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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政策出台 养老地产前景看好

房企坦言“目前还不赚钱”，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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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康养地产用地或优先安排

《意见》指出，合理界定养老服务设

施用地， 明确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范围。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是指专门为老年人

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托管照护、医

疗卫生等服务的房屋和场地设施所使

用的土地，包括敬老院、老年养护院、养

老院等机构养老服务设施的用地，养老

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等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的用地等。

同时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空间布局，保障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用地

规模。各地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协

调作用，落实“多规合一”，在编制市、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应当根据本地区

人口结构、老龄化发展趋势，因地制宜

提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标准和

布局原则。 于此同时，《意见》还提出要

保障和规范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供应，规

范编制养老服务设施供地计划。 市、县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养

老服务需求，分阶段供应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和详细规划确定的养老服务设施

用地， 并落实到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做到应保尽保。具备条件的地区，可

在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明确拟供应养

老服务设施用地的宗地位置、 面积、用

途等。 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在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中优先予以安排。

近年来， 对于养老产业的发展，国

家出台了不少政策扶持。 养老地产从

2013 年政策元年以来， 逐渐成为养老

服务领域改革的重点， 从土地供应、优

惠鼓励、政策监管、融资模式等方面，加

快推进养老地产的发展进程。在与养老

地产相关的关键政策与要素环节中，

“土地供应” 成为限制养老地产发展规

模、经营模式及整体价值有效性的关键

要素。 2018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 取消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建立养老机构分类管

理制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2019年 4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 鼓励各地探索利用

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养老服务设施。

前景：养老产业将是万亿蓝海

目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突显,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年末中国大

陆总人口约为 13.95 亿人。 其中， 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超过 2.49 亿， 占人口

比例的 17.9%。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到 1.6 亿， 占 11.9%。 国际社会公认的

是，“老龄化” 社会是指一个国家 65 岁

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而当这个比例超

过 14%，即被认为进

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无形中

让养老产业成为一

个万亿蓝海。 艾瑞咨询预计，2019 年养

老行业规模达 4.4 万亿，2023 年规模将

达 13 万亿，年复合增长率达 30%。

随着养老需求总量增长,加之第一

批中产阶层退休在即,有望推高中高端

养老消费需求,养老产业潜在市场规模

可观。 平安证券认为,在国内需求与日

俱增的背景下 , 养老产业发展启动在

即。 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未来养老产

业市场持续细分,房企与养老资源方的

合作将更加深入, 有望双向合作共建、

收购、参股、并购等,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其中医养结合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现状：房企纷纷涉足

康养地产

《中国养老产业白皮书》 中显

示，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养老地产市

场空间将达到 7.7 万亿元，2030 年将

进一步扩张到 22.3 万亿元。 万亿市

场缺口背后， 敏锐的房企已经嗅到

了其中潜在的商机。 面对养老地产

的蓝海， 就算尚未摸索出适合的盈

利模式，各大房企却仍然趋之若鹜。

“融心融爱·颐养健康” 融创中

国康养品牌发布盛典在山东青岛举

行。 会议现场发布了融创中国康养

新品牌“融爱家”。“康养是一个超过

10 万亿的行业。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

场，但也是一个比较难做的市场。 ”

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表示。

据介绍， 融创在青岛西海岸共投资

了 3000 亿元。截至目前，融创中国康

养项目一共有 22 个，其中已建设项

目 14 个。 山东和云南是融创布局康

养项目最多的省份，分别有五个。 另

外河南有四个康养项目、 四川有三

个康养项目。 据了解，融创的第一个

康养项目———青岛融创阿朵小镇藏

马山颐养社区将于 2020 年 5 月投入

运营。

而万科在养老地产领域的尝试

走在前列。从 2009 年开始，万科发力

养老地产， 已经形成三大养老产品

系，分别为长者公寓“随园嘉树”、康

复护理中心“随园护理院”和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随园之家”，盈利模式主

要是倚靠出租床位、 出售养老服务；富

力目前已有三个项目处于筹建阶段,分

别为:广州番禺旗舰康养综合体、惠州龙

门南昆山颐养公馆、天津富力新城养

护中心。 各项目将于 2020 年装修完

毕,于 2021 年正式开业。

不仅大型房企垂涎康养地产，

一些中小房企在转型的道路上也纷

纷瞄准了这一块蛋糕。 在 2018 年年

报中,粤泰地产公司表示,将坚持拓

展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通过子公司粤

泰健康全力打造“粤泰健康高端医

疗护理服务平台”, 不断整合强有力

的健康产业资源,并将其作为企业创

新升级的重要领域进行培育。

盈利：目前做养老地

产普遍亏损

有业内人士指出， 养老地产

虽然前景广阔，但对于高投入、慢

产出的养老地产而言， 如何盈利

成为每个房企操作养老地产项目

的难题。 据悉，目前，养老地产盈

利主要通过养老地产土地升值、

养老服务消费、养老设施消费、养

老服务私人定制。

易居研究院总监严跃进告诉

记者， 我国养老地产目前仍处于

起步阶段， 各类房地产企业的养

老地产盈利模式主要有以下几

种： 销售房产、 挣租金或者会员

费、租售共举。 三种盈利模式各有

利弊， 自持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流

和一定的产品开发能力， 能够很

好的把握老年人群的关键需求；

租赁、 会员制需要拥有娴熟的运

营能力和优质的服务能力。

记者了解到， 融创的康养地

产模式一是做养老病房， 二是为

融创社区提供养老服务， 三是提

供候鸟式健康养老服务。 孙宏斌

在现场表示：“康养行业是个巨大

但很难做的行业， 找不到合适的

商业模式。 ”“老孙也说了，融创做

这件事，不急功近利，我们有耐心

去做好。 ”融创执行董事、执行总

裁兼北京区域集团总裁荆宏也承

认， 基本上这个行业还处于一个

普遍亏损的状态， 今天做养老并

不挣钱， 很多做养老都是通过房

地产利润反哺养老。

对于目前房企养老地产盈利

难的问题， 房地产专家邓浩志建

议， 布局养老地产可发挥房企建

住宅的优势， 但是养老地产并不

简单属于地产+，更多应该是提供

养老服务，特别是医疗服务，护理

服务，房企并不擅长，因而可以和

一些国内外的医疗机构和养老机

构合作。 而记者也了解到，恒大养

生谷和哈佛布莱根医院合作建设

的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可供养生

谷住户医治疑难杂症； 保利旗下

各“和熹会”项目与北大医院建立

合作， 北大医院将为和熹会项目

提供医疗绿色通道合作单位，为

“和熹长者” 提供优先预约挂号、

住院就诊服务、特需诊疗等服务，

并为各“和熹会”项目提供医护技

能培训及指导。

此外，也有房企表示，尽管利

好政策出台密度加大， 但关键问

题尚未破解， 实际操作中制约养

老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比如融

资支持、养老用地供应、营利性养

老机构税费、 津补贴、 监管等问

题，尚未完全破解，政策体系尚需

进一步完善。

《意见》内容（部分）

●

合理界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明确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范围。

●

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空间布局， 保障养老服务

设施规划用地规模。

●

要保障和规范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供应， 规范编制养老

服务设施供地计划。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12 月 5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在编制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时，应当根据本地区人口结构、老龄化发展趋势，因地制宜提出养老服

务设施用地的规模、标准和布局原则。对目前老龄人口占比较高和老龄化

趋势较快的地区，应适当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比例。新建城区和新建居

住（小）区要按照相应国家标准和规范，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近年

来，随着老龄化人口问题日益突显，国家对于养老地产的利好不断，而房

企也嗅到了其中的商家纷纷涉足该领域。 不过记者了解到，对于高投入、

慢产出的养老地产而言， 如何盈利成为每个房企操作养老地产项目的难

题。 有房企甚至坦言，养老地产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普遍亏损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