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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入场养老地产布
“蓝图”
，
前景如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养老产业是涉及亿万群众
的民生事业，
也是具有巨大发展
潜力的朝阳行业。民政部曾发
文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
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明确
表示包括地产、健康、旅游等行
业要与养老服务业融合发展，
创
造养老服务的新业态、
新模式。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城市渐渐“老去”，房地产企业
纷纷布局“养老蓝图”，养老地
产规模在探索发展中不断壮
大。作为养老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
养老地产目前发展情况如何？
前路是否明朗？

完善适老化设备
提升生活舒适度
我国利好政策早已不断向
养老地产行业倾斜。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
速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加速布局
进入养老地产领域，养老地产
市场规模逐渐扩大。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早在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印
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
见》，
提出要增加养老服务供给，
降低准入门槛，在用地批供、收
取配套费等方面给予减免，
加快
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手续。
2019 年底，
自然资源部发布《关
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
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空间布局，保障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用地规模，保障和规范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供应，涉及新
增建设用地的，在土地利用年
度计划中优先予以安排。位于
北京石景山区核心区域的和悦
家国际颐养社区，便是在这样
的政策东风下成立的。
“这里居住环境舒适，我们
像度假一样享受生活，并没有
感觉到是在养老院里养老。”一

位住在海航和悦家的老人对记
者说道，其实，不少老人对养老
项目排斥的主要原因是居住环
境相对较差，而和悦家提供了
一系列适老化产品与设计，包
括养老院的走廊扶手、地板，以
及长者家具用品、呼叫系统、卫
浴设备，让老人感到很贴心、生
活很方便。
海航和悦家养老院院长石
钧文介绍道，提升老人的居住
环境分为几个方面，从社区整
体规划上做适老化设计，此外，
现在 5G、互联网发展迅速，还
可以做智能化设备设施的智慧
养老，比如智能化的感应系统、
智能温度提示，以及医养方面
的提示等。

医养结合
让生命更有质量
然而，资源分配不均、医养
条件不足的问题随着市场需求
的扩大也逐渐暴露出来。
目前，很多养老地产将机

辽宁大连：

海产品加工厂检出病毒
19 万人将进行核酸检测
时隔 111 天后，
辽宁大连再次报
告新冠肺炎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
且在患者所在企业外环境中
检出了新冠病毒。大连市政府副秘
书长罗卫星表示，
将从即日起对大连
湾地区 16 万人、
金普新区马桥子街道
工业团地社区 2 万人、
西岗区工人村
社区近 1 万人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对
所有可能流动传播疫情的区域进行
拉网式全覆盖核酸检测。图为 7 月
23 日，
大连市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中新社记者 杨 毅摄

构与社区建在郊区，显然，医养
源整合，搭建医疗绿色通道、医
条件难以满足需求。对此，石
生定点巡诊，解决老人的医疗
钧文建议，养老院应加大资金
问题，以及利用互联网医疗做
投入，设立内部医务室，并配备
线上诊疗等。
”
基础医疗器具及康复辅具，聘
请全职医生 24 小时值班，兼职
养老地产该如何发展
医生可采用多点执业的方式，
定期来院内进行巡诊。此外，
养老地产的居住空间具有
还应加强与邻近医院合作，开 “家”的内涵以及生命托付的意
辟绿色就医通道，研究将养老
义。未来养老地产发展前景如何？
项目设为 120、999 等急救中心
“就目前来看，养老地产没
常驻地的可行性。
有从土地源头进行用地属性的
中原集团昱言养老工作室
规范跟梳理，也没有针对这个
创始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
业态的规划及建筑规范，比如
老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执行
停车指标、公建配套指标等，也
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养老
没有给予在土地抵押等方面的
地产与大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
金融政策，当前发展确实存在
坤昱表示，解决养老地产医养
一定困难。”在张坤昱看来，适
问题的方法是多方面的。
“从整
合做养老地产的资源一直处于
个城市规划配套完善的角度上
较为稀缺的状态。
面来讲，政府有义务增加医院
“养老是个服务行业，跟做
的设置，改善医疗的条件。如
地产商确实不一样，地产商习
果社区本身比较大，项目或者
惯了赚大钱快钱，养老地产是
企业可以引进医院来满足这个
低下头才能做服务，用真心才
社区或周围的医疗服务，此外，
能服务好。”张坤昱表示，如果
还可以与城区比较好的医院资
能够从成本管控、规模效应和
运营增效等多方面齐头共管，
肯定是可以做好的。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养老
地产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高
端养老地产的兴起主要还是源
于地产行业升级。从长远发展
来看，高端养老地产的竞争性
将会加强，竞争的内容将从地
产转向养老服务本身，将更加
重视与医疗机构或护理机构联
合服务输出。随着我国长期照
护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及逐步完
善，老年人在长期照护上的有
效需求会得以提升，基于长期
照护的养老项目专业化和高端
化将是各大企业的着力点。
石钧文建议，政府要合理
规划区域地产资源，加强政策
引导，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统筹
协调区域养老产业布局。企业
加强区域分析、市场调研，明确
区域养老服务需求，谨慎进入，
避免恶性竞争。

“医械数据云”
会否改变医械行业的信息孤岛局面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疫情给我国医疗器械行业
带来影响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特别是受“两票制”
“集采
降价”等政策影响，医疗器械行
业正迈入深化转型发展期。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 60
周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17.9%，预计到 2040 年，我国老
龄人口会达到 4 亿。老龄化加
速的趋势使医疗健康市场需求
进一步扩大。
这种变化在中国医疗器械
行业协会中医医疗器械专业委
员会研究中心主任许佳锐看
来，将为医疗健康领域中的医
疗器械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
间，
“特别是我国医疗器械市场

近年来保持着 20%左右的复合
增长率，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
场。
”
他说。
不仅如此，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 划 纲 要》和《中 国 制
造 2025》都将医疗器械发展提
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地位。医疗
器械，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高
端医疗设备，势必是国家大力
扶持的重点领域。
一份行业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国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达 22079 家，较
2019 年 底（17967 家 ）增 长
24.6% ；全国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达 22301 件（不含进口），较
去 年 同 期（13324 件 ）增 长
67.4%。
虽然企业数量提升，但产

业集中度低仍是我国医械行业
的一大特点。根据《医疗器械蓝
皮书：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
告（2019）》，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90%以上为中小型企业。截至
2018 年底，
年产值 2000 万元以
上的企业仅占 10%。
产业分散意味着生产信息
的分散。
“这使医械市场变成了
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行业信
息和数据都被隐藏在了水底，
从岸上往下看，没有人可以看
清这个行业的真实情况。”许佳
锐表示，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
医械改革也早已拉开帷幕。对
于企业而言，需要通过大量信
息来了解自身所处的发展环境
以及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才
能保证生存发展；对于政府而

言也同样如此。可以说，各方
都急需一个针对医疗器械行业
的全面、真实的数据库。
建立医疗器械数据库难在
哪里？
广州众成医疗器械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兴强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数据收集
难+应用场景窄”
是限制国内医
疗器械大数据发展的主要原因，
此外，
国内中小企业购买能力不
足，政府的关注度不够等，都窄
化了医疗器械产业大数据平台
的应用场景，限制了其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存在已久的
行业痛点，一些覆盖医疗器械
全产业链的医疗器械产业大数
据智能应用与创新服务平台顺
势而生，这些平台提供的医疗

器械产业大数据服务产品“医
械数据云”也在 5 月 18 日上线
试运营。
多名从业者表示，
数据云后
台能存储超过 410 万条行业数
据，包括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库、
经营企业库、产品信息库、行业
标准库等行业基础公开信息库。
此外，该平台还能提供数
据查询、
行业资讯、
产业地图、
研
究报告四大服务功能，
以及智慧
招商、
数据分析两大特色服务。
上线两个月以来，平台 B
端试用的用户超过 200 家，为
各地政府、产业园区、行业企
业、创业团队、科研机构、投资
机构、金融机构及各类专业服
务机构等提供了数据支撑、服
务支持及创新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