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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五恒护航，医企联合

中中达达御御府府，，打打造造菏菏泽泽市市心心颐颐养养生生命命港港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该《规
划》指出，以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
供给体系为目标，国家将健全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
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继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之
后，我国也进入人口老龄化快
速发展阶段，截至2018年底，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 . 5亿。

“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养老话
题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
注。

我国素有养儿防老的传
统，然而，中国的人口与家庭结
构已悄然发生变化。我国许多

“70后”、“80后”以及“90后”的
家庭结构已成为“4+2+1”模
式，即一个完整家庭包含夫妻
二人和双方父母以及一个孩
子。对于独生子女家庭，4个老
人的养老负担已相当沉重，尤
其当老年人出现重大疾病时会
对家庭带来巨大影响，正如社
会上所流传的一句话，“辛辛苦
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而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也不容
乐观，统计显示，我国老年人平
均有8年多的时间带病生存，患
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患病人数接近1 . 9亿，失
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
万。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现象
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青少年
人口比重却严重偏低。当“老
龄化”和“少子化”并存，工作
生活压力、父母的健康安危及
幸福指数、孩子的教育等多重
压力下，不少40岁以上的中年
人 深 深 地 陷 入 了“ 中 年 焦
虑”……

构建尊老、爱老、敬老、孝
老的环境，探寻一个符合国情，
科学合理的养老模式显得日益
紧迫、势在必行。

●● 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为继

目前，社会上通用的养老
模式一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二
是养老机构养老，三是新形式
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居家养老相结合的社区养老。

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小
型化、消费结构多元化趋势的
发展，“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
养老服务功能日渐弱化,而受
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三
四线城市，机构养老还不能被
大多数老人所接受，加上服务
水平参差不齐、经济条件的考
量等因素，一直没有出现应有
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失能、半失
能、残疾老人、严重疾病老人等

特殊老年群体人口数量逐渐增
加，单靠家庭养老远远无法满
足需求，社会养老成本负担加
重。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以2015年11月18日国务院转发
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为起
点，“医养结合”从理论层面走
到了实践舞台，制定科学合理
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成为主
要的工作思路。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更是明确提出“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是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医
养结合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
效手段。

●● 时代背景下,“医养结合”模式走向前台

2018年10月11日，菏泽市
中达宜居置业有限公司与菏泽
市中医医院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双方将联袂在菏泽中心区
打造菏泽高端颐养健康社区标
杆项目——— 中达御府。

此次二者的强强联合，双
方将发挥各自特长，整合优势
资源，积极推进健康菏泽建设，
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
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
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
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为致力于打造菏泽医养合
作标杆项目，中达御府颐养健
康公寓堪称豪华配置。项目与
菏泽市中医院一墙之隔，每个
卧室都将开通氧气管道，与中
医院氧气储罐相连通。卧室和
卫生间都设置有一键紧急呼叫
按钮，直通市中医院特设的24

小时医护服务平台并可实现对
讲，“24小时医护”人员在第一
时间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同
时双方还将联合开辟绿色生命
通道——— 一旦遇到紧急突发状
况，医护人员可第一时间到达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患者送至
医院救护。

据了解，对于中老年人常
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其治疗就
是与时间和生命赛跑，抢救越
早越好。例如，心肌梗死(心脏
没有骤停)几分钟内就会有心
肌坏死，起病后1小时内为抢救
心肌的黄金时间。而一旦发生
猝死(心脏骤停)，发作后4-6分
钟内是抢救的黄金时间，“时间
就是生命”在这里得到了最好
的诠释。中达御府与菏泽市中
医院一墙之隔，给业主最安心
的就医保障。

●● 强强联合，菏泽医养结合奏华章

近日受中达宜居置业邀
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来到了中达御府颐养健康生
活体验馆参观。

进入体验馆，整个房间装
修考究，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
官体验。虽已步入寒冬，房间
里却温暖如春，室内监测仪表
显示，室温2 5℃，CO2浓度
462PPM,空气湿度45 . 2%。指
纹锁，人脸识别入户、走廊扶
手、卫生间扶手、感应起夜灯、
卫生间与卧室的一键紧急呼
叫按钮高度恰到好处……各
种无障碍设施处处体现出了
用心和人性化设计。

中达御府销售部于经理
介绍，中达御府颐养健康公寓

斥巨资引进五恒高科技安居
系统-恒温、恒湿、恒氧、恒静、
恒洁，PM2 . 5过滤并实现净化
水入户。“我们项目核心要素
就是健康，我们的产品设计理
念就是想客户之所想”,于经
理告诉记者，五恒系统对提高
我们的居住体验优势是非常
明显的。困扰老年人的健康问
题一般有身体免疫力差，睡眠
质量不好，我们的新风系统25
-35分钟即可把整个房间实现
新鲜空气净化循环置换，确保
屋内的含氧量，并对PM2 . 5进
行过滤，同时使室内温度恒定
保持在20-26℃，湿度40%-
70%，让业主时时呼吸新鲜的
空气，且不会出现我们平常夏

天空调/冬天暖气产生的一些
身体不适；净化水入户确保每
位业主都能享用到健康饮水；
送风系统采用静音设备，因为
安静无声音，加上充足的供氧
量，业主晚上睡眠质量会非常
高。五恒高科技安居系统全力
护航，改善业主的健康状况，
提高业主的生活质量。

于经理介绍，该体验馆按
照实际交付1:1比例设计，为
方便业主特别是老年业主入
住，中达御府颐养健康公寓将
实行精装交付标准，样板间里
除了软装之外，不可移动的硬
装部分交房时精装交付，装修
及配置标准达到了3000元/平
米。

●● 五恒护航——— 科技加持，全系保障

调查显示，健康之外，”老
有所乐“位列老年人生活的第
二需求。”除了一流的硬件设
施，我们也同时注重软件的配
套。我们中达御府将投资2亿
元成立8000平米康养服务中
心，并成立专业的运营管理团
队，为老年人提供吃、喝、玩、
乐全方位亲情呵护“，于经理
告诉记者。

康养服务中心将设有老
年大学、活动室、艺术室、养生
食堂……老年大学常年开设
有音乐、舞蹈、书法、手工、戏
曲等各种兴趣课堂，定期开设
养生讲座，闲暇之余，老年人
可以唱歌、跳舞、棋牌、运动健
身……确保老年生活丰富多
彩。康养服务中心会为每位老
人建立健康数据库，并可根据
老人的身体状况提供康复体
检、送餐陪护等个性化的服务
方案。

民以食为天，健康一定程

度上也是吃出来的。老年人由
于行动力、味觉、嗅觉等的减
退，吃饭应付了事是非常普遍
的现象。出于安全、营养、健
康、便捷业主的需要，中达御
府养生食堂也是康养服务中
心的重头戏。从食材选择，厨
师厨艺把关、餐厅设置等层层
把关，并结合入住老年人的健
康大数据，制定合理的系统
化、科学化配餐方案。食堂对
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将推出送
餐、点餐等个性化服务。

康养服务中心种软硬件设
施一应俱全，给业主以健康保
障的同时也满足老人精神层面
的深层次需求。真正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让老人在这里安享晚
年，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于经理告诉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一般的养老院位
置偏远，是老年人排斥养老院
的原因之一。中达御府项目位

于和平路市中心核心地段，周
边汇集了洙水河公园、天香公
园、新世纪公园、大剧院、图书
馆、规划展览馆、市民文化中
心等菏泽一系列核心公园馆
区以及齐全的生活配套。在这
里可养老、可逛街，可游园，可
接送孙子(女)放学，真正实现
了居住在市心繁华地段，享受
舒适颐养生活的健康颐养、幸
福宜居理念。产品一经推出，
深得市场好评，已经吸引了许
多自用和投资的客户前来咨
询。

中达御府六大颐养配套，
24小时守护您的健康。据了
解，中达御府颐养健康生活体
验馆将于12月7日盛大开放，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让
我们一起去感受老年的幸福
样板生活。看房预约热线：
0530-3100000，3122222。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邢孟)

●● 软硬结合，全力打造菏泽颐养幸福港


	P01-PDF ۅ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