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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强
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
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

去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并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明确指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现如今，环境污染，雾霾等健康风

险不容忽视，只有消除或降低居住环境
中的健康风险因素，提升建筑健康性
能，营造健康的建筑环境，推行健康的
生活方式，方能有效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和健康水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王清勤认为，“建造健康建筑，既是
响应‘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
要内容。”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亦
表示：“我们要把建设健康住宅作为提
升居住环境的重要内容，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让老百姓从
有房住向住好房、住得健康转变，让人、
建筑、环境三方面和谐发展。”

2017年，中国金茂提出了“臻绿品质”的绿
色新模式，从生态城市、生命建筑、“零碳”运营
三个方面全面升级。

金茂府通过地源热泵系统、毛细管网系统、
置换新风系统、外墙结构系统、外窗系统、
LOW-E玻璃、遮阳系统、隔声降噪系统、同层排
水系统、全屋净水系统、全屋软水系统、24小时
热水系统等，从温度、湿度、空气、阳光、噪音、
水六大基本生命元素出发，为居者建造科技健
康舒居。据悉，中国金茂多项科技成果已申请
国家专利，其健康科技住宅的科技体系有望由
企业标准升级为行业标准。

房企行动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中国”是我国的重要战略，不仅在近两年被反复提及，更被写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近两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健康建筑尤为关注，涌现出

多个做健康住宅的“排头兵”。业内人士认为，健康住宅与居住者健康状况息息相关，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趋势。对健康建筑的发展探索，在人们生活质量、行业发展和国家战略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健康住宅健康住宅
焕新美好生活焕新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龙雨晴

健康建筑

根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
同有关单位制定的《健康建筑评价标准》定
义：健康建筑，是指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基础
上，为人们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设施和服
务，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实现健康性能提升
的建筑。

健康建筑首先应该是绿色建筑，是绿色
建筑深层次发展的需求。绿色建筑认证的
着重点在建筑本身，强调环保和可持续性，
健康建筑认证的着重点在建筑里面的人，目
的是追求建筑中人的健康。多年来，绿色建
筑在我国发展迅猛，评价标准体系日趋完
善，政策支持和推进力度逐渐加大，对我国
环保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绿色建筑
对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要素，如更高的环境
质量、适老、运动健身、心理调节、食品卫生、
健康服务等因素考虑得还不够。而健康建
筑在绿色建筑的基础上，围绕建筑中人的需
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考虑建筑中影响
人们身心健康的各种因素。

健康住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
“健康”就是指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
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不是单纯指
疾病或体弱。有关专家将健康住宅定
义为：在符合住宅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突出健康要素，以人类居住健康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满足居住者生理、心理和
社会多层次的需求，为居住者营造一处
健康、安全、舒适和环保的高品质住宅
和社区。也就是说，健康住宅应该是能
使居住者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
全处于良好状态的住宅。

具体地说，健康住宅不仅包括与居
住相关联的物理量值，诸如温度、湿度、
通风换气、噪音、光和空气质量等，而且
还应包括主观性心理因素值：诸如平面
空间布局、私密保护、视野景观、感官色
彩、材料选择等，回归自然，关注健康、
关注社会，减少因住宅引发的疾病，营
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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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健康功能技术模块，通过对自然环
境中各要素的检测模拟，甄选出适合各个年龄
层、各个活动类型的场地，对场地中的因光照和
风力以及水土等自然环境形成的不利因素，通
过景观规划设计加以改善。

在规划健康功能技术模块，按照景观、规
划、建筑设计一体化原则对规划设计进行指
导，提出景观优先、人车分行、鼓励绿行、专车专
享等理念。

在身体健康功能技术模块，将人群按照年
龄和心理发展需求划分为儿童、青年、老人活动
场地423结构，打造社区全生命周期健康活动
场地。

在心理健康功能技术模块，通过对心理物
理测验得出自然环境中的有效健康因子，对视
听味触等感官刺激进行优化设计，达到提升健
康水平的目的。

在社群健康功能技术模块，打造邻里交流
的场所，提供公共交流的场地及相关设施，倡导
人与社群的联系。

远洋：5H健康景观体系

金茂：12大绿金科技

恒大养生谷不仅针
对养老，而是定义了四个
主要园区，即颐养、长乐、
康益、亲子四大园。根据
计划提供 852 类设施
867项全方位健康管理
服务，客户年龄覆盖从孕
前、婴儿直到百岁老人。
其中颐养园的核心功能
是养生养老，长乐园主推
文化、娱乐活动，康益园
以健康运动为主，亲子园
则针对年轻一代。养老
仅仅是养生谷功能的一
部分，更多的还是建立在
根据不同年龄层次，所提
供的全年龄阶层的健康
管理服务。

绿地拓展与整合医疗、健康、养老等产业资
源，其主打产品“康养居”将依托绿地遍布世界
的地产主业优势，构建“全托型”一站式旅居养
老服务平台。

绿地“康养居”是一款以康养酒店为载体，
健康养生、主题文化活动为特色的创新旅居养
老产品，在全国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风景名胜
度假区、特色小镇等区域，每年开工100家。目
前有40余个酒店项目已经或即将开工建设，武
汉、成都、三亚、郑州等十余家酒店将于6月后
陆续开业。

绿地：“康养居”旅居养老服务平台

恒大：养生谷全年龄阶层健康管理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志峰

健康住宅与居住者健康状况息息相关，是
时代发展的趋势。

人在住宅里停留的时间占生命的 50%以
上，老人和儿童停留的时间更长，住宅的环境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老百姓不仅要居
者有其屋，而且要住得健康，这是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根本需要。

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应“因地制宜”寻求解决之法，如设计和改造的
住宅应该结合当地的自然气候条件，建设健康
住宅，保障居住者生理、心理、道德和社会适应
等多层次的健康需求，进一步提高住宅质量，
营造出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

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仲继寿

今天，当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30
多平方米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满足。我们的
评价标准是什么？

在复杂的环境影响下，人的健康也会受到
影响，这已经得到了验证。无论建多大的房
子，目的是以人为本，是为了人们的健康。所
以，未来应该在“健康中国”建设战略的前提
下，不断提高人居环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清勤

对健康建筑的发展探索，在人们生活质量、
行业发展和国家战略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从生活质量层面来看，健康建筑是人们追
求健康生活的途径之一。在当今社会，人们需
要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需要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

从建筑行业层面来看，健康建筑是绿色建
筑更深层次的发展，是建筑行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与绿色建筑相比，健康建筑的概念源于绿
色环保，但又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它强调建筑
如同健康生命体一般拥有自我调节，主动适应
工程、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它对
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协调是从静态到动态，从被
动到主动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健康建筑是《“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所要求的“普及健康生
活、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的迫切需
求，也是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
三五”规划》中要求“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
对建筑健康性能不断提高的要求”的迫切需
求。

在我国，健康建筑健康有序快速发展，还
需各方共同努力。我坚信通过不断探索，我国
健康建筑的新时代将很快到来，“健康中国”战
略必将早日实现。

华富集团董事长陈启建

住宅有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居者忧其
屋；第二阶段：居者有其屋；第三阶段：居者优
其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迈
入居者优其屋的阶段。但是这个“优”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物质水
平、心理认知等方面的提高，将会不断地创新
和完善。

什么样的房子是健康的房子呢？健康的
房子不仅仅是消费者所需要的新的小区、新的
楼盘，而是所有的房子，包括以前的房子通过
简单、易行的办法都可以改造成健康住宅，这
里所说的可以改造的对象包括住宅、办公、学
校、医院、养老院等所有能称之为房子的空间，
让健康住宅真正落地，让每一位老百姓拥有健
康的室内环境。

制图制图 陈陈 茜茜

HH11规划健康规划健康
HH22环境健康环境健康
HH33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HH44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HH55社群健康社群健康

在 一 些 房 企 发 力 健 康 住 宅 的 时
候，另一些房企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广
大 的 蓝 海 —— 康 养 地 产 、大 健 康 产
业 。 在 国 家 全 面 推 进“ 健 康 中 国
2030”战略之时，健康产业亦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017 年 10 月，绿地正式发布康养
产业战略规划，绿地康养产业集团揭牌
成立，将全面负责运营管理绿地“医康

养”相关产业，助力集团重点发展区域
健康养生示范区建设，为绿地特色小
镇、重点区域项目提供产业运作。今年
5月 9日，绿地康养产业集团主办“2018
绿地康养产业峰会暨康养产业联盟成
立仪式”，邀请 100余位专家学者、企业
家共话大健康产业。

无独有偶，恒大在寻找住宅之外的
发展新空间时，亦将目光投向了大健康

产业，打出了“养生谷”的旗帜，发展健
康服务产业。

“‘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是房
企需坚持不变的发展理念。”绿地集团
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表示，健康产业关
乎国计民生，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供
给侧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绿地要构建
大健康产业生态圈，引领国内大健康产
业发展。

自古以来，人们对居住舒适度的追
求从未停止。健康则是其中一大要素：
安装窗户是为了让阳光进来，安装门是
为了防止野兽进来……经过历史的演
变，住宅已经发展到了“节能环保”“抗
震”“提高空气质量”等更高的层面上，
而健康依然是追求的标准。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许
多 房 企 都 在 争 当 健 康 住 宅 的“ 排 头
兵”，越来越关注住宅的舒适度，从各
方面提升房屋的健康属性，关心居者
健康生活。

2017年 8月，中南置地联合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宣布发布国内首个健康
住宅标准——中南健康住宅标准明确

规范评定健康住宅的 6大体系、39个二
级指标、138项标准条文子项。中南置
地将健康住宅写入了企业的战略规划
中，规定未来旗下所有楼盘都必须符合
健康住宅标准。

在郑州，去年 7月，青风 1.0 绿色住
宅产品——青风公园正式发布，并承诺
青风公园新风除霾系统室内除霾效果
可达到美国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即24小
时平均 PM2.5 浓度不高于 35g/m3，并
将该承诺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之中。

北龙湖金茂府亦从绿色健康角度
出发，围绕空气、阳光、声音、温度、湿
度、水等六大基本生命元素，全面升级

“十二大科技系统”，以同步欧洲的绿色

建筑标准精心打造“舒温、舒氧、舒湿”
的科技住宅。

2018年，被誉为“建筑健康先行者”
的远洋集团落子中原，带来了其“健康
生活家”理念、“WELL 建筑健康标准”
以及“5H健康景观体系”。

“建筑不仅仅是实体的建筑，本质
上还是在打造一种更舒适的生活。在
这一点上，远洋是占有独特优势的。作
为行业建筑健康先行者，远洋一直致力
于打造健康生活，改善城市生活质量。”
远洋地产郑州公司营销总监黎永新表
示，“希望远洋以后能有更多机会，为郑
州带来更多优秀的远洋作品，为更多郑
州人民带来远洋式的美好生活。”

大势所趋 健康住宅势在必行

绿色人居 呵护健康清新生活

战略转型 康养地产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