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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为主多具备医养结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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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北京热门养老项目要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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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讨论孩子到底要交给谁照顾时，同时也在关注老年生活应该如何选择。
“银发经济”潜力巨大已经成为市场共识，养老地产更是被列为房地产行业的下一个增长点。不久前，
《广厦时代》报道了北京养老机构的分布情况，
超过 490 家养老机构里，
运营情况参差不齐，
而选择养老机构时，
客观条件制约很难进行多方比较。一些由开发商参与运营的养老机构，
收费
较高，
但仍被市场接受和认可，
究竟这些养老项目贵在哪里，
与其他养老机构有何不同？本期《广厦时代》带您探访北京及周边六大热门养老项目，
为您或家人选择养老项目提供些参考。

燕达国际健康城

北万光熙长者公寓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 22 号
规模：
建筑面积共 1.7 万平方米，
老年公寓 7000 平方米，
康复医院 1
万平方米。
开业时间：
2014 年 7 月
区域与配套：
北万光熙长者公寓位于朝阳区光熙门北里，原来为远方饭店的改
造项目，现由万科和北控通过股权合作方式共同经营。项目总建筑面
积 1.7 万平方米，
南北两栋，
南楼老年公寓 7000 平方米，
功能配套丰富，
包括康复医院、
院内花园、
空中花园、
餐厅、
医务室、
康复室、
书画室等。
据介绍，目前入住的老人平均年龄 85 岁，具备高龄、高护、高知特
点，
主要为半自理及不能自理的老人
设施与服务：
光熙长者公寓的每个房间都进行了适老化设计，方便老人的居住
与康养。在服务上，光熙长者公寓实行个性化服务，老年公寓可以提
供日常照料、健康护理、医疗护理等全方位服务。
在老人的健康管理方面，光熙长者公寓采用四级老人健康管理模
式，由护工、护理员、护士、医生分别为老人提供关怀助老服务、生活照
料服务、健康护理服务和诊断治疗服务等。同时，机构会对入住老人
定期进行健康生活、医疗及护理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定制日常生
活、健康教育、饮食、心理等医护养方案。
同时，光熙长者公寓的服务范围不局限于入住老人，项目的养老
照料中心与街道三个养老驿站共同协作，引进中医养生理念，积极探
索医养结合工作，
辐射香河园街道 9 个社区，
为辖区内近 1.3 万 60 岁以
上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户型与产品：
据介绍，光熙长者公寓采用的是普通月费制的养老模式，项目设
置三种房型，主要为双人间和单人间，主力面积在 23-30 平方米，采用
酒店式设计风格，
注重每套房间的适老化设计和医疗功能设计。
智能化设备、适老化家具家电、紧急求助、无障碍设施、圆角设计
等，均为老年人在此的生活提供了便捷与安心。以智能化设备为例，
智能窗帘可让老人一键按钮调节透光度去适应不同天气下的室内环
境，规避老人跌倒风险。无线呼叫器，能够让老人随时随地呼救，在第
一时间内得到救助。同时，屋里配备高清红外摄像头并连接家属手机
客户端，
保证长者安全的同时也让子女更放心。

收费模式
收费类型
床位费

护理费

费用
套间：
19800 元/月
单人间：
6200 元/床/月（阴面）；
7800 元/床/月（阳面）
双人间：
3500-4200 元/床/月
自理：
1500 元/床/月
半自理：
3000-8000 元/床/月
不能自理：
8000-15800 元/床/月

餐费

1500 元/月

押金

8 万/床

老年餐桌：
早餐：
6 元/餐；
午餐：
19-25 元/餐
居家服务费 晚餐：
7 元/餐；
助浴：
100 元/小时
助医：
按《北京市医疗服务统一收费标准》执行

首开寸草学知园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一区甲 12 号
规模：
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300 平方米
开业时间：
2017 年 6 月
区域与配套：
首开寸草学知园也是一个由老旧建筑改造而成的项目，该项目是
由首开集团与知名养老品牌寸草春晖、北京福睿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合
作成立的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打造，是寸草春晖品牌系列
中中高端养老的代表。
由于地处北四环中部，该项目周边医疗资源极为丰富，中日友好
医院、安贞医院、解放军三〇六医院、亚运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航空总医院等开车 10 分钟左右均可
到达。
设施与服务：
首开寸草学知园养老院拥有内外两个小院及屋顶花园，不仅为老
人提供了宽敞舒适的活动空间，也丰盈了老人的精神世界。项目对不
同类型老人采用分楼层照料，一层为半自理楼层，二层为失智照护楼
层，三层为全护理楼层，四层为办公楼层。每个楼层功能设置不同，其
中，
生活用房占比 39%，
医疗保健用房 3%，
公共活动空间 29%。
该项目养老设施配备完善，除居住护理区外还配有运动康复区、
公共活动区、营养配餐区、屋顶平台等公共活动空间。项目服务对象
主要定位于知识型老人，打造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寸草春晖
社区养老模式”
。
对于能够自理老人，该项目除了日常的生活起居照料之外，每月
一次身体健康状况仔细评估，给予精神关怀、心理督导服务，日常测血
压等。对于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项目则会根据老人的具体情况
给予功能锻炼、语言障碍的给予训练语言功能、口腔护理、皮肤护理、
泌尿系统护理、褥疮换药……建立个性化健康管理档案。
户型与产品：
相对其他开发商参与的项目，首开寸草学知园规模较小，项目设
置单人间 20 间、双人间 10 间，单人间面积 11-16 平方米，双人间 1822 平方米，
全部采用适老化和无障碍设计。
具体来说，户型采用上滑轨平移门、卫生间推拉门，便于坐轮椅老
人通行中开门、关门，防止老人跌倒后开门困难延误施救。房间采用
整体式固定家具，提供适老化收纳空间，更好地解决老人物品存放的
问题。另外，公共卫生间以及老人居室内卫生间均采用整体卫浴，方
便老人生活。

收费模式
收费类型

乐成恭和苑

地址：
北京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 92 号
规模：老年公寓建筑面积 25000 平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
3000 平方米
开业时间：
2012 年底
区域与配套：
乐成恭和苑位于 CBD 核心区。2013 年，该项目从政府获得第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发展医养结合，成为北京首个医养结合试点
项目，定位升级为都市医养结合型医养综合体。据该项目内部人员介
绍，目前双井恭和苑入住约 300 位老人，房间入住率基本在 95%以上，
平均年龄 87 岁，其中半自理老人占 37%，自理老人占 62%，非自理老
人仅 20 位。
设施与服务：
与其他养老项目相比，恭和苑在公共设施上优势明显，其中房间
面积与公共配建的面积占比为 1：1，单床面积 58 平方米/床，为老年人
提供长短期照料和专业护理服务。
项目整个养老设施分南楼和北楼，北楼共 4 层，顶楼为空中花园，
南楼为 13 层。一层为公共活动区；二层半层为失智专区，半层为公共
活动厅；
三层部分为护理专区，
部分为半自理专区；
5-7 层为半自理区；
8-15 层为自理区。
据项目内部人士介绍，恭和苑的硬件设施为丰富老人生活提供了
便利，如一层公共活动区设置的台球室、棋牌室、音乐室、免费老年课
堂等，为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多种色彩。老年健康活动中心现作为体验
中心，并平均 1-2 周就举行一次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工艺品制作、书
法、画画、舞蹈、棋牌游戏等。
户型与产品：
在户型设计上，户型设计丰富，以开间为主，配建少量一居，开间
面积集中在 29-40 平方米之间，每间房配备卧室、卫生间及全套家具
电器。大的户型内还配备了衣帽间、开放式厨房、客厅、保姆房、储藏
间等。
目前该项目收费采用的也是普通的月费模式，采用以医促养的经
营方式，以折扣方式进行定价，后期方面收费体系的整体调整。同时，
该项目也会根据老人的情况进行评估，
以此确定老人的护理费用。
目前该项目整体的看护比在 1：3 到 1：4 之间，将老人划分为活力
老人、半自理老人和非自理老人，
非自理老人看护比在 1：
2 左右。

收费模式
分项

自理老人 失能老人 失智老人

总体消费区间
小开间
双拼开间
房间费

大开间
一居室

9800-30000 元/月

单人住

8000 元/月

单人住

11000 元/月

双人住

12800 元/月

单人住

11000 元/月

双人住

12800 元/月

单人住

17000 元/月

双人住

18800 元/月

一次缴一年

95 折

居住费趸
一次缴两年
交优惠
一次缴三年

单人间：
6000-6500 元/人/月
双人间：
5000-5500 元/人/月

护理费

2800 元-10000 元/人/月

餐费

1500 元/月

押金

本地 8 万元/床，
外埠 10 万元/床

泰颐春养老中心

地址：
北京南四环宋家庄地铁站西侧 200m（榴花路 2 号院 1 号楼）
规模：总建面 15000 平方米。地下面积约 5800 平方米，地上面积
约 9200 平方米
开业时间：
2017 年 10 月
区域与配套：
泰颐春养老中心是近期较为热门的养老机构之一，该项目聘请了
台湾著名养老机构双连安养中心负责筹建和运营指导，落成后吸引了
很多养老产业的业内人士前往参观。
据了解，该养老中心内部还设置医务室与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立直接医保关系，同时与北京第二医院进行了战略签约，建立了
三级医疗体系，
共同推动医养结合，
共享医院与养老院之间的资源。
设施与服务：
泰颐春养老中心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均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周燕珉工作室主持完成。项目整体采用“回”字型平面布局，建筑内部
自然形成了回游动线，使老人居室和公共空间联系到一起。
“回”型内
部的“口”字型内庭院，则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供老人开展各种活
动。另外，这样的平面布局可以节约人员动线，使服务人员在护理老
人时流线可以回转，
减少了人工成本。
该项目主要针对于失能、失智型老人，兼顾少量健康独居、长寿老
人养老需求。但目前入住的还是以健康老人为主。
户型与产品：
该项目户型设置丰富，以单人间和双人间为主，为独居老人、老年
夫妇、同伴好友 3 类老人设计了单人间、大双拼、小双拼、双人套间、双
人标准间、豪华双人套间、豪华双套、四人间等 7 种户型，
满足不同需求
和不同收入老人的需求。
户型套内设计依据不同的老人状况，设置不同的功能区域，典雅
式居家风格，考虑老人私密性，注重隐形适老化设计。每个房间都配
有液晶电视、冰箱、中央空调、独立新风净化系统、地板采暖、24 小时热
水供应等生活设施；每个床位均装有医护对讲系统，卫生间安装紧急
报警系统，楼层护理站和控制中心联动反应，确保护理人员第一时间
到达老人身边；
同时，
楼内公共空间和室外活动区域实行 24 小时监控，
时刻关注老人的健康和安全。

收费模式
收费类型

餐饮

60 元/日/人
无

80—220 元/日/人（需
要经过专业评估方可
确定）

费用

床位费

单人间：
9800 元/间；
豪华间：
3 万/间
标准双人间：
13800 元/间；
四人间：
7800 元/人
小双拼：
22000 元/间；
大双拼：
30000/间

护理费

自理：
1500 元/人/月；
半自理：
3000-5000 元/人/月；
不自理：
5000-8100 元/人/月

89 折
5 万元/人（离院无息奉还）

护理
费

床位费

92 折

押金

费用

餐费
应急保证金

1800 元/月
4 万元（民政局监督）

地址：
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思菩兰南路燕达国际健康城
规模：
占地面积 1200 亩，
总建面 180 万平方米
开业时间：
2011 年 8 月
区域与配套：
燕达国际健康城位于燕郊经济技术开发区思菩兰南路，是一座集
医疗、教、研、养老、养生、康复为一体的、超大规模的医疗健康和老年
养护基地。
设施与服务：
燕达国际健康城的各项服务均依托项目内的设施。项目内设的
燕达国际医院是一座按 JCI 标准设置的三级综合医院，是三河市唯一
一家三级综合医院，同时也是三河市医保定点医院、新农合医保定点
医院、环球医疗救援定点医院。
另外，主要承载养老功能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设置床
位 12000 张，
总建筑面积约 64 万平方米，
分两期投资建设，
一期建筑面
积 15 万平方米，投入使用床位 2300 张。养护楼根据入住宾客的健康
状况，
分别设置自理、半自理、非自理区域。
户型与产品：
由于该项目规模较大，户型、产品的设置也比较丰富。项目的家
居式养护楼部分主要针对自理老人，按照家居式花园洋房格局建造，
每栋家居式养护楼均为 12 层，
分 3 个单元。每栋楼为一个独立的健康
养护区域，
并设有 1 个医护组，
负责入住宾客的诊疗康复和健康管理工
作。户型包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面积为 66 平米和 70 平米两种），二
室二厅一厨一卫（面积为 86 平米），三室二厅一厨二卫（面积为 123 平
米），
内部装修分为中式、东南亚式、欧式等不同的风格。
宾馆式养护楼针对半自理及非自理老人，每栋楼设置一个医护
站，每层设置一个养护组，为老人提供医、护、养一体化健康养护服
务。宾馆式养护楼则包括单间一卫（即标准间，面积为 36 平米），一间
一厅二卫（即两套间，面积为 72 平米），二间一厅二卫（即三套间，面积
为 108 平米）三种户型，
温泉、氧气入室。

收费模式
收费类型
自理级

费用
单人住：
4580 元-8064 元/间；
双人住：
5700-10080 元/间

半自理级

4000-12200 元/人/月

非自理级

6800-14000 元/人/月

非自理（特
9900-15300 元/人/月
护）级
餐费

900-1500 元/月

押金

半自理 20000 元，
非自理 30000 元

康宁津园：

地址：
天津静海县团泊新城西区健康产业园
规模：
占地 500 亩，
总建面 25 万平方米
开业时间：
2015 年 8 月
区域与配套：
康宁津园是由政府引导，由天津市旅游集团开发建设的大型养老
机构。项目位于天津静海县团泊新城西区健康产业园内，毗邻正在规
划建设的天津第三中医附属医院、天津国际医学城、天津医科大学、天
津中医药大学。总建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总投资 30 亿元，其中，养老
社区 25 万平方米，
设计户数 2000 余套，
规划居住老年人 4500 余名。
设施与服务：
康宁津园参考了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的现代化养老模式，
打造集全龄化社区、全模式养老、全程持续照护为一体的“三全”社区，
将机构养老、集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三种模式融于一体，包括养老公
寓、护养院、医院、中央厨房、文化娱乐健身、康复理疗中心、温泉疗养、
食堂、超市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可为老年人提供自理、介助、介护一
体化的持续性养老服务。
为了保证园区内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康宁津园与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合作建立一所以健康管理和老年病诊治为特色的综合医院——
静海泊泰医院，创造了“三流程定制式”的健康管理模式，为老年人提
供健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干预等个性化的服务，每位老人均有健康
秘书、保健医生呵护健康；构建“小病不出楼，常病不出园，大病直通
车”
的三级医疗体系，
为园区内的老人提供健康医疗保障。
户型与产品：
与其他项目不同，康宁津园包含两种产品，公寓和养护院。公寓
采取销售会员卡配合服务年费的运营模式，养护院采用月费结合服务
费的模式。
项目户型主要包括 50-70 平方米一居、90 平方米两居和 110 平方
米三居，户内提供彩电、冰箱、洗衣机、电热水器、空调、电磁炉、微波炉
等全套家用电器，每月赠送一定额度的水、电，满足日常基本生活需
要。床头、卫生间等处安装紧急呼救拉绳，
供老人遇紧急情况时使用。

收费模式
类目

费用

会员费

一居：
53-73 万元；
两居：
103-130 万元；
三居：
150 万元

服务费

活力老人人均 2100 元/月

餐费
护理院护理费

800-1000 元/月
5000-12000 元/月
本版文/门庭婷
部分资料来源：
昱言养老工作室

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迎来首艘境外游艇
11 月 30 日下午 4 点，香港籍意大利产“142752”号游艇塞莎
FLY 21 Gullwing，缓缓停靠在雅居乐清水湾游艇码头。伴随着该
游艇到达，海南接下来也将在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开展国内游艇
业真正意义上的首个自由行试点。游艇自由行是针对境外游艇进
出境而言，担保金较高，这极大限制了游艇旅游活跃程度。因此，
在境外游艇入境时，
游艇方免缴高昂的担保金，
而是由游艇会业主
代缴，
即企业总担保，
成为游艇自由行的关键环节。
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作为海关服务企业，直接为境外游艇提
供入境担保，
将大大降低境外游艇进入中国的门槛，
促进境外游艇
到访中国，
增加游艇旅游人次，
这也是中国游艇产业融入全球游艇
产业的重大历史性举措，是雅居乐集团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游艇
特色小镇事业，
为游艇产业做出的贡献。
雅居乐地产集团海南云南区域副总裁简毓萍表示，发展游艇
产业，需要更大基数的消费人群。雅居乐清水湾致力于推动游艇
的平民化，要让大众对游艇摆脱“高端、奢华”的传统认知，让帆艇
运动更加贴近生活。
可以预见，
不久的将来，
雅居乐清水湾游艇在海南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中国（海南）特色游艇小镇，
成为服务
世界中高端人群的海洋度假生活平台，
为国人奉上完美的海洋
“第
二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