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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杨斌斌：：只只提提供供选选择择，，并并不不想想改改变变谁谁

“不要想改变
别人，而是要学会
改变我们自己。年
纪大的人不代表就
会保守，关键在于
从 什 么 方 面 去 引
导。我们要做的就
是做出不同的优秀
的产品，让中老年
人去选择。”

——— 中国重汽集团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斌

作为济南市场上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杨斌受到
了颇多质疑。

“一线房企都还没开始
干，为什么重汽敢干？”“济南
本身就相对保守，济南老年人
的观点是不是更不好改变？”

“加入那么多配套，成本提高，
利润又从哪里来？”“万一失败
了，又如何给品牌和企业一个
交代？”

可是，有些事情总是你
不得不做的。“我们有我们
的优势，如果说大的地产企
业 是 艘 航 母 ， 我 们 就 是 小
船，但船小有船小的好处，
就是掉头快。”

我国的房地产经过改革
开放的三十年，取得了长足
发展，尤其是在黄金十年，

更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然
而任何一个行业，有高潮就
有低谷。目前全国地产市场
的降温，也让不少开发商开
始转向其他投资领域，有的
甚至开始研究细分化市场，
寻找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重汽地产打造适老、
养老地产，拥有一定条件。
首先是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持
续关注，对国家政策的关注
和理解，让我们对市场有了
充分的认识；其次重汽地产
自身拥有2 0多年的持续积累
和开发经验，使我们具备了
做 好 适 老 、 养 老 产 品 的 实
力；第三就是我们储备的土
地资源也为我们开发适老、
养老地产提供了空间，比如
我们做的乐龄100，重汽蝶泉

湾 都 是 和 适 老 、 养 生 相 关
的。”而在重汽地产后期储
备的土地资源中，大量都位
于高新开发区以及长清区，
无论是地理优势和生态环境
上看，都适合打造与适老产
业相结合的地产项目。

同时，杨斌还坦言，重
汽地产开发适老地产，还有
国有企业的责任驱使。“谁
都知道现在做适老地产不仅
没有利益驱动，还有更多的
风险和困难。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房企都只把适老地
产停留在研究阶段。而作为
一个国有企业，就必须要承
担这一份社会责任，把适老
产业真正作为民生来做好，
给我们每个中老人提供更好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风险，也有责任”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

中国的中老年人，多数都喜欢
跟随子女安家落户，这也就是
为什么在社会的养老方案中，
居家养老仍占主流。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周燕珉教授也认
为，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仍呈
低龄化特征(2020年60至79岁
老人占88 . 1%)，尚不需要过多
的护理服务。而为了保持中老
年人与社会的紧密互动，则应
该鼓励中老年人回归混龄居住
的全龄社区。

重汽莱蒙湖，则是完全涵
盖了别墅、洋房、高层等多种
物业类型，符合社会大部分人
的居住需求。其中近期重点推
出的乐龄100，主要是为活力
老人(45岁以上)打造的养老组
团产品。

“中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安
全、健康和快乐。并不是每一
个地方都适合做适老产业，环
境：无论是内环境，还是外环
境都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在
选择上，在内环境的打造和外
环境的连接上，一定是要有一
个真正的规划。我们选择莱蒙
湖，还有海南，做养老产业也
有这方面的考虑。莱蒙湖的生

态环境非常好，无论是整体景
观、绿化环境，整体的规划和
设计都很适合中老年人的居
住。”

除了在生态环境的打造
上，重汽莱蒙湖还专门引进了
老年大学、蓝卡医疗等服务，
特别是重汽打造的健康厨房工
程，更是解决了吃饭安全健康
的后顾之忧。中老年人的机构
单位，让社区的人文环境和配
套服务都更适合中老年人养
生、养老。

“中老年人的生活有自己
的特点，因此温暖、向上、积
极的居住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营
造非常重要。要让中老年人觉
得适老、养老不是幸福生活的
结 束 ， 而 是 幸 福 生 活 的 开
始。”为此，重汽地产还提出
了5+5的服务体系和“921彩生
活模式”。“ 5 + 5 的服务体
系”是指通过完善配套和五星
级的服务，为中老年人提供舒
适的生活。而“921彩生活模
式”即是指中老人能享受9个
月居家养老，2个月的资源文
化之旅、养生之旅和1个月的
环球之旅，让更丰富的生活体
验与现在的居家养老有一个良
好的衔接。

再回到中老年人居住的家
居小环境来看。此次重汽莱蒙
湖推出的乐龄100产品，是全
装修产品，为中老年人省下了
装修、购买家具等麻烦，直接
就可拎包入住。而40多项产品
细节，更是让参观过样板间的
专家、业内人士、购房者惊叹
不已：从门口的置物篮、轻轻
一刷就可开启的卡式门锁、地
面全部采用的无缝设计到换鞋
凳、紧急求助按钮、可下拉式
储物篮、特制的窗把手、带轮
子的餐桌椅、包角的家具以及
光线柔和的起夜灯等，都为中
老人贴心设计的。

“这样的细节设计，也是
适老地产的要求。不同于传统
地产，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一个
相对不错的环境可能就能成为
我们的卖点。但是适老地产不
同，它必须要根据中老年人不
同的生活习惯和生理特征，进
行精细化、规范化的运作，应
该说它比传统地产更有创造
性，更人性化，更精细化，所
以我们在适老产品的关注点
上，就必须把提供什么样的产
品研究好，而不是炒概念。”

不止是适老房，也是全龄社区

而如此贴合中老年人设计
的养老产品，它的市场又有多
大？这是很多业内人士对乐龄
100产品提出的质疑：倘若中
老年人不愿意自己居住，又将
如何对他们进行引导？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去
转变别人的观念，没有必要
的，我们主要是想引导中老年
人。因为上了年纪不代表就会
保守，关键还在于从什么方面
去引导他们。其实中老年人也
想参与到社会中来，”杨斌认
为，适老产品的开发不是苛求
中老年人改变的，而是要改变
自己，否则会适得其反。“我
们现在还没有创造出适合不同
中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就试图
改变他们，这是不可取得。我
们只有改变自己，创造出更好
的产品，就一定会吸引到他
们。”

而之所以在莱蒙湖这个全
龄社区里打造适老产品，也是
因为杨斌认识到，改善型房源
的购买，主要还是由家庭中的
中年人来做决定。“中年人起
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老人会征
求他们的意见，因此中年人对
这种模式的认可很重要。产品
好，但是叫座才是真的好，有
的人很认同这种模式，但是有
很多的问题导致没法购买。我
们要做的就是要了解他们的问
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现在社会的养老模式比
较单一，如果养老只有养老院
一种模式的话，就很容易让老
年人与社会和家庭隔离。全龄
社区是让中老年人回归社会，
实现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
合。彩生活的模式如果能让中
老年人感到快乐和幸福，比在
家守着孩子更有意义，就一定
能吸引中老年人走出来。”杨
斌说，虽然适老、养老是现在
房地产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
是适老地产仍处探索阶段，只
有大胆的实践才能推动适老地
产的发展。“适老、养老房产
就像河对岸的一块饼，大家都
想积极地争取，但是只看是得
不到的，只有敢于找船过河的
人才能得到。我们开发团队有
很好的学习能力和执行能力，
不怕困难，敢于实践。我对他
们的要求就是有了想法就要去
做，做的过程中再去想解决问
题的办法，而不是先摆出困
难，一再等待。本来我们的地
块不占有太多的优势，这种地
块做传统地产必定十分困难。
但是现在做适老地产，我们的
影响力反而越来越高了，这是
由潜在的预期和影响力支撑起
来的。事实说明，确实很多人
都在关注、关心这个问题，并
对我们的房子感兴趣了。”

(楼市记者 韦超婷)

“产品适合他们，就能产生吸引力”

▲蓝卡医疗将为重汽莱蒙湖的业主提供日常诊疗以及家庭医生
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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