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泰康人寿携手胡
润百富主办的中国高品质医养论
坛暨《中国高净值人群医养白皮
书》发布会山东站在济南举行。这
份65页的专业报告详细剖析了目
前中国养老、医疗、保险市场的现
状和趋势，对医养融合给出了专
业的调研数据和分析结果，是中
国首份针对高净值人群养老和医
疗需求的专业报告。

《白皮书》从中国高净值人群
财富规模及特征、高净值人群寿
险市场现状与趋势、高净值人群
养老现状与趋势、高净值人群医
疗现状与趋势四部分进行调研和
分析，调查结果来源于泰康人寿
与胡润研究院对1119位中国大陆
高净值人士的定量研究；以及对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
40位高净值人士和专家的一对一

定性深入访谈。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
务结合，更好保障老有所医老有
所养。会议指出，在老龄化加速的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期盼更
便捷、更放心的医养结合养老模
式，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高品质医养论坛暨《中国
高净值人群医养白皮书》发布会
上，泰康人寿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陈东升表示：“医疗、养老是最
具人文关怀的产业，泰康一直关
注这一领域的发展，致力于为高
净值人群提供健康和财富管理服
务。”

泰康人寿从2007年开始布局
医养产业，经过八年深耕快速发
展成为中国医养产业的领航者。
八年来，从2007战略成型、2009保

险行业第一个获准试点、到2012

燕园破土动工、再到2015燕园开
业，泰康一步一个脚印深深的扎
根于医养战略之中，不断取得新
的突破。2015年，泰康不仅率先完
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亚、苏
州、成都和武汉七地的连锁布局，
未来5至8年，泰康人寿拟在全国
投资1000亿元，发展医疗养老产
业！泰康基于为中产人群家庭提
供健康、财富管理与服务的定位，
将为广大客户提供“从摇篮到天
堂”持续一生的金融保险服务，让
保险更便捷、更实惠，让泰康人寿
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近九成高净值人群拥有

商业寿险

《白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在拥有

商业寿险的高净值人群中，90%

拥有医疗保险，82%拥有养老保
险，73%拥有意外保险，可见高净
值人群购买保险更多是出于保障
目的，而非投资手段。这一人群对
于寿险的重要性是非常认同的，
平均达到7 . 9分(10分制)。资产级
别越高，对寿险的重视程度越高。

超七成高净值人群对养

老社区感兴趣

《白皮书》结论显示，中国高
净值人群对于中高端养老社区的
感兴趣程度高，表示感兴趣的比
例超过七成，入住的可能性也达
到45%。

另据调查发现，专业的医疗
(包括医疗设施及护理人员)是中
高端养老社区吸引千万高净值人

群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决定中高
端养老社区成败的关键所在。

关于泰康人寿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6年8月22日，总部位于
北京。经过19年创新驱动、稳健发
展，已成长为一家以人寿保险为
核心，拥有企业年金、资产管理、
养老社区和健康保险等全产业链
的全国性大型保险公司，连续12

年荣登“中国企业500强”。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泰康

人寿总资产近5300亿元。泰康人
寿在全国设有35家分公司及285

家中心支公司，各级机构超过
4200家，同时在北京长安街、北京
中关村及武汉光谷建设3个数据
中心。

医养融合成核心

泰泰康康人人寿寿携携手手胡胡润润百百富富发发布布《《中中国国高高净净值值人人群群医医养养白白皮皮书书》》

百百余余米米人人行行道道1100分分钟钟55人人摔摔跟跟头头
淄博中心城区多条人行道结冰“行路难”，市民呼吁及时清清

25日9时，家住张店大化纤生活
区的李先生准备出门买菜。由于年
事已高，李先生还特意穿上了防滑
鞋、厚衣服。

“我是8点50分左右出的门，一
出单元楼就是厚厚的冰路。从单元
楼到小区门口就50多米的路，走到
门口的时候已经9点2分了。”李先生
介绍，从小区门口到公交站牌也有
百余米的路段，人行道更是被厚厚
的冰层覆盖，坑洼不平。由于结冰
较厚，道路湿滑，近70岁的李先生不
得不一步一步往前挪。

25日早上，记者在张店联通路、
柳泉路、华光路、人民路等多条主
干道看到，不少市民滑倒。

而在早上上班高峰期，柳泉路
100余米人行道路段，10分钟里就有
5人摔倒，其中包括1名骑自行车和1

名骑电动车的市民，由于车速较
慢，所幸并无大碍。

“人行道上这么厚的冰，就没
人清理一下吗？应该能预判到上班
高峰期会给市民带来安全隐患
啊。”一位摔倒的市民说。

而主干道的机动车道由于撒
下了融雪剂，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结
冰路滑现象。除了人行道和辅道，
不少小区的道路结冰后也无人管。

降雪退出淄博

低温带来冻害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晓) 25

日，淄博第一场雪停了，但据气象部门
预测，26日、27日，全市将迎来冰点以
下低温。市民需要留意做好防冻、保暖
工作。

从21日白天开始到24日，我市有
一次小到中雨转雨夹雪天气过程，至
25日雪停。

气象部门工作人员提醒，这次冷
空气由于势力强，阴雨天气维持时间
长，气温下降明显，广大市民将有“一
步”进入“严冬”的感觉。到了26、27日，
我市最高气温也会降至冰点以下，最
低气温更是降至-7～-9℃，有冻害。因
此，广大市民和有关部门要提前做好
防冰冻、防寒保暖工作。提醒农民朋友
在出现冰冻前及时收获大白菜。由于
近期全市阴雨天气较多，也提醒做好
蔬菜大棚等设施农业的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 刘晓

一步一步往前挪

50米路走了十分钟

在不少路段，记者看到，
环卫工人正拿着铁锨等工具
在铲冰，由于冰层较厚，给除
冰带来了一定难度。

据张店区环卫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毕竟环卫工人数量
有限，除了除雪除冰，还要清
扫垃圾。“特别是今天下雪之

后，树叶落的特别多，更给环
卫工作带来了困难。”该负责
人介绍。

据了解，目前中心城区环
卫工人约3000人，年龄多在60

岁以上，除冰除雪属于重体力
劳动，因此工作进展很困难。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2005年

印发的《淄博市冬季扫雪铲冰
管理规定》，机关、驻军、学校、
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当
承担责任地段的扫雪铲冰工
作。“由于没有硬性的处罚措
施和监督难等问题，导致执行
过程中存在难度。”环卫部门
工作人员介绍。

环卫部门：环卫工数量有限，工作量大难及时清理

25日早上，淄博中心城区
部分路段的人行道和辅道结
下厚厚的冰层。不少市民走
在结冰路面上战战兢兢，有
的甚至推着自行车走。尽管
格外小心，但还是有不少市
民摔了跟头。“机动车道干干
净 净 ，人 行 道 就 没 人 清 理
吗？”市民质疑。

25日8时左右，在张店柳泉
路鲁信花园门口，物业工作人
员正在除冰。

“像我们小区门口这一
段路，小陡坡比较多，而且结
冰也比较厚，从这个门口外
出上班的住户很多，所以安
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我

们出动了所有的物业人员来
除冰，确保出行安全。”物业
工作人员介绍。

而在张店步行街和美食
街不少商户也都自发除雪除
冰。“自己出行方便了，也能
给别人带来方便，总不能让
门前滑溜溜的，这样来买东

西的也没几个人。”张店步行
街一商户老板说。

也有不少市民提议，城
市道路是公共环境，需要我
们大家去维护。“如果各家都
能及时清扫门前的雪，那就
不会出现结冰的情况。”市民
王女士说。

有的小区物业和商户自发扫雪除冰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刘
光斌) 在部分城市，个体经营
业户等责任人不清扫门前积雪
将面临处罚。然而由于没有法律
依据，淄博城管部门至今未对此
种行为进行处罚。

随着近日多地普降大雪，雪
后清理成为热议话题。天津、南
京等国内许多城市的城管部门
纷纷上路，巡逻检查个体经营业
户等沿街单位对“自扫门前雪”

规定的执行情况，对于签订相关
扫雪责任书但不清扫，或者拒不
签订责任书的单位和商户，按照
相关市容管理规定，处以最高千
元的处罚。

“自扫门前雪是自己方便，
他人方便的事情，应当予以鼓
励。这样可以减轻环卫工人的工
作量，最大效率地清除积雪，防
止雪后摔倒、车辆打滑等情况发
生。”市民张先生认为。

然而这一措施在淄博施行
却存在制度上的困难。“目前城
市管理基本上是各地区独立立
法，淄博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
清扫门前积雪的相关责任认
定，没有法律依据，城管部门也
不能对各沿街单位和商户进行
强制规定，更没有对不清扫门
前雪的行为进行过处罚。”市城
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

对于城管部门向多数沿街
商铺推行的“门前三包”制度，
其中虽有负责在责任区内的环
境整洁规定外，并未对积雪等
清理作规定。“门前三包更多是
城管部门与业户之前签订的协
议责任书，是一种呼吁。”市城
管部门这位负责人说，淄博市
正在探索城市管理的立法，是
否会将自扫门前雪列入违反处
罚的内容，还是一个未知数。

处处罚罚不不扫扫门门前前雪雪，，淄淄博博尚尚无无法法可可依依
部分城市罚款千元，淄博至今未罚一例

张店柳泉路一段人行道的落叶和积雪没有清理，市民小心翼翼前行。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一天180余位市民

献血7万毫升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张俊玲 魏巍) 25日本

报刊发了降雪使献血人数锐减的消
息，引起广泛关注，截至25日16时，全
市已有180位市民捋袖献血近7万毫
升。在此，市中心血站呼吁，希望健康
适龄公民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25日，市民卢久强一家在得知血
液库存紧张的消息后，特地从淄川昆
仑镇赶来献血。据悉，当天还是卢久
强的孩子卢郁群的生日，一家人表示
能以这样的特殊方式庆祝生日非常
有意义。

血站工作人员说：“现在血液库
存并不充足，尤其是O型血持续偏低。
目前，已经有多家爱心团体和企业与
我们进行了联系，表示可以在紧急时
刻捋袖献血。今天，山东瑞阳制药有
限公司和山东丝绸纺织职业学院更
是组织了一次集体无偿献血活动，大
大缓解了血液库存压力。”

市中心血站分别在中心医院、淄
博商厦、义乌小商品城、周村银座商
厦、淄川服装城等地设置了11个献血
站点，市民可就近到以上站点奉献爱
心，献血热线是2773152。

卢久强一家赶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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