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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测电子董事长彭骞：

做细分市场的“顶级玩家”

证券时报记者 曾灿

刚从机场赶回来， 精测电子董事

长彭骞一放下行李便伏身案前———在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之前， 公司还

有一系列文件待他签署。 一旁的董秘

告诉记者， 董事长经常是这样的工作

状态，即便公司已经上市，他还是一副

创业者的模样。

从

2006

年开始创业，彭骞和他的团

队用了

10

年时间让精测电子成功登陆

资本市场。这

10

年间，精测电子曾经历

过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最终还是抓住了

发展机遇， 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据业绩预告，精测电子今年上半年净利

润预计同比增长

109.72%～138.32%

。

用彭骞的话说，战略聚焦、执行力

强、财务稳健，这些都是精测电子取得

今日发展成就的重要因素。 在下一个

10

年，精测电子还会力争国内领先行

列并对标国际巨头，做半导体、显示、

新能源行业以测试设备为核心的综合

服务提供商。

从市场空白处着手

2006

年，非科班出身的彭骞从广

州只身前往武汉，他看到了一片蓝海。

那一年， 液晶显示技术刚刚取代传统

的阴极射线显像管

(CRT)

。

“刚创业的时候，我给自己的定位

是要做一款产品，一款有门槛的、有技

术含量的产品。 ”彭骞介绍说，“当时，

我认为在液晶行业应该有很多机会，

充分调研之后， 我们盯准了检测设备

市场。 ”

彼时，检测设备被认为是技术门

槛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同时也

是一款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进入下游

产线的产品。 “检测设备对研发的要

求高、投入很大，当时国内基本没人

做，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空白领域。 ”

彭骞说。

然而，产品和市场的开拓，并没有

一帆风顺。起初，为推出一款具有竞争

力的产品，在科研方面，精测电子聘请

了大学老师以及军工企业的研发专

家，但最终的研究成果没有达到预期。

“

2006～2008

年，公司发展基本上

处于停滞状态， 最低点在

2008

年

5

月，几近关门歇业。”彭骞回忆道，

2008

年自己曾卧病在床近一个月， 几经思

考后发现公司的症结在于研发能力不

足。此时，还不是公司研发带头人的陈

凯为公司带来了一线生机。

“当时，陈凯把自己对行业技术的

理解以及未来的规划告诉我， 最后我

们达成共识， 决定继续在这个行业做

下去。”彭骞说，从当年

5

月份开始，精

测电子由原来的

80

多人缩减至

8

人，

“整个公司缩减到一个不到

90

平方米

的小房子里，相当于重新开始创业。 ”

在彭骞及陈凯的主导下， 精测电子

推出的新产品最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从

2008

年下半年开始，精测电子真正进

入平板显示检测行业，且市场一路做大。

目前，陈凯担任精测电子董事、总经理。

做细分市场全球第一

精测电子目前的产品包括模组检

测系统、面板检测系统、

OLED

检测系

统、

AOI

光学检测系统和平板显示自

动化设备等， 公司基本具备了平板显

示检测领域“光、机、电、算、软”的垂直

整合能力。 而事实上，在发展初期，精

测电子的产品基本局限在电讯技术的

信号检测

(PG)

领域。

彭骞介绍说，

2013

年的时候，精

测电子在电测方面优势突出，“但单纯

做

PG

，不仅市场容量很有限，且因为

PG

只是系统中的一个部件，未来很难

掌握主导权。 ”

看到天花板将近的危机， 精测电

子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开始构建自

身的自动化检测及

AOI

体系。

2014

年， 精测电子引进了宏濑光电和台湾

光达关于

AOI

光学检测系统和平板

显示自动化设备相关的专利等知识产

权。彼时，这些投入消耗了精测电子的

大笔现金流，甚至可能影响上市进程。

“精测电子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

任何时候都方向明确， 不会去做急功

近利的事情， 即便研发和新品开发对

利润有一定影响， 但只要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我们还是会去做。”彭骞表示，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战略规划非常清

晰，执行力也很强，每年制定的目标基

本上都完成了。 ”

在

2016

年成功登陆资本市场以

后，彭骞给公司制定的下一阶段目标，

便是要做半导体、显示、新能源行业以

测试设备为核心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公司将沿着这条主线开展产业布局，

聚焦半导体、显示和新能源领域，对标

国际巨头。

“中国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

市场。在中国做企业是幸福的，尤其是

精测电子所处的行业， 最大的增量市

场都在中国。 ” 在分析行业发展前景

时，彭骞充满信心，他认为精测电子目

前保持在面板检测领域优势的同时，

也努力在半导体检测领域建立了自己

的竞争优势，“未来我们会在关键节点

上进行布局， 最终的目标是成为全球

半导体检测设备领域的顶级玩家。 ”

华东医药董事长李邦良：

开启二次创业 向新型药企转型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稳健、务实是华东医药的企业

文化。 我们坚持六条经营理念，新时

期赋予这六条经营理念新的内容。 华

东医药的第一次转型，是由原料药转

型成为制剂大厂。

2018

年，华东医药

要向以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为主导

的新型医药企业转型。 ”对于华东医

药未来的发展，华东医药董事长李邦

良如是说道。

稳健又不乏创新是“华东医药”显

著的企业风格。如今，年过七旬的李邦

良，仍忙碌在研发和市场的第一线，并

率领公司开启“二次创业”。

坚持独特经营理念

1992

年，李邦良担任华东医药厂

长， 彼时该公司还只是一家不起眼的

地方原料制药小厂。次年，华东医药进

行股份制改造， 组建成为杭州医药站

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公司开启了新征

程。 这一年，公司推出“百令胶囊”（发

酵冬虫夏草菌粉），这是华东医药历史

上第一个中药创新药， 也是浙江省第

一个一类中药新药。

据李邦良回忆，当年为了推广“百

令胶囊”， 他发动了办公室所有人员，

策划“百令万里行”活动，公司征集队

伍，一步一个脚印，

5

年跑了几十个城

市。终于，在

1998

年，百令胶囊销售破

亿元，华东医药迎来了大发展。

1996

年

11

月

24

日，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的第

17

颗返回式卫星在

绕地球

239

圈后顺利返回地面， 华东

医药生产的环孢素菌种成功搭载卫星

在太空遨游了

15

天。 在这一实验中，

华东医药利用太空条件对微生物样品

“环孢素菌丝体”进行诱变育种，提高

了菌种生产水平。

2000

年， 华东医药在深交所上

市，登陆资本市场。

2013

年，“百令胶

囊”销售额破

10

亿元大关。 如今，“百

令胶囊”仍是公司的“当家”产品之一。

目前， 华东医药销售规模上亿元的产

品有

7

个，其中包括两个

20

亿元级的

核心产品———“百令胶囊”和“卡博平”

（阿卡波糖片）。

伴随着公司的壮大， 李邦良提炼

出了六条独具特色的企业经营理念，

并坚持至今，比如“要么唯一，要么第

一”。 华东医药几乎所有的产品，要么

是国内独家生产， 要么是国内第一家

研制，竞争力强，科技含量高。

又如“不求品种很多，但求品种

最大”。 李邦良认为，绝大部分跨国企

业的产品种类并不多，但每个品种都

实现了几十亿规模的销售， 产品销

量最大化才有竞争力。而只有提高企

业科技含量，加强创新，才能做到最

大化。

目前，华东医药的医药分销业务

连续十多年位居浙江省龙头、 全国

医药商业

10

强。 公司医药工业的核

心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则为国内

重要的器官移植、 糖尿病药物研发

和生产企业，是浙江省专科、特殊制

剂用药企业龙头， 也是中国医药工

业

50

强。

向新型药企转型

在公司独特经营理念的指导下，

华东医药一直狠抓研发与创新。 “

25

年来，我主要抓两点，一是科研开发，

二是市场营销。这两点抓好了，企业才

能稳健发展。 ”李邦良说。

深耕医药行业，李邦良感到，公司

与一些跨国医药巨头相比仍存在不小

差距，尤其在创新药领域。国外很多一

类创新药，研发历时

10～15

年，研发费

用高达

10

亿美元；虽然国内人工等成

本相对便宜，但研制一个创新药，至少

也需要

10

亿元。 在他看来，鼓励医药

行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高科技，没

有科研就做不到高质量。

2018

年，李邦良提出，公司要向

以科研开发与技术创新为主导的新型

医药企业转型，并将此视为公司的“创

业

25

周年再次创业”。

华东医药集医药研发生产及流通

于一身。公司近年科研投入持续增长，

2017

年研发投入达

4.62

亿元，同比增

长超

70%

， 占同期公司医药工业部分

营收比例近

7%

。 公司预计

2018

年研

发投入增幅在

30%

以上。

创业

25

年， 华东医药的主营收

入和净利润稳步上升。

2011

年以来，

公司每年营收同比增长均达到

10%

以上， 净利润同比增速均超过

20%

。

上市

18

年，华东医药由市值

40

亿元

成长为市值超

700

亿元的大型综合

性医药上市公司，上市以来累计分红

超

32

亿元。

伴随着二次创业， 华东医药也确

定了打造“两个百亿”的目标———到

2020

年，核心子公司“中美华东”的工

业销售业绩实现一百亿的目标；到

2025

年， 百令胶囊

+

以卡博平为主的

糖尿病系列产品销售实现一百亿的

目标。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

让绿色能源在全球开花结果

证券时报记者 曹桢

隆基股份是一家从西安成长起来

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光

伏行业的龙头企业。 隆基股份董事长

钟宝申，是一位非常敬业、有战略眼光

和极具亲和力的企业家。

据钟宝申回忆，他在兰州大学物

理系读书期间，就曾和几位同学探讨

过，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非常落后，毕

业以后要运用自己所学，创办半导体

企业，为中国的科技进步争光。 大学

毕业， 在一家单位上了两年班之后，

钟宝申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沈阳

隆基。

2006

年，钟宝申来到西安，加盟

同学李振国创办的西安新盟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后来，这家公司更名为隆基

股份， 也从此确立了发展的方向———

做单晶硅片。当时，市场上的主导技术

是做多晶硅片， 这种硅片的成本比单

晶硅要小，但也存在不少缺点。

钟宝申和李振国等高管团队对薄

膜、单晶、多晶、物理硅等技术路线进

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由

于物理结构的原因， 单晶可以将电池

性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

N

型单晶硅

片才是未来能够使度电成本降到最低

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隆基股份制

定了第一阶段的发展战略， 即在行业

里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点上形

成突破，进而形成竞争力，成为全球领

先的单晶硅片制造商。

找到独特的竞争价值

此后，隆基股份就确立了“保持技

术领先、不扩产”的竞争思路。 公司管

理层认为， 未来光伏行业的竞争将会

加剧，产品价格会越来越便宜，最终实

现光伏发电的平价上网。 而当时有不

少依靠政府补贴的企业迅速扩大规

模，摊子铺得过大，导致后来倒闭。

“企业的竞争，就是要找到自己独

特的价值。”钟宝申和领导班子在多次

研究后认定， 坚定不移地走 “原创研

发”的道路，通过不断的产品迭代来实

现公司的产品升级。近年来，隆基股份

的研发投入一直维持在销售收入总额

的

5%～7%

，

2017

年，公司的研发投入

超过了

10

个亿。 在美国

SPI

展会上，

《

PV Triathlon

》 主编称隆基股份是

2017

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超

过美国两家公司的科研投入。

依靠一直领先于行业的技术优

势，隆基股份保持着核心竞争力，领跑

中国的光伏产业。 持续的研发投入源

源不断地为隆基股份输送着新技术。

在很短的时间内， 隆基股份就解决了

困扰光伏行业单晶性能衰减的问题，

在单晶硅片的连续转化效率上， 也打

破了世界记录。同时，该公司持续保持

健康的财务运行， 遵循保守和谨慎的

财务运行状态， 负债率多年以来一直

维持在

50%

左右。

致力绿色能源新发展

2018

年的“

5.31

新政”，成为国内

光伏行业的一个转折点。 政府补贴的

减少， 一时之间让很多光伏企业风声

鹤唳，称“行业的冬天到来了”。而在钟

宝申看来， 国内的光伏行业存在着严

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很多落后产品、落

后产能都没有必要再继续生存下去。

因此，短期来看，光伏行业的补贴退坡

会给行业带来阵痛；但从长期来看，经

过对落后、过剩产能的淘汰，将会有利

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长期来看，新政不过是一条长河

里的几点涟漪。 ”钟宝申说，隆基股份

认定太阳能将会是改变人类能源结构

的一种新型能源， 隆基股份将会为光

伏电价下降持续贡献力量， 直至达到

光伏发电的平价并网。

光伏行业历经了将近十年的 “厮

杀”，曾经全国遍地开花的单晶硅供应

商如今仅剩五家，在这五家企业里，隆

基股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单晶硅供

应商。 钟宝申说，“绿色能源是人类未

来发展的能源支撑， 太阳能发电将会

改变全世界的能源供应， 成为最主要

的能源来源。隆基要造出更优质、更便

宜的单晶硅片， 来助推这一伟大使命

的实现。 ”

“光伏是一个年轻的产业，因此我

们也希望和年轻人一起来开创这个新

事业。 ”钟宝申说，随着隆基股份人才

布局在全球的不断打开， 隆基股份也

不断在传输着企业价值观———无论何

时，都要保持善意。公司里流传着一份

“关于成长的七点心态”中强调：保持

善意；心存利他；秉持开放；持续学习；

工作要专注；追求结果；关注趋势；开

始即准备好。

“光明的产业，共同的事业。”钟宝

申说， 隆基股份将会和更多年轻人一

起，努力让绿色能源在全球开花结果。

T34

“在中国做企业是幸福的， 尤其是精

测电子所处的行业，最大的增量市场都在

中国。 未来我们会在关键节点上进行布

局，最终的目标是成为全球半导体检测设

备领域的顶级玩家。 ”

“绿色能源是人类未来发展的能源

支撑，太阳能发电将会改变全世界的能源

供应，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来源。 隆基要造

出更优质、更便宜的单晶硅片，来助推这

一伟大使命的实现。隆基股份将会和更多

年轻人一起，努力让绿色能源在全球开花

结果。 ”

伴随着二次创业，华东医药也确定了

打造“两个百亿” 的目标———到 2020 年，

核心子公司“中美华东” 的工业销售业绩

实现一百亿的目标；到 2025 年，百令胶囊

+ 以卡博平为主的糖尿病系列产品销售

实现一百亿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