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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无锡市养老地产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无锡市养老地产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无锡市养老地产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无锡市养老

地产行业的现状、中国无锡市养老地产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无锡市养老地产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无锡市养老地产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无锡市养老地

产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无锡市养老地产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养老地产，从建筑设计、园林规划到装饰标准，这类老年地产的建筑产品开发接近于高端

住宅产品开发的规律，创新核心在于适老化设计。

     养老地产实现了品质地产和优良健管家服务的有机结合，从护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

、文体活动、餐饮服务到日常起居呵护，增加设施设备和精心打造专业管理团队。养老地产

主要的产品形态包括：保险资金推出的升级版的养老机构，如养老院，把养老地产视做商业

地产项目长期经营；开发商推出的养老地产项目。

     从养老产业链来看，主要涉及养老住宅及服务提供者、消费者和养老资金来源三个层面，

所涉及机构包括政府、地产公司、养老服务机构、保险机构、其他投资者和养老人群。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养老地产发展基础概述 

 第一节 养老地产概述 

 一、养老产业的定义和目标 

 二、养老地产的内涵及特征 

 三、养老地产利益主体分析 

 四、成熟养老地产特点分析 

 第二节 中国养老地产行业政策分析 

 一、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分析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三、《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 

 四、《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五、《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指导意见》 

 六、《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八、中国养老地产&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政策支持 

 九、《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 

 十、《&ldquo;十三五&rdquo;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第三节 中国养老地产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 

 二、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分析 

 三、中国养老观念的转变分析 

 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 

 五、中国的老龄人口红利分析 

  

 第二章 养老地产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养老地产行业发展现状 

 在全国的养老院中，月均收费在500-1000元之间的养老机构有22255家，其中有19682家为国营

机构，占比88.43%。而其他收费阶梯中，民营机构都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不过数量还是

相对有限，而且供应较少。

 其次，养老地产项目空置率较高。在上述4大养老地产集群地中，川渝地区养老地产项目空

置率最高，达到47.50%；京津冀、长三角空置率也超过40%，珠三角最低也有36.87%。而一般

养老院入住率要达到75-85%才能盈亏平衡，较高的空置率表明国内养老产业还处于早期阶段

。

 一、养老地产处于摸索阶段 

 二、房企布局养老地产情况 

 三、保险企业涉足养老地产 

 四、外资在华投资老年住宅 

 五、中国养老地产开发特点 

 第二节 不同类型养老地产市场调研 

 一、养老服务嵌入式住宅市场 

 二、养老服务型老年公寓市场 

 三、&ldquo;学院式&rdquo;养老地产市场 

 四、健康养生型养老地产市场 

 五、养老综合体养老地产市场 

 第三节 养老地产开发运营模式分析 

 一、中国养老地产商业模式分析 



 （一）中国现有养老地产模式分析 

 （二）适合中国养老地产开发模式 

 （三）中国养老地产运营模式分析 

 （四）中国养老地产盈利模式解析 

 （五）养老地产商业模式创新分析 

 二、中国养老地产管理模式分析 

 （一）房地产开发商管理的模式 

 （二）与专业公司建立战略联盟 

 （三）引进专业公司的管理模式 

 （四）各种管理模式的优劣对比 

 （五）养老地产管理的收益分析 

  

 第三章 无锡市房地产市场环境分析 

 第一节 无锡市行政划分 

 第二节 无锡市地理气候资源环境分析 

 一、地理位置 

 二、地质 

 三、气候 

 四、资源 

 第三节 无锡市交通环境分析 

 一、交通 

 二、铁路 

 三、公路 

 四、水路 

 五、民航 

 第四节 无锡市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无锡市GDP增长情况 

 二、无锡市固定资产投资 

 三、无锡市居民收支情况 

 四、无锡市产业结构分析 

 第五节 无锡市地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无锡市消费市场情况 



 二、无锡市人均住房面积 

 三、无锡市安居工程建设 

  

 第四章 无锡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分析 

 第一节 无锡市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 

 一、无锡市土地政策综述 

 二、无锡市房地产政策分析 

 三、无锡市住房公积金新政 

 第二节 无锡市房地产市场调研 

 一、无锡市房地产投资情况 

 二、无锡市房地产供给分析 

 三、无锡市商品房销售情况 

 四、无锡市房地产成交情况 

 五、无锡市房地产优势企业 

 第三节 无锡市部分楼盘情况 

 第四节 无锡市房地产价格走势 

  

 第五章 无锡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标准 

 一、老年人年龄划分标准 

 二、老龄化社会划分标准 

 第二节 无锡市人口结构分析 

 一、人口数量 

 二、性别结构 

 三、户籍结构 

 第三节 无锡市老年人口数量统计 

  

 第六章 无锡市养老地产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第一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业发展优势 

 一、无锡市区位优势 

 二、无锡市气候特征 

 三、无锡市政策支持 



 第二节 无锡市养老服务供应分析 

 一、无锡市养老机构数量 

 二、无锡市居家养老服务情况 

  

 第七章 无锡市重点区域养老地产布局分析 

 第一节 滨湖区重点布局区域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分析 

 二、养老地产发展优势分析 

 三、养老地产重点项目分析 

 四、养老地产需求前景分析 

 第二节 梁溪区重点布局区域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分析 

 二、养老地产发展优势分析 

 三、养老地产重点项目分析 

 四、养老地产需求前景分析 

 第三节 锡山区重点布局区域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分析 

 二、养老地产发展优势分析 

 三、养老地产重点项目分析 

 四、养老地产需求前景分析 

  

 第八章 养老地产市场目标消费者分析 

 第一节 老年人特征与消费能力分析 

 一、老年人的生理特征研究 

 （一）老年人人体工程学 

 （二）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三）老年人的生理需求 

 二、老年人的心理特征研究 

 （一）老年人的心理特征 

 （二）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三、老年人的行为活动特征 

 （一）老年人活动分布圈 



 （二）老年人的活动特性 

 四、老年人群购买力分析 

 （一）老年人经济收入来源 

 （二）老年人购买力正提升 

 第二节 中国养老地产客户群体分析 

 一、企事业单位老年退休人群 

 二、收入学历较高的中年子女 

 三、追求安逸老年生活退休者 

 四、休闲度假养生的老年客流 

 五、养老地产的潜在客户分析 

 六、养老地产客户群消费特征 

 第三节 养老地产消费者行为分析 

 一、中国居民养老意愿调查 

 二、老年人的养老消费观念 

 三、消费者对养老地产认识 

 四、不同老年人关注度调查 

 五、养老地产设施服务需求 

 六、养老地产入住方式调查 

  

 第九章 无锡市养老地产项目营销策略分析 

 第一节 养老地产项目的选址及定位 

 一、养老地产项目的选址策略 

 二、养老地产的项目定位分析 

 第二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项目营销策略研究 

 一、养老地产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二、养老地产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三、养老地产项目销售渠道类型 

 四、养老地产项目销售渠道选择 

 第三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项目促销策略分析 

 一、养老地产促销目标分析 

 二、养老地产促销方式分析 

 三、养老项目促销策略分析 



 （一）养老地产广告促销策略 

 （二）养老地产人员推销策略 

 （三）养老地产营业推广策略 

 （四）养老地产公共关系策略 

 第四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产品价格策略分析 

 一、养老地产项目定价策略分析 

 二、养老地产项目价格影响因素 

 三、养老地产项目定价方法研究 

 四、养老地产项目调价方法研究 

 第五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网络营销策略分析 

 一、养老地产网络营销运作模式分析 

 二、养老地产开展网络营销的优势 

 三、养老地产开展网络营销的缺陷 

 四、养老地产网络营销的整合互补 

 五、养老地产实现网络营销的策略 

  

 第十章 无锡市养老地产业扶持政策分析 

 第一节 社会保障政策 

 一、医疗保险政策 

 二、养老保险政策 

 三、离退休政策 

 第二节 &ldquo;以房养老&rdquo;政策解读 

 一、政策路径 

 二、适用条件 

 三、国内实践 

 四、发展困局 

 第三节 养老地产业其他相关政策解读 

 一、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解读 

 三、养老服务业&ldquo;十三五&rdquo;政策导向 

 （一）发展目标 

 （二）主要任务 



 （三）重点工程 

  

 第十一章 无锡市养老地产投融资市场战略分析 

 第一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投资开发影响因素 

 一、地区经济水平 

 二、地区居民收入 

 三、社会福利制度 

 四、老龄人口数量 

 五、居民养老观念 

 六、地区生态环境 

 七、地区地价水平 

 第二节 养老地产投资特性分析 

 一、养老地产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二、养老地产项目投入产出分析 

 三、投资养老地产关键决策要素 

 四、养老地产的投资价值点分析 

 （一）进入品牌效应 

 （二）售租获取利润 

 （三）运营管理获益 

 （四）地区辐射效应 

 （五）社会口碑效应 

 第三节 房地产企业投资养老地产可行性分析 

 一、养老地产成房企开发新方向 

 二、房企开发养老地产优势分析 

 三、房企开发养老地产前提分析 

 四、房企投资养老地产效益分析 

 五、房企开发养老地产战略分析 

 第四节 保险企业投资养老地产可行性分析 

 一、保险资金与养老地产匹配性 

 二、险资投资养老地产法律环境 

 三、保险资金养老地产投资模式 

 四、险企养老地产运营模式分析 



 五、险企养老地产投资收益分析 

 第五节 养老地产投资前景分析 

 一、产业政策风险 

 二、房产信贷风险 

 三、新兴市场风险 

 四、投资收益风险 

 五、物业管理风险 

 第六节 养老地产投融资策略分析 

 一、房地产投融资主体分析 

 二、养老地产融资渠道分析 

 三、养老地产融资方式分析 

 四、养老地产融资策略分析 

 五、养老地产PFI融资模式 

 （一）PFI建设养老地产的适用性 

 （二）PFI建设养老地产的模式构建 

 （三）养老地产运用PFI模式的建议 

  

 第十二章 无锡市养老地产行业前景调研趋势预测 

 第一节 养老地产发展趋势分析 

 一、综合性住宅将成为主导产品 

 二、市场竞争激烈设计更重细节 

 三、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开发理念 

 四、小户型是养老地产开发首选 

 五、将逐步从主城区向郊区转移 

 六、开发不再片面追求规模档次 

 第二节 养老地产市场机会分析 

 一、养老综合体的市场机会 

 二、养生养老地产市场机会 

 三、养老旅游地产市场机会 

 四、保险企业养老地产机会 

 五、医疗康复机构市场机会 

 六、酒店管理企业市场机会 



 第三节 养老地产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一、养老地产成房地产新增长点 

 二、养老地产产品渐成新型刚需 

 三、养老地产潜力巨大尚需升级 

 四、养老地产市场需求前景广阔 

 五、养老地产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无锡市养老地产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养老地产需求趋势分析 

 二、老年人口预测 

 三、养老服务机构需求预测 

 四、养老地产业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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