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尤其是近几年，不少
国内的养老品牌在山东落地，

“普亲”就是其中的代表。您觉
得在众多品牌中，“普亲”的特
点是什么？目前的发展情况是
怎样的？

冉树玲：普亲集团成立于
2008年，是中国长期照护服务
体系的探索者、实践者与推动
者，致力于为中国失能失智老
年人提供专业、优质的长期照
护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普亲已形
成以社区型长期照护机构为主
体、以连锁化运营为手段、以专
业技术为支撑的长期照护服务
体系解决方案，并在湖南、海
南、福建、山东、山西、浙江、北
京、江西、江苏、安徽等十余个
省市落地。目前，普亲运营及筹
建的长期照护机构30余家，床
位数突破5000余张，成为面向
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全国连锁养
老品牌。

记者：作为中国长期照护
服务体系的探索者，“普亲”探
索出了哪些模式？

冉树玲：“普亲模式”主要
特点是“嵌入式”、“护理型”、

“专业化”、“智能化”、“标准化”
和“医养融合”。

具体来说，采取“社区嵌入
式”建设。通过利用社区空置的
公建配套开设50-200张床位
的小型社区养老机构，依托机
构专业服务能力向居家辐射，
构建15分钟长照服务保障网；
聚焦失能、失智人群。面向失能
失智刚需家庭，提供优质、平
价、专业服务；建立新型人才培
养体系。创立普亲长期照护培
训学院，在全国8个城市设立实
训基地，可同时容纳4000名学
员，并与国内近20家高职院校
建立合作，为其提供课程体系

设计、师资力量培训、产学研一
体化等服务；依托智能化科技
养老。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
智能终端运用于居家养老领
域，通过智能化养老科技手段，

实现社区机构、居家老人、子女
的实时互动和养老服务资源的
有效配置；通过标准化建设实
现连锁化复制。从机构选址建
设、设施设备配置、运营团队组
建培养、护理服务流程、评估标
准等方面形成一系列标准化管
理体系，实现了机构的快速复
制和服务管理的统一。

整合医疗资源实现“医养
融合”。搭建三级医疗保障体
系。第一级，机构内配置执业医
师；第二级，内设医务室或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第三级，
与机构周边二、三级医院合作。

记者：“普亲”通过这些年
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那
么“普亲”的核心竞争力是什
么？是什么支持其可以做成养
老服务业的知名品牌？

冉树玲：首先，普亲是国内
率先聚焦长期照护细分市场的
养老服务企业，业务覆盖区域、
机构数量、养护型床位数在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内为数
不多的全国性养老服务连锁企
业和知名品牌。

普亲形成了可复制的商业

模式，定位精准、服务专业化、
收费大众化、轻资产经营方式
实现企业低成本快速扩张。

优秀的运营管理团队，也
是企业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普
亲高管团队行业经验丰富，兼
具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经
验，综合实力业内首屈一指，具
备80-100家连锁养老机构的
运营管理能力。

普亲拥有完善的标准化管
理体系，历经4次迭代，已形成运
营管理、连锁管理、人力资源、服
务礼仪等四大板块的标准化管
理体系，保证每一家机构统一品
牌、统一管理、统一服务。

此外，普亲拥有领先行业
的专业研发能力与中南大学、

“介护之慧”及台湾长照协会、
台湾技职研协会等多家高校和
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技术积累走在行业前列。此外，
多次承接民政部、发改委、卫计
委等部委的标准制定、课题研
究及试点示范工程建设。

除了长期照护服务，普亲
养老产业链整合能力日益凸显，
在康复辅具、智能化养老科技、
康养旅居、远程医疗、健康管理

等核心细分领域已广泛布局。
记者：未来普亲集团的发

展规划是怎样的？山东普亲养
老公司有什么布局，目前有无
明确的发展规划？

冉树玲：普亲集团计划运
营机构达到100家、床位数突破
数万张，成为国内长期照护领
域龙头企业，行业百年名牌。一
个企业把名称做成品牌是一个
艰辛的过程，在当下养老服务
业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十年
间普亲取得今天的成绩，是领
头人唐文湘董事长带领团队由
小变大，由弱变强。发于心，践
于行，不仅是普亲的宗旨，也是
我们的动力。作为山东人，成为
普亲养老在山东市场的开拓
者，感到责任重大，目前省内已
经落地了两个项目。济南普亲
金悦养老院正在运营当中，济
宁市社会福利中心正在筹备，
两个项目加起来一共1100张床
位。此外，潍坊、临沂、威海等地
也即将落地优质项目，五年内，
普亲在山东努力突破运营床位
5000张以上，遍布省内多个地
市，为更多山东老年人带去普
亲优质的服务。

长长期期照照护护服服务务体体系系的的品品牌牌这这样样炼炼成成
专访山东普亲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冉树玲

从一个企业名称，到
一个企业品牌，是普亲通
过对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的探索、实践和推动来
实现的。如今，普亲作为
中国长期照护服务的知名
品牌，已经在全国各地全
面发展。

随着山东养老服务业
的转型升级，普亲也在山
东当地开始落地项目。记
者专访了山东普亲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济南
市最美养老领航人冉树
玲，听她讲述普亲的品牌
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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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济南104国道的济南
普亲金悦养老院，是普亲在山
东落地的第一个养老机构项
目。在长期照护方面的专业，让
这个养老院成了老人的一个

“家”。很多外地的老人也慕名
而来，在这里享受“家”的服务
和专业的照护。

安定：
让家人头疼的“失智老人”
在这里能自理了

走进济南普亲金悦养老
院，正值下午，在二楼的活动区
域，十几位老人们凑在一起看
着电视聊着天，不时发出阵阵
笑声。这里的老人见了生人，都
笑着主动打招呼，不管是失能
老人还是轻度失智老人，都愿
意跟别人聊天。

老人精神状态的良好，跟
这里专业的服务是密切相关
的。每天早上，都按时跟老人做
康复操，每天的饮食都有严格
的营养搭配。老人们的活动用
餐，以及老人的护理，都有严格
的标准。而在一楼护理区域的
黑板上，都写上每位老人的个
性化需求。比如哪位老人不能
吃甜食，哪位老人的馒头需要

加热，哪位老人不能用盐，都记
录得清清楚楚。

院里有位80多岁的赵大
爷，很多人还记得他刚来的情
景：由于老年痴呆，大便经常弄
得整个走廊都是，走着走着就
开始拉尿，护理员就跟着他后
面收拾着。

后来有专门的护理员贴身
照顾赵大爷，一点一点教给他大
小便应该去哪里，每天定时让他
进行活动，三餐按点供应，让他
把时间利用好分配好，渐渐地，
到了点赵大爷就知道要做什么，
吃饭、如厕也能自理了。

“以前他儿子照顾他导致
身体都拖垮了，现在看到老人在
这里恢复这么好，一家人都很高

兴。”济南普亲金悦养老院院长
助理、刚刚获得济南市第二届

“最美护理员”的冉倩倩说。

安全：
24小时医护人员值班
适老化设计让老人更便利

济南普亲金悦养老院共有
三层，分为失能护理区和失智护
理区，每层楼都有密码推拉门，
保证老人的安全。每层楼都配合
专门的护理区域、卫生区域和活
动区域。在每层楼的走廊两边，
都安装了扶手，方便老人走路。

在活动区域配备了护士
站，还有电视、老人玩具等设
施。每层楼的淋浴间，都采用老

人专用的淋浴座椅，由专人帮
助老人洗澡。而在老人的房间，
床头、卫生间都安装了报警器，
老人不舒服可以随时按铃，护
士站的人员就会第一时间赶
来。而老人的床也是专门为老
人设计的，通过按钮可以进行
调节，方便老人起身。

为了保证老人安全，在济
南普亲金悦养老院，24小时都
有专门医护人员值班。护理员
任超远就长期在养老院里住，
即便不是他值夜班，老人半夜
有情况，他也随叫随起，及时为
老人处理突发情况。

安心：
人性化服务
让老年人找到家的感觉

在济南普亲金悦养老院，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里并不
像一个养老院。被子枕套都是
温馨的颜色和家居的样式，门
帘都是卡通的样子。在这里，护
理员都称呼老人为“老王”“老
张”，像极了一个大家庭。

养老院非常注重保护老人
的隐私，每张老人的床周围，都
安装了帘子，让老人有私密的
空间。洗浴间也都用帘子隔开，
每个老人都是自己专属的衣
柜，放置私人物品。而在服务

上，医护人员跟老人的关系，更
像是亲人。除了日常的护理，医
护人员还经常跟老人聊天，沟
通，陪着老人去院子里，在向日
葵的围绕下晒太阳。有位因脑
瘤手术而卧床的老人，刚送来
时成天郁郁寡欢，而护理员们
经常推着轮椅陪他到处逛逛，
每天陪他说话开导，并且帮助
他康复，渐渐地老人比以前开
朗很多，也主动找人聊天了。

在济南普亲金悦养老院，
还有不少“90后”护理员，他们
经常能把老人逗笑。可他们的
服务却丝毫不因年轻而欠缺。
任超远记得，有时到老人房间
查房，碰到老人大便失禁，来不
及戴手套就帮老人接住。“根本
没有脏的概念，只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老人生活的更舒心，
就是我们的目的。”
济南普亲金悦老年休养院
地址 :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马
店十字路口西鼎瑞酒店院内
电话：15662669772 13706414552

18340078023

老老人人来来到到这这儿儿，，像像是是到到了了家家
济南普亲金悦养老院给失能失智老人一个专业温馨的居所

老人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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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亲养老人员正在对老人进行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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