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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爱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大彦：

大爱城，打造中国家庭最理想养老模式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爱晚工程”领导小组
组长周铁农的领导和推动下，爱
晚工程旗下各个爱晚中心已经
在全国落地并开花结果。 爱晚工
程对中国社会化养老的推动作
用无疑是巨大的。 大爱城作为爱
晚工程旗下一员，近年来不断进
行市场化养老的探索与实践，不
仅仅要成为中国养老产业的领
先者，更希望成为成功者。

大爱城发展模式

如何打造最适合中国家庭
的养老模式，使之真正具备爱晚
工程品牌的示范标杆作用？ 大爱
城团队自 2010 年起 ， 先后到美
国、欧洲、日本、台湾等国家及地
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当地先进
的养老理念 、养老模式 、养老产
品、 养老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也对国内诸多现存的养老品牌
和模式进行深度调研，并聘请致
力于社会化养老探索的专家、学
者及咨询公司共同研究此课题。
经过详细调研和反复研讨，我们
认为政府目前倡导的 9073 养老
服务体系，即 90%老年人居家养
老 、7%老年人社区照顾养老和
3%老年人机构养老，是中国文化
背景下最理想的养老模式，符合
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大趋势。

基于此研究结论 ，大爱城的
发展理念定性为 “大爱之城，乐
享社会”，也可称做“上下左右的

爱”。 “上下”是老人与晚辈之间
的亲爱，左右是老人与同龄人之
间的友爱。 在全龄化的大爱城社
区中，既保证和满足老人们全方
位物质生活需求，更重视满足他
们 养 老 深 层 次 的 精 神 需 求 。
将对单个家庭的关爱，上升为社
会倡导的大爱，将单纯的养老上
升为对全家庭、 全社区的关怀。
概括而言，大爱城的发展模式是
打造中国文化下市场化 、 规模
化 、全龄层 、全配套的健康养老
产业链。 在此产业链中，我们依
托四个核心产业养老服务产业、
养老医疗产业、全龄教育产业和
现代农业产业支撑起一个社区，
即“四加一模式”。 同时，大爱城
还体现了“三个国家级”，即国家
爱晚工程旗下示范基地、国家开
放大学社工学院领衔社区全龄
教育及大爱城社区符合住建部
国家绿色建筑标准。

大爱城产品与服务

大爱城构建包含居家养老 、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多元化
养老格局， 以养老养生公寓、机
构养老公寓等多种全龄产品加
上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
等多种养老服务的组合，使老人
“可拥有产权、可租赁公寓、可选
择服务”，真正实现“9073”养老服
务体系。 其中，居家养老服务通
过 “选择产权养老物业 ，并附加
36 项养老服务协议 ”的 “1+1 模
式”， 不光促进产权养老物业增
值， 更保障了居家养老需求；机
构养老服务主要针对 60 岁以上
的活力健康老人，这类群体文化
程度高、思想开明、经济独立，主
动安排和计划晚年生活。 我们为
这群老人提供入门押金加月费
的会员制养老模式。 老人在入住

养老社区时一次性支付押金，退
出时返还，入门费根据所选居室
的大小和服务种类的不同而定。
月费则是每个月支付的固定费用，
包括租金、家居服务、护理服务、餐
饮和社交娱乐等。作为押金加月费
的另一种模式，大爱城还推出了一
款大爱储蓄养老卡：居住押金存入
银行的托管账户， 进行三方监管。
卡内含 60 个月免费养老入住权，
老人可使用存款利息来养老。半自
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群体，则可以
在大爱城国际健康医疗中心享受
专业的介护服务。

大爱城的幸福生活

大爱城的终极目标，是让每
位入住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 请试想以下这个
场景 ：早上 7 点多 ，年轻夫妻出
发去上班，老人送孙辈们去社区
里的学校上课，之后结伴前往老
年大学 、社区农场 、养生中心等
开始快乐充实的一天，享受居家
养老和机构养老所提供的各项
服务。 在社区中，老人自己不光
能够吸收知识老有所学，他们的
孙辈更能在社区中接受从幼儿
园到高中的优质教育，这才是保
持全龄社区生机勃勃的关键点；
大爱城国际医疗健康中心则通
过打造中国养老医疗模式，为老
人提供集医疗、康复、护理、保健
和养生于一体的服务。 每位老人
拥有个人健康档案， 并配备家庭

医生和紧急呼叫系统。 老人在社
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小麻烦，
社区呼叫中心会即刻显示， 调动
离老人最近的急救车和医疗小组
紧急救治。 对于危急疑难病症，随
时保持与三甲医院绿色通道的畅
通，做到医疗急救无死角。

大爱城市场化养老模式意义

大爱城养老模式是中国文化
背景下，最符合中国现有国情的养
老模式，也体现了大爱城团队对市
场化养老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实践。
四大核心产业规划则整体提升区域
形象： 养老医疗产业打造中国养老
医疗模式，填补产业空白；全龄教育
产业打造全龄教育平台， 孵化并输
出养老产业人才； 现代农业产业打
造复合产业基地， 促进农业产业升
级； 养老服务产业促进养老服务业
发展,带动就业机会。 我们在响应社
会化养老的号召下， 更积极探索中
国市场化养老的良性发展。 我们相
信未来在政府引导、 企业主导的方
针下，落实土地、市场准入、税收等
系列政策性问题，对金融、人才、技
术及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创
新， 使养老产业真正形成可赢利、
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这正
是举办此次 “2014 中国———香河
社会化养老研讨会”的意义。 希望
大爱城能抛砖引玉，邀请各位专家
学者及业内同仁集思广益，共同为
中国养老产业的明天出谋划策。
（本版内容根据论坛发言实录整理）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组织实施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项目和人才开发活动 ；为人才培养 、培训项目和重大研究课题等提供经费支持 ；开展和支持国内外人才交流与合
作；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开发所需基本条件建设；为西部人才开发公益活动提供咨询和服务；表彰和奖励为西部大开发做出贡献的人员等 。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84 号

2006-09-18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欣正大厦 631 室

68928975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westhr.org

魏礼群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9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9,472,150.03

本年度总支出 25,630,396.6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4,840,080.8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035,052.54

行政办公支出 222,298.5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4.2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91%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4,190,000.00 0.00 24,190,000.00

24,190,000.00 0.00 24,190,000.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42,462,197.15 42,493,828.96 流动负债 39,075.44 39,870.75

其中：货币资金 42,401,912.15 42,438,048.9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67,633.64 40,309.05 负债合计 39,075.44 39,870.75

净资产合计 42,493,917.85 42,496,604.76

资产总计 42,532,993.29 42,536,475.5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532,993.29 42,536,475.51

无形资产 3,162.50 2,337.50 限定性净资产 28,930,567.02 27,367,627.4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3,563,350.83 15,128,977.3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161,083.60 22,472,000.00 25,633,083.60

其中：捐赠收入 2,288,000.00 21,902,000.00 24,19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570,000.00 570,000.00

二、本年费用 1,595,457.12 24,034,939.57 25,630,396.69

（一）业务活动成本 805,141.31 24,034,939.57 24,840,080.88

（二）管理费用 789,255.17 0.00 789,255.17

（三）筹资费用 165.00 0.00 165.00

（四）其他费用 895.64 0.00 895.64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565,626.48 -1,562,939.57 2,686.91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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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大彦介绍，大爱城养老模式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符合中国现
有国情的养老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