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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养生谷正式亮相，首创颐养、长乐、康益、亲子四大园

打打造造全全方方位位全全龄龄化化健健康康服服务务
见习记者 孙慧丽

创建会员新机制
打造养老养生胜地

恒大养生谷围绕全龄化健
康管理首创了颐养、长乐、康
益、亲子四大园，提供852类设
施867项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
覆盖从孕前、婴儿直到百岁老
人的全生命周期。据恒大健康
集团董事长谈朝晖介绍，恒大
养生谷是恒大健康的拳头产
品，创建了“全方位全龄化健康
养生新生活、高精准多维度健
康管理新模式、高品质多层次
健康养老新方式、全周期高保
障健康保险新体系、租购旅多
方式健康会员新机制”，将打造
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世界一流的养生养老胜地。

记者了解到，为实现该目
标，恒大养生谷围绕全龄化健
康管理首创了颐养、长乐、康
益、亲子四大园，提供852类设
施867项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
覆盖从孕前、婴儿直到百岁
老人的全生命周期。其中颐
养园的核心功能是养生养老，
长乐园是文化、娱乐、活动，康
益园是健康运动，亲子园则是
长幼共融。

恒大养生谷整合国际国内
优秀医院、养老院等资源，打造
国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世界
一流的养生养老胜地，填补国
内空白，开启全方位全龄化健
康养生养老新篇章。

打造全周期保障模式
突破投保年龄限制

恒大养生谷打造了国内领先
的“全周期保障模式”，突破行业
传统投保年龄限制，所有年龄
段的客户甚至 6 5 岁以上老
人，也都能获得专属保险，保
障范围全面，涵盖住院治疗、重大
疾病、长期护理、意外伤害等主要
人身风险保障。

业内人士表示，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要进一步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在目前我国养
生养老产业总体发展水平滞后，
产品供给不平衡的背景下，恒大
养生谷整合全球顶尖医疗技术、
人才、设备等资源，打造符合中
国国情的全方位全龄化健康管
理体系，高度契合健康中国战
略，将填补市场空白，极大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

恒大养生谷打通恒大国际
医院及全国三甲医院VIP预约
挂号和住院绿色通道，覆盖67
个城市，600多家三甲医院的专
家预约诊疗及住院安排，彻底
解决看病难问题。

国内首个“凯撒模式”
开展全生命周期服务

目前，全世界都面临老
龄化带来的问题与机遇，健

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
题，健康养老产业已成为世
界公认的黄金产业，在许多
西 方 国 家 已 经 贡 献 了 超 过
1 0 % 的GD P ，产值数万亿。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实施以来，“共建共享、全面
健康”已成为健康中国的战
略主题，健康养老不仅是中
国未来的朝阳产业，更是“一
带一路”中强化创新发展的
支柱产业。

从日前举行的2017年首
届金砖国家老龄会议上了解
到，2016年，金砖国家60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达到4 . 0亿，约
占世界老年人口的42%。而在
金砖国家中，中国所面临的
老龄问题挑战更为严峻。目
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
年人口过两亿的国家，达2 . 3
亿，占总人口16 . 7%。老年人
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等
问题，让我国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任务显得愈发繁重。

恒大养生谷打造国内首个
“凯撒模式”，结合保险开展全
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改
善居民健康，提高居民健康管
理意识，实现医疗服务最优、百
姓利益最大、保险费用合理控
制。倡导“一家三代两居”理念，
结合国情，根据不同成长阶段
的家庭，提供不同类型的健康
居住产品，从单身到养老的家
庭结构变化，满足不断升级的
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使父母
和子女的距离最适宜，打造“一
碗汤距离”的活力全龄社区。

聚聚焦焦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引引领领创创新新驱驱动动发发展展
2017山东经济新动能发展高峰论坛22日启幕

本报济南12月14日讯（见
习记者 王瑞超 记者 张
玉岩） 2017山东经济新动能
发展高峰论坛将于12月22日
在济南喜来登酒店盛大开幕，
届时来自政界、商界、学术界的
领袖与百余家鲁企掌门人齐聚
一堂，共话“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聚焦新旧动能
转换，引领创新驱动发展。

本届论坛由大众报业集
团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共同
主办，齐鲁晚报承办，旨在通
过搭建互通平台、融聚优质资
源，探索山东企业健康高速成
长之道，激活山东经济发展新
动能。

届时，财政学家、前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
长张影，阿里集团大数据委员
会主席朋新宇，浪潮集团执行
总裁、CTO、浪潮软件董事长
王柏华将出席论坛并发表主
旨演讲。

论坛举办期间，山东经济
新动能发展中心智库将宣布
成立，山东经济新动能发展研
究院揭牌。该智库旨在以全国
最前沿的智慧理念为我省产
业转换提供智力支持，为山东
近千万家企业提供转型咨询
服务，助推我省企业实现战略
转型。

同时将建立企业创新发

展帮扶长效机制，以企业联合
实现整体转型跨越；为有志于
动能转型的小企业提供学习
与帮扶平台，实现企业与企业
的互相带动。成立后将不定期
召开企业转型发展研讨会，以
企业实践探讨转型要点。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
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
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
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中提出，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作为统领经济发展的重大工
程，通过发展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四新），实现
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产业
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四化），培
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
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本届高峰论坛的举办，必
将激活山东经济发展新动能，
探索山东企业健康高速成长
之道，助力我省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

贾康 现任全
国政协委员、政协
经济委员会委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
研究院首席经济学
家，中国财政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博
导，中国财政学会
顾问，中国财政学
会PPP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国家发
改委PPP专家库专
家委员会成员，北
京市等多家人民政
府咨询委员，北京
大学等多家高校特
聘教授。曾长期担
任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所长。

张影 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副
院长，营销战略及
行为科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影教
授于芝加哥大学获
MBA 以及博士学
位。研究兴趣包括
市场营销战略，品
牌管理及消费者行
为等。大量研究成
果发表于国际顶级
营销学和心理学学
术期刊上，包括《市
场营销研究期刊》
(Journal of Market-
ing Research),《消费
者研究期刊》(Jour-
nal of Consumer
Research)等。

朋新宇 阿里
巴巴集团数据委员
会委员长、阿里巴
巴集团数据技术
及产品部资深总
监。负责阿里核心
大数据部门———
数据技术及产品
部，同时还肩负着
第三方全域大数
据服务提供商（友
盟+）CEO的职责。
于 2 0 0 4 年加入阿
里巴巴，自此便深
耕大数据领域。现
场将发表主题演
讲《大数据与实体
经济融合发展新路
径》。

12月14日，恒大健康集团在广州恒大中心举行“恒大养生谷”新闻发布会。恒大健康的拳头产品
“恒大养生谷”正式亮相。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恒大健康集团董事长谈朝晖，恒大集
团副总裁何妙玲、史俊平等恒大高层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12月14日，恒大健康集团在广州恒大中心举行“恒大养生谷”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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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华 浪
潮集团执行总裁、
CTO、浪潮软件集
团董事长，工程技
术应用研究员，中
国大数据应用专
家，公安部刑事产
品技术委员会委
员，全国公安系统
大数据应用创始
人。先后荣获首届

“中国软件产业十
大领军人物”“中
国软件杰出贡献
奖”“江门大数据
实验室”大数据科
学家，是第十届、
第十一届山东省
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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