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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是人们定义幸福的
一大标准，但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
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
高的国家之一，要实现“老有所养”任
重而道远。

养老
将走向更多元供应

按联合国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
区 60 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
10%，或 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 7%
时，就应该被视作进入老龄化社会。

公开资料显示，在1999年时，我
国 60 岁 以 上 人 口 就 已 达 到
10.3%。到2017年，中国60岁以上
的老年人口达2.14亿人，占总人口的

17.3%。根据测算，我国老龄人口的
比重将在205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
预计将达到约5.07亿人。

在老龄化加剧的同时，我国青壮
年人口将可能出现快速下滑态势，传
统的家庭赡养式的养老模式将面临
巨大考验。

纵观当前国内养老产业，最突出的
问题就是供给不足，养老机构床位数缺
口巨大。若按照“每百名老人5张床位”
的国际标准计算，到2020年，我国各类
养老床位缺口达570万张。

市场力量
未来的生力军

国家近年来十分重视养老产业

的发展，密集出台了多个重要文
件，对养老服务标准、养老服务市
场放开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说
明。

2017年 3月，国务院发布《“十
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
健全。

近期，国家又对养老产业发展
的方向作出进一步指导，强调养老
服务将由政府提供为主，逐渐转为
由市场提供为主，公办民营、民办
民营将成为未来养老服务提供的
主体。

最新动态》》 龙湖进军养老产业并在渝推出首个项目
去年12月，市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明确“深化
改革，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降低
准入门槛，放宽投资准入，深化审批流
程，精简审批手续等，鼓励社会力量投
身养老。

市民政局的信息显示，到2020
年，重庆养老服务市场将全面放开，政
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将不超过50%，
全市将新增社会办养老机构200家，
新增床位将达到2万张。

基于这个大背景，我市积极开展
养老新模式的探索。9月11日，福布
斯全球500强企业龙湖集团，在重庆
举行“椿山万树”品牌发布会，宣布其
进军养老产业的首个项目——椿山万
树·重庆新壹城颐年公寓正式亮相。
这也是我市首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经
营的高端养老机构。

养老公寓 陆续走进城市中心

与传统养老机构一般都位于风景
优美的城市远郊区不同，首个龙湖颐
年公寓，位于九龙坡区科园四路的龙
湖新壹城2号楼，整栋楼都是龙湖的
自持物业，2号楼的1-9楼，是龙湖颐
养公寓项目的所在地，9楼以上至17

楼，则是目前在长租公寓市场上颇有
影响的龙湖冠寓。

从区位来看，这里位于重庆城市
繁华商业区之侧，与龙湖新壹城项目
的住宅、商业、长租公寓等多元业态和
谐共生。

“在城市中心，能保证老人和子女
‘一碗汤的距离’。”这是新壹城颐年公
寓强调的养老体验，意思是说老年人
在此养老，可以不脱离城市群和原有
的生活圈，可以延续原有生活的轨迹、

生活习惯，与子女家的居住距离不远
不近，煲好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烫不
凉。

新型养老 软硬件设计大提升

在“椿山万树”品牌发布的当天，
龙湖颐年公寓养老居室的样板间及部
分公区配置也同时亮相，极致的人性
化与适老化细节，令到访者印象深刻。

颐年公寓有餐厅、理发室、公共活

动室，医疗区和康复区等公区配套，屋
顶还有老人专属的楼顶花园。

房间采用全域新风及地暖，这在
重庆养老机构里也是第一次。还配
置了冰箱、电视、小型洗衣机、书桌、
衣柜等设施，地板全部采用纯实木地
板，公区采用防滑地砖、围栏加高以
降低跌落风险，卫生间配备智能坐便
器，高度设计也照顾了轮椅的使用者
等等。同时，这家养老公寓更在试水

“智慧养老”——在运营期间，根据需
求，护理对象的睡眠质量可以远程在
后台监控，同时这些信息家里的子女
也可随时在手机上得到；居住在此的
长者，可实现移动定位通知，以防走
失……

据介绍，龙湖颐年公寓的运营手
册有700多页，形成了医护体系、照料
体系、餐饮体系、社工体系，四大服务
体系。比如餐饮服务，营业专家是聘
请的韩国专家，营养餐由原星级酒店
大厨主理。

更为引入注目的是“智慧养老”概
念的引入，不同于急呼叫等常见系统，
龙湖颐年公寓由全国知名专家赵良羚
领衔研发了专业评估系统，加上龙湖
集团整体智能化优势，建立了营养健
康服务系统、风险防范系统、整体运营
管理系统等构架。

从重庆到全国 龙湖继续布局

接下来，"椿山万树"在重庆还将
根据市场需求，持续布局颐年公寓、社
区照料中心、持续照护养老社区和居
家养老等四大产品类型，以全业态的
产品结构辐射多元养老需求。在打造
品质空间的同时，椿山万树持续创新
运营模式，建立医护体系、照料体系、
餐饮体系、社工体系等四大服务体系，
在颐年公寓为客户提供十大品质服
务，全方位关照长者健康养老需求。

重庆是龙湖养老走向全国的第一
步。目前，椿山万树将率先在重庆、上

海、成都、北京等一二线城市布局健康养
老服务空间。未来，龙湖养老将围绕“全
国化布局，规模化发展”的思路推进，以
北京为核心辐射环渤海华北市场，以上
海、杭州为核心辐射长三角市场，以粤港
澳大湾区为核心辐射华南市场，以重庆、
成都为核心辐射西南市场，逐步布局杭
州、南京、厦门、广州、深圳等8-10个城
市，在国内全面落地养老业务。

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龙
湖等大型民营企业，以及社会各方力
量的陆续进入，将成为我国的养老产
业的发展的重要助力。

徐梅 图片由龙湖集团提供

养老多元化探索 全新市场机构正陆续加入

如何实现“老有所养”，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我市首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打造养老品牌“椿山万树”面世

龙湖颐年公寓养老居室的人性化与适老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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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16日，重庆市市长国际经
济顾问团（下称市长顾问团）会议第十三
届年会将在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
这场“思想与交流”的盛会中，唱主角的
自然是跨国公司的“顾问”们。

市长顾问团年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十
二届，不少顾问成了重庆的老朋友。重
庆日报记者对历届市长顾问团年会顾问
进行了梳理，发现老朋友还真不少。

年会发起人
——热拉尔·梅斯特雷

2006年9月，首届市长顾问团年会
正式举行。首届年会，不仅正式成立了

“市长顾问团”这一市长的跨国智囊团，
也正式建立了顾问团年会制度。市长
顾问团年会的发起人，是市长顾问团成
员之一的热拉尔·梅斯特雷。

热拉尔·梅斯特雷在2008年7月，
正式被任命为法国苏伊士集团的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在2000年与2002年，
他分别担任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团
顾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顾问委员会
特别顾问，有丰富的建言献策经验。

2005年，热拉尔·梅斯特雷向重庆
市政府提出组建市长顾问团的建议。

热拉尔·梅斯特雷认为，当时重庆已逐

步成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城市，城市建设规
模、投资环境都在不断扩大与完善，但就知
名度而言，还远不如北京、上海、香港等城
市。因此，他提出了为重庆市长组建国际
经济顾问团的倡议，希望能够以苏伊士集
团在世界的知名度及遍布全球的业务，向
各国大力推介重庆，并集中世界大型企业
的先进经验及建议，为重庆的国际化发展
出谋献策。

作为发起者，热拉尔·梅斯特雷自然
是市长顾问团的年会“常客”，已举行的
十二届市长顾问团年会中，只有第七届
年会他因故未能出席。在本届年会，他
依旧将出席活动，为重庆发展出谋划策。

积极参会者
——各年会主席

市长顾问团每届都会设置一名执行
主席，如一、二届执行主席为热拉尔·梅
斯特雷，十一届执行主席为怡和控股行
政总裁班哲明·凯瑟克。

同时，市长顾问团也设有年会主席，
今年的年会主席便有奥特斯监事会主席
汉内斯·安德罗施、三井住友董事长宫田
孝一等人。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年会主席每两年换届一次，在职期间，将
承担一定的任务。比如，在圆桌会讨论
时，要主持专题讨论，也要对现场进行一
定的把控。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担任市长顾
问团年会主席的成员，多是积极参加市
长顾问团年会的“活跃者”。

像野村证券董事长古贺信行，早在
2006年市长顾问团成立时，便是顾问之
一。迄今，已举办的十二届市长顾问团
年会中，他除了上一届因故未能来渝外，
其余每届均有参加。今年年会，他将再
次来渝。

再如霍尼韦尔全球高增长区总裁沈
达理。他也是市长顾问团最“老”的成员
之一，除了第十届、十二届未亲自参加年
会外，其余均是本人到场，今年年会他将
再次来渝。值得一提的是，沈达理曾两
次用中文写下对重庆的祝福：一次为简
单的祝福，“愿重庆的明天更美好”；另一
次则写下100余字，盛赞重庆是“一个充
满生机、活力与希望的城市”，同时表示
相信“重庆的明天会更加灿烂辉煌”。

五十铃会长细井行在某种程度上可
称为“全勤”。他于第五届年会接替前任
会长加入到市长顾问团中，其后每一届
均是本人到渝参加年会。在今年已确定
的参会顾问名单中，细井行依旧在列，保
持着自己的“全勤”记录。

专题策划者
——德勤公司

每届市长顾问团年会，都有一个重

要元素，便是“主题”。
围绕主题，每届市长顾问团年会又

会细分为几个专题。比如去年的主题为
“重庆自贸试验区——探索、开放和创
新”，其中，“探索”“开放”与“创新”各为
一个专题；今年的主题为“重庆智能化之
路：方略与举措”，其专题分为：“智能化
引领城市发展”“智能化助力产业升级”

“智能化应用以人为本”。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届市

长顾问团年会时，其秘书处都会提出
几个下届年会的备选主题，再由顾问
团成员讨论决定最终主题。随后，组
委会会把主题分为不同专题。从第五
届年会开始，这些专题的策划者，都由
市长顾问团的咨询顾问企业德勤公司
负责。

据介绍，德勤公司会先对已确定
的主题进行“深化分析”。比如，结合
主题与重庆之间的关系、各顾问企业
与主题间契合度等，再策划不同的专
题。随后，德勤公司再根据各顾问企
业的情况，把他们“归”到不同主题
中。如此一来，顾问们在论文准备时，
会更加容易；年会期间，顾问们的发言
也会更具有针对性。

“德勤公司本就是世界著名的咨询
公司，由他们来负责策划分类专题，会更
专业。”该负责人称。

市长顾问团年会已成功举办十二届

他们成了重庆的老朋友
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迎 接 市 长 顾 问 团 年 会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9月12日从重庆东赢恒康
控股集团了解到，东赢恒康旗下美
天科技近日与中国电信、华为公司
携手，共同推动了全国首个城市级
智慧停车领域的物联网技术应用项
目在黔江区落地。

该项目在采用的地磁产品中嵌
入了基于华为的NB通讯模块，并通
过中国电信的NB网络基站进行通
讯传输，利用NB-IoT（即窄带物联
网技术）具备覆盖广、低功耗、低成
本、大规模连接等特点，高效解决黔
江区1648个路侧停车位的管理问
题。未来，三方将携手深耕智慧停
车领域，共同打造美天智慧停车物
联网生态通畅工程。

东赢恒康控股集团常务副总裁
孙耀波表示，停车难、行车难已成为

市民出行的痛点，但停车难有“真
难”和“假难”之分。真难就是车多
位少，中国大城市普遍的停车位缺
口在50%以上；假难就是车位资源
缺乏信息化技术管理，无法向用户
及时提供车位引导服务。针对上述
问题，美天科技将在静态交通（智慧
停车）和动态交通（智能红绿灯）调
控方面发力，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均
衡路网内交通流，力争将城市交通
通畅率提升20%。

“在首届智博会上，美天科技推
出的智慧停车方案受到了参展客商
的广泛关注。”孙耀波透露，未来两
到三年，美天科技将在全国落地30
个地级以上城市智慧停车项目，实
现运营车位50万个，力争成为国内
智慧交通、智慧停车行业的领军企
业之一。

全国首个城市级智慧停车
物联网技术应用项目落户黔江

智汇八方 博采众长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12
日晚，长安汽车首款插电式混动
SUV—CS75 PHEV正式上市，综合
补贴后全国统一售价为 165800-
196800元。

该车拥有多种先进科技，以及
丰富的智能及安全配置。在“三电”
领域，CS75 PHEV拥有先进的插
电混动技术，新车搭载前、后双电
机+1.5T发动机组，在混动模式下可
输出最大功率255千瓦，最大扭矩

605牛米。该车搭载可在滑行及制
动时进行能量回收的智能系统，会
根据不同驾驶情况，选择不同的油
电组合策略，从而实现电量平衡和
电动性能的最佳发挥。据测算，该
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800公里，综
合油耗低于5.5L/100公里。

在智能安全系统方面，CS75
PHEV搭载ACC with Stop/Go全
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智能
并线辅助、代客泊车等多项系统。

搭载多种先进科技

长安首款插电式混动SUV CS75 PHEV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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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巫山县红椿土家族乡
红椿村高山蔬菜种植基地，村民在采
收莲花白。近年来，红椿土家族乡充
分利用地理优势，在海拔1800余米的
红椿村等地种植高山蔬菜，使其成为
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高山蔬菜
富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