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今年 66 岁， 在这买的
房，已经住 5 年了。 看着这里慢
慢变化，我也挺高兴的。 主要这
块儿都是老年人，能找着伴儿。 ”
许永兴老人说。

“我在这租住的公寓， 里面
基本设施都挺全的，还有专业护
理人员。 我今年都 70 了，子女们
每天都忙着，养老嘛，咱也享享
有质量的生活。 ”方立生老人对
记者表示。

徐永兴和方立生两位老人
已经退休多年，在北京市内各自
拥有房产，但是他们现在都居住
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一处名
为“北京太阳城”的地方，这里有
着如养老机构般的一整套相关
设施，和他俩一样住在这里的不
下数千人。

“2003 年时就交钱了买房
了，这周边设施修建基本都是符
合老年群体的，子女们长期不在
我们身边，感觉住这有一群志同
道合伙伴也挺好的。 ”许永兴说。

社会催生养老地产

当前中国的 421 家庭（4 位
老人、1 对夫妇、1 个孩子） 不断
增加，在这些家庭中，经济和生
活的上行压力增大，子女工作又
普遍较忙，没有太多时间照顾老
人，老人患重疾或有其他事时更
是无人处理，妥善解决老人的生
活起居问题成了这些家庭的难
题。

不少子女选择将老人送入
养老机构以安享晚年，但这些养
老机构的软、 硬件水平参差不
齐，并且床位数量紧缺就在根本
上限制了这些养老机构的发展。
在北京，几家有名的养老机构均
呈满员状态，有的排号等待入住
者就在百位以上，并且根本无法
承诺入住时间。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龄化市
场，不少房产企业开始寻求施展
拳脚的机会，由传统出售商品房
策略， 转而开始建立养老地产。
这种地产在建楼选址上会有差
别，一般将其选择在离市区较远
的郊区，空气较好之处，而在内
容建设上会更加具有适老性，医
疗、饮食、教育、娱乐等方面的硬
件建设会更贴近老年人生活的
特点。

“我们最初也是做传统商业
地产的，后来逐步过渡到养老产
业。 最初是子女为老人们在这买
房，2011 年下半年限购政策出台
后，则开始做租赁市场。 ”北京太
阳城集团董事长朱凤泊说，“养
老地产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按本
质上来说应该叫做养老产业，需
要顾及老年人必经的四个阶
段———身体健康阶段、生活半自
理阶段、无自理能力阶段、临终
关怀阶段。 而完整的养老产业链
则还应包括医疗救护、 生活照
料、精神赡养这三大功能。 ”

记者在北京太阳城看到，这
里设施建设十分完善， 邮局、医
院、食堂、健身俱乐部、中心湖配
备齐全。 在以租住为主的银龄公
寓，不少老人在楼外活动，公寓
员工则为这些老人提供照顾，楼
道墙上张贴着各种健康食谱和
老年人心得体会，俨然一片普通

公寓的气氛，只不过居住对象从
中、 青年群体变成了老年群体。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的租
住者年龄平均在 66 岁左右。

一位公寓服务人员说：“我
们这里床位也基本都是满员，好
多老人都要排队入住。 ”

房产企业强势扩张

记者通过业内人士了解到，
现在全国已有很多类似北京太
阳城这样的养老机构，而不少商
业地产商也都准备进军养老产
业，有的则已经成功试水。

2010 年 3 月 26 日， 中南地
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配套最
全，占地 350 亩，总投资 10 亿元
的 综 合 性 大 型 老 年 服 务 机
构———康乃馨国际老年生活示
范城正式在湖南长沙开建，预计
建成后能容纳 8000 人。

同年年底，万科地产宣称其
研究养老物业已经 3-5 年时间，
并高调宣布养老地产已成为旗
下业务版图的新分支，而其“健
康养老地产”发展计划也全面启
动。

2012 年 2 月 24 日， 保利地
产在北京公布下一个十年的发
展战略规划称，“将以北京作为
试点区域，在养老地产等新地产
业态形式方面实现突破，对于此
行业前景看好”。

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高
级市场策划经理张帅一也对记
者表示：“远洋关注养老地产已
经有段时间，目前已经有相关项
目正在建设当中，不久将会推向
市场。 ”

朱凤泊说：“在目前国家五
类政策用地中———工业、 商业、
房地产、医疗、教育———以养老
名义拿地的房地产企业应该来

说是较多的。 但拿地建房仅仅只
是第一步， 如果要做养老地产，
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后一步养老
服务上。 ”

养老地产重在服务

“养老产业不同于其他产
业， 老年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
他们的需要不同于青年人，建造
养老社区就应该注重老年人的
生活习性。 ”朱凤泊说道。

目前，国内养老产业产品已
经推出多样化，有居家式、租赁
式、安养式、度假式等，各大房地
产企业都在加推养老地产产品
的细分化，来更好满足不同需求
的养老生活。

北京高盛康华医院总裁陈
林海长期致力于大健康范畴研
究，对老年人健康养老、养老地
产有着自己的看法。

“老年不管是买产权房还是
租赁居住最在乎的，一是医疗能
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二是生活

照料是不是很妥当，三是精神关
怀层面有几何，这三点综合来看
就是养老地产的后期服务。 ”他
说。

在北京太阳城，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老年人在太阳城的家中
就能享受到医疗保健、 送货上
门、精神关怀等服务。

“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有专人
进行 24 小时陪护， 老人临终关
怀有专业护理仪器，而健康的老
人在这也能得到归属感，让老年
人也能找到群体式生活的感受，
这是居家养老所不能带来的。 ”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
生在日前的一次会议上也表示
说：“养老地产不应该完全是地
产，涉及方面会很广，是一套完整
的产业链，包括医疗护理、康复、
健康管理、文体活动、餐饮服务直
到日常起居呵护，不能一概而论。
老龄化产业是一个很大产业，这
种产业带有一定的公益， 应该在
服务上多做文章， 不只是房地产
商卖房子那么简单的问题。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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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的养老地产

养老地产

� � ●万科地产
万科幸福汇项目位于北

京房山，主要有两种形态：一
是通过自持出租方式经营的
60-80 平 米 之 间 的 老 年 公
寓，周边配套医疗服务站、老
年学校等设施； 其二是面向
市场销售的 3、4 栋楼房源 ，
在户型设计上更倾向于老年
人的居住需求，如配备电梯、
防滑卫生间和其他无障碍设
施等。

●保利地产
保利目前正在尝试的试

点有两个区域， 其中一个位
于上海周边地区， 另外一个
位于长沙新火车站旁边。 其
中上海西塘的养老地产项目
已进入建设阶段，名为保利·
西塘安平老年健康生活社
区， 总投资达 4 亿元， 占地
150 亩 ， 建筑面积 1 万平方
米。

●首创置业
位于河北香河的养老产

业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200 万
平， 由河北建设集团和首创
置业共同建设 , 项目位于潮
白河畔。 首创置业资本管理
中心的佟欲晓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 “养老地产是新兴产
业，仍处于探索阶段，业务还
不是很成熟， 因此还没有放
到我们上市公司的资产当
中”。

●路劲地产
路劲 地 产 是 新 近 加 入

者。近日，路劲地产董事局主
席单伟豹向记者透露， 路劲
地产将联手日本马森集团 ，
在未来几年内转攻中国养老
房项目。 面对行业成长期的
巨大蛋糕， 像路劲这样的默
默进入者必然想抢占先机。

●泰康人寿
2010 年 6 月，“泰康养老

股权投资计划” 获保监会批
准试点， 首个试点地拟选北
京昌平区。 有消息称，泰康人
寿已在北京昌平小汤山温泉
乡购置了 2000 亩地，斥资 40
亿元， 拟建新型健康养老院
“泰康之家”，预计 2013 年将
建成。

●中国人寿
国内寿险业“老大哥”中

国人寿亦不甘落后。 有消息
称，为了进军养老产业，中国
人寿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 、
人员配备等已经基本就绪。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太阳城参观公寓老年租户生活

老年人在太阳城可以享受到定制化的医疗服务

（据新浪房产）

大型养老地产项目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