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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宏远党总⽀第⼀、⼆⽀部
开展12⽉主题党⽇活动

汉江宏远�刘欢

�����������为深⼊学习贯彻党的⼗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作、推动落实。
2021年12⽉28⽇，武汉宏远党总⽀第⼀、⼆⽀部以“深⼊学习⼗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助推企业⾼质量⾼
速度发展”为主题开展12⽉主题党⽇活动，党总⽀书记朱⼩宁主持会议。
�
�����������在完成规定动作后，会上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才⼯作会议上的讲话《深⼊实施新时
代⼈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才中⼼和创新⾼地》，收看党的⼗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公开
课�在《决议》中读懂中国经济奇迹。在“每⽉微党课”环节，⼀⽀部委员与⼤家分享了对⼗九届六中
全会学习的⼼得体会，她结合公司实际总结了党的百年奋⽃重⼤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我们的启⽰，深⼊
浅出，赢得阵阵掌声。

�����������朱⼩宁在总结时指出，学习是成事之基、⼲事之要。党员⼲部当先学、深学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学、
逐字逐句读。要善于把理论所悟与⼯作所思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悟有所得。要把党
的最新理论学习与实际业务⼯作紧密结合，各部⻔要继续加强⼯作联系和团结协作，党员⼲部要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统筹推进各业务板块科学发展，努⼒完成各项⼯作⽬标。

����������活动结束后，召开了武汉宏远党总⽀党员⼤会及⼆⽀部党员⼤会。党总⽀根据⻓江委下发《关于
进⼀步发挥党⽀部纪检委员作⽤的指导意⻅》，按要求进⾏了纪检委员及空缺组织委员的补选⼯作。⼆
⽀部党员⼤会按要求进⾏讨论，逐⼀发表意⻅并进⾏表决，完成了既定议题中预备党员的转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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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汉江集团与中国⼈寿在鄂机构在悦荟
天地项⽬展⽰中⼼2楼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汉江集团公
司董事⻓、党委副书记胡军先⽣，中国⼈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凯先⽣出席
签约仪式并致辞。

����������汉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陈家华先⽣、汉
江集团地产公司经理朱⼩宁先⽣、汉江宏远公司总经
理戴安全先⽣、⼴发银⾏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党委
书记，⾏⻓陶建全先⽣、中国⼈寿养⽼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北省中⼼总经理陈家勇先⽣等出席仪式⻅证协议
签署。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代表韩英
先生与汉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家华先生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代表
张中华先生与汉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家华先生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代表周薇飒女士与
汉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家华先生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中心总经理
陈家勇先生与汉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家华先生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中心代表徐
伟先生与汉江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周勇先生签

署企业年金基金受托管理合作协议。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代表韩英
先生与湖北港龙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小宁先生签
署悦荟天地房屋租赁意向协议。

����������仪式上，汉江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胡军先
⽣对汉江集团进⾏了简单的介绍，汉江集团始建于
1958年，由30余家全资、控股及参股企业组成，资产总
额超170亿元，⾪属于⻓江⽔利委员会管理。历经60多
年的奋⽃创业，汉江集团已经由单⼀的⽔利⼯程建设
管理单位成⻓为⽔利⽔电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
产业协调发展的⼤型国有⽔利企业集团。

����������胡军先⽣表⽰，其实汉江集团公司与国寿公司素
有渊源，早在1998年双⽅就在补充养⽼保险（企业年
⾦前⾝）⽅⾯有过深⼊的合作基础，多年⾄真⾄诚的合
作使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汉江集团⼗分重视与中

�国⼈寿的合作伙伴关系。此次签约将对双⽅战略发展⽬
标提供强⼤助推⼒。双⽅将进⼀步提升整体合作⼒度，
建⽴⻓期的、具有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卓
有成效的全⽅位合作，以巩固和扩⼤双⽅在各⾃领域中
的发展优势，互惠互利，实现共赢发展，持续助⼒城市建
设，服务城市⾼质量发展。

�
����������中国⼈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总经理
⽩凯先⽣表⽰，作为“世界双500强”企业，中国⼈寿有着
强⼤的⾦融保险专业实⼒和遍布城乡的服务⽹络，业务
范围涵盖寿险、意外险、健康险、财产险、责任险、员⼯福
利保障计划以及投融资和银⾏服务。近年来，中国⼈寿
秉持“⽤⼼守护⼈⺠美好⽣活”的理念，开启了保险、投
资、银⾏三⼤板块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汉江集团财务稳健，信⽤评级良好，开发主业稳健
增⻓，并以精准的判断⼒前瞻性布局城市更新业务。中
国⼈寿对汉江集团的战略布局和所取得的成就深感钦
佩。此次与汉江⽔利⽔电集团的跨界合作，可以说是⾦
融保险业与实体产业相互融合的⼀次创新探索。同时，
作为党领导下的国有⾦融保险企业，这次合作也是深⼊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通过优势互
补共同推动实体经济⾼质量发展，推动落实“创新、协
调、绿⾊、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动。期待双⽅
定会在当前⼀系列新的政策机遇下，能进⼀步加强与扩
⼤双⽅合作规模，共谋双⽅发展的新篇章。

�����������此次签约标志着汉江集团与中国⼈寿在友好合作
的基础上，结成了强强联合、协作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
不仅为双⽅在各领域全⽅⾯深⼊合作与共赢注⼊新活
⼒，更是体现了双⽅对彼此的充分认可。未来，双⽅将坚
定信⼼，进⼀步积极探索合作模式、拓展合作空间，实现
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此次合作同时也将对汉江宏远悦荟天地项⽬的发
展起到推动作⽤。汉江宏远，深耕空港热⼟6余载，凭借
远⻅者的先知思维，奋进先⾏，深度参与临空城市化战
略发展中。以纵观⼤局的策略思维，创新进取，推动空港
发展⾛向新态势。在城市跃进、板块擢升、基础建设、配
套完善等⽅⾯尽⼼竭⼒，为武汉空港演绎新的城市蓝
图。

汉江集团与中国⼈寿在鄂机构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汉江宏远�⻩崔



  为激励⼴⼤⼥职⼯践⾏和弘扬劳动精神、⼯匠精
神，12⽉8⽇⾄9⽇，由汉江集团公司⼯会主办、地产公
司⼯会承办的⼥职⼯职业技能（商务礼仪）培训及竞赛
活动在武汉“悦荟天地”乐空间如期举⾏。集团公司⼯
会副主席邰森、地产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朱⼩宁出席
培训班开班仪式并讲话。

  本次技能竞赛以“建功⼗四五�奋进新征程”为主
题，旨在引导⼥职⼯学习商务礼仪知识、积累商务礼仪
技能、塑造良好个⼈形象，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充分展⽰
集团⻛采，提升集团软实⼒。来⾃集团公司司直机关⼯
会、各⼆级单位⼯会共30名⼥职⼯参加了此次培训和
竞赛。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
践经验的⾼级礼仪培训师何⽴苇担纲主讲⽼师。何⽼
师结合现代职场商务礼仪需求，从礼仪的含义、仪容仪
表、仪态体现、⼯作中礼仪等⽅⾯详细进⾏讲解。她深
⼊浅出、活泼⽣动、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家受益匪浅，
让⼤家在润物细⽆声的学习过程中增强了对各项礼仪
概念的认知。

  第⼆天的技能⽐赛，紧张激烈、精彩纷呈，选⼿们
得体的着装，⾃然的仪态，⾼雅的⽓质，不时博得在场
评委的阵阵掌声。经过笔试闭卷理论知识考核、礼仪情
景模拟两轮⽐拼，最终评出⼀等奖2名、⼆等奖4名、三
等奖6名，优秀奖8名，来⾃地产公司所属的武汉瑞泰物
业的两名参赛选⼿以扎实的基本功，专业的表现⼒荣
获⼀等奖。

  活动最后，地产公司副经理、⼯会主席曹伟代表承办
单位致辞，他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表⽰，本次
“商务礼仪”培训暨技能⽐赛活动形式新颖，别具⼀格，
参赛选⼿们积极参与，不仅学到了礼仪知识，提⾼了个
⼈素质，提升了社交⽔平，也赛出了个⼈⻛采，彰显了企
业形象。

  活动圆满结束，收获了参赛各⽅的⼀致好评。

武汉市教育局局⻓孟晖⼀⾏
视察筹校⼯作

康礼WH

         2021年12⽉25⽇下午，武汉市教育局局⻓孟
晖带领⻩陂区教育局局⻓⻩淑萍、副局⻓⻩喜国等领
导到武汉康礼⾼级中学视察指导筹校⼯作。汉江宏远
公司董事⻓朱⼩宁、总经理戴安全，武汉康礼⾼级中学
总校⻓⻢德驹，武汉六中副校⻓杨⽂，武汉六中国际部
执⾏校⻓⻩星等相关职能负责⼈陪同视察。

领导关怀

����������本次视察过程中，武汉市教育局局⻓孟晖、⻩陂区
教育局局⻓⻩淑萍及⼀⾏领导就学校建设情况、⼯程
进度、⼯程安全等问题进⾏了详细了解和深⼊考察：对
相关负责⼈在筹校过程中严格把控细节的态度和⼯作
的进展给予了⾼度认可，就合法合规进⾏⾼⽔准、⾼质
量建校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殷切的希望。

���������原武汉市第六中学校⻓，武汉六中国际部创校校
⻓，武汉康礼⾼级中学总校⻓⻢德驹对教育局领导⼀
⾏到现场进⾏考察表⽰诚挚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同时
详细介绍了领导最关⼼的办学情况、建设、规划等问
题。

�����������在经过即将建成的图书馆、恒温游泳馆、多功能
运动馆、室内篮球馆、击剑馆，⾼尔夫学院，⽻⽑球场、
钢琴房、⾳乐教室、舞蹈室、陶艺室、烘焙室、书法教室、
理化⽣实验室、STEAM科创中⼼，⽣物地理园区等多
个多功能教学区时，领导特别提出⼀定要保证硬件和
软件的建设。康礼⾼级中学作为⻩陂区引⼊的优质教
育资源，⼀定要起到引领和辐射作⽤，成为武汉市教育
转制升级的样板学校。

����������教书育⼈任重⽽道远，做的是把控内外的每个细节
和质量，武汉康礼⾼级中学将不负众望，实现武汉师⽣、
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有效助推区域更好更快发展！

未来发展

����������武汉康礼⾼级中学位于武汉市⻩陂区盘⻰城经济
开发区航城东路25号，占地51.6亩，投资6亿，满员
1200⼈，计划于2022年9⽉开学。学校提供双轨制、国际
化的多元升学路径。⾸届计划招⽣300⼈。

����������同时也是武汉六中国际部转制升级的新学校，对武
汉市教育未来有着深远的改⾰意义和教育影响，不仅会
在硬件配套上要为学⽣创造更为优越的学习环境，更在
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套上花⼼思，实现对学⽣中国化、世
界化的培养⽬标。

汉江宏远�刘欢

汉江集团⼥职⼯职业技能（商务礼仪）培训暨
技能竞赛圆满落幕



瑞泰物业员⼯⽣⽇会 让时间定格美好

有爱�有你

  为弘扬公司⽂化，让员⼯感受到瑞泰物业这个⼤
家庭的温暖，表达公司对员⼯的点滴关怀，12⽉22⽇
下午，武汉宏远瑞泰物业第四季度员⼯⽣⽇会在悦荟
天地共享中⼼温情上演，第四季度寿星们欢歌笑语，其
乐融融，共同度过了⼀个充满仪式感、幸福感的集体⽣
⽇。

游戏环节

  ⽣⽇会当然要热闹开⼼，在⼀番交流介绍后，寿星
们进⾏了⼀场⼜⼀场的有趣游戏，让现场⽓氛达到了
⾼潮。

  活动现场始终保持着热烈欢快的⽓氛，寿星们脸
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家共同感受着相亲相爱⼀
家⼈的氛围。

有⼀种温暖，叫家的感觉

  ⽣⽇当然少不了蛋糕，⼀个蛋糕象征⼀个团结的集
体，⼀⽀⽀闪亮的蜡烛象征⼀颗颗跳动的⼼。⼼因为集
体⽽精彩，集体因⼼⽽⾃豪。

  游戏结束后，公司领导代表公司向全体寿星致以最
美好的⽣⽇祝福，对各位同事在⼯作中所付出的⾟劳、
努⼒和汗⽔表⽰肯定和感谢，公司举办丰富的员⼯活
动，让员⼯在紧张⽽繁忙的⼯作中放松⾃⼰，同时增加
员⼯之间的默契，从⽽不断提⾼公司团队的归属感和凝
聚⼒；活动最后公司领导为寿星们发放⽣⽇福利。

  ⽣⽇会时间虽然短暂，但温馨⽽热烈，欢声笑语不
断，温情幸福不断。愿真挚的家⼈般情谊像⾼⼭流⽔永
远流淌在瑞泰物业这个⼤家庭，陪伴着我们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奋勇向前！

  尚璟瑞府项⽬在2021年5⽉申报“武汉市物业管理
优秀⽰范⼩区”的评选，并迎接了创优评审组的现场评
审，最终在2021年11⽉通过了市优考评，于2021年
12⽉武汉市物业协会颁发“武汉市物业管理优秀⽰范
⼩区”牌匾。

  今后我们不断提升物业管理服务⽔平，努⼒打造
瑞泰物业品牌，为业主营造更加温馨幸福的⽣活环境！

给⻔把⼿套穿⾐服

  亲爱的业主，天冷了，给您的⻔把⼿穿⼀件外套，
希望您在开⻔的瞬间⼿暖，⼼更暖。”尚璟瑞府⼩区物
业全体服务⼈员出动，挨家挨⼾安装⼊⼾⻔把⼿套，让
您⼿指触及之处不再冰冷。⼀个⼩⼩的⻔把⼿套、⼀张
暖⼼的卡⽚，都能让您感受到物业带来的暖意。

图/给门把手穿外套

寒冬送⾖浆

  瑞泰物业冬⽇送温暖活动，持续进⾏中……为您
送上⼀杯暖暖的⾖浆，每杯热腾腾的⾖浆，�都包含着瑞
泰物业⼈的真情关怀。

圣诞节·如期⽽⾄

  伴着圣诞欢乐的歌声，我们圣诞活动的开始啦！
2021年12⽉24⽇平安夜，瑞泰物业的圣诞⽼⼈整装待
发，为⼴⼤业主们送去圣诞平安果、并将家⻓们提前准
备好的圣诞礼物送上⻔，给⼩朋友⼀个惊喜。

图/圣诞老人派送平安果

�����������2021年已接近尾声，瑞泰物业祝您和您的家⼈节
⽇快乐�，我们愿为您解决⽣活中的难题，给您带来温暖
的问候与关⼼，也希望我们的⽤⼼能让您感受到欢乐与
惊喜！

宏远瑞泰�程燕妮

亲情服务季 瑞泰物业开展圣诞送温暖服务

宏远瑞泰�程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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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辑】商务⽂明�礼仪先⾏�商务礼仪⼤赛

����������为激励⼴⼤⼥职⼯践⾏和弘扬劳动精神、⼯匠精
神，汉江集团⼯会了以“建功‘⼗四五’奋进新征程”为
主题的培训暨技能⽐赛活动，通过竞赛活动提升了⼥
职⼯从业⼈员素质与形象，同时为⼥职⼯展⽰技艺、展
现⻛采、交流经验搭建平台。

赛前培训

�����������赛前培训，特别邀请了第七届世界军⼈运动会官
⽅指定专家组成员、湖北省委会员⻘年志愿者礼仪导
师、政务服务中⼼⻓期合约礼仪培训讲师何⽴苇⽼师
为⼤家讲解商务礼仪相关理论、基础知识及实际应⽤
技能。

�����������何⽼师深⼊浅出、活泼⽣动、通俗易懂的讲解，让
⼤家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笔试环节

�����������⽐赛分为笔试和现场情景模拟两个环节，笔试主要
考察选⼿掌握礼仪知识的基本情况，考试内容有商务形
象礼仪、商务交往礼仪、商务会议礼仪、商务仪式礼仪、
商务宴请礼仪及职场礼仪等选⼿们结合⾃⼰的知识储
备，仔细思考、严谨作答、认真对待每⼀道题⽬。

情景模拟环节

�����������第⼆个环节现场情景模拟，主要考察选⼿的应变能
⼒及礼仪实操能⼒，将学习到的礼仪知识应⽤到现实⼯
作及⽣活中。

选手们分别一一亮相

����������选⼿们情绪饱满，发挥⾃⼰的聪明才智努⼒突破
重重考验，活动现场紧张激烈、精彩纷呈。

选手们表演中

����������经过激烈的⻆逐，活动最终评选出⼀等奖2名、⼆
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8名，集团领导及评委导师
对获奖选⼿进⾏了颁奖。

�����������岗位展才华，服务攀⾼峰，这不仅是⼀次技能的竞
赛，更是成⻓的舞台，是勇⽓与⾃信的较量。选⼿们不仅
要在赛场上表现优异，更要把⾼标准、严要求运⽤到⽇
常物业服务中，在⼯作中通过不断提升服务⽔准，真正
践⾏“追求卓越、极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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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荟天地⾃建武汉康礼⾼级中学（筹）
发布会圆满成功

��������2021年12⽉29⽇，在武汉电视台⾹港路演播厅
⾥，伴随着发布仪式的成功启动，宣告由悦荟天地⾃建
的武汉康礼⾼级中学（筹）新闻发布会成功举⾏。在中
外名校校⻓及教育界专家学者的⻅证下，武汉六中国
际部正式转制升级为国际化双轨制的武汉康礼⾼级中
学。武汉康礼⾼级中学将传承武汉六中国际部的办学
传统、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融合中西⽅教育思想的精
髓，着⼒于把学⽣培养为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胸怀的
国际型⼈才。

����������未来向往国内外名校深造的武汉⾼中学⼦，将在
悦荟天地家⻔⼝享受到国际化双轨制教育，更有机会
从这⾥⾛向国内外顶级学府的星⾠⼤海。

����������参与本次⼤会的嘉宾有原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
国家督学孙霄兵先⽣，⻩陂区教育局局⻓⻩淑萍⼥⼠，
⻩陂区教育局副局⻓⻩喜国先⽣，⻩陂区副区⻓阮诗
军，武汉六中校⻓朱伟霖先⽣，汉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王海军先⽣，汉江宏远公司董事⻓朱⼩宁先⽣、总经理
戴安全先⽣，康德教育集团董事⻓王舒先⽣，武汉康礼
⾼级中学总校⻓⻢德驹先⽣等。

改⾰之光�指引特⾊办学道路

����������⻩陂区副区⻓阮诗军为⼤会做开场致辞。他表⽰，
武汉康礼⾼级中学（筹）的成⽴不仅是⻩陂区优教利⺠
的⼀项重要举措，⽽且对于推动⻩陂区乃⾄武汉市的教
育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随后，他对武汉康礼⾼级中学（筹）的办学模式予以⾼度
肯定，希望其成为江城学⼦们家⻔⼝的“中国化、国际化
+”⺠办⽰范好学校，助推武汉中国化教育和国际化教育
的良性发展。

����������中国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孙霄兵在接下来的
致辞中就⺠办教育⾏业的政策及未来发展趋势进⾏了解
读，他认为党和政府对⺠办教育的政策管控必将引领⺠
办教育良性发展，⾏稳致远。⽽武汉康礼⾼级中学（筹）
作为⼀所符合政治导向的公办⾼中转制升级⽽成的⺠办
双轨制寄宿⾼中，或将在推进武汉⾼⽔平教育对外开放
交流⽅向上做出重要贡献。

识⼰之光�坚定⽂化⾃信之魂

�����������武汉康礼⾼级中学（筹）总校⻓⻢德驹先⽣也应
邀登台给⼤家分享教育成就与经历。武汉六中国际部
的办学初衷，⼗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武汉康礼⾼级
中学未来的期许，对武汉⾼中教育事业未来的发展趋
势都在⻢校⻓标志性的武汉话演讲中娓娓道来。我们
也相信在三次抗击癌症并且依旧奋⽃在教育⼀线的⻢
校⻓的带领下，未来的武汉康礼⾼级中学（筹）也会⼀
路披荆斩棘，⾛出⼀条兼具本⼟化和国际化的璀璨之
路。

����������在随后的中外名校校⻓论坛上，武汉六中副校⻓
杨⽂、英国克雷格公学中国代表张敏、原�UWC�常熟世
界联合学院副校⻓�Kevin�Schooling、武汉康礼⾼级
中学（筹）学术校⻓�Dean�Arthur从推进国际化教育的
创新理念出发共同探讨武汉康礼⾼级中学（筹）未来的
发展道路，以及对中部地区学校国际教育改⾰和发展
建⾔献策。

开辟之光�创办⾯向未来之校

����������武汉康礼⾼级中学（筹）到底是⼀所怎么样的学校？
学术校⻓�Dean�Arthur为我们做了具体介绍。

����������武汉康礼⾼级中学（筹）由汉江宏远和康德教育集
团的联合创⽴，由悦荟天地项⽬⾃建。学校将致⼒于成
为武汉领先、全国⼀流、世界知名的国际化学校。着⼒于
把学⽣培养为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胸怀的国际型⼈才。
这所强强联合的⾯向未来的“新百年”双轨⺠办寄宿制
⾼中，在国际教育⽅向，是中英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成
果的展现；在国内⾼考⽅向，是九⼤名⾼的⽂化传承，它
将进⼀步助推武汉优质特⾊⺠办教育的发展，继续引领
武汉国际化教育发展。

��������“�� 根深中华、融荟国际、科创引领、艺体⻅⻓”是这所
学校的办学理念，“致⼒成为优质教育的引领者；学习机
会的创造者；学⽣潜⼒的发现者；终⾝学习的培养者”是
学校愿景，同时也迎合了现在国内外升学的要求。学校
集合丰富的教学经验、强⼤的创校队伍和⾼端的软硬件
设施，⽬标打造⼀所华中区最优质的双轨⺠办寄宿制⾼
中，为学⽣提供⼀个开放包容的环境，进⼀步发挥他们
的优势，培养他们的学习⼒、坚韧⼒、责任感和领导⼒，
让学⽣得以全⾯发展。

�����������此次新闻发布会的成功举办，给悦荟天地⾃建武汉
康礼⾼级中学的未来发展之路注⼊了强⼤动⼒与信⼼，
⽬前学校建设正在如⽕如荼的进⾏中，预计2022年9⽉
正式开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共同迎来⼀所“国
际化教育样本学校”，为武汉国际化优质教育建设做出
新的更⼤的贡献。

����������悦荟天地项⽬融合了多种⾼端业态，引⼊了诸多优
质资源。武汉康礼⾼级中学是悦荟天地项⽬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对提升项⽬整体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
将有效填补武汉临空区域⾼端教育的空⽩。悦荟天地也
将秉持对美好⽣活⽅式的探索与践⾏，坚持精⼯传统、
精耕细作，为武汉⼈居建设持续贡献新的⼒量。



悦荟天地商墅样板房⽰范区鉴赏
汉江宏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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