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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核心文化

企业信仰：成功、胜利

企业精神：团结一致，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永不言败，

进者生，退者亡
成长意志：所有挫折失败，俱为经验教训，不后悔，

不气馁
精 神 风 貌： 要正能量，要激情、要斗志、要韧性、

要快乐工作就是快乐，不是压力，不纠结，不忧愁，
没有负能量
克坚方略：个人解决不了的，团队解决；团队解决

不了的，上级团队解决；内部解决不了的，借外脑解
决；一定要把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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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人居的硬件，生活配套，
则是人居的软件。唯有全维的配套，
才能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呈
现出幸福的居住蓝图。

——现代建筑精神 
建筑艺术大师斯蒂芬·霍尔曾说，

居住的核心价值点，是生活与城市之
间的关系。那些帷幄城市繁华，汇聚
优质资源的城芯生活场，才是具有价
值光彩的高阶居所。阅海·天山熙湖
以全新 C 位视角，择址银川城芯，敬
献城市菁英人群。

多维交通 立体接驳城市脉络
德国人文地理学家 F·拉采尔曾

提到“交通是城市形成的力”，城市
通达而地盛，地盛则咫尺繁华，对于
一个城市来说，想要发展强大，离不
开发达的路网；对于居者而言，想要
便利的生活，离不开便捷的交通。

打开银川的地理卷轴，在纵横密
布的交通网络中，可以预见城市的交
通发展不可估量，而阅海·天山熙湖，
傲踞银川城西核芯，以多维立体交通
的独特优势，驱动区域向前，用速度
连接城市繁华，沈阳快速路、贺兰山
路全线贯通，可快速畅达银川三区，
且项目周边还有银川高铁总站，多条
交通脉络于此汇聚，满足不同人群多
样的出行方式，生活与繁华不过一个
转身的距离。

全能资源 城芯生活不可复制
醇熟、优质的配套，为居住者带

来全新的生活方式，迸发出不可限量

的活力和魅力，城市的繁华，总是与
周边的生活配套息息相关，是城市兴
盛的先行者，也是城市发展变迁的承
载者与见证者。 

阅海·天山熙湖紧邻金凤新华联、
银川大阅城、西夏万达、怀远市场等
商圈，包揽生活、购物、娱乐、商务、
休闲等全能配套，赋予城市塔尖圈层
非凡的生活体验。同时，拥享银川市
妇幼保健院（阅海分院）、银川儿童
医院、宁夏第三人民医院等，优质医
疗资源为健康护航，描绘都市品质人
居新篇。

全龄教育 助力孩子璀璨未来
随着城市建设越来越全面化，人

们在选择居住社区时，越来越注重人
文环境与教育环境。毗邻名校的书香
府邸应势而生，已然成为了一种家庭
栖居方式新尚标。 

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是孩子健
康成长的保障，阅海·天山熙湖深入
城市文脉，社区拥享教育小镇、中关
村幼小初、大学城等三重教育资源。
其中教育小镇已入驻的银川一幼、银
川二十一小、银川一中等都是银川知
名重点学校。人文底蕴深厚，护航孩
子未来成长的每一步。 

承载城市脉络，精筑时代范本，
帷幄丰富配套资源，执掌生活繁华版
图，离尘嚣近繁华，比邻自然享秘境，
阅海·天山熙湖以全能生活配套，重
新定义城市美好生活。

（冉宇飞）

对于居所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园林情节

“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
园林正是生活的诗意，当自然的艺术，

相遇城市的繁华，在生活的坐标上雕刻
每一寸幸福，从一花一木、一景一筑、
一石一水，为居者筑造一座可居可享可
乐的幸福家园。

园林是无声的诗，是立体的画，从
苏州园林到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
种与鲜花绿树为邻的自然栖居，赋予园
林栖居更多的诗意。

正是洞悉了人们的这种园林情节，
天山九峯坚持高端人居的景观，潜心笃
志打造花园式园林景观，每一处设计都
因地制宜，景观与湖水相得益彰，让自
然景致环绕生活每个细节。

安家花园里 不请自来的惬意
一抹晨光洒入房间，伴着鸟语花，

美好的一天又如约而至，伴随着曼妙音
乐到园林小径轻盈漫步，让一草一木带
来每日最清新的问候。

午睡过后，带着孩子散散步，每个
在这里遇见的人，都会伴着阳光和微笑，
绿荫下，花园里，谈天说地，惬意之情，
不负如此唯美绿坪。

目之所及的风景，都镀上了一层神
秘的金黄，风轻云雾，翠色连天，夕阳
沉迷在天籁的歌声里，在园林的暮光倾
城里，慢慢睡去。
    夜色渐浓，疏影摇曳，风起，雨落，
花飞，都是心中的欢愉，观晚霞，品香
茗，赏夜色，望月影，倚窗而立。
    阅遍了世间繁华，始终对美景眷念如
初，尝尽了生活百味，仍不失对草木清
香的情有独钟。 

不止于居住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离繁华 , 不缺繁花 , 生活在光阴

里流转 , 让园林生活记录下平凡瞬间。
御鉴格调生活，尽享惬意时光！（司亮）

威海水榭花都澜岸

南和天山熙湖

匠心为笔 与文登美好共进

天山集团自 2011 年首入威海，便
以造城之势，扎根文登，深耕不止。在
文登区城东杜营河畔倾力打造了总规
划建筑面积达 137 万㎡的宜居生态大
城，引入以亲水生活为主题的“水榭花
都”产品系，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布局
文登，步步为营，如今天山水榭花都
已成为文城人们心中的品质楼盘代表。
水榭花都一期开发成功，住宅尽显“低
密高绿”的亲水生态宜居特性。因此项
目再启华章，采用全新的产品设计，在
1.5 公里的杜营河畔，重磅推出了二期
迭代澜岸系新品，以新中式人居典范，
重塑文登宜居标杆，敬献文登。

芳华流转，共创美好
我们对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止，我

们对家的期许也从未改变。以迭代焕
新美好生活，以远见定义时代人居。
正是因为天山集团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优秀的战略眼光以及深耕文登的决心，
才能让天山集团一次次创领城市美好，
在城市发展的画布上续写新章。天山水

榭花都 | 澜岸二期再以东方国风，礼献
文登一座建面约109-118㎡人居大宅。
此次户型是天山集团精心研发的全新
迭代户型，在空间利用率、空间布局、
收纳系统、通风系统、采光系统等方面
进行了多维升级，致力为您提供更高品
质生活。

水榭花都 | 澜岸的三室 / 四室两厅
两卫设计，南向客厅面宽做到了 6.6 米，
户型布局合理，考虑到放开生育政策后
家庭对三室、四室的迫切需求，人性化
的引入可变空间设计，可用于茶室、书
房、健身、阳光卧室等各种用途。

在空间布局上也充分的利用了户
型的每一寸空间，避免了公共部分的面
积浪费，厨餐客一体，增加了户型的纵
向尺度感。南向双卧室，主卧带独卫，
舒适度更高。我们一直致力于用建筑塑
造城市未来，为文登的城市发展积极的
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一直与文城携手
并进，共同奋斗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从
未止步。（王鹏）

顺着时间的脉络咀嚼历史的风韵
忽然发现，每个时代洋房都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洋房优雅、高贵、浪漫追求
诗意、气质中国人爱洋房大概是因为骨
子里的矜贵与含蓄与它的精致格调不
谋而合。 

旧日的洋房是沧桑岁月的完美载
体，一段段传奇的人与事渗透进历史的
记忆里。是的，旧人虽远去可他们的
故事依旧在流转，时光回溯。至今那些
关于美好生活的一切想象又将重新启
程，那些城市秘境深处的风华即将在南
和·天山熙湖上演。

超低容积率，让生活回归低密度

墅质臻美洋房，滋养天地灵气，万亩中
央生态园晨曦处见露滴染绿，夜幕时听
湖水涓涓。人与自然有机相融万籁俱静
时将人心返璞归真。 

醇熟配套，便利生活将在这里悦
启华章信之天、人民公园、和阳广场等
休闲娱乐圣地平安大街，多维交通网南
和第一中学教育资源一步到位强大的
配套，想象不到的惊喜居住于此既能囤
囿厨房，也可诗与远方。 

南和 . 天山熙湖，见证岁月沧桑，
续写动人故事，微风不躁，岁月静好，
就让时光流转在精致的洋房里吧。

（云桂准）

园林邂逅生活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繁华城芯之上  演绎美好生活图鉴

邢台天山九峯

银川阅海熙湖

微风不躁  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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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世界壹號 | 响应政府促消费号召 重磅钜惠献礼全城

房子不仅是温暖安全的避
风港，更是承载一家人对健康
生活的追求。近些年，随着疫
情的反复，住宅不再只是居住
空间，更成为一种健康生活方
式的回归。

根据胡润发布的《高净值
人群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研究报
告 2022》，健康、幸福、稳定
的生活牢牢占据前三位，而健
康需求占比更超过了 55.8%，
跃升至大多数人的“人生首
位”。  

作 为 天 山 府 院 系 进 阶 作
品，天山国府壹號以对高品质

健康住宅的理解，作为省会全
被动式湖岛社区，项目不惜巨
资，汲取德国科技，引进高效、
节能、环保的理念，打造更加
舒适宜居的全被动式建筑，以
及以健康舒适科技、健康场景
设计、健康圈层服务为核心的
圈层健康观，全方位呵护业主
健康生活。

在干冷的都市
如春季般舒适栖居
约 20-22℃的冬季室温、

约 30-70% 冬季舒湿、24 小时
全天候的鲜氧呼吸……

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冬季

理想生活场景。
天 山 国 府 壹 號， 已 将 这

样的美好生活兑现在生活的每
个朝夕。在北方的秋凉里，纵
使寒流来袭，也能四季如春；
告别冬季的都市干燥，有新风
系统和智能舒湿系统的自动调
湿，让温润成为家宅，也成为
家族的气度；而得益于 24H 新
风置换舒氧系统，业主无需担
忧雾霾侵袭，老人孩子在家都
能尽享自由清新呼吸。

超大御水园林
让生活回归本意 
天山国府壹號建筑格局承

袭紫禁城对称礼序，既汲取传
统阴阳五行的精华，打造省会
中正安合府院，形成“前朱雀、
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
格局。

项目融合荷兰国际环水生
活新样板，匠筑超大面积金水
河绕府之国府秘境，实现户户
见水的布局，美轮美奂的湖景
错落有致，宜人风景美不胜收。
波光粼粼，花香四溢，绿树成
荫，枕湖而眠，舒适自然。即
使宅家，推窗见景，也不会觉
得生活烦闷。

看得见的阔绰空间

看不见的自在人生
普通住宅，生活空间少，

动静不分离。尤其疫情时期，
家人一起宅在有限的空间，没
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很容易放
大生活琐事，感受到生活的臃
肿。让人们真正从实际居住体
验端接收到的需求痛点就是：
对空间的渴望和对自然的向
往。

作为健康、空间、舒适的
代名词，天山国府壹號，建筑
面积约 165-214 平米揽湖大平
墅，恰恰是治愈这种生活痛点
最好的产品。（龚娜）

为全面响应政府促进消费
号召，更为回馈广大客户的支
持与厚爱，天山·世界壹號特
别推出年终感恩钜惠活动，以
实质性的优惠，助力广大客户
安心无忧置业！

多重豪华置业大礼
积极响应促消号召

一重 惊喜钜惠礼
6# 楼稀缺洋房清栋钜惠，

建筑面积约 210 ㎡宽奢大平层
房源，一口价限时秒杀。

二重 狂欢优惠礼
全部高层住宅，建筑面积

约 180 ㎡健康大宅，全款 9.2 折，
贷款 9.7 折。

三重 暖心回馈礼
为感恩一路相伴的厚爱，

特臻选丰盛爱心蔬菜礼包，为
业主免费派送上门。

四重 贴心抗疫礼
即日起到访天山·世界壹

號售楼部，即可获得暖心防疫
礼包 1 份，为您带来时刻的贴
心守护。

五重 豪华成交礼
成功认购天山·世界壹號

房源，即可获赠豪华家电礼包，

助力无忧幸福生活。
目 前， 天 山· 世 界 壹 號

各项防疫工作正在井然有序的
进行，请您相信，我们将竭尽
所能守护您的安全与健康！天
山·世界壹號，恭候您的莅临！

天山·世界壹號，作为天
山集团匠心研磨 40 余载的鼎
峯之作，以世界一线的前瞻视
野，深入考量时代的居住需求
变化，为城市高阶圈层带来更
舒适、更闲逸、更健康的全新
生活方式，全面满足不同的生
活场景。

天山·世界壹號
高新 CBD 之上

坐拥丰沛资源
天山·世界壹號，雄踞裕

华路迎宾大道，1 号线、6 号
线（建设中）双地铁之上，坐
拥天山·海世界、北国、华润
万象汇多维商圈配套，屹立于
天山·世界之门中芯，以众星
捧月之势聚合多维繁华配套，
缔造石家庄高新 CBD 之上的
恒贵资产。

私藏 6000 ㎡湖景
与时代塔尖同赏
天山·世界壹號，以国际

一线的眼光，联袂七大顶级营
造团队，在繁华都市中植入约
6000 ㎡中央湖景，穿过七星

级社区大堂，七重盛景倒映于
水天一色的碧波湖面中，铺陈
出一幅绝美的人居画卷。

独创南向五面宽
国家专利大平层
建筑面积约 180-210 ㎡颠

覆性的全被动式国家专利大平
层，约 17 米南向五面宽，7.8
米奢阔宽厅，带来无以伦比的
震撼视野；超 3 米层高，短进
深布局，缔造 0 暗房的明亮体
验；双南向套房带双阳卫浴，
将尊贵舒适嵌入每一个生活日
常。（陈琳）

天山国府壹號 ｜ 湖畔健康恒产 为时代改善而来 温暖冬至 2022 不负韶华
——匠心服务每一天

天山物业 天山园区运营

俗话说“冬至大如年”，吃饺子是
北方人过冬至的习俗。在冬至这天，天
山物业将美味传递，把祝福送至为业主，
送上一碗温暖的饺子，让我们将温暖延
续！
   凛冬已至，服务升温。为了让业主们
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不变的温暖，天山
物业的各个小区相继开展了温暖冬至活
动，用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换来一整
个冬日的温暖。

物业人员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备
足所需食材和佐料，清理食材、和面、
包饺子，经过一上午的忙碌，在物业人
员的精心制作下，热气腾腾的水饺正式
出锅啦！物业人员在热饮上贴上暖心的
祝福语句，借此机会向业主表达满满的

心意。   
热腾腾的饺子出锅后，物业人员用

餐盒将热乎乎的饺子打包，马不停蹄地
送到了业主家中，未业主们送去冬日的
温暖。一碗水饺下肚，不仅驱散了冬日
寒意，更拉近了物业与业主的关心。
 情暖冬至，水饺中包进的是幸福，饺
子虽小，真情却是无限的。天山物业人
将一碗碗热腾腾的水饺送到业主手中，
驱走冬日里的寒气，暖心又暖胃。一碗
小小的饺子，让业主吃出了温暖、吃出
了幸福。一碗水饺，一声问候，这些美
好的细节都会成为寒冷冬日里的温暖。              

一碗热腾腾的水饺，愿能为您赶走
冬日寒意，带来甜蜜心情，如冬至，愿
美好团圆都如期而至。（郝立广）

为了减少小区安全隐患、打造幸福
和谐社区，维护各小区良好的环境与秩
序，确保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天山物
业组织各小区开展设备设施检查活动，
为小区业主提供贴心细致的物业服务，
让业主度过一段安全、舒适、快乐的冬
日时光。

可靠的供水是小区安全的重点，物
业人员对各设备房的运转情况、使用消
耗情况、工作记录情况等工作环节进行
了详细的检查，确保住区水泵房的正常
运转，以保证在寒冷冬日业主可以安全
用水。  

用电安全同样重要，无业人员对配

电室的变压器、模拟屏、电容器等设备
进行了一一检查，对于可能存在的问题
进行及时的处理，以

确保业主们的用电安全。除此之外
物业人员还对电梯机房、电梯轿厢、监
控室等进行检查，物业人员对安全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消除了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物业每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业
主的支持与配合，我们用各式各样的美
好服务，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用无微不
至的温暖守护万家灯火，天山物业将持
续优化品质服务，全面为业主营造更加
美好的居住环境。（郝立广）

2022 年即将结束，在这个不平凡

的一年，天山·园区运营物业人员每天

始终秉承着“匠心服务”的宗旨 , 每个

部门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以业主和企

业的需求为导向 , 致力为业主和企业提

供全面优质的物业服务，为业主创造幸

福家园，为企业创造舒适的办公生产环

境。有这么一群默默付出的人，无论是

酷暑还是寒冬，无论是疫情还是自然灾

害都始终坚守岗位，为业主的正常生活

保驾护航。

保洁部：每天保持清理各楼宇公共

区域里的垃圾杂物，清拖各楼层卫生，

清扫小区路面等公共场所的卫生，擦拭

电梯轿厢、进行消杀工作，将垃圾桶拉

到指定的位置倾倒垃圾，让每个垃圾桶

及公共设施都保持干净整洁，特别在疫

情期间每天对各个区域始终保持最少 3

遍消杀。 

工程部：工程维修师傅们除了日常

的巡查、维修、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等，

还要面对突发事件的抢修工作！无论何

时何地发生了突发状况，维修师傅们都

会带着工具第一时间奔赴现场。这时候

或许我们正在享受节假日与家人团聚的

欢乐时光，或许我们下班吃过晚饭后观

赏着喜爱的电视节目，而物业的工程师

傅们为了保证业主及企业的正常生活及

生产，经常通宵熬夜抢修。 

秩序部：秩序员每天 24 小时保护

着社区园区的安全，每一个上下班的交

接都传递着责任与爱，肩负着保护每个

社区园区平平安安。站岗、巡逻、消防，

他们的工作远不止这么多……提醒业主

们关好车窗，夜间为各单元关闭门窗，

协助完成小区临时事务，捡拾垃圾、排

除隐患，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特别

在抗疫期间他们不仅要维护社区园区安

全，还要肩负抗疫工作，加班加点已是

他们的常态。他们始终在为居民企业创

造和谐安全的生活办公环境的道路上奔

跑。 

客服部：客服部是工作最繁琐的部

门，不仅要前台接待、报修派单，帮助

老、弱、病、残、孕特殊住户需求，还

要与各部门沟通协调相关事宜，保证每

个部门工作顺畅高效。沟通，是连接服

务各环节的重要渠道。良好的沟通在服

务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特别

是在疫情期间，客服人员还要为隔离人

员进行上门服务，面对被感染的风险，

他们始终勇往无前。  

    2022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中，天山·园区运营

物业人员用日复一日的勤恳工作与您相

伴，以超凡的勇气在特殊时期坚守岗位，

尽忠职守。感谢这些坚守岗位的每位物

业人！最想感谢的是全体业主，感谢对

物业工作的支持，感谢对物业工作的挑

剔，感谢对物业工作的建议，感谢对物

业工作的意见 , 物业的进步离不开业主

的鞭策，在以后的日子里请业主们多监

督，多鼓励，多提议。请相信，建设和

谐美好的社区及园区是天山·园区运营

物业全体人员的共同目标！

（叶发志）

美好冬日·安全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