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国际养老产业领袖峰会
（Retirement Living World

China 2015）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五届国际养老产业领袖峰会（Retirement Living World China 2015）将于2015年05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中国唯一的CEO级别论坛中国唯一的CEO级别论坛
------

连续五年，中国最早，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养老产业盛会于2015年再次登陆北京！连续五年，中国最早，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养老产业盛会于2015年再次登陆北京！

Retirement Living World国际养老产业领袖峰会是由新加坡IMAPAC主办的全球顶级养老产业投资和项目交流盛
会,每年在吉隆坡，上海，新德里等地召开。自2011年5月份首次登陆中国以来，已有数千名投资商、开发商、运营
商的项目经理、团队领导和决策者纷至沓来，共襄盛举。

（第五届国际养老产业领袖峰会）

随着中国老年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2.21亿，同时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而产生的“ 421 ”家庭结构，使得很多独
生子女在不远的未来将需要同时照顾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四个祖父母。自然的，养老地产和养老服务行业市场作
为一个新兴行业将会持续不断的不断扩张和蓬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人口结构不是养老地产和养老服务市场
的唯一动力。自第12个五年计划开始，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频频出台，给中国民营养老地产和服务机构的
未来注入了新机！然而，建设和运营一个成功的，可持续的高品质养老住宅和服务，还存在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
没有固定和已实践可行的养老模式。想要让这个产业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国内的各个发展和
运营商必须和其他已经有成熟养老体系的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进行定期的知识交流来探讨可行的商业模式，应对不
断变化的监管体制和开拓投资合作的机会。

由此，第四届国际社会养老投资项目交流会，将再次云集国际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界领军人，在2014年十月在上
海拉开帷幕。届时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养老产业领袖将借机开拓新的投资机会，研习市场策略和业务增长机会，并讨
论商业模板模式。同期举办还有首届养老服务国际研讨交流会，4个这对养老服务等课题的国际大师班，7个由台
湾，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七个国家贸易协会所承办的卫星会。参会人数又会创新高！现在就来加入我们吧！

国际养老产业领袖峰会2015与其他展会有哪些国际养老产业领袖峰会2015与其他展会有哪些不同不同？？

– 平均 58%58% 参会者是 CXOs/VPs/MDs 级别决策者

- 货真价实国际盛会! 超过 35%35% 的参会者来自国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带来的是新的视野，新的操作模式和新
的关系

- 90%90% 的演讲嘉宾是终端用户 (业主, 养老运营机构, 投资商)

- 90%90% 的参会者前来寻求战略合作伙伴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24661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246616.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6/


2015年的会议有哪些新新元素值得期待？

- 新新议题！会议前日—投资者闭门会议 & 老年失智症专题论坛

- 新新嘉宾阵容！ 目前已有超过20名来自中国及国际的顶级演讲嘉宾，行业覆盖地产开发商、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养
老设施运营商及其他市场主要玩家

- 新新地点！第四日养老社区实地参观 – 天津鸿泰· 乐尔之家！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第一日 2015年5月27日会议第一日 2015年5月27日

8:30am8:30am 注册签到注册签到  | 8:55am8:55am IMAPAC 主办方欢迎致词IMAPAC 主办方欢迎致词                    | 9:00am9:00am 主席开幕致辞 主席开幕致辞

9:10am9:10am 小组讨论:小组讨论: 银发智慧：中国老人的养老期待银发智慧：中国老人的养老期待

邀请一组老人交流他们对于养老社区和养老的想法和期待

9:30am9:30am 养老政策剖析——老龄化进程中的最新政策进展养老政策剖析——老龄化进程中的最新政策进展

解读最新政策以及潜在影响

养老产业其他推进举措

闫青春，副主任,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

9:55am9:55am 合理老龄化：抓住长寿红利 合理老龄化：抓住长寿红利 

政策的公平

民营机构在抓住长寿红利时扮演的角色

Sebastian Riomalo, 经济分析师, 联合国人口基金, 中国

10:20 AM | 互动茶歇时间10:20 AM | 互动茶歇时间

养老社区的付费模式分析：谁来支付？如何支付？——中国养老社区的支付能力探索养老社区的付费模式分析：谁来支付？如何支付？——中国养老社区的支付能力探索

11:05am11:05am “以房养老”：如何操作可行？ “以房养老”：如何操作可行？ 

现有模式及其利处分析

可行性分析：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如何推进？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何森，养老产业事业部总经理, 建银置业，中国

11:30am11:30am 案例分析: 反向抵押养老案例分析: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保险在中国的试点在中国的试点

反向抵押贷款的现有模式及其利处分析

可行性分析：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

寻求可行的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计划

曲和磊，副总裁，幸福人寿，中国

11:55am11:55am 养老金和可支配收入分析养老金和可支配收入分析

中国退休体系解析

退休改革政策的思考

王德文, 社会保障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 中国

12:20am12:20am 养老保险解析：构建用以支付养老费用的保险体系养老保险解析：构建用以支付养老费用的保险体系

养老保险解析：构建用以支付养老费用的保险体系

保险计划的探索

可行性分析

Joshua Johnson, CEO, 合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

12:45 PM | 联谊午餐12:45 PM | 联谊午餐

如何让日常运营变得游刃有余如何让日常运营变得游刃有余

1:45pm1:45pm 快乐老人：如何培养和保持快乐的环境 快乐老人：如何培养和保持快乐的环境

老人的情绪照料：孤独和忧郁的处理

人际沟通的鼓励

魏少东, 总经理, 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 中国

2:10pm2:10pm 案例分析：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服务模式 案例分析：医养结合，健康养老服务模式

协力疗养

肺康复疗养服务

老年健康管理与老年康复

李正亮, 总经理, 乐成恭和苑, 中国

2:35pm2:35pm 案例分析：社区养老中心如何建立标准化运营和管理模式 案例分析：社区养老中心如何建立标准化运营和管理模式

养老机构连锁管理中如何进行标准化管理

以人为本的设施建设标准化管理&服务标准化管理

万科幸福家的经验分享

吴丽红, 院长, 万科幸福家，中国

3:00 PM | 下午茶茶歇时间3:00 PM | 下午茶茶歇时间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99/


综合透析：如何优化运营并提供优质晚年服务综合透析：如何优化运营并提供优质晚年服务 

3:40pm3:40pm 打造失智老人友好社区：改善和提升对于老年痴呆问题的教育 打造失智老人友好社区：改善和提升对于老年痴呆问题的教育

养老社区管理系统的有效应用

政府支持的寻求

于欣, 主任, 世界卫生组织北京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 中国

4:05pm4:05pm 寻找合适的养老运营合作模式 寻找合适的养老运营合作模式

合作融资，解决项目建设资金问题

养老机构的的运营经验输出

案例分析：千禾颐养家苑的合作运营范例

韩玉晶, 总经理, 千禾颐养家苑，中国

4:30pm4:30pm 如何适应中国老人的文化 如何适应中国老人的文化心理心理需求需求

精神层面照护，构建幸福安详的精神世界

了解中国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张勇, CEO, 快乐谷，中国

4:55pm4:55pm 小组讨论：吸引，招聘，培训以及人才的保持和管理  小组讨论：吸引，招聘，培训以及人才的保持和管理 

构建高效服务团队的实用战略

激励机制和其他人才管理手段

韩玉晶, 总经理, 千禾颐养家苑，中国

Mark Steele, 中国区总裁, ABHOW, 美国

5:35pm 主席闭幕致辞5:35pm 主席闭幕致辞 5:40pm 养老社区银松设计奖颁奖晚宴5:40pm 养老社区银松设计奖颁奖晚宴

 

 

会议第二日 2015年5月28日会议第二日 2015年5月28日

9:00am9:00am 主席开幕致辞 主席开幕致辞

9:05am 9:05am 案例分析：日式养老模式介绍案例分析：日式养老模式介绍

Akitoshi Yamazaki, CEO, HCM Corporation, Japan

9:35am9:35am 案例分析：美国华人养老社区 VS 美国其他养老社区：对比和差异在哪？ 案例分析：美国华人养老社区 VS 美国其他养老社区：对比和差异在哪？

Mark Steele, 中国区总裁, ABHOW, 美国

10:05am10:05am 案例分析：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养老实践：Jeta Gardens是如何照料中国老人的？ 案例分析：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养老实践：Jeta Gardens是如何照料中国老人的？

Peter Hennessy,总监, Jeta Gardens, Australia

10:35 AM | 互动茶歇时间10:35 AM | 互动茶歇时间 

提升入住率：行业大佬分析销售和市场策略提升入住率：行业大佬分析销售和市场策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11:05am11:05am 中国养老行业可行的投资运营模式  中国养老行业可行的投资运营模式 

Alan Lee, 董事总经理, 柏诚集团喜来山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11:35am11:35am 头脑风暴：养老社区产品和服务的销售策略分析 头脑风暴：养老社区产品和服务的销售策略分析

相应的盈利能力，融资以及投资回报问题

Moderator：梅雪艳, 业务总监, 魅力花园，中国

Penalist : Mark Steele, 中国区总裁, ABHOW, 美国

12:15pm12:15pm 如何赢得住户： 如何赢得住户：品牌品牌文化建设和信誉的维护文化建设和信誉的维护

品牌文化建设及其作用

技术和工具的运用

张琰，常务副总经理, 永泰红磡, 中国

12:45am12:45am  新媒体新媒体时代的市场推广:不同媒体平台的运用以及市场影响力的营造时代的市场推广:不同媒体平台的运用以及市场影响力的营造

中国经验的介绍

有效案例和推广手法的分析

Barbara Nopen, 运营总监, 魅力花园，中国

13:15 PM | 联谊午餐13:15 PM | 联谊午餐

商业模式： 成功模式和失败模式的分析商业模式： 成功模式和失败模式的分析

2:10pm 2:10pm 先锋对话：成功与失败案例分析先锋对话：成功与失败案例分析

失败教训总结

过往经验总结

Moderator：Jim Biggs, 董事总经理, 红晖养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

2:50pm2:50pm 中国居家养老：竞争优势和挑战 中国居家养老：竞争优势和挑战

相较其他模式的优点以及风险

未来展望

姚莉, 总裁 ,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

3:20pm3:20pm 小组讨论： 合作而非竞争：构建全面的康复 小组讨论： 合作而非竞争：构建全面的康复护理护理合作体系合作体系

Moderator： 姚莉, 总裁 ,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

Penalist : 李哲, 董事长,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公司云杉镇,中国

高峻, 执行秘书长,中国科技养老助残促进会 ； 副总裁,卡罗琳控股集团，中国

魏少东, 总经理, 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 中国 

马驰,执行董事&总经理, 重庆汇橙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 , 中国

4:00 PM | 下午茶茶歇时间4:00 PM | 下午茶茶歇时间

区域分析： 气候、政策、文化以及收入分析区域分析： 气候、政策、文化以及收入分析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61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4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4:30pm4:30pm 东北市场：区域养老市场分析 东北市场：区域养老市场分析

区域政策与市场分析

养老理念和护理模式

5:00pm5:00pm 内陆市场：重庆案例分析——汇橙养老样本分析 内陆市场：重庆案例分析——汇橙养老样本分析

内陆地区养老政策和市场分析

内陆城市养老理念与沿海城市的对比

马驰,执行董事&总经理, 重庆汇橙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 , 中国

闭幕小组讨论闭幕小组讨论

5:30pm 投资人小组讨论:5:30pm 投资人小组讨论: 养老护理和养老投资环境和趋势前景分析 养老护理和养老投资环境和趋势前景分析

6:10pm 主席闭幕致辞6:10pm 主席闭幕致辞 6:15pm 会议第二日结束6:15pm 会议第二日结束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PeterHennessy
JetaGardens

总监  

MarkSteele
ABHOW

中国区总裁  

AkitoshiYamazaki
HCMCorporation

CEO  

张勇
快乐谷
CEO  

韩玉晶
千禾颐养家苑

总经理  

于欣
世界卫生组织

北京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合… 

吴丽红
万科幸福家

院长  

李正亮
乐成恭和苑

总经理  

魏少东
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

总经理  

JoshuaJohnson
合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CEO  

王德文
世界银行

社会保障经济学家  

曲和磊
幸福人寿
副总裁  



何森
建银置业

养老产业事业部总经理  

SebastianRiomalo
联合国人口基金

经济分析师  

闫青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  

奚志勇
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智平
上海礼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总经理  

MarkSpitalnik马克·史比德…
雍柏荟老年护养有限公司

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胡在新
保利地产

原营销总监  

马驰
重庆汇橙养老机构管理有限…

执行董事，总经理  

高峻
卡罗琳控股集团

副总裁  

李哲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公司

云杉镇董事长  

姚莉
北京慈爱嘉养老服务有限公…

总裁  

JimBiggs
红晖养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BarbaraNopen
魅力花园
运营总监  

张琰
永泰红磡

常务副总经理  

梅雪艳
魅力花园
业务总监  

AlanLee
柏诚集团喜来山资产管理（…

董事总经理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配套&价格 （截止会议配套&价格 （截止
时间）时间）

 
EARLY BIRD (4月EARLY BIRD (4月

24日前)24日前)
标准价标准价

格格

*针对开发商、 运营商及
投资商：

第二位参会代 表享受
50% 折扣

3日会议配套 (投资者闭门会议/大师班 + 主体会议):3日会议配套 (投资者闭门会议/大师班 + 主体会议):
2015年5月26-28日2015年5月26-28日

USD 3,395USD 3,395
USDUSD

3,6953,695

2日会议配套 主体会议: 2015年5月27-28日2日会议配套 主体会议: 2015年5月27-28日 USD 2,595USD 2,595
USDUSD

2,8952,895



1日会议配套 (投资者闭门会议/大师班): 2015年5月261日会议配套 (投资者闭门会议/大师班): 2015年5月26
日日

USD 1,895USD 1,895
USDUSD

2,0952,095

养老社区实地参观: 2015年5月29日（有限座位）养老社区实地参观: 2015年5月29日（有限座位） USD 98USD 98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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