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朝晖介绍， 恒大养生谷将
通过独创的“租、购、旅”会员机制
向客户提供养生养老服务。 客户
租住、购买养生谷产品，或到养生
谷进行旅行居住，都可成为会员，
获得健康保险、高端医疗、健康管
理、康养服务等会员权益。

这些会员权益几乎“不可复
制”，由此也形成了恒大养生谷的
巨大竞争优势。例如在旅居方面，
恒大养生谷创造了全新的生活理
念，客户可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
温度、湿度、纬度、日照等不同需
求， 在全国各地的恒大养生谷进
行旅游居住， 并享有健康管理服
务。而在保险方面，更是恒大养生
谷服务“全龄化”的集中体现，所
有年龄段的客户甚至65岁以上老
人，也都能获得专属保险，此外更
打通了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及全国
三甲医院VIP预约挂号和住院绿
色通道， 覆盖67个城市600多家
三甲医院。

业界认为， 在目前我国养生
养老产业总体发展水平滞后、产
品供给不平衡的背景下， 恒大养
生谷整合全球顶尖医疗技术、人
才、设备等资源，打造符合中国国
情的全方位全龄化健康管理体
系，高度契合健康中国战略，将填
补市场空白， 极大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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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韩
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习近平欢迎文在寅在中韩建
交25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
问。习近平指出，中韩是友好近邻
和战略合作伙伴。建交25年来，两
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显著发
展，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前段
时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
韩关系出现一些波折，给双方如
何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基
础上更好开辟两国关系未来，提
供了镜鉴和启示。中方重视同韩
方关系，愿同韩方一道，牢记两
国建交的初心，以两国人民福祉
为念，秉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的基本原则，坚持以诚
相待的为邻之道， 把握互利共赢
的合作宗旨， 推动中韩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地走在正
确发展轨道上。

习近平强调， 中共十九大给
包括韩国在内周边国家同中国的

合作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韩
要加强政治沟通，夯实互信基础。
要发挥好高层沟通对两国关系的
重要引领作用，加强各层级对话，
用好两国立法机构、 政党间交流
机制。要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

文在寅表示， 我这是第五次
访华， 对中国持续发展取得的成
就深感钦佩。 韩方愿同中方共同
努力， 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和民间
友好，密切各层级交往，深化务实
领域合作， 推动韩中合作在互惠
互利基础上取得新发展， 推动韩
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上层楼。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
交换了看法。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
问题上的立场， 希望韩方继续妥
善处理这一问题。

会谈前， 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为文在寅举行欢迎
仪式。

■据新华社

让王杰精神
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初冬的淮海大地， 沃野千
里，洋溢着勃勃生机。下午4时
许， 习近平来到第71集团军某
旅， 首先看望了王杰同志生前
所在连官兵。 王杰是上世纪60
年代涌现出来的伟大共产主义
战士， 他为了保护身边12名民
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而光荣牺
牲， 成为全党全军全社会学习
的模范。 在介绍王杰正确对待
荣誉和进步的展板前， 习近平
深有感触地说，王杰“在荣誉上
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
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
一面镜子， 共产党员都要好好
照照这面镜子。

习近平详细了解王杰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事迹，动情地
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
胆魄的生动写照， 要成为革命

军人的座右铭。习近平强调，王
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
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学习践行王杰精神， 让王杰精
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离开连队荣誉室后，习近平
来到“王杰班”。看到王杰精神在
连队得到很好传承，习近平很欣
慰，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带头
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
努力提高打赢能力

随后， 习近平来到集团军
机关， 亲切接见机关全体干部
和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习近平
在听取集团军工作情况汇报后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从思
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深
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教育引
导官兵强化“四个意识”，坚决听
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严
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之以
恒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持续纯正部队政治生态。要弘扬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扎实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要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建
连育人， 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
作，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
“四铁”过硬部队。

习近平强调， 部队各级要
聚精会神抓练兵备战， 把战斗
力标准立起来， 努力提高打赢
能力。要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
训，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要加强
战斗精神培育和战斗作风训
练，使部队成为威武之师。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据新华社

恒大养生谷普惠民生

800多项健康管理服务覆盖“全龄化”

习近平在视察第71集团军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工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准确把握双边前进方向
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在服务模式上， 恒大健康将与
保险等金融机构深度合作， 与国家
医疗保险对接， 构建涵盖多种保险
的健康保障体系。把国际前沿的“凯
撒模式”引入国内，实行医疗服务与
医疗保险一体化管理， 通过优化服
务， 实现客户与保险机构的支出双
降低， 并将机构节约的成本用以激
励医生提升服务质量， 形成利益一
致的正循环。

业内人士认为， 高品质的健
康管理服务必须依托顶尖的健康
医疗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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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扮演着这个
关键角色。

其中，作为恒大医联体的“技术
担当”，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是哈佛布
莱根医院的唯一一家境外附属医
院， 是严格按照布莱根医院管理系
统、诊疗系统、运营系统、康复系统
等技术和标准建设的美式医院，目
前该医院正在紧张地进行设备安装
调试， 计划明年一季度开业。 据了
解，布莱根医院是美国十佳医院，也
是全球产生诺贝尔奖最多的医院之
一，在癌症、心脏病、妇科等多个领
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此外，恒大国
际医院地处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享
有国家特殊政策支持， 使得国际前
沿医疗科研技术在该医院将得到同
步应用。

随着健康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龙头企
业正加速布局以抢占战略高地。14日上午，恒大
健康集团在广州恒大中心举行“恒大养生谷”新
闻发布会。 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
钧，恒大健康集团董事长谈朝晖，恒大集团副总
裁何妙玲、史俊平等高层出席发布会。

恒大健康集团董事长谈朝晖介绍， 恒大养
生谷是恒大健康的拳头产品，创建了“全方位全
龄化健康养生新生活、 高精准多维度健康管理
新模式、高品质多层次健康养老新方式、全周期
高保障健康保险新体系、 租购旅多方式健康会
员新机制”，将打造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世界一
流的养生养老胜地。

■记者 刘璋景

谈朝晖表示，“恒大·养
生谷”打造健康宜居生活空
间，提供涵盖健康教育及预
防、医疗服务、颐养康复、医
美抗衰、 健康保障等7大模
块22项标准的系统化健康
生活服务，形成“15分钟健
康服务圈”， 打造国内顶尖
的健康养生项目。

为实现这一目标，恒
大养生谷将围绕“全龄化”
健康管理，推出了颐养、长
乐、康益、亲子四大园，提
供852类设施867项全方位
健康管理服务， 覆盖从孕
前、 婴儿直到百岁老人的

全生命周期。其中颐养园的
核心功能是养生养老，长乐
园是文化、娱乐、活动，康益
园是健康运动，亲子园则是
长幼共融。

值得一提的是，在养老
方面，恒大养生谷研究借鉴
了美国太阳城、德国阿尔伯
蒂纳、日本港北新城、荷兰
生命公寓等全球大型养老
社区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国
情，创建了国际前沿健康养
老模式。同时特别配备了国
际一流的养老院，为老人提
供医养融合、 专业护理、日
间照料等养老服务。

给出“全龄化”健康服务新模式
将推“医联体”分级诊疗联动系统

“租、购、旅”会员机制
提供养生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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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日到第71集团军视察。他
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
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
打仗，把握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扎实推进转型建设，全面提高打赢
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