩⽬伟⼤成就、全⾯加强企业党的
建设、提升⼲部能⼒建设等四个⽅⾯讲授了专题党课。

����������戴安全深情回顾了党的波澜壮阔百年历史，他紧密联系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我们国家的沧桑巨
变，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深远的意义。他号召全体党员⼲部树⽴⼤历史观，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
史⽅位，增强历史⾃觉，切实增强⼯作的系统性、预⻅性、创造性，激发为实现中华⺠族伟⼤复兴⽽奋⽃的信⼼
和动⼒。他强调全体党员⼲部要结合⾃⾝实际，对标对表“⼋项本领”“七种能⼒”，正视问题、找准不⾜，在攻坚
克难、应对⻛险挑战中锤炼本领能⼒、补⻬短板；要积极担当作为，在各项⼯作部署中找准定位，以踏⽯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落实，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加快成⻓。

����������朱⼩宁就贯彻好本次会议精神及做好公司下⼀步重点⼯作提出⼯作要求，他强调要以先进个⼈为榜样，
⼈⼈学习先进，事事追求极致；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增强紧迫意识，促进企业⾼质量发展；要继续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以饱满的激情和崭新的姿态推动悦荟天地项⽬⾼质量发展，以优异的
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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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汉江⽔利⽔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汉江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舒俊杰、总经理何晓
东、副总经理曾凡师、纪委书记冉曦率总部机关及各⼆
级单位领导⼀⾏近50⼈赴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江宏远公司”）开发项⽬悦荟天地进⾏实
地调研。

���������汉江集团公司领导⼀⾏在汉江宏远公司董事⻓朱
⼩宁、总经理戴安全及公司主要负责⼈的陪同下先后
考察了悦荟天地展⽰中⼼、样板展⽰区及项⽬施⼯现
场。

悦荟天地展示中心

����������汉江集团公司领导⼀⾏听取了悦荟天地项⽬基本
情况、开发建设进展、未来⼯作安排等相关介绍，对项
⽬前期⼯作和未来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对相关⼯作
进⾏了指⽰要求，并表⽰将继续给予悦荟天地项⽬以
⼤⼒⽀持。

����������汉江宏远公司董事⻓朱⼩宁、总经理戴安全对汉江
集团公司领导⼀⾏的到访表⽰热烈欢迎，对汉江集团公
司⻓期以来对汉江宏远公司的⽀持表⽰衷⼼感谢，并希
望汉江集团公司能够继续加强对汉江宏远公司的⽀持与
指导，助⼒悦荟天地项⽬取得圆满成功。

悦荟天地样板展示区

悦荟天地B地块施工现场

����������⼀百年披荆斩棘，⼀百年沧桑巨变。从播下⾰命⽕
种的⼩⼩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
党创造了⽆数⼈间奇迹，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瑞泰物业及业主家
⼈们⽤⾃⼰的⽅式为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抒发爱党
情怀。

党员座谈会

����������座谈会上，业主党员代表纷纷讲述了⾃⼰的⼊党
经历和感想，表达了对党和⼈⺠的⽆限忠诚。物业党员
也对在下⼀步⼯作中如何更好地发扬“讲奉献、有作
为”的优良作⻛，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员⼲部的先锋模范
作⽤逐⼀作了表态发⾔。

����������随后，瑞泰物业党⽀部书记杨晓磊带领⼤家重温
⼊党誓词，在党旗下洗涤⼼灵。铮铮誓⾔在会议室回
荡，这既是初⼼使命的庄严承诺，更是每⼀位党员持续
奋⽃的冲锋号。

����������回望百年，颂读华章，进⼀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进⼀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

的宗旨，⾃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理想⽽努⼒奋⽃。

建党100周年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党⽀部⾃成⽴以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公司
的⽀持下，在“创新党建活动，赋能公司发展”⼯作思路
的指引下，通过⼀系列卓有成效的党建活动不断提⾼了
⼤家的思想觉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观看建党100周年直播

��������为庆祝建党百年，瑞泰物业组织员⼯⻬聚学习室，观
看建党100周年庆祝⼤会直播，认真聆听习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与全国⼈⺠共同⻅证这充满庄严感和⾃豪感的
伟⼤历史时刻。

��������⼀场厚重、温暖、昂扬、⻘春的庆典在国际歌声中告
⼀段路。现场，⼤家激动⾃豪的⼼情久久不能平静，更加
坚定了“永远跟党⾛”的理想信念，努⼒在新的征程中，
作出新贡献，实现新担当！

����������100年⻛⾬兼程，100年岁⽉峥嵘，100年⾃强不息，
100年奋⽃前⾏，时间不会停⽌，我们的脚步也不会停
滞，知党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我们将从党的百年
奋进历程中汲取更多智慧和⼒量，不懈奋⽃，砥砺前
⾏！！！

汉江集团领导
对汉江宏远·悦荟天地项⽬进⾏实地调研

瑞泰物业�于靖雯

传承红⾊基因��共庆百年芳华

汉江宏远�⾼倩



庆建党百年

����������⾃带社交属性，打破“社交”尴尬，如今“剧本杀”
已成年轻⼈们的社交团宠。悦荟天地耕乐⽆界紧跟时
代，举办剧本杀活动，旨在让业主在新颖、有趣的社交
氛围中，丰富⾃⼰的⽣活体验，结识与⾃⼰志同道合的
新朋友，为他们提供⼀种社交⽅式的新选择。

悦有戏，荟精彩

����������7⽉4⽇，耕乐⽆界社群整合30位“戏精⼩伙伴”，
在悦荟天地上演了⼀场时空穿越的奇妙⼈⽣!

����������夏⽇的微⻛舒爽怡⼈，⼩伙伴们的情绪也⼗分⾼
涨，到场的⼩伙伴们互相介绍交流，⼤家很快就熟络起
来了。

����������之后，按照分组，⼤家开始了剧本探案之旅，这次
选的都是⽐较有趣的本⼦，剧情感⼈，推理烧脑，《将
⾄》，《⽞离⼭》，《漓川怪谈簿》，《兵临城下》或古⻛，或
仙侠、或⽞幻，或热⾎沸腾，⼤家唇枪⾆剑，抽丝剥茧，
在探寻事实真相的同时，演绎了⼀场爱恨情仇的年度
⼤戏。

����������环境的熏陶、服装的代⼊，让“戏精们”⾝临其境，
在解放天性的世界⾥，每个⼈都可以成为⽆数个不⼀
样的⾃⼰，⽤智商&演技在完全沉浸式的体验中拥有各
种⼈⽣。

��������如果你认为剧本杀只是个简简单单的游戏，那么你
就错了，游戏中需要⼤家⼀起，搜证、推理、团队合作，聚
在⼀起才能完成，增加了⼈与⼈的接触与交流，甚⾄在
剧中会有情感线任务，让你充分获得社交的快乐。

����������在活动中，耕乐⽆界业主们可以接触、认识到新的
朋友。和各种不同的⼈聊天，获取⼯作、学业外的放松，
缓解⼯作压⼒。这也是悦荟天地耕乐⽆界社群所⼀直想
传递的⽣活理念所在。

�����������未来，耕乐⽆界社群也将不断以更加多元的活动内
容来丰富业主业余时间，致⼒于打造⼀期⼀会的社群⽂
化交流场所，创造美好⽣活体验。期望能够让⼤家在寻
找有趣的知⼰的同时，感受到⼈与⼈之间相互陪伴的温
暖。

悦荟天地运营中⼼启幕�恭迎品鉴
40—80㎡成品复式/129—217㎡独⻔合院

咨询电话：027-8395�1111

瑞泰物业�⻩冠群

�忆红⾊初⼼建红⾊物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100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实现了中华⺠族的伟⼤复兴，创造出⽆愧于⼈⺠、
⽆愧于时代的伟⼤业绩。
�

�����������在七⽉⼀⽇这个举国欢庆的⽇⼦⾥，尚湖熙园项
⽬部开展“庆建党百年忆红⾊初⼼建红⾊物业”系列活
动，以实际⾏动向建党百年献礼。

�����������项⽬部全体党员、员⼯、社区志愿者，对⼩区外围
周边及公共停⻋场进⾏清扫。

����������⼯程部的维修师傅们在⼩区中⼼花园，免费为业
主修理各类⼩型家电。

����

�

���������在⼩区中⼼花园开展“尚湖家⼈观红⾊电影.尚湖
物业送夏⽇清凉”活动，为业主播放红⾊电影《⼋佰》，
并提供免费冰棒。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做好新时代物业服务⼯
作，武汉宏远瑞泰物业党⽀部组织全体员⼯分两批观
看红⾊电影《守岛⼈》。

����������观影后⼤家纷纷表⽰，要学习主⼈公⽆私奉献的
爱国敬业精神，在艰苦恶劣的⾃然环境下，顽强坚守⾃
已的⼯作岗位，⽤⽆怨⽆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
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华章；我们要学习王继才同志
的爱岗精神，以他为榜样，脚踏实地、不畏艰⾟、视职责
如⽣命，将爱国奉献精神融⼊到物业服务⼯作当中，⽤
实际⾏动践⾏对党的承诺，不忘红⾊初⼼，建好红⾊物
业。

汉江宏远�⻩崔

戏精云集，穿越时空演绎精彩⼈⽣
耕乐⽆界



        7⽉17⽇下午，国家⼀级美术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武汉⼤学国学学院兼职
授、中国书法家协会鉴定评估委员会委员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理事，
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书法报社顾问，湖北省⾼级专家协会会员沧浪书社社员，武汉市⽂史馆馆
员徐本⼀赴悦荟天地项⽬现场考察指导⼯作。

����������徐本⼀⼀⾏在湖北港⻰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朱⼩宁及悦荟天地项⽬相关负责⼈的陪同下，详
细听取了悦荟天地项⽬基本情况的介绍及悦荟天地项⽬建设⼯程的进展情况并了解悦荟天地项
⽬建设及其背后底蕴⽂化后。书法家徐本⼀先⽣也为悦荟天地项⽬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此次考察，徐本⼀先⽣全⽅位、多⻆度对我项⽬⼯作进⾏了指导对我项⽬开发理念、⾼规格的
配套设施、⼈⽂化的管理给予⾼度肯定；对共同打造⼀个多元互动充满活⼒的社群空间表⽰赞赏；
对未来空港新城的发展规划设计给予好评。

�����������悦荟天地项⽬定将不负期许，继续扎实⾼效做好各项⼯作，不忘初⼼，砥砺前⾏，助⼒公司发
展再上⼀层楼。

汉江宏远�李昕

���������⼊伏以来，武汉持续的⾼温给⼀线⼯作⼈员带来
的严峻的考验。7⽉27⽇，汉江⽔利⽔电（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汉江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舒俊杰携
汉江集团公司领导赴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汉江宏远公司”）旗下湖北港⻰置业开发项⽬
悦荟天地看望⾼温期间坚守岗位的⼀线职⼯，为他们
送去防暑降温⽤品、慰问款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舒俊杰⼀⾏在汉江宏远公司董事⻓朱⼩宁、总经
理戴安全及公司主要负责⼈的陪同下⾸先考察了悦荟
天地样板展⽰区，详细听取了悦荟天地项⽬基本情况
的介绍、开发建设进展后，对样板展⽰区呈现的效果给
予充分的肯定。

����������随后舒俊杰⼀⾏前往悦荟天地项⽬施⼯现场，施
⼯现场⼀⽚热⽕朝天的景象，建设者们正在紧张地施
⼯，为项⽬的早⽇完⼯⽽努⼒。舒俊杰感谢当班⼯作⼈
员坚守岗位⾟勤劳动，了解和检查了项⽬现场相关安
全保障措施，并专⻔询问了后勤保障⼈员⼯作时间、劳
动保护、值班轮休、防暑降温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他
们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降温，保障⻝品安全，确保
安全⽣产。

����������舒俊杰还向现场施⼯负责⼈详细询问了⼯程进展
和施⼯⼈员的吃、住、⾼温费发放等有关情况，嘱咐各
有关部⻔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开⾼温时段施⼯，给施⼯
⼈员⾜够的睡眠，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休息环
境。

����������汉江宏远公司董事⻓朱⼩宁、总经理戴安全对舒俊
杰⼀⾏的到访表⽰衷⼼感谢，对项⽬开展情况进⾏了详
细的介绍，并表⽰“虽然酷暑难当，但全体项⽬部员⼯⼀
定会通过科学的计划管理及质量管理⼿段，在确保安全
⽣产的前提下，顺利推进各项⼯作的开展，抓好⼯程质
量，为公司再创精品项⽬新⾼峰全⼒以赴。”

热烈欢迎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徐本⼀

莅临悦荟天地项⽬指导⼯作

汉江宏远�⾼倩

汉江集团公司领导赴悦荟天地项⽬开展⾼温慰问
及安全检查活动

送清凉、战⾼温、保安全



炎炎夏⽇送清凉��丝丝关爱⼊⼼⽥
汉江宏远�⻩慧

悦荟天地
为美好生活而来，空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汉江宏远�蔡⽂慧

����������为做好防暑降温⼯作，改善⼀线员⼯⼯作条件，确保⼀线员⼯安全度夏，促进各岗位安全⽣产，
7⽉中旬，汉江集团丹江⼝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江地产公司”）及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江宏远公司”）分别赴汉江宏远·悦荟天地项⽬部、湖北鑫悦城建筑⼯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鑫悦城公司”）及武汉市宏远瑞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物业公司”)开展了夏⽇“送
清凉”活动。

����������汉江地产公司纪委书记温旭静、汉江宏远公司⼯会主席李军明⼀⾏先后来到汉江宏远·悦荟天地
项⽬施⼯现场现场、项⽬部，鑫悦城公司、瑞泰物业公司进⾏慰问，并为奋战在⼀线作业的基层员⼯、施
⼯⼯⼈送来了防暑药品、饮料、⽔果等防暑降温物品，把清凉送到了⽣产⼀线，把关怀送到员⼯⼼坎。

����������温旭静在与员⼯亲切交谈时，叮嘱⼤家在紧张⼯作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做好⾃⾝的防暑降温⼯
作，保证每位职⼯的⼈⾝健康安全。李军明要求各单位要⾼度重视⾼温季节安全⽣产、安全作业，根据
夏季⾼温状况，灵活安排现场作业时间，认真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做好劳动保护⼯作，尽可能避开
⾼温时段在烈⽇下和极度闷热环境中从事强体⼒劳动，为⼀线员⼯创造良好的⼯作⽣活环境。

����������项⽬部管理⼈员及⼀线员⼯对汉江地产公司、汉江宏远公司的慰问表⽰感谢，纷纷表⽰感受到了
公司的重视和关⼼，更有⼲劲了，⼀定会战胜酷暑⾼温，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积极投⾝于施⼯⽣产，按
期完成⽣产、建设任务。

�����������炎炎夏⽇送清凉，丝丝关爱⼊⼼⽥，⼀份清凉，⼀份关怀，⼀份爱⼼，此次抗⾼温、战酷暑、送清凉
慰问活动不仅送去了清凉和关怀，更是极⼤的⿎舞了⼀线员⼯的⼲劲，促进了项⽬⼯地的安全⽣产，为
顺利完成各项计划⽬标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对于⼀个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建筑，⽽是规划。”
�⻉⾀铭

����������⼀个区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规划红利。空港便
是这样⼀个蓄势待发，�孕育着⽆限潜⼒的地⽅。纵观
城市发展史，那些承载城市复兴的⼟地，占据着丰富的
城市资源，在城市⾰新向前的步伐中，往往成为时代的
主⻆。

区域势能�⼀触即发

��������“�� ⼗四五”开局之年，武汉提出打造“五个中⼼”的
⼤⼿笔规划和“⼀主四副”的发展构想。

����������从⼟地规划⻆度看，最前沿的发展理念必须要有
紧贴主城核⼼段的⼤体量空地承载⼤⼿笔规划。空港
新城⽆疑就是三环与四环之间最理想的区域。

����������空港近年利好频出，将对标全球⼀流，建造⼀座空
港体育中⼼和国际会展中⼼。这⾥将成为武汉发展“双
循环”经济的重要⻛⼝。

��������天河机场扩建，武汉将启动天河机场第三跑道建
设，预计2023年竣⼯。

����������沿江⾼铁临近天河机场，规划新建武汉天河站，预
计今年开⼯。它串联⻓江经济带，成为中部最⼤空铁联
运中⼼。未来，这⾥将形成五地铁交汇。

���������空港新城将成为武汉经济、⽂化、艺术交流的重要
窗⼝，成为武汉发展的经济极。

�悦荟天地�礼献空港

����������悦荟天地远⻅城市未来，傲居空港核芯区域，坐享
区域发展红利，执掌城市优质资源，为区域⼈居焕新聚
合强⼤动⼒。安居于此，坐享城市⽣活所应具备的完整
元素:商业、公园、医疗、交通与教育等成熟配套....�繁华
尽享，�敬献塔尖不凡⼈⼠。

·中服免税城
⾃建AOD空港⻔⼾商业，拟引进免税城，不仅将引领区
域消费新升级，更为业主提供了特⾊多元的消费⽬的
地。

·国际化学校
引进康礼·克雷格国际化学校，⼀流的素质教育平台，以
顶尖学府之底蕴，夯实精神⽂化之内核，国际教育触⼿
可及，给予孩⼦更⼴阔成⻓空间。

为美好⽣活⽽来

�����������每⼀座城市的发展，都犹如⼀部鲜活流动的历史，
空港区域蕴藏着未来的新格局，随着配套和商业的不断
完善，居住环境同步稳健提升,区域规划建设⽇渐呈现出
蓝图之上的宏⼤格局，展望未来，其前景给⼈⽆限遐想。

����������未来，悦荟天地必将不负热⼟，⽤匠⼼臻意去雕琢
精品⼈居，为空港美好⼈居⽣活聚⼒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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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现场
消防演练鸣警钟，安全防线不放松

瑞泰物业�于靖雯

����������它是好菜坞电影⼤师镜头下的梦⼯场；它是建筑
师们刨想城市地标的原型；它是艺术家⼿下的城市装
置艺⽊术.....⼀粒乐⾼，包容着⽆数⾏业的未来影响
⼒。

����������⼩⼩的乐⾼，陪伴了多少⼈童年的梦想。⼀个个⼩
⼩的颗粒，在⼿指中变幻出不同形状的快乐。每个孩⼦
都曾经梦想过，住进⾃⼰⽤乐⾼打造的城堡⾥，过上如
梦似幻的童话⽣活。

����������7⽉10⽇，悦荟天地举办“乐⾼梦⼯场，超悦想象
粒”乐⾼积⽊DIY活动，悦荟天地特邀乐⾼活动中⼼⽼
师，指导孩⼦们，享受着乐⾼带来的每⼀个快乐瞬间。

����������对于孩⼦们来说，乐⾼积⽊不仅仅是玩具，更是满
⾜好奇⼼，激发想象⼒的⼯具，孩⼦们动动灵活的⼩
⼿，开动聪明的⼩脑筋，⽤乐⾼积⽊，搭建⾃⼰梦想的
美丽家园。

  在玩乐中，激发⼩朋友的创造⼒、思维能⼒和学习能
⼒，在动⼿拼搭的过程中认知、探索、体验属于他们的⼩
⼩世界。

  ⼈们都说陪伴是最⻓情的告⽩，世界上最不能缺席
的，是孩⼦的成⻓过程。活动全程爱意满满、温情⽆限，
家⻓从旁辅助，孩⼦们灵活的⼩⼿，⼀会⼉搭建了⼀个
个有趣的卡通造型。

  ⼤⼩朋友们在这⾥都玩的不亦乐乎，全家⼈⼀起动
⼿，⼀个个妙趣横⽣的作品诞⽣了，⼀个乐趣满满的周
末，在悦荟天地欢乐度过。来悦荟天地收获到的不仅是
⼀段快乐的时光，还是持续拥有的欢乐！

���������夏季⽓温不断升⾼，⽕灾隐患也明显增多，防⾼
温、防⾃燃、防爆炸、防电⽕，稍不留意就容易引发⽕
灾、酿成灾害。

���������为了预防⽕灾事故的发⽣，给业主营造安全、舒⼼
的环境，瑞泰物业特组织消防演练活动，以此增强员⼯
消防安全意识，提⾼⽕灾应急处置能⼒和紧急逃⽣能
⼒。

消防安全，⼈⼈有责

���������下午3点，参加消防演练的各部⻔员⼯在⼴场集
合，各级领导就本次消防演练的安排及应达成的⽬的
做了重点要求。

���������本次演习分为设备组、警戒组、疏散组、灭⽕组、救
护组，各⼩组之间积极主动、密切配合。在疏散组的指
引下有序救护“伤员”，捂⼝⿐依次从“烟雾”中迅速逃
离⽕灾现场。

�������“�� 这是⼲粉灭⽕器，拔掉销⼦、压下把⼿、对准⽕焰
根部进⾏喷射......”派出所朱警官对物业员⼯就消防⽕
灾的应急反应能⼒、消防器材的正确使⽤⽅法等基本常
识进⾏了专业讲解和普及。消防实操演练蓬勃开展时，
⼤家的积极性被全⾯调动，全员加⼊灭⽕演练、防⽔带
连接等实战操作中。点燃油桶，牢记“⼀晃、⼆拉、三压、
四喷”的动作要领，迅���������速冲上前去灭⽕。

���������同时，安排业主“零距离”体验消防、感受消防，学习
消防安全知识。紧接着，两⼈⼀组⽐赛，迅速拉出消防⽔
带，接好枪头，朝着⽕点展开⽔带。

���������本次消防演练活动圆满完成，瑞泰物业将继续贯彻
安全发展理念，以强化安全意识，提⾼员⼯安全素质为
着眼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宣教活动，
确保安全⽣产在各项⼯作中落到实处，和⼴⼤业主⼀
起，共同维护和谐安宁的⼩区环境。

玩⼼不变，乐在其中
创想LEGO世界，引领甜蜜⽣活

汉江宏远�⻩崔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