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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联“美好社区计划”实践创新基地
落地大爱城

3 月 22 日，“老了， 更幸
福———2018 大爱书院旗舰养老
产品发布会暨中社联美好社区
计划实践创新基地落地仪式”在
北京举行。 活动由大爱城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爱
城”）、香河大爱书院养老中心与
《公益时报》 社联合主办。 活动
上，美好社区计划专家委员会委
员谈小燕、香河大爱城项目总经
理张凤海分别代表美好社区计
划和香河大爱城共同签署协议，
香河大爱城成为全国首批美好
社区计划实践创新基地之一。

美好社区计划由中国社会
工作联合会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正式发起，聚焦城乡社区营造
和社区服务创新，发挥社工专业
优势，以社工、社区和社会组织
的“三社联动”为基础，整合多方
跨界资源，推动美好社区建设。

大爱城多年来打造全龄层、
全配套的亲情健康养老社区，积
极推动多元化养老体系、医疗健
康及智慧社区发展，探索中国社
会化养老新路，也因此获得美好
社区计划专家委员会的一致认
可，被授予美好社区计划实践创
新基地的称号。

美好社区计划实践创新基
地落地大爱城，对于全国的社区
建设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借鉴意
义， 有力促进社区服务创新，助
力社会治理创新，更树立了环境
友好、产业发展、智慧智能、文化
多元、公共参与、绿色环保、可持
续发展的美好社区典型。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有很多

老年人来到会场并对“美好社区
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
期望该计划的实施能够为自己
的老年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和
改变。

据了解，“美好社区计划”目
前已经成立专家委员会， 将聘任
城市治理、农村发展、社会工作、
文化保护、 建筑设计等多领域专
家， 形成我国社区营造领域的顶
尖智库；与企业深度合作，发挥社
工专业优势，搭建平台，组建专家
团队，整合多方资源，与服务商建
立战略合作，重点从社区产业、社
区治安、生态环保、景观设计、智
能社区、社区养老、远程医疗等方
面着手推动， 真正实现高质量的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大爱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李大彦总结道：“达成可持
续发展的美好社区，这与大爱城
亲情健康社区的发展理念高度
契合。 香河大爱城很荣幸将成为
首批美好社区计划实践创新基
地之一，这是对大爱城多年养老
产业模式探索的肯定，更是对我
们的前行之路的加冕。 ”

《公益时报》社总编辑赵冠
军在致辞中表示，大爱城作为第
一批美好社区的实践创新基地，
将和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共同
推动三社联动，实现社区创新服
务具体实践。 作为中国健康养老
产业的先锋实践者，大爱城多年
来将养老智慧化社区作为发展
战略中的重要布局，将企业作为
社区专业人才培养孵化的基地，
创新了社区服务的养老模式。

美好社区计划专家委员会
委员谈小燕就“可预见的美好生
活”这一话题做了分享，她主要
从对美好社区的理解和美好社
区的行动计划两块内容展开讲
解。 谈小燕表示，目前国家政策
越来越重视社区发展， 提出了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并且提
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未来社区的发展就是融合整
体， 我们首先要以需求为导向，
实现社区整体提升，在专业力量
的陪伴下、在社会组织扎根社区
的基础上，整合各方资源，实现
幸福美好社区。 ”

她谈道， 在这一背景下，中
国社工联合会联合全国的学科
专家发起美好社区计划。“我们
希望通过专业参与、 陪伴成长，
实现与居民的多元合作共赢。 美

好社区计划主要包含以下几个
方面的工作：第一，组建跨界医
疗专家库；第二，培养一批人才
来陪伴社区成长，即培养社区营
造；第三，企业和社区共营计划；
第四，选择试点基地，最后将案
例总结出版。 ”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执行院长史柏年在发言中表
示，大爱书院是新型养老模式的
探索和创新，结合了医院、社区、
生态农场及居家养老，在高品质
硬件设施的基础上仍关注员工
专业化服务的技能培养训练，通
过新的社区模式开展养老服务，
使得被照顾者能够在一个美好
的社区环境中间生活，发挥了市
场行为和公益行为的双赢目标。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

展居家、 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
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
量”等核心要求。“养老”已是攸
关千家万户和国计民生的国家
战略。 大爱城为长者所提供的一
站式无忧养老服务，为“医养结
合”提供的有效解决方案，将助
力“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地实施，
开创中国养老服务新格局。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周铁农，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白立忱，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公益时
报》社社长刘京，大爱城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总裁李大彦，国家开
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
史柏年，美好社区计划专家委员
会委员谈小燕，《公益时报》社总
编辑赵冠军等领导、专家出席了
该仪式。

■ 本报记者 李庆

据今年两会前夕相关调查显
示，在诸多民生现状中，超八成网
友最关心养老问题。《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发展居家、社区和互
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
老院服务质量” 的相关要求，使

“养老”持续成为关键词。 如何做
好养老服务，解决养老问题，已成
为攸关千家万户和国计民生的国
家战略。

作为我国健康老龄产业知名
服务运营商， 大爱城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砥砺八载，以独创“大爱·
书院式养老”模式整合养老服务、
健康医疗、 终身教育与现代农业
四大产业， 为我国长者及其家庭
创建全龄层、 全配套的亲情健康
社区。在今年两会收官之际，大爱

城控股紧随国家养老战略， 在京
发布大爱书院旗舰养老产品，引
发业界广泛关注。

“书院式养老”创新模式

大爱书院位于大爱城旗舰
项目———香河大爱城社区内，是
实践“书院式养老”模式的核心
服务运营平台， 覆盖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 旅居养老三大业务。
此次发布的大爱书院旗舰养老
服务产品首期提供千余套精装
安养套房，按照不同生活服务功
能，规划了独立生活区、协助生
活区、专业护理区与记忆照护区
等四大区域， 提供全生命周期、
专业科学护理的养老服务。

大爱书院践行
HMO 健康管理理
念，整合家庭医生服
务、 医疗专家服务、
医疗机构服务、医疗
费用支付四大体系，
通过“医疗、养生、健
康评估、 定制护理、
书院课程、 千亩农
场” 六大板块、1700

项特色养老服务， 使入住的长
者人人享有美好社区、 养老服
务、家庭医生、医疗费用保障，
享受一站式无忧养老生活，重
塑老年生命价值，真正做到“老
了，更幸福”。

人人享有美好社区

大爱书院占地 4 万平米，内
含 7000m2 超级会所与 50 余类室
内活动空间， 为入住长者提供
专属休闲、娱乐、养生、健身、康
复于一体的配套服务设施；千
余套精装安养套房， 均配备适
老化设计与智能安养系统，确
保长者居住健康安全。 为满足
长者精神文化需求， 大爱书院
依托高品质教育文化资源与实
力雄厚的专家师资团队， 为长
者个性定制超千门以艺术类、
健康养生类专业为主的免费课
程，更定期组织国际游学，打造
长者专属开心朋友圈。 依托大
爱城社区中占地千亩的大爱农
场， 长者及其家庭可享受生态
观光、果蔬采摘、与休闲健身活
动，全家感受都市田园魅力。

人人享有养老服务

大爱书院为入住长者提供
360度基础健康项目评估，建立全
方位健康管理体系； 根据评估结
果， 为长者分级提供日常生活护
理、心理健康护理、健康规划护理、
记忆障碍护理等 23大类， 近 100
项有针对性的专业护理服务。多学
科照护团队，从家庭医生、专业护
士、康复医师到营养师等，确保科
学合理照顾每一位入住老人。大爱
书院独特的生活方式管理，更从生
理、心理、宗教、家庭与社会五个维
度为长者提供全方位关怀。

人人享有家庭医生

大爱书院为每位长者配备“一
名家庭医生、一名护士、一名责任
客服”， 从日常健康管理到日常诊
疗再到专业转诊服务，确保“健康
有人管，小病随时看，大病有安排，
紧急情况有保障”。 通过打造一站
式医疗服务体系，大爱书院搭建以
大爱医疗中心、 香河大爱医院、国
内三甲医院及国际知名医院为一

体的四大层级医院联合诊疗体系，
为养老行业老大难的“医养结合”
与“慢病管理”问题提供有效解决
方案，为长者搭建一个医养结合的
家，率先落地运营“凯撒模式”。

人人享有医疗费用保障

大爱书院建立完善的医疗
保障体系， 创新养老财务模型，
通过整合家庭医生服务、医疗专
家服务、医疗机构服务、医疗费
用支付四大体系，为所有入住长
者提供 1 万~2 万元/年的门诊医
疗保障；70 岁及以下符合相关条
件的长者，还可另外享受高达 80
万元/年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障，
从而降低看病费用支出。

大爱书院旗舰养老产品作
为大爱城控股砥砺八年后的聚
力之作，践行 HMO 健康管理理
念， 通过提供 6 大核心业务板
块、1700 项特色养老服务， 率先
落地运营“凯撒模式”，为长者提
供“老了，更幸福”的一站式无忧
养老生活，为新时代的养老产业
发展树立创新性标杆。

（据大爱城官网）

大爱书院旗舰养老产品：“四个人人”树立行业新标杆

美好社区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谈小燕（左）、香河大爱城项目总
经理张凤海（右）分别代表美好社区计划和大爱城共同签署落地协议

大爱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
裁李大彦总结大爱城发展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