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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地产商进入养老地产时虽然颇为高调，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又小心翼翼。由于养老产品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企业往往多方面试水，试图寻找出最合适的盈利模式。 

在近年来亮相的众多养老地产项目中，泰康之家·申园和万科智汇坊凭借创新的开发运营模式，引

发行业关注。 

 
 
 

养老地产的两种新玩法 



养老地产的两种新玩法 

国内养老地产尚处在探索发展阶段，许多企业通过项目实践，对养老模式有更新、更
深入的探索创新，给市场很好的启示，其中泰康和万科的养老项目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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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地产的两种新玩法 

目前，泰康之家·申园和万科智汇坊均在上海开放，两者凭借新颖的开发运营模式，
吸引了行业的众多关注 

泰康之家·申园 

   由泰康人寿投资，是首个在国内运用保

险资金投资养老社区的养老服务项目。 

 上海首个通过改建社区内原有的活动中

心增补的养老机构。 

万科智汇坊 



1、泰康之家·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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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之家·申园 

泰康之家是国内首个与保险挂钩的养老社区，全面的养老产品线与医养结合的功能定
位，引领和创新养老商业模式；2014年泰康之家·申园体验馆开放 

1 运用保险资金投资养老社区 

2 医养结合，提供顶级医疗机构的直通服务 

3 养老产品线覆盖了55岁以上全部年龄段 

4 预付制销售，创新金融+养老的商业循环模式 



泰康之家·申园 

简介：上海市首个与保险挂钩的养老项目，地处松江新城板块，由泰康人寿全力打造
的大型综合高端医养社区，预计于2016年6月开业 

项目简介 

泰康之家·申园位于上海松江新城板块，距市中心约35公里。 

作为泰康之家华东区的首个项目，该社区引入国际领先的CCRC养老模式,并配备

了专业康复医院和养老照护专业设备，是可供独立生活老人、以及需要不同程

度的专业养老照护服务的老人长期居住的大型综合高端医养社区。 



泰康之家·申园 

功能布局：一期由7栋高层塔楼组成，主要以独立生活的老年公寓为主，可提供约
1100户养老单元 

核心功能区 

功能组成 

规模体量 
总建筑面积近22万方，合计推
出2400户养老产品；一期可提

供约1100户养老单元 

独立生活区 6栋20+1层老年公寓 

康复医疗机构 1-5F为上海申园康复医院 

协助生活区 11-15F为协助护理房 

专业护理区 6-10F为专业护理层 

失智护理区 16-17F为记忆障碍房 

高端会所 社区公共活动中心 

泰康之家·申园总平图 



泰康之家·申园 

养老服务体系：主要从三个方面为老人提供专业的医疗养老服务，分别是个性评估、
分级护理、和专业医疗保障 

个性评估 

最后，社区还拥有自建的二级康

复医院，社区医生为所有老人提

供私人医生般的服务；同时泰康

之家与世界知名医院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提供世界顶级医疗机构

的医疗直通服务。 

分级护理 专业医疗保障 

首先，为老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评

估，涵盖认知功能评估，自理能力

评估，21天护理评估等跨专业、多

维度的个性化评估。通过评估，社

区的老人会拥有一份个人专属的生

活档案、快乐档案和健康档案 

其次，社区会根据档案进行分

级分区护理，主要包括生活服

务、健康服务、专业护理服务，

为老人提供适合的服务内容。 



泰康之家·申园 

养老服务体系：覆盖了55岁以上全部年龄段，按照老人不同生活能力与年龄段，分为
四种生活服务类型 

 泰康之家养老社区会按

照老人不同生活能力，分

为独立生活区、协助生活

区、专业护理区和失智护

理（记忆障碍）区，并提

供不同的专业照护服务。 

独立生活区 

由6栋退休公寓组成，专为具有生活
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打造，提供居家
型的生活空间，提供丰富多彩的生

活方式。 

协助生活区 专业护理区 失智护理区 

除了平常起居护理
服务外，还将提供
协助洗澡和用药提

醒等协助。 

以长期护理和老年
慢性康复为立足点
的专业照护服务。 

在共享的医疗照护基
础上，增加专属的音
乐治疗区来帮助老人
放松及舒缓情绪。 



泰康之家·申园 

养老服务体系：通过服务分级与入住分级评估，确保老人入住适合的居住区，享受合
适的服务 

ADLs： 
 个人卫生及梳妆 
 穿衣及脱衣 
 进食 
 转移 
 如厕 
 移步 

IADLs： 
 家政 
 洗衣 
 煮饭 
 按医嘱服药 
 理财 
 日常购物 
 使用电话 
 交通出行 

服务分级与入住评估，确保老人所适合的居住区，享受合适的服务 



泰康之家·申园 

独立生活区：共有4种户型，大部分户型朝南单廊采光，房型面积从45到120平米不
等，独立厨卫等生活设施完善 

一居室：标准一居室，面积约45平米； 
               小一室一厅，面积约60平米； 
               大一室一厅，面积约80平米。 

标准两居室：面积约120平米，两室一厅 

标准一居室 标准两居室 



泰康之家·申园 

协助生活区：每层配有护士站，卧室内配有专用护理床、紧急呼叫系统等设施  

协助生活业态还具有其专属的适老化细节： 
 护士站：楼内每层配有护士站。 
 卫生间：户内卫生间门净宽不小于900mm，配有斜面镜，方便轮椅老人。 
 配套设施：卧室配有医疗专用护理床1张、紧急呼叫系统、单人沙发、写字台、电视机、洗衣机等，并预留卫洗丽、取暖电
源，充分营造家的温馨与舒适。 
 记忆箱：在记忆箱中设置对每个居民都重要且易被人记住的物件，通过这种方式为进入他们的房间的入口进行标记。 



泰康之家·申园 

专业护理区：配备专用护理床、活动餐桌、紧急呼叫等，护理人员可在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进行帮助和救援 

专业护理房型： 
 房间内有专业的护理床，可升降； 
 配备有活动餐桌，不便下床的老人坐在床上即可用餐； 
 门比普通的门宽，就是为了方便老人发生意外急救时病床的进出，也方便轮椅的进出； 
 在专业护理层同样每层配有护士站，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房间紧急按钮，护理人员即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帮
助和救援。 



泰康之家·申园 

失智护理区：满足护理需求，卧室内可看到卫生间；在一些重点功能区域有醒目颜色
区分，确保各项日常用具可以正常使用 

记忆障碍护理区： 

  音乐治疗区：音乐治疗区是一个系统的干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利用音乐体验的

各种形式，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治疗动力的治疗关系来帮助老人放松及舒缓情绪，

恢复或增进身心健康。 

  户门设计：部分户门为两截门设计，这样的门下半部可关闭，从而限制进入；而门的上半

部可以打开，从而连接走廊与房间内的视线、方向感，确保居民的安全。 

  记忆箱：在记忆箱中设置对每个居民都重要且易被人记住的物件，通过这种方式为进入他

们的房间的入口进行标记。  

  护士站：楼内每层配有护士站，户内不同区域的家具分别采用不用的颜色，方便老人的记

忆与辨识。 



泰康之家·申园 

适老化设计：公共空间与房间内的防滑、紧急呼叫等生活细节考虑周到完善，同时配
备有老年大学、高端会所等功能，丰富老人的文化娱乐活动 

 楼内大堂配有邮件收发、活动空间。楼层走廊内设有安全扶手、
休息空间、户门记忆箱等； 
 户门宽可供轮椅自由通过。子母门设计，双猫眼，普通居民和
坐轮椅居民都能方便观察。 
 配有防烫电磁炉、大字电话、紧急呼叫系统，卫生间配有双监
测器、防滑地砖、安全扶手等。 

 乐泰学院：社区开放式的老年大学，将会提供与居民兴趣爱
好相适宜的课程，例如：太极拳、瑜伽、戏曲、陶艺等，全面丰
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高端会所：为最大限度保证社区居民的活力生活，社区提供
全功能会所，满足居民对文化娱乐、运动健身、营养美食、社会
交往、财务安全、精神实现的六大退休生活需求。 



泰康之家·申园 

挂钩养老社区
保险产品 

销售保险
产品 

募集资金 建设养老
社区 

运营泰康
之家 

以老年社区
吸引更多投

保人 

运作模式：创新金融+养老地产的商业循环模式，销售分红型保险产品募集资金，收
取押金入住的方式降低空床率，形成押金+月费的运营模式 

 社区运营管理：将由泰康之家成立管理公司进行管理采用押金+月

服务费收费模式。 

押金 月服务费
收费 

自理入住客户，需缴纳60万
元到100万元，在离开社区
时予以退还。 

包括租金、能源费、居家服务费、
会所活动与服务、餐饮费、护理费、
特约服务费。 

以燕园为例，服务费用为
6000~7000元/月 

以押金形式销售 

为防止购买保险产品的客户短期内没有入住需求而造成的资源浪

费，同时采取押金形式销售，老人可自理房间押金为60-100万，

押金可退，每月另支付生活管理费用。 

预付制销售 

实际为保险销售，购买泰康幸福有约计划的客户享有保证入住的权

利，不再另行支付押金。 

泰康之家两种销售方式： 



泰康之家·申园 

 商业模式：客户购买泰康人寿200-300万的保险即可获得入住资格， 

投保收益直接用于支付每月房租和居家费用。 

预付制商业模式： 采取“保险产品+直接入住” 方式，购买养老保险产品获得入住
社区的资格，投保收益直接用于支付每月房租和居家费用，泰康承担涨价风险 

挂钩养老社区产品“幸福有约终身养老计划” 

泰康人寿 泰康之家 

养老保险 养老社区 

养老财务规划 养老生活安排 

挂钩产品 乐享新生活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入住年龄 男60，女55（周岁） 

入住门槛 200万 

入住资格 
只有被保险人可以通过保单入住，在被保险人入住
的前提下，配偶和投保人的父母/配偶才能自费入住 

特色 

入住后，账户中的生存年金和红利只能用于支付房
租和居家费用，扣除费用后的余额只有在退住或身
故时才可以取现。 
设计了三档缴费与社区户型相匹配。 

亮点 
锁定居住成本：养老社区的房租和居家费用全由泰
康支付，泰康承担涨价风险， 

方式一 



泰康之家·申园 

评价：对泰康而言，将养老与保险紧密结合，创新金融+养老的循环模式；对客户而
言，泰康承担涨价风险，入住成本可以进行分摊并享受长期收益 

资金成本低：纵观泰康老年社区的

商业模式，保险只是个分红型的理

财产品，是募集资金的工具，给客

户的分红比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成本

要低很多。 

完善商业循环：募集到的资金用来

建设养老社区，老年社区建成后，

又拿老年社区去吸引更多的人购买

相关保险。 

风险由泰康承担：泰康模式将养老

居家与保险联系的最为紧密，提前

锁定居住成本，泰康将以保险方式

承受房租涨价的风险。 

入住成本分摊并享受长期收益：对

购买保险的客户而言，在资金在获

得收益的同时又享受到了相对便宜

的入住费用。 

 

企业层面 客户层面 



万科智汇坊 

万科独创的嵌入式养老会所，实现社区内部就近养老，小规模、轻资产运营的模式可
实现快速标准化复制；项目于2014年重阳节落户上海万科城市花园 

1 改建社区内原有的活动中心增补的养老机构 

2 嵌入式养老会所，实现就近养老 

3 小规模、轻资产运营，可实现快速标准化复制 



万科智汇坊 

简介：上海万科第一个社区嵌入式养老会所，位于七宝镇万科城市花园项目内，周边
集中了万科多个大型居住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会所，旨在为上海万科原有的小区内填补性增建

养老服务机构，这种形式的养老会所以“一碗汤的距离”为方向，

在为老人提供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的同时，在家庭生活质量的

提升方面也具有很大意义——既可以为老人和子女提供独立的生

活空间，又可以使老人不必离开子女和熟悉的生活环境。 



万科智汇坊 

功能定位：由小区内万科持有经营的活动中心改建而成，为城市花园老业主及周边老
年人以日托和全托的形式提供养老服务，填补原有小区内养老机构的空白 

智汇坊是万科自持的一块经营性用地，没有进入社区分摊，面积

不大，大约1200多平方米，但在其中做了许多尝试，包括全托制、

日托制，部分功能针对小区6000业主开放，比如基本身体测试

（血压、心肺功能等）、一日三餐提供健康的“地中海饮食”

（少糖少盐少油）。 

售楼处 
活动中心 
&瑜伽馆 

智汇坊 

功能演变 

智汇坊功能组成 

总建筑面积与投入 约1200㎡，改造投入约650万左右 

功能组成与布局 
西区一层为功能配套区，东区为两层八角亭
养老居住区 

养老设施规模 
可同时接纳20位老人的日间照料服务以及30
位老人的短期托付服务 

周边配套设施 
毗邻区域有两个网球场、距离300米处有一、
二期集中型商业中心 



万科智汇坊 

产品：东西分区设计，西区一层为功能配套区，东区为两层养老居住区 

  东为居住区，西为功能配套区； 

  东区：6间多人间（2-4人）、上网区、公共卫生室、日托休息区； 

  西区：复建区、休闲区、就餐区、洗衣房、沐浴室、理发室。 

布局特点 

西区：休闲区 

西区：就餐区 

东区：活动区 

东区： 

东区： 



万科智汇坊 

产品：东区养老居住区二层为隔层，10间10-15㎡单人间，两房共用卫生间（双侧开
门），公共功能区仅有活动区和洗物室，布局紧凑 

东区二层平面图 

  10间10-15 ㎡单人间沿墙布置，中间为活动区； 

  两个单人间共用 一个洗漱、卫生间，双侧开门； 

  公共洗物室与楼梯、电梯、消防间等设备集中分布在北面。 

布局特点 



万科智汇坊 

公共活动空间：集中在东区活动区，配有沙发、茶几和电视，比较宽敞；整体以灰色
和暖黄色为基调，为老人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交流空间 



万科智汇坊 

适老化设计：房间内设有推拉门入户、升降床与紧急拉环；卫生间内注重防滑，扶手
打造充分；沐浴室注重温控、防寒、防摔倒设计 



万科智汇坊 

养老服务与收费模式：日间托付和短期托付两种模式，按月收费 

服务类型 服务对象 收费模式 服务内容 

日间托付照料 
 针对有子女白天上班、家中无人

照顾的家庭提供长者“托管”服务。 

 月会员卡：1800月/人 

 月会员卡：4000/月/双人 

 计次卡：1800/30次（目前主要

的消费方式） 

 午、晚餐，常规健康监测（不治

病）、身体康复锻炼、休闲娱乐活动； 

 休息室（配有电视机、智能沙发

椅）。 

短期托付照料 

针对空巢家庭、家中有手术后、

病后需康复的家庭提供护理、康复、

健康管理和日常生活照料服务。 

 四人间（35㎡）：4500元/月/人 

 双人间（30㎡）：6000元/月/人 

 单人间（20㎡）：9000元/月/人 

 一日三餐、常规健康监测（不治

病）、康复护理、理发、洗发、沐浴、

身体康复锻炼、休闲娱乐活动； 

 休息房间配有升降床、柜子等设施。 

4点半学校  社区老人与小孩 99元/课时（目前处在试点阶段）  外教英语课 

娱乐活动  定期举办各类老年人感兴趣的书法、绘画、歌唱等活动 

 日间托付只要是提供老年人娱乐+餐饮的场所与功能，短期托付更偏重于护理照料 



万科智汇坊 

服务提供模式：主要提供日常生活照护服务，不具备专业看护等医疗保健服务功能 

餐饮服务 
由智汇坊（万颐物管）提供，30天90顿菜品不重样的餐饮计划， 一日三餐提供健康的“地
中海饮食”（少糖少盐少油） 。 

复健服务 
聘请街道医生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11点提供复健服务，在智汇坊复健室值班，仅体检、看
护，不治病。 

护理服务 
与专业培训机构易盟合作，聘请专业人士培训学员，合格后在智汇上班（隶属万颐物管），
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理发服务 
慈善理发团队上门理发 

四点半学校 
聘请复旦万科学校外教，智汇坊提供场地和教学用具。 



万科智汇坊 

运营模式：轻资产运营，共投入16名万科团队人员，由万颐物管独立运营管理；以智
汇坊为立足点，搭建标准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 

  智汇坊由万颐物管独立运营，只提供人员和管理，餐饮、保洁等服

务外包，轻资产运营模式。 

运营团队架构组成 

管理人员 

餐饮保洁等家政服务 护理照料服务 

2厨师+2保洁 8名专业护理人员 

4名 

16名万科团队人员 

以智汇坊为立足点，将在不同社区开设十家“智汇坊”连锁社区

嵌入式养老机构，为更多的社区长者提供标准的专业养老服务平台。 

四点半
学校 

长期照护 
立足智汇坊，

打造连锁平台 

日间托付 

居家护理 



万科智汇坊 

规模不大，主要服务于万科业主：开设在社区内，

目标客户是社区内业主；规模不大，仅设置50个床位。

在满足老人得到护理的同时还保证了老人在一个熟悉的

环境里，方便老人就近养老，也方便子女就近照看。 

成立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学校，输送护理人员：

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邀请日本资深养老护理专家及

一线专业护理人员，成绩合格结业者将由智汇坊推荐

为社区内有需求的业主提供服务。 

部分服务外包，降低运营成本：通过外包餐饮保

洁、两个单人间共用一个卫生间等方式，提高设施利

用效率，尽量降低运营成本，完成盈利目标。 

盈利模式清晰，按月收费，价格亲民：进行日渐

照料服务的老人2500元/月；托付照料的老人4500-9000

元/月不等的收费，主要依据服务的内容和所住房间来

决定。相较动辄上万月费的养老社区而言更加亲民。 

发展前景：采取小规模、轻资产运营模式，可在万科众多项目中落地实施，实现养老
服务机构的快速标准化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