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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长三角，布局全中国，开启候鸟式养老时代

泰康之家·吴园开业 构建医养实体网络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赵亚玲 文图

康健投首席执行官刘挺军介
绍：
“泰康正在推进一场养老革
命，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改变
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改
变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另一层
重要的含义就是通过不断的创
新让养老成本越来越低、性价
比越来越高，让更多的人可以
享受到高品质的养老生活。智
慧医养无疑让这个理想离现实
更近了一步。
”
泰康之家·吴园首期开放，生态养老、
艺术养老、
医养结合为特色亮点
11 月 3 日，全国智慧医养论坛暨泰康之家·吴园养老新生活启航仪式在苏州举行。泰康
之家·吴园是泰康保险集团投资建设的大规模、全功能、医养结合、候鸟连锁的医养社区，引入
了 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养老模式，可提供独立生活、协助生活、专业护理、记忆照护等
服务，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及身体状况长者的养老需求。泰康之家·吴园是泰康保险集团在全
国范围开业的第五家社区，此前北京燕园、上海申园、广州粤园、成都蜀园已经成功运营。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现场致辞

吴园总规划养老及护理单
元约 1600 户，一经开放就获得 智慧医养全新亮相
了市场热烈反馈，已预订客户 推动新时代的养老革命
平均年龄约 73 岁，以专业资深
人士、高知、高干、高管为主。
在吴园，泰康之家智慧医
吴园由享誉世界的华裔建
养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及物联网
筑大师贝聿铭弟子莫平操刀设
等高新技术，研发并打造面向
计，
以“宅园合一”
为设计理念， 长者、社区等的全方位综合服
被誉为“退隐乐园之所”。社区
务管理平台，通过数据化、智能
包含近万平米的会所、大礼堂、 化的方式实现健康管理和安全
国学堂等空间，
可为居民提供丰
保护。吴园引入先进智能照护
富的文化、
运动设施，
如泳池、
健
系统、康复医疗科技、智慧健康
身房、舞蹈房、书画室、餐厅、钢
小屋、远程医疗服务等，融入
琴吧等。据悉，未来，随着艺术 “互联网+医养结合”新概念，
体验式的精品度假酒店及嘉德
实现医养整合照护模式。
艺术中心逐步建成开放，
文化艺
“泰康之家智慧医养弥补
宅园合一，医养融合
“三高”人群成吴园主力客户 术主题将被进一步引入养老生 了传统养老服务中人力做不到
活中，
提升社区文化内涵。
和不愿意做等诸多问题。”在现
恒温游泳池、温馨的棋牌
此外，泰康之家·吴园还是
场，泰康健投助理总裁兼首席
室、周到贴心的体育设施、智慧
阳澄湖半岛上首家真正意义上
科技信息官李斌介绍，
“移动的
医养设备、苏州园林风格的庭
的医养融合养老社区，
配套建设
智能终端，
搭配智慧养老软件和
院……
泰康吴园康复医院，
形成“急救
系统，
能同时提升养老机构管理
11 月 3 日，泰康之家·吴园
——慢病管理——康复”
的三重
质量，以科技提升养老服务品
首期开放，生态养老、艺术养
防线，为社区老人提供全方位、 质，
这将是智慧医养的重要发展
老、医养结合成为其特色亮点。 持续性的医疗健康服务。
方向。同时，
吴园也是泰康智慧
泰康之家·吴园位于国家
泰康吴园康复医院预计将
医养的实验和研发平台，
将在为
级旅游度假区苏州阳澄湖半岛
于 2020 年 开 业 并 投 入 使
苏州市政府推动各项公共服务
的中心，和有一千五百多年历
用。此外，吴园还与苏州大学
资源的智慧化进程，为市民提
史的重元寺隔湖相望，距离金
第一附属医院、苏州大学第二
供便捷的公共服务体验等方
鸡湖 CBD 车程仅 11 公里，立
附属医院、苏州市九龙医院等
面，
不断贡献力量。
”
体路网四通八达，交通便利。
三甲医院建立绿色通道。
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兼泰

构建长三角医养网络
全国连锁运营优势突显
在已经开业运营的 5 个泰
康之家养老社区中，吴园是泰
康在长三角地区第二家投入运
营的社区。
对此，泰康保险集团董事
长兼 CEO 陈东升解释说，近年
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全国
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泰康在长三角区域积极投资发
展医养实体，也是以实际行动
响应国家政策，同时泰康目前
已形成“大型医养社区及配套
康复医院、医教研一体化综合
医院、口腔专科连锁、纪念园”
的立体化布局，并已着手构建
长三角医养网络，进而实现全
国连锁运营。
他表示，泰康自 2007 年
进入医养行业以来，充分发挥
保险主业优势，以前瞻性的眼
光开展医养产业布局，目前已
完成 15 个核心城市养老社区
布局，实现北上广蜀苏运营全
覆盖、连锁化经营。
在长三角片区的养老社区
建设方面，泰康将在长三角 5
个重点城市落子，包括上海、苏
州、杭州、宁波、合肥。其中上
海泰康之家·申园已于 2016
年开业，杭州大清谷、宁波甬
园、合肥徽园也将于明后年投
入运营。
陈东升表示，吴园的开业
运营，标志着泰康所打造的全
新退休生活方式正式落户苏
州，可有效缓解本地区日趋严
峻的老龄化压力，将成为江苏

乃至长三角的养老标杆示范。

五位一体高品质养老
让老年生活流光溢彩
刘挺军表示：
“泰康之家
自 2015 年 第 一 家 社 区 开 业
以来，四年间快速积累了运营
经验，服务全国逾 3000 位居
民。丰富的运营经验、成熟的
服务团队，加之产业链立体化
布局的独有资源，将成为泰康
之家最突出的优势。
”
目前，泰康之家已形成“活
力养老、文化养老、健康养老、
科技养老”的产品核心特色，为
居民们提供“温馨的家、高品质
医疗保健中心、开放的大学、优
雅的活动中心、长辈心灵和精
神的家园”五位一体的生活方
式。
“有同业在经营这个行业，
共同努力做大这个市场，我们
感到挺高兴。”泰康保险集团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被问
及保险企业纷纷涉足养老社区
时表示，泰康是以开放的心态
做养老产业，养老产业要做好，
需要众人参与。
提及泰康之家养老社区的
未来发展，陈东升动情地表示:
“在泰康之家，平均年龄 76 岁
的居民长辈在舞台上跳芭蕾，
90 多岁的老太太在泳池里仰
泳。长辈们在泰康之家延续年
轻 时 的 梦 想 ，活 出 自 己 的 精
彩。改变人们对生命的态度和
生活方式，让更多的长者享受
到高品质养老生活，让生命的
旅程流光溢彩，正是泰康投身
大健康产业始终不变的愿景所
在。
”
据悉，泰康保险集团成立
23 年，从最早单一的人寿保险
公司发展成为一家涵盖保险、
资管、医养三大核心业务的大
型金融保险服务集团，集团管
理资产规模突破 15000 亿元，
退休金管理规模超过 3000 亿
元，累计服务个人客户 2.62 亿
人，稳居中国寿险十强第四位，
并连续两年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

新乡天力锂能获近1.7亿元入股

新安居民医保征缴迈入移动化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黄鑫 李震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11 月 5 日，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
限公司发布股票发行认购情况：安徽
高新投新材料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拟认购 769.23 万股，认购金
额 1.5 亿元；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团有
限 公 司 拟 认 购 100 万 股 ，认 购 金 额
1950 万元。
根据 10 月 1 日发布的股票发行
方案，天力锂能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不
超过 1538.46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3.38 亿元，占发行后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 16%。其中，1.7 亿元用于全资
子公司安徽天力锂能有限公司“年
产 6000 吨动力电池三元正极材料项
目”购买固定资产，剩余部分用于补
充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天力锂能此次能够顺利发行股
票 募 资 1.7 亿 元 ，与 其 业 绩 不 无 关
系。据天力锂能三季报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天力锂能营业收入 7.56 亿元，
同比增长 1.63%;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853.55 万元，同比增长
55.90%。
在天力锂能发行股票募资顺利
进行的同时，其科创板 IPO 辅导也迎
来了阶段性进展。6 月 24 日，天力锂
能科创板 IPO 在河南证监局进行辅导
备案，并开始接受民生证券对其进行
辅导。
10 月 24 日，河南证监局发布了
天力锂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第二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基层单位在主动对接数字化的
过程中，之前繁琐的工作正在实现
移动化、便捷化。
2019 年 11 月，新安县 2020 年
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记者在当地注意到，与往年排
长队、手工登记的情形不同，今年
居民只需用手机对准身份证进行扫
描，即可完成一家人的缴费信息登
记，不仅节省了时间还提高了工作
效率。
据悉，新安县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全县 45 万人口，占总人
口的 82.9%，且大部分参保对象都
在农村，每年一次的集中征缴工作

对于税务部门都是一次严峻的考
验。今年新安县税务局使用了深圳
中保联合公司开发的“社保便民管
家”APP，工作人员使用手机 APP
替代了手工登记，不仅便于税务、
社保等部门实时掌握征缴进度，提
取征缴明细信息，也能及时筛选错
误信息反馈给各经办人进行核实、
修改，减轻了基层工作量，提高了
数据质量。
新安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席文笃表示，新安县税务局在城乡
居民医保征缴过程中不断进行尝
试，力求在稳妥开展工作的同时，
结合新安实际，探索出一条高效
率、高质量的征缴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