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产业”邂逅“桂林山水”

侯山下 2700 亩世外桃源的传奇蜕变

9 月 23 日，记者前往位于侯山附近的信和
信·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从市中心驱
车沿着中隐路一路向西，短短不到 20 分钟，穿
过全面贯通的侯山隧道，进入青山环抱的静谧幽
谷之中，信和信·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就坐
落在这里。

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建筑错落有致，亭台楼阁
依山傍水，绿树成林的“天然氧吧”让人浮想联
翩；十几家以名医名字命名的特色医馆吸引着来
自五湖四海的访客；不远处的现代化住宅、学
校、医院等也已成规模……这里俨然成为了陶渊
明笔下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

“从 2009 年信和信集团进入桂林选址侯山
开启打造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的新项目
到今年，整整过去了 10 年。”信和信集团有关
领导感慨回忆起十年前的景象，“当时这里没有
路，可以说是真正的‘处女地’，但这里有青山
绿水、清幽山泉，是我们向往已久的风水宝地。
经过 10 年的发展，昔日的‘世外桃源’如今蜕
变成了‘养生宝地’。”

据介绍，信和信集团是一家跨国企业，在
香港及加拿大、美国、东南亚等地投资经营包
括高科技、工业、医疗、教育、健康养生地
产、旅游等多个产业。 2009 年，集团进入桂林
选址侯山，创新性地定位产品理念和调整产业
布局。 2010 年开始，这一规划占地 2700 多
亩、总投资 102 亿元的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产业园包含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
院、崇华中医街、信和康复医院、中医养生小
镇、生命科学研发中心、生命电子博览园六大
核心项目，集生命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生态
旅游、居家养老、健康养生为一体，构筑了独
特的医疗服务体系、护理服务体系和优质生活
管理服务体系。

信和信·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建设
过程中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建设初期
就被列为桂林市“十二五”重点规划项目。
2013 年产业园被列入广西重点旅游项目； 2014
至今被列入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
2018 年被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文
化旅游部评选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同时又是桂林市创建全国十三大健康旅游示
范基地重要组成部分。

当“健康产业”邂逅“桂林山水”，十年
时间，当初“梦想的种子”如今已经渐渐开枝
散叶。而今，初具雏形的“信和信·桂林国际智
慧健康旅游产业园”已经名声在外，成为国内
外成千上万市民和游客向往的“世外桃源”。

产业新城改写桂林城市版图

六大项目三大服务体系构筑医养游

大健康产业集群

一张蓝图不动摇，矢志奋斗逾十年。从
2009 年开始，信和信集团用行动践行“让更多
人健康、快乐、有尊严地活过 120 岁”的梦
想，在 2700 亩的“风水宝地”里，六大项目如
火如荼般推进建设并取得丰硕成果。

2015 年，信和康复医院主体建成，该医院以
医养结合作为整体定位，满足桂林市老年病医疗
和康复、护理的迫切需求和为产业园内养生养老
示范基地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医院门诊部已经进
入验收阶段、开业在即，未来医院将按照国际化、
专业化的标准，办成一所大健康产业配套中发挥
中坚力量的医院。

2016 年 6 月 28 日，崇华中医街开街运
营，当年即被评为国家 AAA 级景区，为桂林旅
游养生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亮点。开街 3 年多
来，国医大师石学敏、王琦、孙光荣、韦贵康，
全国名老中医汤一新，广西名中医牙廷艺、郑茂
斌、李莉等相继在崇华中医街问诊，前来寻医问
药的群众络绎不绝，逐步形成中医骨科、中医脾
胃、中医妇科、失眠调理、中医减肥调理五大特
色品牌。除了健康调理，崇华中医街在中医药文
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和传
承千年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文化，形成了端午药王
节、重阳敬老长寿文化节、 24 节气养生文化活
动等品牌，每年吸引了数十万国内外游客到访。

除此之外，产业园的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
术学院、生命电子博览园、国际生命科学研发中
心等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

除了抓好项目建设，信和信·国际智慧健康
旅游产业园也把社会公益工作放到重要位置，一
直致力于传播传统中医药文化，增强民众健康意
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在崇华中医街，“周周
有名医，月月有大师”，名医专家义诊活动设为
常态，为教师、警察、公交司机等群体开展专题
义诊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目前，崇华中医街累计举办大型义诊 8
场，小型义诊 72 次，接受义诊患者约 5000 人次。
此外，“老年大学健康班”、“小记者识百草夏令
营”、“青少年脊柱侧弯公益筛查”等层出不穷的公
益活动，促进了健康养生文化在各个群体中传播
开来，让更多人了解中医，爱上中医，关注大健
康，参与大健康。

当桂林山水间 2700 亩“风水宝地”与大健
康产业这一朝阳产业碰撞在一起，由信和信集团
制造的“最佳搭档”迸发出来的火花，六大项目
拔地而起，三大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大健康产业
在这里落地生根、生机盎然，改变了桂林城市版
图，在桂林城市的山水之间，画出属于自己的浓

重一笔，留下永恒的印记。

“人才强企·智惠桂林”

立足桂林面向世界打造中医药大健

康人才摇篮和高地

健康、养老、养生、旅游、教育、科研……在信
和信·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这个产业集
群里，人才始终是产业的核心支撑。产业园内的桂
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除了为产业园培养
高素质的产业人才，更是主动承担起为桂林市大
健康产业发展、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和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人才的责任。

2018 年，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通
过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教育部办学审批，并于
同年 9 月正式开学，在首届新生开学典礼上，
领导嘉宾纷纷表示，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
院进一步完善了桂林市健康旅游产业链、筑牢产
业发展基础、培养产业专业人才，是全市发展健
康产业的重要成果，对桂林市建设国家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牢固树立“以
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开设中医养生
保健、中药学、中医康复技术、老年保健与管理、医
学营养等专业。这些专业均是就业率高、专业热度
高、人才缺口大的专业，高度契合国家健康发展战
略，为大健康产业培养特色人才，吸引全国各地众
多学子纷纷报名就读，2019 年学院招生人数达
2111人。借助信和信集团雄厚的实力，学院与一大
批国内外医疗养老机构及健康产业的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为学院学生今后提升学历、海外深造、参
加海外学习交流、参加大型学术交流等提供平台。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以培养职业技
术型人才、实用型人才为理念，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旨在保持中医自身特色和优势，构建中医人
才梯队。学院在全国遴选出医德高尚、具有绝技绝
活或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专家、匠人，根据这些中
医专家、匠人的专业专长、学术特色，规划设计“跟
诊临床实践活动”，让同学们有更多跟诊、临床学
习的机会，为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临床实践机会，
助力学生快速提升专业水平和能力，成长成为理

论实践高度结合、动手能力强的实用技能型人才，
为中国大健康产业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

除了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园
内六大核心项目拓展开的六大功能业态，也是汇
聚、培养高端人才的高地和摇篮。2017 年 7 月 7
日，信和信集团与韦贵康教授签订合作协议，邀请
其团队为桂林市发展大健康产业提供学术、医术、
人才培养等服务。韦贵康教授是继石学敏、王琦、
孙光荣后，第四位入驻崇华中医街的国医大师。
2018 年 12 月 26 日，桂林市委组织部隆重召开
高层次人才表彰大会，信和信集团获得桂林市高
层次人才伯乐奖。引入高层次人才，是信和信集团
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打造大健康产业人才高地
的重要举措。

“漓水青山·养生桂林”

面向世界全力以赴打造健康旅游目

的地

信和信集团总裁黄海浪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
示，吸引他投资桂林的，除了上面“天时”、
“地利”大背景，更有“人和”之因，那就是桂
林市党委、政府层面对大健康产业的重视。
2017 年桂林获批国家首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成为广西唯一获批此殊荣的城市。

崇华中医街一期开街以来，经过辛苦耕耘，
“信和信集团”“崇华中医街”“健康旅游”等
品牌成为游客体验桂林健康旅游的平台，崇华中
医街也成为中医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桂林旅游转型
升级的标杆。

信和信集团健康旅游产品最吸引游客关注
的，是将自有健康旅游优势资源和桂林生态文化
旅游资源高度融合，为满足世界各地游客各种健
康养生和旅游需求定制的旅游式、旅居式、居家式
三大服务模式。应健康旅游人群需求，崇华中医街
相继开展各项养生保健项目 42 种，如拔罐、药
浴、艾灸、雷火灸、针灸减肥调理等，开发祛湿茶、
养生抗疲膏、玫瑰丰润茶等养生保健产品 60 余
种，发布药膳营养餐菜品超过百种。

信和信集团将医、康、养、文化融合为一体，提
供优秀的人性化健康服务及设施体系品牌，建立

国际一流水准的健康养生养老集群，实现桂林
从单纯的观光型旅游向复合型中医健康、休闲
旅游的突破，推动桂林健康服务业转型升级，助
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信和信集团面
向全球打造健康旅游目的地取得的成果，吸引
国内外众多考察团和旅游机构前来学习考察和
洽谈推动业务落地，今年以来，国内有广东、
天津、北京、上海、黑龙江、陕西、河南、内
蒙古、四川等省市众多机构到访产业园。在国
际化发展方面，信和信集团也在加快推进健康
旅游产品的国际化业务，虽远隔重洋，俄罗
斯、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旅游机构也纷
纷前来考察旅游产品落地事宜。单在今年 9
月份，信和信集团就把健康旅游产品带到北京
“第三届北京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四川
“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第六届四川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桂林“ 2019 中国-
东盟可持续发展创新合作国际论坛”等世界级
旅游产品旅游业务展销合作平台，得到了参展
的国内外旅游机构的关注，就健康旅游线路拓
展和业务落地达成合作意向。

在“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之际，广西
也以健康产业专项行动方式大力发展健康养
老、健康旅游、智慧健康等产业，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桂林的健康产业正朝着纵深方向发
展，信和信集团大健康产业落户桂林并在产业
发展和产业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功，为桂林健康
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如今越来越多的企
业家把目光聚焦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绿水
青山间积极探索健康旅游与景观、环境、产业
融合发展新模式。漓水青山，养生桂林，一幅
“健康+旅游”不断深度融合的壮美画卷正在
徐徐展开，桂林正朝着国内一流的健康旅游目
的地大步迈进。

“不忘初心，以爱济世。我们信和信集团一
定用踏实的脚步，践行自己的承诺和使命，为桂
林乃至国家的健康事业贡献出我们最大的力
量。”黄海浪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旭斌
(图片由信和信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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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匠心筑梦

信和信集团打造桂林健康旅游产业“新标杆”

今年 5 月，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2019 中日韩健康产业论坛在我市

举办，来自中日韩三国的 350 多名健康领域嘉宾就健康产业合作发展的热点

话题进行深度探讨。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走进桂林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代

表性项目、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信和信·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大

中华养生谷)”参观考察，嘉宾们高度肯定了信和信集团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取

得的亮眼成绩，同时也由衷地为桂林以打造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推动旅游业

转型升级的“创新模式”点赞。

“漓水青山，养生桂林”是近年来桂林为推动旅游与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而

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而这一思路恰恰与落户桂林整整十年的信和信集团的

“置业规划”不谋而合。

十年前，信和信集团与桂林“结缘”创立桂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

光阴荏苒，如今位于桂林市区侯山山脉的项目点已经实现了“完美蜕变”———

从无到有、从世外桃源到尘世仙境……这些无一不见证该集团怀揣梦想、勇于

开拓、匠心耕耘的艰辛历程，也成了桂林健康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最美

缩影”。

▲坚持传承和创新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国家 AAA 级景区——— 崇华中医街，吸引数十万国内外游客游览、体验中医魅力。

▲国内外名医专家都关注和支持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办学
工作，图为国医大师、著名骨科专家韦贵康教授在为学生授课。

▲信和信集团在大健康产业、健康旅游产业方面取得的发展成绩，吸
引国内外众多考察团参观学习。图为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在参观考察。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美丽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