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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点亮新生活

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火炬传递完美收官
嘉年华系列活动5月19日与您相约商丘师范学院体育场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徐凌摄）

火炬传递，最美的风景

新闻发布会现场

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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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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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凌） 5月 11日上午，商丘市区街头
出现了颇为壮观的一幕，几支队伍穿着统一的文化衫，
骑着统一包装的共享自行车，带着“在一起，点亮新生
活”的标语，在商丘的大街小巷上驶过。看，领队的车
子上还有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呢！

原来，这就是 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的
火炬传递行动。

火炬传递，初夏商丘的最美风景

5月11日9时，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火
炬传递仪式在建业·绿色家园启动，建业集团商丘区域
公司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来自建业多个社区的业
主代表、项目代表参加启动仪式。点火仪式过后，三支

“熊熊燃烧”的火炬引领三支队伍分别沿文化路向东、向
西开拔。

第一支队伍经文化路沿睢阳大道南行，依次经过长
江路、南京路、珠江路、香君路、北海路、雪苑路、方
域路、侯恂路，最后经宋城路来到建业·总部港，沿途
分别在建业·壹号城邦、建业·香槟圣园、建业·花园
里、建业·幸福里停留。每停留一处，不仅有火炬交接
仪式，还会有新的人员加入，队伍越来越庞大，精神越
来越振奋。

第二支队伍经文化路沿豫苑路南行，至南京路左
转，然后分别在建业·桂园、建业·公园里、建业·天
筑、建业·十八城作短暂停留，进行火炬交接和队伍补
充。路线穿越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中心区，行进十几
公里，最后在建业·总部港与大家会合。

第三支队伍沿文化路西行至神火大道，在位于神火
大道与文化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建业·春天里城市展厅进
行火炬交接和队伍补充后，一路向南，经过建业·南湖
上院城市展厅、建业·联盟新城社区后，向着建业·总
部港进发，与火炬传递队伍会合。

三支队伍，六百余人，来自不同的社区，身着不同
颜色的文化衫，却有着同一个身份——建业业主，做着
同样的事情——火炬传递。这一刻，他们有你我最好的
遇见，成为商丘最美的风景。

在跟随火炬传递队伍行走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
支队伍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风华正茂的学生，有

“下得厨房”的家庭主妇，也有“上得厅堂”的“城市精
英”。大家面带笑容，沐浴着立夏之后的阳光，迎着一路
清风，踏歌而行，为初夏的商丘抹上了一笔缤纷的色
彩，像在城市中的美丽彩虹。

建业·总部港是这次骑行的终点。不同的队伍在这
里会合，不同的业主在这里相识，相同的亲切油然而生。

“我是建业·绿色家园的业主，收到咱商丘建业的邀
请感到非常荣幸，不仅参加了今天的火炬传递，还要参
加下周举行的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刘先生满脸自豪地
说。

“我住在建业·联盟新城好几年了，不得不说，建业
的小区确实不错。以前住的那个小区，环境一般，水、
电、停车等问题跟物业反映好多次都得不到解决。搬到
联盟新城，我就体验到了建业物业的好处。这辈子我可
能当不上奥运会火炬手，但是今天传递了建业城市运动
嘉年华的火炬，我也算是过足了火炬手的瘾啦。”年轻的
王先生如是说。

据了解，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将于5月
19日在商丘师范学院体育场举行，5月6日下午专门召开
了新闻发布会。商丘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号称规模空前
的“万人运动会”，今天火炬传递活动就是为这场城市

“万人运动会”做宣传、做准备。这些火炬传递者，来自
于商丘建业不同的项目，来自于商丘建业不同的社区，
共有六百多人。

火炬传递，传递生活的精气神

“办个城市运动会，是商丘建业一直以来的理想。”
建业商丘区域公司副总经理杨焕伟说，“在建业的企业文
化中，始终将人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多年前建业提出的

‘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还是这些年建业倡导的
‘让河南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建业认为，一个伟大的企
业，是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而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
时刻关注、时刻改善、时刻更新建业业主的生活，让更

多的人能够享受生活，热爱生活，拥抱生活。商丘这座
城市，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文明和文化，我们坚信，商
丘，乃至每一个商丘人，都有渴望过上好生活、新生活
的权利。所以，建业在商丘的项目越来越多，社区越来
越多，目的就是为商丘人民建造更多的好房子，让越来
越多的商丘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我们看来，新生活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我
们希望落在实处，让每一位建业业主，甚至每一个商丘
人都能看到。近年来，商丘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助力

‘两城’创建、倡导全民健身活动。在建业看来，这不
是一个城市的口号，这是一个城市的行动，也需要每一
个企业来身体力行。建业集团作为一家河南本土企业，
深耕商丘 17年，我们不仅要响应城市的号召，更要有实
实在在的行动。提到全民健身，就不得不提一个词——
奥运精神。自 1896年世界上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后，这种精神便流传了下来，并随着世界的发展脚步，
不断更新。作为建业，我们的思考就是将奥运精神和商
丘城市精神结合起来，并且希望将奥运精神、商丘的城
市精神与建业的企业精神高度融合，从而诞生商丘建业
业主的新生活精神，让商丘建业业主充满精、气、神。
建业举办这场商丘万人嘉年华就是在作新探索、新尝
试。”建业商丘区域公司副总经理杨焕伟接着说。

今天的火炬传递，从表面上来看，仅是火炬从建
业·绿色家园出发，历经商丘三条城市主干道——神火
大道、睢阳大道、富商大道，最后来到建业·总部港，
穿越大半个城市。但是，若追寻这把火炬传递的背后，
我们分明能看到一种精神、一种生活、一种力量和一种
激情。这或许就是建业对商丘这座城市最想表达的深厚
情感。

从家到“+”，建业一直在路上

建业在河南的发展与美誉，在这里无需过多赘述。
数以百万计的建业业主见证了建业的付出，也成为了建
业的“铁杆粉丝”，他们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河南人。

从郑州到开封，从洛阳到安阳，从平顶山到三门
峡……从商丘到周口，河南十八个地市，每一个区域
都在上演着建业老业主的“重复购买率”，并且这一数
据还一再被刷新。这是大家热爱建业、信赖建业的最好
佐证。

关于建业的故事很多，建业的业主也越来越多。
“全民健身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幸福生活的正确

打开方式。追求成功的同时，身体健康是不可忽略的。
建业集团一直以来倡导健康、活力、阳光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建业集团举办城市运动嘉年华的意义所在。”在
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新闻发布会上，建业
地产副总裁、建业商丘区域公司总经理周长国如是说。

作为本次活动的冠名与承办方，建业集团扎根河南
27载，厚土深耕，循道而为，始终坚持“让河南人民都
住上好房子”“让河南人民都过上好生活”的理想与使
命，推进城市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商丘建业助力商丘

“两城”创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感，打造商丘全民
健康的精神名片。

建业集团于 2015年开启由房地产开发商向新型生活
方式服务商的转型，打造建业+幸福生态系统，围绕建
业+地产、物业、科技、君邻会、商业、教育、足球、农
业、酒店、文旅、金融、旅游等服务板块，紧紧围绕人
民的消费升级和多元需求，不断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
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的美好生活，积极践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谆谆教
导，为中原人民构建起全维度美好生活，助力社会全面
进步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

“在一起，见证新生活。”这是 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
年华·商丘站的活动主题，也是商丘建业 17年来的真实
写照。建业精耕商丘 17载，布局 20余盘，服务 10万+业
主，始终与商丘这座城市共成长，为商丘打造一张张靓
丽的城市名片，为业主创造有温度的美好生活，为商丘
这座城市发展贡献着自己应有的力量。

在 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的活动中，建
业集团更是将建业+幸福生态系统呈现在活动现场，让客
户零距离感受建业+全业态新生活，以新的方式、新的标
准、新的姿态、新的内容，助推人们养成全民健身的好
习惯，不断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同时，建业愿意成为
商丘城市的宣传员，做“两城”创建的践行者、传播
者、推动者、捍卫者，与商丘人，一起见证新生活！

有一种骄傲，叫与建业同行

依稀记得 2018年年初，商丘建业秉承“榜样商丘，
炫动未来”的壮阔理想，以一场 16周年答谢盛典深情告
白五万业主，感恩一路同行。答谢会现场人气爆棚，歌
手林志炫登台献艺，线上线下同步直播，建业数万名业
主共同见证这一激情时刻。

2018年 5月 20日，商丘建业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
模全民健跑公益活动“与城市共同奔跑”，点燃了商丘这
座城市内心久违的悸动。在颁奖仪式的最后，广大市民
和媒体一同见证了建业集团向“商丘好人爱心早餐”捐
赠 10万元爱心善款的壮举。建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也影
响着商丘这座城市。

十七载春华秋实，商丘建业用实力印证承诺，以超
前的产品和服务构筑建业幸福生活矩阵。因为有这样的
初心，建业同样收获了客户的满意、社会的尊重、成功
的喜悦、城市的认同。

2019年，商丘建业将再次启动一场城市嘉年华、“万
人运动会”，继续见证商丘城市的奇迹，见证浩荡的万人
景象，以新生活之名重“新”出发。

2019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将于 5月 19日开
启，已经选出的 21个社区代表队将上演一场轰动商丘的

“潮”级盛宴。这是一场集合了趣味运动挑战、城市创意
集市、建业+体验板块、派对玩乐、18地市标志性街头美
食的运动嘉年华。

5月19日，商丘建业与你一起见证新生活，不仅可以
体验嘉年华标配的狂欢，也可以体验一把建业新生活，
在文旅板块合影拍照，在足球文化区观看纪念品，或者
观看酒店+物业、教育+科技、金融+物业、旅游+农业、
君邻会+新生活的品牌展示。当你了解建业的发展历程
后，你或许会为自己是建业业主而骄傲，为自己即将成
为建业业主而自豪。

在这次火炬点燃加速迎接新生活的路途中，商丘建
业将再次发力，依托“建业+地产、+文旅、+农业、+物
业、+商业、+教育、+体育、+酒店、+科技、+金融、+
旅游、+君邻会”幸福生态系统，点燃新生活的动力，激
发城市活力。

在一起，点亮新生活。在路上，有你我最好的遇
见。在一起，见证新生活。在商丘师范学院体育场，你
与我可能成为最美的风景。

让我们一起相约 2019 建业城市运动嘉年华·商丘
站，一起见证运动的精彩，一起见证建业美好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