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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业内人士介绍，要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全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建
设，但却受限于医疗资源的匮乏、专业医
护人员的缺失，这成为困扰我国健康产
业快速发展的另一大瓶颈。作为国内大
健康知名企业，恒大健康敏锐地洞察到
市场需求，“恒大养生谷”整合国内外优
秀医疗与养老资源，提供完善的医养服
务。

恒大养生谷之所以能够底气十足，
源于其医疗资源和技术储备。早在
2013年恒大健康刚成立之时，就开始引
进国际医疗资源。2016年恒大与哈佛
医学院教学医院“布莱根和妇女医院”联

手，打造了博鳌恒大国际医院。该医院
是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在海外的一家分
院，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布莱根美式医疗
技术和管理模式。

这也成为养生谷健康管理中心以及
社区医院的技术来源。匹配了博鳌恒大
国际医院、全国三甲医院以及养生谷内
配备的恒和医院组成的恒大“医联体”，
成为养生谷健康管理的基础。

借助这个“医联体”的分级诊疗联动
系统，加上大数据健康管理工具，会员在
家门口就能够实现体检、社区诊疗、二次
转诊、远程医疗乃至后期康复管理等一
站式健康服务。

“这种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或
许其他企业也能提出。但目前只有恒大
健康有资源把理念真正变成模式、落地
实施。”上述观察人士表示，通过线上健
康管理中心和线下优质医养资源的结
合，养生谷解决了病情追溯、分级诊疗、
康养服务的链接难题，初步构建了从预
防、诊疗到康复阶段的健康管理服务闭
环。

在业内人士看来，由博鳌恒大国际
医院、全国三甲医院以及养生谷配备的
恒和医院组成的恒大“医联体”分级诊疗
联动系统，是恒大养生谷健康管理服务
的技术基础。这一创新，有利于实现医

疗服务优、百姓利益大。
毫无疑问，大健康领域将是未来

国内众多龙头企业争相布局的蓝海。
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数据显示，大健康产业通常能占到
国家 GDP 的 11%-15%，美国这一项
占比甚至接近 20%。而目前我国大
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仍不足 4 万亿
元，未来有可能达到 10 万亿。作为
先行者，恒大养生谷能否引领大健康
产业的发展潮流，又会对恒大健康的
公司走势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妨拭目
以待。

（李沐）

恒大养生谷助力健康中国 开辟全龄化健康服务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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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无助的时候：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讯录
里。”日前，一篇关于空巢老人的报道戳中了很多人的泪
点。人同此心，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空巢老人的无助与无
力，也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怕给孩子们添麻
烦。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如何让老人们老有所养，始

终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日前，恒大健康推出巨大福利——恒大养生谷正式

亮相。大医院医生每天坐诊，专业管理团队全程服务，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老人住在这里就可享受全方位健康
管理“一站式”服务。这样的生活梦想很快就将成为现

实。
与一般的养生养老项目不同，“恒大养生谷”项目立

足大健康产业，突出“医养结合”，提供包括恒大医联体、
数字化健康管理等852项设施和867项服务，真正在国
内全方位开启“全龄化”健康养生养老新生活。

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健康
养老产业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黄金产业，
在许多西方国家已经贡献了超过10%的
GDP，产值数万亿。《“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实施以来，“共建共享、全面健
康”已成为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健康养
老已被公认是中国未来的朝阳产业。如
何实现“老有所养”，还要“高品质的养”，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现阶段我国养生养老产业总
体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亟需一些有魄
力的大健康企业通过积极的探索，打造
符合中国国情的全方位全龄化健康管理
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当业内还在
探讨如何推动国内医养产业转型升级
时，有些企业已经率先迈出了实质性的
一步。

身处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恒大养生
谷的视野非常开阔，它将养老命题融入

更多元的养老模式之中。它提出了全方
位、全龄化服务理念：围绕全龄化健康管
理，首创颐养、长乐、康益、亲子四大园，
提供游、学、禅、乐、情、膳、美、住、健、护
等852类设施867项全方位养生服务，打
造“一家三代两居”健康养生新生活。

而恒大养生谷提出的“亲子园”等
健康养生模式让人眼前一亮。众所周
知，由于代沟、生活习惯、家庭关系等方
方面面的原因，年轻人与老年人双方经

常不愿意居住在一起。距离产生美，但
距离也隔断了亲情。对于居住距离比较
远的子女来说，侍奉父母确有难度，更遑
论“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
忧”。如何让“通讯录里的父母”安享晚
年，成为全社会的一道考题。恒大养生
谷打造的这种“一碗汤的距离”便享受到
便捷、精准的服务，让幼儿养育与老年养
老结合在一起，是对养老模式的一种创
新，既让老人舒心，又让子女安心。

服务全龄，打造“一碗汤距离”的活力全龄社区

立足大健康，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恒大医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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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乡亲们，我给你们送喜报来
了！”日前，党的十九大代表、儋州市
兰洋镇番打小学教师王金花在该市
南丰镇马岭排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时，欣喜地告诉村民，“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有很多惠民内容，与大家
息息相关。”

在村民们期盼的目光中，王金花

条分缕析，疏理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等
内容。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王金花
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
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
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
紧接着，王金花谈到“脱贫攻坚”

时，介绍了十九大报告中有关“脱真
贫、真脱贫”的内容。她说，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
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因此，要引
导贫困户实现从“要我富”到“我要富”
的转变。

扎根边远山区教育38年之久的
王金花深情地说：“作为一名教师，我

要全力做好教育扶贫，特别是促动和
联合多方力量，为建立学生关爱责任
体系作贡献。”

聆听了宣讲后，马岭排村村民黄
国文连称“很高兴，很实用”。

村民王丽琼也感慨地说：“我们
心里头更亮堂了，对未来充满信
心！”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荣
恩介绍，该村不断激发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发展文化旅游等特色产

业。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王金花

应邀到儋州多个部门和乡镇，以及
海口、文昌等市县宣讲十九大精
神。“要让基层群众熟知党的好政
策。”她表示，“我平时在教育教学中
也会融入十九大精神，让师生们更
加通俗易懂地理解、领会十九大精
神，更好地投入学习和工作。”

（本报那大12月16日电）

党的十九大代表王金花进村宣讲十九大精神

“让基层群众熟知党的好政策”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梁磊

由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五
大村还贷情况良好，今年，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信用村”在该村挂
牌，这让五大村村民解除了贷款的
后顾之忧，农民发展生产也不再为
资金不足而苦恼。

“2017年我们村有两大喜事，一
是我们村的哈密瓜获得了全国‘一村
一品’称号，二是我们获得了邮储银
行海南省分行‘信用村’牌匾，以后贷
款再也不用愁！”日前，村民李光明作
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欣喜地向记者
讲述着五大村一年来的变化。

五大村是一个以种植哈密瓜等

收入为主的行政村，农业用地面积
21620亩，村里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建了哈密瓜种植基地，逐渐走上
热带高效农业致富路。

“全村 1042 户，5480 多人，现
在人均收入差不多15000元，这要
感谢党的好政策，也要感谢邮储
银行海南省分行信贷资金的支
持。”李光明说。

“五大村是金融服务三农的一
个缩影，村里从2013年就开始获得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信贷资金的
帮助，截至2016年贷款结余有300
余万元，但自2017年授予‘信用村’
后，随着贷款门槛的降低和额度的
提升，该村的致富内生动力被进一

步激发，目前贷款结余已达800余
万元，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已成为
村里获得金融支持的首选银行和
主力银行。”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昌江县支行信贷经理谢秀云这样
告诉记者。

据了解，由于村里部分农民没有
固定收入和信用基础数据，向银行贷
款的难度很大。例如三户联保制
度，虽然找三家人担保就可以，但是
由于涉及个人切身利益，难度依然
很大。今年村里被授予信用村之
后，免除了三户联保的条件限制，农
民贷款也方便多了。

记者了解到，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信用村”建设在海南取得阶

段成果。早在9月30日，邮储银行
海南省分行“信用村”建设就率先
完成海南“县域”全覆盖。依托“信
用村”的建设，有越来越多的诚信
农民可以轻松贷款发展生产。

党的十九大提出，“增强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支持和鼓励农民
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分行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要金融机构，
将持续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良好
的信贷支持，同时将继续依托“信
用村”建设，推动海南农业增收、助
力农村诚信环境的构建，让更多农
民以诚信致富。

（本报石碌12月16日电）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依托“信用村”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

金融“活水”流进村 村民致富有“源头”

全国政府法律服务
联盟论坛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郑成哲）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助力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今天上午，全国
政府法律服务联盟第二届联盟论坛在海口举行。
来自全国100多家律师事务所的200多名律师相
聚椰城，就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展开讨论。这也是
我省承办的首次全国性律师论坛。

据了解，本届论坛以“践行十九大精神，深入
合作服务法治”为主题，旨在推行政府法律服务的
专业化、标准化、一体化和科技化。

海口城投开展文明家风
进社区宣讲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记者郭
萃）今天上午，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在海口市五贤社区民安小区开
展文明家风进社区宣讲活动，在为社
区居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同时，
弘扬社会美德，倡导社会新风尚。

据了解，此次宣讲活动结合社区
居民生活实际对十九大精神作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听完宣讲，社区居民纷
纷表示，不仅加深了对十九大精神的
理解，更感受到身边榜样的力量。

海口城投公司始终秉持着“教育
一个员工，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
区，文明一个社会”的理念，创新落实
方式，持续影响身边人加入到文明创
建的队伍中。当前城投公司志愿者团
队成员有334名，常常深入包点社区、
项目工地、扶贫点等地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服务时长超10100小时。

中国音协“金钟之星”
艺术团赴三沙慰问演出

本报永兴岛12月16日电（记者刘操）金钟
之星耀三沙，南海滔滔共高歌。今天晚上，中国音
乐家协会“扎根沃土 服务人民”慰问演出在三沙
市永兴岛某水警区礼堂举行。来自中国音协“金
钟之星”艺术团的众多知名音乐家、艺术家为驻岛
官兵、干部群众送来高水准的文艺演出，打通文艺
惠民“最后一公里”，让三沙军民备受鼓舞。中国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前光出席活动。

演出在歌唱家万山红的独唱《祖国在微笑》
中拉开序幕。海南籍知名歌手汤子星演唱了三
沙主题歌曲《三沙之歌》，让台下观众倍感亲
切。歌唱家李丹阳献唱的军歌《军歌声声》深深
打动现场官兵。歌唱家高保利邀请现场观众合
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吕继宏与官兵战士合唱
《向快乐看齐》，让演出现场气氛掀起高潮。董蕾
蕾、王传越、郑洁、吕继宏等歌唱家先后带来了《红
旗飘飘》《我的太阳》《我和我的祖国》《咱老百姓》
等知名歌曲。众多艺术家纷纷献艺，口技名家李
进军表演的《欢庆锣鼓》，李梦楠、龙云侠表演的杂
技芭蕾《九儿》轮番登台，为三沙驻岛军警民送上
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演出。三沙军警民被歌唱家们
的倾情演绎所感动，沉浸在每首歌曲中，每一首歌
曲落下，掌声雷动。演出在合唱《歌唱祖国》中落
下帷幕。

本次在永兴岛举办的“扎根沃土 服务人民”慰
问演出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音
乐家协会、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三沙市
委主办，海南省音乐家协会承办。由中国音乐最高
奖——金钟奖获奖选手为主组成的“金钟之星”艺
术团也是三沙建市以来首次来到这里献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