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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区委书记曾晟到悦荟天地项⽬

汉江宏远�⾼倩

检查指导⼯作

����������8⽉11⽇上午，⻩陂区委书记曾晟，⻩陂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杨耀启，⻩陂区副区⻓邱昌春深⼊悦
荟天地项⽬现场检查指导⼯作，区委办、区委督查室、区住建局、盘⻰城经济开发区、悦荟天地项⽬主要负责⼈
陪同调研。汉江宏远公司、湖北港⻰公司领导以及公司相关各部⻔参加了现场接待和⼯作汇报。

�����������曾晟书记实地检查了悦荟天地项⽬疫情防控⼯作，认真听取了汉江宏远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作⼈
员配备、⻝宿安排、体温监测、环境消杀、防疫⼯作流程以及应急管理预案等⽅⾯的情况汇报，亲⾃查看了⼯地
⼊⼝处的外来⼈员登记册。他表⽰，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作不能放松，要认真落实⻩陂区疫情防控
的各项部署要求，科学、⾼效、精准地做好疫情防控⼯作。

����������曾晟书记在对悦荟天地项⽬现有⼯作措施表⽰认可的同时提出三点⼯作要求：⼀要严格落实⼈员管控，
建⽴⼯作⼈员个⼈健康信息档案，落实准确的⼈员数量、⼈员动向和⾝体健康情况；⼆要坚持精准防控，严格
落实⼯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细；三要严格落实现场管理，做好施⼯现场、材料堆放
现场、⻝堂、办公区、⽣活区的消毒通⻛⼯作，加强往来⼈员管理，提⾼警惕，守好关⼝。

����������汉江宏远公司旗下悦荟天地项⽬作为⻩陂区在建项⽬的典范，致⼒于填补区域⾼端居住、教育、商业的空
⽩，不仅在设计⽔平和质量把控上继续坚持⼀直以来的⾼⽔平⾼标准，在⽬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汉江宏远
公司还将以此次调研指导为契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抓两⼿硬两不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作出
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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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底以来，武汉疫情防控形势⽇趋严峻，汉江宏
远公司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最新动态，严格落实各级疫
情防控⼯作要求，针对在建项⽬悦荟天地施⼯现场⼯
⼈众多、⼈员密集的情况，迅速⾏动，于8⽉4⽇主动封
闭施⼯⼈员⽣活区，主动联系⻓江委⻓江医院协调组
织医护⼈员上⻔设置专⻔检测点对我⼀线施⼯⼈员进
⾏全员核酸检测。

����������经⻓江委、⻓江医院的⼤⼒⽀持，8⽉4⽇下午
17时30分，在汉江宏远公司董事⻓朱⼩宁、总经理戴
安全等主要领导的现场指挥下，安全质量部、⼯程管理
部、综合管理部等部⻔管理⼈员会同总包单位武汉建
⼯第⼆建筑有限公司迅速完成了场地布置和⼈员安
排，所有候检⼈员井然有序开始进⾏核酸检测。

����������由于受检⼈员众多，为保证⼴⼤员⼯和医护、管理
⼈员安全，本次检测采取按照⽣活区楼栋分批通知，错
峰检测的⽅式开展，在保证全员应检尽检的情况下最
⼤限度减少等候时间。同时检测现场专⻔进⾏了动线
设置，保证检完即⾛，不在现场扎堆停留。现场安排专
⼈检查排队⼈员⼝罩佩戴情况和健康码状况并进⾏测
温，确保⽆异常后分批次放⾏，按要求发放编号卡牌。
整个检测过程平稳有序，较好地⽀持了医护⼈员的检
测⼯作。

���������在检测过程中，汉江宏远公司积极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进⾏动态协调，于晚上9时许联系⻓江医院加派两组
检测⼈员，晚上10时许协调临时新增调配300份试剂盒，
保证所有⽣活区员⼯及家属应检尽检，有效⼤幅提升了
检测效率。晚上11时，本次核酸检测⼯作顺利完成。检测
完成后，公司⻝堂专⻔安排了饺⼦、⼩炒等夜宵送⾄现
场，为⾼强度⾟苦奋战了近六个⼩时的医护⼈员送上公
司的慰问和关怀。

���������本次检测共实现对全体总包单位、鑫悦城公司⼀线
施⼯⼈员及⽣活区家属、部分公司管理⼈员共计1081⼈
的核酸检测。有效实现了对⼀线施⼯全员的⼤排查，为
后期继续安全⽣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

����������本轮疫情，仍在扩散，武汉市启动全⺠核酸检测，
每⼀个武汉市⺠，都不仅仅是在保护⾃⼰，更是在保护
这座城市，我们⻬⼼协⼒，守护平安。

核酸检测现场布置

����������接到社区核酸检测时间通知，物业党⽀部书记带
领物业⼯作⼈员早上七点就开始布置核酸检测现场。
8⽉份的武汉热得不像话，哪怕什么都不做，在外⾯汗
⽔也⽌不住地往下流，可是医护⼈员他们还要穿着厚
厚的防护服，物业为了给医护⼈员和业主提供更加舒
适的检测环境，科学布点，统筹规划，为医护⼈员准备

了⼗个⻛扇和五箱冰⽔，为业主准备冰镇酸梅汤，检测
现场还准备了防疫及防暑物资。

����������物业党员和积极分⼦、社区⼯作⼈员、⺠警都在现
场严格落实扫码测温，佩戴⼝罩，保持安全距离，做到流
程规范、衔接合理、秩序井然；为⼩区特殊群体（孕妇、残
疾⼈、⾼龄⽼⼈等）提供绿⾊通道。

����������因为⼈数较多，所以要排上⼏个⼩时才能轮到做检
测，检测的队伍从早排到晚，业主也⼗分配合毫⽆怨⾔，
眼看时间越来越晚，已经晚上⼗点半了排队做检测的队
伍依然很⻓，物业⼜与社区协调增加了⼀组医护⼈员过
来，接近检测尾声物业⼯作⼈员骑着巡逻⻋在⼩区循环
播放⼩喇叭，提醒未检测的业主下楼检测，加班加点尽
可能的让⼩区所有业主都做完核酸检测，经过⼀天的忙
碌完成检测⼈数约2000⼈。

积极响应⻅效率�迅速反应保安全
汉江宏远组织⼀线施⼯⼈员全⾯进⾏核酸检测

瑞泰物业�程燕妮

全城核酸检测，瑞泰物业守护您的平安

汉江宏远�⻩慧



���������8⽉5⽇上午，⻩陂区副区⻓邱昌春率盘⻰城管委会、区住建局盘⻰分局相关领导⼀⾏
赴我司悦荟天地项⽬检查疫情防控⼯作，公司董事⻓朱⼩宁、总经理戴安全及现场负责⼈
参与了现场接待。

����������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规定动作后，邱昌春⼀⾏先后进⼊悦荟天地施⼯现场和施⼯⼈
员⽣活区了解当前疫情防控情况和相关防控措施。在现场检查了相关⼯作情况后，邱昌春
副区⻓肯定了我司的⼯作举措，并要求继续⾼标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作措施，在确保⼈
员安全情况下后期有序组织⽣产。

汉江宏远�⾼倩

⻩陂区副区⻓赴悦荟天地项⽬

地产公司武汉宏远党总⽀助⼒
公司全员核酸检测

汉江宏远�刘欢

����������7⽉底以来，武汉先后确诊多例新冠肺炎病例，疫情防控形势
⽇趋严峻，汉江宏远公司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最新动态，严格落实各
级疫情防控⼯作要求，针对在建项⽬悦荟天地施⼯现场⼯⼈众多、
⼈员密集的情况，迅速⾏动，于8⽉4⽇主动封闭施⼯⼈员⽣活区，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作。时间紧，任务重，地产公司武汉宏远党总⽀联
合瑞泰物业党⽀部迅速组织党员志愿者，吹响疫情防控“集结号”，
同⼼同⼒抗击疫情，助⼒开展核酸检测⼯作。

����������经⻓江委、⻓江医院的⼤⼒⽀持，8⽉4⽇下午17时30分，在宏
远党总⽀书记朱⼩宁、⽀部委员戴安全等主要领导的现场指挥下，
党员志愿者们会同相关部⻔管理⼈员争分夺秒，⼀⽅⾯迅速完成了
采样点选择、⼈员分配、物资准备、⼈员通知等准备⼯作。另⼀⽅⾯
在核酸检测采集点设置好等候区、测温区、信息登记区、采集区、缓
冲区、临时隔离区等区域，并组织好现场消毒、清洁⼯作，引导候检
⼈员做到不扎堆，分组排序，协助医护⼈员做好检测⼯作。

����������党员冲在⼀线，党员飘在⼀线。党员⼲部们把疫情防控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检验和践⾏“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诺⾔，率先垂范，以
⾝作则，⾃觉把党史学习教育与疫情防控结合起来，学史⼒⾏，不分
昼夜战⽃在核酸检测⼀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堡垒作⽤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在这场抗防控阻击战中，⾛在前、做表率、显担
当。

����������经过⽇夜奋战，截⽌5⽇上午12点，宏远公司已完成对全体总
包单位、⼀线施⼯⼈员及⽣活区家属、公司⾃有员⼯共计约1100余
⼈的核酸检测，为保障全员健康安全和后续安全⽣产奠定了良好基
础。

检查防疫⼯作

疫情防控

汉江宏远�张俊呈

江宏远公司组织全体开展核酸检测

����������为保障职⼯的⽣命安全和⾝体健
康，排查疫情，武汉汉江宏远投资有限公
司积极响应上级领导和防疫部⻔关于疫
情防控的⼯作要求，开展防疫防控⼯作，
8⽉5⽇，公司组织对全体职⼯进⾏了全
⾯核酸检测。

����������为了做好此次核酸检测⼯作，公司
与辖区政府反复对接联络，协调医护检
测⼈员到尚璟瑞府售楼部对员⼯分批进
⾏核酸检测。公司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安
排有关管理⼈员对检测现场⼈员分流、
引导、员⼯⾝份信息核对等⼯作进⾏统
筹协调，严格落实好检测环境消杀、⼝罩
佩戴、⼈员间隔等各项防控措施。检测现
场，⼴⼤员⼯规范佩戴⼝罩、有序排队，
从登记信息到完成检测，前后不到⼀分
钟，整个过程⼗分⾼效，展⽰了汉江宏远
⼈应有的良好⻛貌。

���������公司在对全体员⼯进⾏核酸检测⼯
作的同时，继续严格落实疫情管控各项
措施，从⼈员流动管理、考勤管理、⼈员
健康管理、办公区域管理、公共区域管
理、餐饮管理等⽅⾯⼊⼿，积极采取多项
措施，全⼒以赴保障员⼯⽣命安全和⾝
体健康，保证企业安全有序⽣产。

��������接下来，公司将持续贯彻落实疫情防
控常态化⼯作，全⾯提升职⼯防疫抗疫
意识，确保把各级疫情防控⼯作要求落
到实处，为取得武汉疫情防控的最终胜
利做出应有贡献。



汉江宏远�叶⽂涛

悦荟天地项⽬7⽉施⼯进展情况

����������悦荟天地B地块1#商墅区域1#-1及1#-9地库顶板
结构完成；1#-3、1#-4、1#-5地库底板钢筋完成，具备
砼浇筑条件；1#-6、1#-7及1#-8承台砖胎模及底板垫
层⼤⾯完成；1#-2地库夹层柱筋安装完成，准备搭设夹
层梁板模板；2#-5商墅地库底板砼浇筑完成，正安装夹
层及顶板模板；2#-6、2#-7、2#-8、2#-9、2#-10、3#-
1、3#-2、3#-3、3#-4及3#-7商墅主体结构完成，3#-
3、3#-4屋⾯防⽔基本完成，准备屋⾯保温板施⼯；3#-
3、3#-4商墅样板间砌体及抹灰基本完成移交精装，
3#-7商墅地下室砌体基本完成，⼀层以上砌体施⼯；
3#-2、3#-3、3#-4、3#-7及2#-6⽀模架基本拆完，3#-
5商墅承台砖胎模及底板垫层收尾，准备底板钢筋安装
⼯作；6#楼学校其中游泳池、⽔泵房底板砼浇筑完成，
挡⼟墙及第⼆层梁板钢筋安装，泳池型钢柱安装完成；
6-2底板砼浇筑完成，6-3及中庭砖胎膜及垫层完成，6-
4底板钢筋开始安装，篮球场砖胎膜及垫层完成；8#楼
地库底板砼浇筑完成，地库顶板钢筋安装及模板加固
完成，具备砼浇筑条件，2#⻋道底板砼完成；9#楼底板
钢筋安装完成，具备砼浇筑条件；10#楼地库底板砼浇
筑完成，地库⼈防墙及顶板正进⾏钢筋安装及模板加
固；桩基施⼯锚杆桩累计完成1220根，完成地下室总
量45%左右。

1#、2#及3#商墅施⼯情况

8#、9#及10#楼施⼯情况

6#楼泳池、⽔泵房、篮球场及学校施⼯情况

在⽔与⽕之间

汉江宏远�⻩崔

探索⼈与空间的⽣活艺术

����������2021年7⽉24⽇的⽇落时间预计是晚上7点23分，
倒推五⼗分钟，⼀场名为《在⽔与⽕之间》的即兴环境
舞蹈将在悦荟天地⾳乐喷泉⼴场举⾏。⻘年舞蹈家葛
俊逸特别选择了这个时间，⽩天和⿊夜交替的时刻，
带领⼀群武汉⼤学⽣，在⽔中起舞。

����������说起环境舞蹈，其实就是打破了原有的剧场镜框
式表演场域，让舞者与观众在⼴阔的世界中随处起
舞、观舞甚⾄共舞。⼀个空间可能因其象征意义⽽具
有吸引⼒。例如，公园让⼈联想到嬉戏和友好互动的
画⾯，⽽⼴场则更营造出更开阔、不受约束的氛围。

����������在悦荟天地⾳乐喷泉⼴场，每天⻩昏时刻，这⾥
都聚集了⼤量的市⺠，中⽼年⼈的⼴场舞、少年的滑
板、合家欢的喷泉嬉戏，成为城市公共空间耀眼的⻛
景。此番由武汉城市⾳乐⽂化研究院、武汉⾳乐学院
舞蹈系和汉江宏远联合主办的这场即兴表演，旨在通
过肢体即兴表现对空港城市发展、艺术⽣活交融的感
知，并在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下，启发观众⽤全新的
眼光审视我们当下的⽣活环境，发现⽣活的本质。

��������《�� 在�⽔与⽕之间》将由葛俊逸担纲编舞并领衔主
演。作为⼀名独⽴舞蹈艺术家，葛俊逸曾先后受邀担
任杨丽萍导演的舞剧《⼗⾯埋伏》、《平潭印象》的男主
⻆，⼴受舞坛瞩⽬，为我国年轻⼀代现代舞者中的翘
楚。

�����������当被问及创作理念时，葛俊逸这样回答“我想透
过环境即兴让⼤家知道⽇常⽣活处处都有舞蹈。我希
望观众看到⼀个舞蹈画⾯可以⻢上联想到⾃⼰的经
历，⼀个表演者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跟观众互动，让他
们喜欢艺术。”

����������这⼀次的特殊创作，对于葛俊逸来说也是前所未
有的⼀次尝新。真正的艺术往往发⽣在新⽼事物的交
界处，“在⽔与⽕之间”本⾝也是在传递⼀种交界感。
“我们想表达的就是⼀个空间的⽆限可能性，它并不
单单只是属于谁的空间，或许它也是属于任何⼈的空
间。我们想以环境舞蹈这种不同于传统的形式，来对
话更美好的城市空间，引导观众发现⽣活中关于美的
细节。”

����������此次即兴表演，以“⼈、环境、艺术”，塑造城市⾥
最美丽的⻛景，让舞蹈艺术⾛出剧场，打破边界，⽤⾝
体与城市地景共舞，破除时间隔阂，唤醒城市空间的
温度。在这场活动的背后，也是汉江宏远悦荟天地运
营中⼼对艺术介⼊社区⽣活可能性的初步探索。

���������在艺术与⽣活⽇常之间架起⼀座桥梁。我们希望
⼀个好的⽣活住所并不只具备功能性，更要满⾜⼈的
精神诉求，在⽣活中感知艺术，包容艺术，从⽽体会到
更加美好的⽣活本质。⽽这⼀次，只是⼀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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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悦荟天地售楼部内欢声笑语、热闹⾮
凡，这⾥正在举⾏“2021年悦⼰者悦”半年度表彰⼤会，
员⼯及家属们受邀参加了这场年度盛会。

����������活动现场，公司领导⾸先对各位家⼈的到来表⽰
了热烈的欢迎，并为⼤家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及未
来规划，详细介绍了公司⽬前正在推售的“悦荟天地”
项⽬，诚邀⼤家对公寓样板房进⾏品鉴。

���������本次表彰⼤会除设置“最佳管理奖”、“突出贡献
奖”等常规奖项以表彰⼯作中表现优异的员⼯外，更积
极创新，设置了许多新的奖项，如感谢⾃公司创⽴以
来，陪伴公司⾛过⻛⻛⾬⾬，拥有绝对忠诚度的⽼员⼯
的“五年贡献奖”，⼜如与公司年度⽬标相对应，⿎励⼴
⼤员⼯继续学习提升技能，提⾼团队综合素质的“学习
之星奖”。

�������“�� 陪伴是最⻓情的告⽩”，担当有为的各部⻔员⼯，
为了公司各项⼯作⽬标的顺利达成，⻓期奋战在各项
⼯作的最前沿，舍⼩家为⼤家的精神固然值得被夸赞，
但是在这些优秀员⼯们背后默默付出的家⼈们，更是
功不可没。本次表彰会还专⻔设置了“优秀家属奖”。⼆
位形象、⼝才俱佳的优秀员⼯家属精彩的发⾔，更是带
来⼀波⼩⾼潮，博得台下阵阵掌声。

����������孩⼦们也在这次活动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起
品尝美⻝、⼀起玩游戏、⼀起观看美妙的泡泡秀、⼀起
在悦荟天地的⾳乐喷泉中打⽔仗，孩⼦们纯真美丽的
笑容，灿烂如花蕊，给悦荟天地增添了别样的⻛彩。

�����������颁奖活动后⼤家参观了悦荟天地⽬前主推的建筑
⾯积40�m²、80m²精装修的SOHO、LOFT样板间，豪横
全景玻璃幕墙，超⼤使⽤⾯积（建筑⾯积40�m²使⽤⾯积
可达85�m²，建筑⾯积80�m²最⼤使⽤⾯积可达170�
m²），轻奢⻛格的软装搭配上线条简洁的家具，简约不简
单，注重居室的实⽤性的同时，还体现出了现在社会⽣
活的精致与个性。项⽬规划中⾃带的艺术型酒店、免税
城、国际化学校等⽣活配套，更是让⼤家赞不绝⼝,对项
⽬的销售充满信⼼。

����������本次活动的举办，不仅让公司全员对新项⽬有了全
⾯的认识和了解，还倡导全⺠营销理念，更是体现了公
司对职⼯家庭的关爱及对职⼯家属深情付出的感激，我
们相信，有了公司全体同仁的倾情付出，有了全体员⼯
家属的⿍⼒⽀持，公司必将造就⼀个⼜⼀个精典，创造
⼀个⼜⼀个辉煌！

武汉宏远党总⽀⼀、⼆⽀部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活会暨8⽉主题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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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集团党委⼯作部署，8⽉19⽇下午，宏远党总
⽀⼀、⼆⽀部联合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活会
暨8⽉主题党⽇活动，党总⽀书记朱⼩宁主持会议。

����������主题党⽇活动上，⼀、⼆⽀部围绕“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为主题，组织观看了视频《习近平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讲话》；集中学习了
《保密违法违纪⾏为处分建议办法》《关于违规使⽤微
信导致泄密案件情况通报》等⽂件精神，观看保密警⽰
教育⽚《对党忠诚�严守秘密》；会上还集中以“遵义会
议”为案例切⼊点进⾏了专项党史学习。朱⼩宁总结指
出，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
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了⽑泽东在红军和中
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上了正确轨道，实
现了伟⼤历史转折。他要求⼤家认真领悟遵义会议“坚
定信念、实事求是、独⽴⾃主、敢闯新路、⺠主团结”的
精神实质，将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灵活运⽤到具体⼯
作实践中来，决策之前充分发扬⺠主、表达观点，决策
之后同⼼聚⼒、摒弃分歧，不断提升公司全员的⼤局
观，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实现企业的改⾰与创新。

�����������在组织⽣活会上，⾸先由⽀部委员汇报了上半年
来⼀、⼆⽀部的⼯作情况，通报查摆问题的情况，深刻
剖析问题产⽣的根源，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接着，⼀、
⼆⽀部分开，分别由总⽀领导朱⼩宁、戴安全带头，全
体党员在“批评促团结”的原则下，本着对同志⾼度负

责的态度，认真开展了批评与⾃我批评。⼤家紧密联系
⾃⼰的思想和⼯作实际，犀利直指问题，诚意建议措施，
促进了同志与同志之间的思想交流，也使得党员正视⾃
⼰的缺点，促进⾃我揭露，⾃我反省，⾃我提⾼。

����������认真听取发⾔后，朱⼩宁对⼤家积极准备、诚恳批
评与⾃我批评的态度表⽰肯定，同时对全体党员⼲部提
出三点要求：⼀要进⼀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党性
修养。要重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党章、党规、党史，学习近平系列讲话尤其是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讲话精神，增强政治判断⼒、政
治领悟⼒、政治执⾏⼒，以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
坚定；⼆要进⼀步改进⼯作作⻛，增强宗旨意识。要坚决
把个⼈价值的实现与单位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要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克服消极思维，破除急
躁情绪，迎难⽽上，积极⼯作，不断完善和提⾼⾃⼰，努
⼒提⾼⼯作能⼒和服务⽔平；三要进⼀步务实创新，增
强⼯作实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
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学习⽅式、⼯作理念、⼯作⼿
段、⼯作机制的创新，最终达到⼯作成效的不断提⾼。要
贯彻落实好公司的各项决策和部署，紧盯⼯作节点及⽬
标，尽职尽责做好各项⼯作。宏远党总⽀⼀、⼆⽀部全体
同志要以本次专题组织⽣活会为契机，进⼀步凝聚共
识、团结⼀致、勇于担当、敢于拼搏，努⼒开创各项⼯作
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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