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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是什么？
“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是光大永明人寿与光大养老联合推出的“保单+养老社区”
一揽子养老服务解决方案，实现了保险产品与养老服务的紧密结合，能够同时满
足老年人在养老金融服务与养老护理服务方面的综合需求。
2.“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有几个子计划？
该计划包括两个子计划，计划 A—“保险+长居养老服务优享权+旅居养老服务优
享权”，为保险客户提供养老社区长居和旅居服务相关权益。计划 B—“保险+旅
居养老服务优享权”，为保险客户提供养老社区旅居服务相关权益。
3.“光大安心养老计划”具体由谁提供相关服务？
该计划由光大永明人寿提供保险服务，由光大养老提供养老社区服务。
4. 光大养老是怎样的养老社区服务公司？
中国光大养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养老”或“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在香港设立，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在北京设立“光大养老健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境内总部，全面负责境内的养老资产管理、投资、运营等业
务。目前旗下已拥有北京汇晨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光大金夕延年养老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百龄帮（重庆）康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三家子品牌，合计总床
位数已突破 2.1 万张。为贯彻光大集团发展养老健康产业的战略规划，光大养
老着力打造以机构养老为体系支撑，以康复医疗、护理医疗为服务核心，以社区
服务、居家服务、旅居服务为产品补充，以并购基金资产管理为驱动抓手的长者
健康服务产业集团。
5. 光大养老的养老布局是什么？
中国光大养老拟将“3+X” 区域作为目标市场。
“3”是指京、津、冀区域、长三
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京、津、冀区域以北京汇晨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
为主体进行市场的开拓；长三角区域以无锡金夕延年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主
体进行市场开拓；未来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再设立一个区域公司用于市场开拓。
“X” 指在经济、人口、资源上有一定优势的重点城市，如成都、重庆、昆明、
武汉等。拟布局大连、武汉、青岛、厦门、海口等资源要素聚集区域，完成对重
点城市目标市场的渗透，迅速做大规模。目前光大养老已实现京津冀、长三角、
西南区域等二十四个重点核心城市的布局，具体为：北京 7 家、威海 1 家、苏
州 1 家、无锡（江阴） 7 家、重庆 13 家、宁波 1 家、温州 4 家、丽水 7
家、嘉兴 3 家、建瓯 1 家、另天津等地区 2020 年均设立新的经营机构；合计
拥有床位数量突破 2.1 万张，累计服务客户数量突破 10 万余人。
6. 光大养老社区哪些可以提供长居服务？
“光大安心养老计划” 配套的养老社区包括光大汇晨、今夕延年、重庆百龄帮
运营的 54 个长居养老社区（详见目录），
“光大安心养老计划”配套的养老社区
目录会不定期更新。
7. 光大养老社区哪些可以提供旅居服务？

目前能够提供旅居服务的养老社区有两家，分别是：光大汇晨威海荣成老年公寓、
光大汇晨苏州阳山老年公寓、“光大安心养老计划”配套的旅居定制特惠套餐会
不定期更新。
8. 获得“光大安心养老计划 A”权益的保费标准是多少？
单张保单购买特定保险产品的保费累计将大于等于 100 万元。
9. 获得“光大安心养老计划 B”权益的保费标准是多少？
单张保单购买特定保险产品的保费累计将大于等于 30 万元。
10. 若保单期满或保单已经理赔，权益是否丧失？
权益不丧失，正常有效。
11. 若保单交足 100 万保费后客户退保，权益是否丧失？
权益丧失，即使交足保费累计 100 万，客户退保也丧失权益。
12. 光大安心养老计划”的权益申请人是谁？
权益申请人是投保人。
13. “光大安心养老计划”的入住权益人是谁？
入住权益人是投保人、投保人的配偶、投保人的父母、投保人配偶的父母。
14. 除约定的六类入住权益人外，是否能够申请其他亲属入住？
不可以。
15. 长居养老服务优享权包括几项子权利？
四个，分别是：长居保证入住权、长居优先入住权、体验式入住权和长居价格优
惠权。
16. 长居保证入住权的权益是什么？
入住申请人通过入住评估之日起 10 个月内，保证安排申请人入住其申请区域（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任一养老社区。
17. 长居保证入住权可以转让吗？
投保人为自然人时，投保人及其配偶在申请入住时可将保证入住权转让给被保险
人及其配偶，且仅可转让一次，不可撤销。
18. 长居优先入住权的权益是什么？
入住权益人享有优先于光大养老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客户但滞后于保证入住权
人申请入住养老社区的权利。

19. 体验式入住权的权益是什么？
入住权益人享有一次向光大养老申请不超过三天免费体验入住养老社区的权利，
无需支付房间/床位费。
20. 长居价格优惠权的权益是什么？
享有自入住之日起一年内， 在光大养老届时公布的房间/床位费基础上享受折扣
优惠的权利，该优惠不少于/低于光大养老同期通过常规渠道发布的优惠政策。
21. 旅居价格优惠权的权益是什么？
享有所入住养老社区届时公布的旅居定制特惠套餐标准费用 9.5 折优惠。
22.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可享受那些长居权益？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可享受长居权益中的 4 项权益，分别是：长居保证入住权、
长居优先入住权、体验式入住权和长居价格优惠权。
23.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的父母可享受那些长居权益？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的父母可享受长居权益中的 3 项权益，分别是：长居优先入
住权、体验式入住权和长居价格优惠权。
24.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的父母什么时候可以行使长居优先入住权？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的父母在投保人保单生效且过犹豫期即可行使长居优先入住
权。举例：投保人年交 10 万，选择 10 年期交，在保单生效且过犹豫期后，投
保人父母和投保人配偶的父母即可行使优先入住权申请养老社区入住。
25.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什么时候可以行使长居保证入住权？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在累计保费达到 100 万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配偶一方达
到即可），且保单有效状态下方可行使保证入住权（保单有效状态的要求中因保
单理赔或满期可除外）。举例：投保人年交 20 万，选择 5 年期交，投保人交足累
计保费 100 万（5 年后）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可行使保证入住权。
26.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均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入住养老社区吗？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投保人/投保人配偶在累计保费交了 50 万，保单有效状态下，
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若养老社区有空床，则可行使优先入住权入住。
27. 长居权益中的保证入住权或优先入住权可以享受几次？
答：长居权益中无论是保证入住权还是优先入住权，都仅有一次使用机会。保证
入住权和优先入住权不能同时享有。
28. 申请长居入住权的权益人在年龄上有什么要求？
保证入住权益人需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虽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入住权益人
的身体状况经光大养老评估后符合入住养老社区的相关条件也可入住。

29. 长居养老的优先入住权只能使用一次？
答：长居养老的优先入住权是 6 个人（投保人、配偶、投保人父母、配偶父母）
都有，每个人可享有一次，可同时使用也可分开使用。但是，若投保人放弃长居
养老权的保证入住权，则视为所有人均放弃所有权益。
30. 安心养老计划的入住年龄是只能退休后么？
长居养老入住，夫妻双方有一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可；夫妻双方都不到退休年
龄不可以入住。旅居养老不受年龄限制，不限次数、时间的限制，这类客户可以
选择旅居养老。
31. 旅居养老服务优享权包括几项子权利？
2 个，分别是：优先入住权和价格优惠权。其中，价格优惠权是权益人可以终身
享受同期对外价格的 9.5 折优惠；优先入住权是权益人享有优先于光大养老通
过其他方式获取的客户入住养老社区的权利。
32. 旅居权益中的优先入住权及价格优惠权谁能享受？
投保人、投保人配偶、投保人的父母、投保人配偶的父母均可享受。
33. 旅居权益中的优先入住权及价格优惠权能享受几次，有年龄限制吗？
不限次数，不限制年龄。
34. 客户投保后什么时间可以行使旅居的相关权益？
权益人在保单生效且过犹豫期后即可行使旅居权益中的优先入住权和价格优惠
权。
35. 旅居优先入住权及价格优惠权在同一年度内是否有次数限制？
没有，权益人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举例：某客户在 18 年连续多次入住苏州阳山
老年公寓，每次都可享受优先入住及价格优惠。
36. 若光大养老无法在 10 个月内提供保证入住权益，其违约责任是什么？
光大养老需支付违约金额为所申请房间所在区域内养老社区的自理型房间费/护
理型床位费当年平均月度费用。
37. 入住权益人是否可以跨地区申请入住社区？
可以。比如上海籍客户可以申请北京地区的养老社区入住。
38. 入住权益人是否可以指定某一社区入住？
入住权益人可以在某一指定社区进行排队，但若权益人要行使保证入住权益，而
光大养老在 10 个月内无法安排，光大养老将为权益人安排同一地区的社区入住，
若权益人执意入住某指定社区，则视为放弃保证入住权行使优先入住权。

39. 长居入住的费用一般包含哪些？
长居入住的费用一般包含入住权益人所选房型/床位价格+餐费+入住前评估护理
等级所对应的护理费。其中房间费/床费费为基础价格，餐费及护理费根据需求
增加。
40. 社区的护理费如何收取？
社区会根据入住权益人的自理能力进行评估，确定护理等级，各养老社区对护理
级别的划分可能略有不同，入住权益人的自理能力越低则需要的护理级别越高。
41. 入住社区时拥有保证入住权及优先入住权客户哪个可以先入住？
拥有保证入住权申请人顺序优先于拥有优先入住权申请人。
42. 投保人购买了多张大额保单，是否可以有多个权益？
可以。例如，投保人购买两张保单，5 年期 20 万，3 年期 50 万，申请可获得两
次 A 计划的保证入住权、优先入住权、体验入住权、价格优惠权。
43. 申请保单有效时，投保人发生婚变等问题，入住权益人是否会产生变更？
以入住养老社区时，投保人的法定婚姻状态为准。
44. 旅居的费用是否按照长居每月的定价，如果只住几天如何计费？
固定的价格，按天计算。
45. 入住养老院的保证金是多少，根据是什么确定的？
入住保证金，是养老机构对入住申请人身体状态评测后，确定的保证金，用于医
疗救治及照护，数额 5000—50 万不等。同一养老机构，同一时期，不同人的身
体状态不同，保证金的数额也是不一样的。
46. 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服务申请时效？
生效且过 15 天犹豫期后 30 个自然日内申请，超过时效视为放弃并不予补发
47. 投保光大安心养老计划的客户在新契约阶段需要签署什么资料？
除保险产品相关投保资料外，客户还需签署《光大养老社区服务申请书》。
48. 完成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投保的客户将获得哪些凭证？
所投保保险产品的保险合同（由光大永明人寿提供）及光大养老社区服务的电子
确认函（由光大养老提供）。
49. 如果有客户想要纸质版的确认函，是否可出具？如何申请？
不支持。由于纸质确认函用印等流程非常繁杂，建议客户将电子确认函进行彩打
自行保留纸质确认函即可。

50. 既往申请并收到确认函的保单，是否能够在生成电子确认函？
已出具纸质确认函的保单，不再重新出具电子确认函。
51. 养老社区给客户发送的短信确认函下载链接，有时效限制吗？
长期有效。
52. 养老社区的参观需提前几天预约？
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电话预约， 就参观的具体时间、地点、参观计划等相关事
宜进行协商确定，届时该养老社区应按照预约的时间为客户安排养老社区的参观
事宜。
53. 入住申请人的申请入住社区流程是什么？
申请人向光大养老提出入住申请，申请途径包括直接向光大养老社区拨打电话申
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