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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产界再现强强联
合新案例。

4月10日，河南天伦集团
总裁兼地产集团总经理冼振
源和郑州万科总经理蔡平的
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当天，
天伦地产和郑州万科共同开
发东赵合村并城项目合作签
约仪式在郑州举行。

双方表示，在未来的合作
中，将强强联手致力于为广大
客户和消费者打造国际标准
的智能化居住区，努力开拓市
场，共赢未来。“此项目的建
成，不仅会对改善东赵村人民
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作出
应有贡献，也会对当地经济发
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天伦
地产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合
作的东赵项目位于惠济区绿
源路以南、桂圆路以西、北四
环路以北、东风渠滨河路以东
合围区域，具备良好的交通和
地理位置优势。

天伦地产成立于1997年，
拥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此
前曾成功开发过琥珀名城、星
钻、水晶城等项目，已成中原
低密度地产的领军品牌。作
为合作另一方，万科是国内首
家年销售额超千亿的房地产

“一哥”。携“让建筑赞美生

命”的核心理念和产品核心价
值观，通过推行住宅产业化、
绿色物业服务、低碳建筑等,
万科传递了一种对自然、对社
会、对自己与众不同的理解和
尊重,并引领着一场场地产业
的居住革命。

“选择靠谱、实力的合作
伙伴强强联合，已经成为万科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地、
中粮、首开、东亚以及百度、腾
讯等知名企业，都成为万科合
作伙伴。万科作为对品质严
格把控的开发商，除了对自身
的严格要求以外，对于合作伙
伴也是精挑细选。”一位观察
人士表示，“天伦和万科拥有
较强的互补性，双方资源若充
分发挥，有望成就中原地产企
业合作新典范。”

事实上，近年来，全国范
围内，房地产企业之间合作之
风日盛，尤其是一些大牌房
企，如万科、保利、金融街、融
创、绿城等房企巨头选择与自
己同级别房企联手，以形成更
加强势的企业联盟。中原房
地产同样不乏合作开发案例。

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复
杂的房地产形势下，品牌房企
联合拿地、合作开发正在成为
房企互相借力、分散风险的双
赢选择。

天伦地产联姻万科
□本报记者 万军伟

各路资本追逐河南养老地产
□本报记者 傅豪 古筝 文 李文波 摄影

核心提示 4月11日，总投资130亿元的河南空港生活养老服务基地项目落户许昌。房产黄金时代已过，白银时代到来，房企跨界经
营养老地产成为风向。地产行业转型风口下，养老地产虽“钱景”广阔，却依然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

“银发经济”催热河南养老地产

总投资130亿元的河南空
港生活养老服务基地项目落户
许昌。4月11日，项目签约仪式
在许昌市迎宾馆举行。

签约仪式上，许昌市人民政
府与河南省机场集团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昌市东城
区管委会与河南省机场集团民
航地产签订了《河南空港生活养
老服务基地项目合作实施协议
书》。据了解，河南空港生活养
老服务基地项目位于京港澳高
速以东800米的许东新城起步
区，总占地面积3200亩，用地规
划建筑面积458万平方米；其中
一期用地650亩，投资40亿元。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河
南空港生活养老服务基地将致
力打造社会化养老、社区化养
老、家庭化养老“三化合一”的国
内领先养老示范基地，填补全省
新型养老模式的空白。

目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迅猛发展，“银发经济”将催生
巨大的老龄产业市场需求。据
中国社科院老年研究所测算，目
前中国养老市场的盘子约4万
亿元，到2030年有望增加至13

万亿元。中国的养老地产市场，
正成为房产商及投资者的潜在
开发领域。

而在河南，养老产业的市场
缺口是很大的。据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河南60岁以上
人 口 占 12.72% ( 全 国 为
13.26% )；郑州市民政局调查显
示，全市860多万常住人口中，
60 岁以上的人口已突破 100
万。

而郑州的养老院还不足40
家，其中公办养老院仅3家，全
市养老院床位只有5000多个，
这样算起来郑州市养老床位仅
占老年人口的0.5%。

这个参数不仅与发达国家
5%～7%的比例、发展中国家
2%～3%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也远低于全国1.59%的水平，因
此，市场对养老机构和养老地产
的需求巨大。

资本逐利，盯上河南养老地
产这块肥肉的各路资本已经蠢
蠢欲动。在去年郑州亚布力论
坛上，复兴集团相关负责人曾向
大河报记者表示，已经考察了河
南多个城市，并有意在洛阳投资

开建养老地产项目。
河南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

许中力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协
会旗下的老龄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将陆续投建40个老年公寓，
覆盖全省18个省辖市。另外，
去年老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6个项目，将在驻马店、洛阳
两地分别打造养老产业示范性
基地和生态农业文化养老产业
园，与漯河市政府共同开展漯河
市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规划和建设工作，前期主要围绕
河南省养老职业教育学院及全
国养老服务业的产品生产基地、
综合性养老康复中心等规划进
行项目合作开发建设。

除了省内外的投资，河南养
老地产还吸引着国外资本。在
去年我省举办的服务业产业大
会上，日本最大的健康养老产业
集团，日本元气村集团会长神成
裕先后与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
院和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签约
项目。元气村集团相关人士也
曾表示，如果签订两项目运行良
好，将进一步深化合作，进军河
南养老市场。

养老地产政策逐渐配套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养老产业专项债券发行指引》
放宽了企业发行养老产业专项
债券准入条件，包含了发行养老
产业专项债券的城投类企业不
受发债指标限制；募集资金占养
老产业项目总投资比例由不超
过60%放宽至不超过70%等。

《指引》中指出，要加大企业
债券融资方式对养老产业的支
持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
支持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等服务的营利性或
非营利性养老项目发行养老产
业专项债券，用于建设养老服务
设施设备和提供养老服务。

2014年4月17日，国土资
源部颁布《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
导意见》，在养老服务设施的土
地规模、用地性质、建筑面积等
方面都提出了细化意见。《意见》
指出，一方面地方政府可将养老

产业作为政绩，另一方面，为鼓
励各种主体的投资，保险资金不
能进入住宅开发领域，但可以进
入养老地产。可见，政府已经看
到了养老地产发展背后存在的
问题，那就是鼓励和发动更多的
社会资本和私营机构参与解决
养老问题，投身养老产业。

因为普通的养老地产项目
是一个福利事业。没有政府对
福利设施的投入，没有保险资金
的支持，养老产业是发展不起来
的。要给企业进入提供盈利的
空间，开发企业才敢于进入。

在今年河南公布的首批
PPP项目中，就包含了3个医疗
和养老服务类项目，总投资额
37亿元，说明河南已经开始运
用财政资金和PPP作为杠杆撬
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养老。

省民政厅也在近日发文，明
确了2015年我省老龄事业发展

任务部署，加快推进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养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步伐。其中就包括加大福彩公
益金投入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
入养老服务业，以奖代补进行资
助扶持，推动养老项目建设。

不过，作为新兴的地产业
态，养老地产也面临着一些政策
瓶颈。“是商业地产，还是保障房
地产？目前，养老地产定位不清
晰，所以在项目融资，税费减免，
城市养老用地规划等一系列问
题上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河
南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许中力
说。

业内人士指出，以持有为
主的养老地产前期投入大，投资
回收期长，一方面银行不乐意贷
款，另一方面政府划拨土地不允
许抵押融资，企业往往面临很大
的现金流压力。

目前还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

我国养老产业是从计划经
济条件下专门照顾“三无对象”
而设立的国家福利设施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而我国传统的
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

当前，伴随经济发展、人
口老龄化，家庭和政府适应新
情况下的养老压力已捉襟见
肘，于是更好的办法便是诉诸
市场，动员市场来提供养老服
务。

养老地产则是“养老+地
产”的复合商业模式，养老具有
福利性，地产则是营利性，如何
将二者有机结合，探索出清晰
商业模式？

据河南住建部门相关人士
介绍，目前中国房产协会专门
成立的老年住区委员会，集结
了政府、房产市场、专家学者等
各方力量，致力于探索出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地产商业
模式，但目前国内整个养老产
业也无成熟模式可借鉴。

而受到我国传统家庭养老
模式影响，老龄人更喜欢与年
轻一辈住得更近，养老地产的
未来趋势是以住宅提供适老化
改造以及养老服务的轻资产模
式，而非重复新建更多地产项

目。所以，服务才是核心。
业内专家指出，对于大多

数老年人及家庭成员是否会去
购买昂贵的养老地产是个问
题，事实上，房企应该通过服务
而非地产实现盈利。养老地产
不应依靠房产销售收入，而应
更多关注后续的老年服务业、
老年医疗保健业、老年用品业、
老年旅游业、老年娱乐文化产
业、老年咨询服务业等方面的
运营。所以养老地产服务体系
必须做长产业链，建立社区养
老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否则其
盈利性就难以维系。

许中力告诉记者，没有清
晰盈利模式的养老地产业态，
的确存在以借养老之名圈地开
发房地产的现象，鹤壁、郑州都
曾出现过这种项目，一些养老
社区建成后，医疗配套严重滞
后，专门的老年社区医院或许
就“定格”在规划图纸上了。

“地方政府按照当地人口
数量和每人0.1平方米标准计
算当地养老地产土地供应则限
定了总的土地供应量。在定位
不清晰的情况下，政府不会对
养老地产大量供应土地，这将
影响地方的财政。”许中力说。

我省的养老机构数量和服务还存在较大缺口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