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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月 15 日，上市公司万向钱潮（000559.SZ）、顺发

恒业（000631.SZ）发布公告称，万向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兼 CEO 鲁伟鼎宣布， 捐出万向集团公司截至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全部资产，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

此举引发了各界关注，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整个

万向系控股和参股的 A 股上市公司有 12 家， 涉及公

司合计市值接近 2000 亿元。此外，万向系旗下还参股

多家新三板公司。

隆门资本总经理王海宁：

医药行业巨变 唯有专业才能抵御“黑天鹅”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药学专业、研

究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专业，

之后在知名医药企业做过市场、战略和

投资，隆门资本总经理王海宁几乎所有

的求学和就业经历，都围绕着“医药”这

两个字。 在王海宁看来，医药行业正在

经历技术革新和转型升级这两大历史

性巨变，变化就会产生新的机会，很多

细分领域都孕育着机会。但医药行业的

投资专业性很强、门槛很高，唯有专业、

专注，才能收获诸多机会。

医药行业正在发生巨变

证券时报记者：

医药行业在资本

市场一直广受关注

，

你觉得这个行业

目前正在发生哪些主要的变化

？

王海宁： 医药行业变化确实太快

了！ 首先是技术革新很快，可以说，医

药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技术革命， 由化

学药时代进入生物药时代。 化学药时

代欧美国家因为起步早， 很早就形成

了技术壁垒和专利壁垒， 中国只能跟

在后面做仿制药。但在生物药时代，因

为生物药结构更复杂， 技术更加多元

化，很难用专利锁死。 在生物药领域，

中国有机会追赶甚至未来在个别领域

超越欧美。同样在医疗器械领域，随着

多学科的交叉越来越频繁和深度化，

也迎来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

其次是行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

一方面由于技术革新， 另一方面是政

策变革带来的驱动。在医药领域，由仿

制药向创新药升级；在医疗器械领域，

以前主要以进口为主， 现在国产替代

越来越频繁。 不同行业之间的交叉和

融合也越来越多，比如互联网、人工智

能、 商业保险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和渗

透，也带来很多新的商业模式。

整体来说，医疗行业各种技术、模

式和政策的变化都很快， 变化当中孕

育着很多投资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

你们会重点挖掘

哪些方面的投资机会

？

王海宁：医药、医疗器械、创新的

医疗商业模式，我们都会关注。但更多

会把握其中的两大趋势。 一是技术创

新，我们会不断关注创新的、有医疗价

值的产品和技术；二是支付方改革。目

前中国的医疗支付主要靠社保， 但社

保的支付能力有限， 并且支付压力越

来越大。未来，商业保险会更多进入到

医疗领域， 成为独立的支付方和医药

产业的重要一环。

这个过程中，很多专业的医疗险会

发展起来，医药的支付和控费模式会发

生很大变化，很多围绕商保支付方的新

商业模式也会发展起来，传统的医药产

业链格局很大程度上会重构。

医药行业的投资逻辑

在数据之外

证券时报记者：

你们过去主要投

资了哪些项目

？

投资的逻辑和依据是

什么

？

王海宁： 我们基金成立到现在差

不多两年时间，投资了艾隆科技、长风

药业、慈信医疗、智核生物、凯地生物、

飞渡医疗、玉森药业、硅基仿生科技等

十多个项目。 我们主要围绕着上面说

的投资逻辑， 把握行业的技术创新和

转型升级的趋势， 在高技术壁垒和高

成长性的细分领域进行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你觉得你们团队

的核心优势在哪些地方

？

王海宁：首先我们非常专注，只关

注医药行业； 其次我们团队的主要成

员都有医学背景， 并且在医药企业做

过很多年。 我们对产业的理解和纯粹

的金融机构还是有很多不一样。 这个

行业有很多数字和报告之外的东西，

比如最简单来说，什么药是未来方向？

哪种药有市场前景？ 很难仅通过数据

分析和研究报告看出来。

懂医、懂药，还要懂金融、懂政策，对

整个医药行业的研、产、销体系有深入了

解，才可能做好医药产业的投资。投资人

要对产业链有深入了解， 对技术变化和

政策变化有前瞻性， 有些细分领域和投

资逻辑今年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但明年

可能就变化了。比如仿制药行业，带量采

购政策出来后， 投资逻辑就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单纯看一个项目，可能觉得

投资逻辑是通的， 但如果不能站在整个

产业的趋势来看，很可能会踩到坑里。唯

有专业，加上持久的研究，才能对这个行

业的变化了然于胸。

原有的投资逻辑

支撑不下去了

证券时报记者：

对于时下热门的互

联网医疗

，

你是怎么看的

？

王海宁： 互联网确实在很多环节上

给医疗产业带来了效率的提升， 比如对

挂号、支付、诊疗等流程的优化。 但目前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很多现有的互联网

医疗模式很难找到盈利模式。 最初的互

联网医疗的创业者， 要么来自于互联网

行业，他们有很强的互联网思维，但对医

疗产业了解不够深入； 要么来自于医疗

行业，这些创业者懂医疗，但对互联网缺

乏理解和敏锐。 但随着创业者不断地探

索和学习， 互联网医疗的各种商业模式

也在不断改变。

整体来说， 互联网医疗在中国还刚

刚起步，很多模式有待完善和验证。其中

很多项目还很浮躁， 没有真正对医疗行

业和盈利模式的思考， 靠融资和烧钱存

活，没有真正服务到用户。 无论对医院，

还是对患者， 都需要真正的有价值创造

的服务模式出来， 否则很难取得商业上

的成功。同时，医疗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

学科， 医生的学识和经验很难被互联网

和工具真正替代。

证券时报记者：

一致性评价

、

带量采

购

、

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稽查

，

面对医药行

业的一系列政策给行业的变局

，

你怎么看

？

王海宁： 这些政策总结起来就是一

句话：国家正大力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

原来低端的仿制为主的药品和器械的产

业结构，已经无法适应行业的发展需求。

创新的、 疗效更好的产品会得到更多支

持。 医药行业不可能永远靠销售和利益

来驱动！

不管在一级还是二级市场上， 很多

医药企业股票跌幅比较大。 大家可能疑

惑医药行业的黄金时期是不是过去了。

其实这只是短期的阵痛， 这是必须经历

的， 行业很多原有的成长逻辑和估值逻

辑确实会支撑不住， 但未来会有更多新

生力量出来，会有更多的创新企业上市。

研发和产品储备更好的企业， 才更有可

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出。

遭遇“黑天鹅”

本质上还是不够专业

证券时报记者：

你们在投资一个医

药行业的项目时

，

最看重的是哪个因素

？

王海宁：我认为团队背景很重要。医

药行业的创业门槛极高。 我们投资的项

目， 通常希望创始团队都有极强医药专

业背景，而且要在行业中积累了很多年，

否则很难跑出来。

证券时报记者：

医药行业经常出现

所谓的

“

黑天鹅

”，

如何规避这些风险

？

王海宁： 我现在只讨论一级市场的

投资逻辑。所谓的“黑天鹅”，本质上还是

源于投资者对行业和专业的不理解和看

不懂。 只有足够专业，才能规避风险，做

到稳健投资。

做医药行业的投资， 你要能看清楚

行业的发展趋势，看懂技术变革的趋势，

医药行业的投资还是相对稳健的。 我们

基金两年时间投了十多个项目， 每个项

目都有不错的成长和发展， 都在逐步验

证我们的投资逻辑。

本版制图：官兵

我眼中的鲁伟鼎

姚峰

2019

年

7

月

3

日晚

,

“潮起钱江”

第三届杭州钱塘江文化节开幕式在杭

州大剧院歌剧院隆重举行，浙江省、杭

州市多名领导出席。开幕式后，大型现

实题材话剧《春潮》进行首场演出。 通

过话剧表现形式，讲述一对父女，也是

老一代浙商与新一代浙商观念碰撞和

精神传承的故事。

坐在台下，观看着演员们的倾情演

出，我脑海中浮现出浙商民营企业代表

人物鲁冠球和鲁伟鼎父子的形象，虽然

情节不同，经历迥异，但精神实质相同。

浙商模范鲁冠球

要说鲁伟鼎，必须先说鲁冠球。说

起当代的浙商，我们会提到马云、史玉

柱、郭广昌等人，往前追溯，还有包玉

刚、 邵逸夫等前辈高人。 但按媒体说

法，在一众企业家中，鲁冠球确是最特

殊，也是声望最高的一人。

鲁冠球，上个世纪

40

年代出生于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汉族， 中共党

员。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就像话剧

《春潮》中的主人翁叶庆山一样，年轻

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工人。 鲁冠球

长大以后， 父亲去了上海的一个医药

厂工作，他和母亲在农村生活，日子过

得非常艰苦。 鲁冠球为了减轻家庭生

活负担，

15

岁就辍学了， 去了一个小

作坊做小铁匠。 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就

是

14

元，干了三年之后工资涨到

35.5

块钱。 但不久， 中国发生三年自然灾

害，他被辞退回家。

鲁冠球曾说， 他的创业是被逼出

来的。 工人当不了，农活没法干，他只

好创业。开过一家米面加工厂，后被迫

关门，而且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还钱，

他卖掉祖父留下的三间祖屋。

1969

年，鲁冠球开始二次创业，带着

6

个农

民，借了

4000

元钱开始起步，办起农

机修配厂， 生产万向节等五花八门的

产品。 经过

10

年打拼，到

1978

年，他

的厂已经有了

300

多名工人。 赶上了

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他看到 《人民日

报》的一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

通运输是关键》，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将

大力发展汽车工业， 于是决定砍掉其

他项目，专攻万向节。万向节是汽车传

动轴和驱动轴的连接器， 像一个十字

架， 大的长度近一尺， 小的不过一手

指，

4

个头的横断面平光如镜子，磨掉

一根头发的

１/６

就得换新的， 工艺复

杂、要求高、更新快，市场需求大。 《春

潮》 中叶庆山与伙伴们到广交会推销

丝绸被拒，被迫在门外摆地摊，我不知

道是否取材于 “鲁冠球当年在汽车零

部件订货会上被拒绝入场， 在场外摆

摊时，价格比场内便宜

20%

，从而一

举获得大量订单”的往事。

随着鲁冠球和万向集团的成长壮

大，后面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万向成

为第一家改制和成功上市的乡镇企

业； 第一家进入国务院试点企业集团

的乡镇企业； 第一家拥有国家级技术

中心的乡镇企业； 第一家产品进入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配套生产成品的中国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从

1969

年至

2017

年，历经

48

年，鲁冠球把万向集

团从单一生产万向节扩展到生产万向

节、汽车传动轴、轿车减震器、轿车等

速驱动轴等相关汽车产业，又通过“以

股权换市场、 参股换市场、 设备换市

场、市场换市场、让利换市场”等多种

形式，完成了一系列境内外并购，由此

发展成为一个包含汽车、 新能源、农

业、地产、金融等诸多领域在内的庞大

集团。

1991

年鲁冠球登上了美国《新闻

周刊》的封面，被誉为中国改革的先

锋。

1985

年被《半月谈》评为全国十大

新闻人物，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

浙江省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会

长，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

全国人大代表。 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2016

年胡润

百富榜发布， 鲁冠球以

550

亿元财

富， 位列第

18

位。

2017

年

10

月

25

日，鲁冠球逝世，享年

74

岁。

2018

年

10

月，被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推

荐为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

业家。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

务院授予鲁冠球改革先锋称号，颁发

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乡镇企业改革

发展的先行者。

鲁冠球从一名铁匠铺掌柜做到国

内最大民企之一的领导人， 他成功的

秘诀在哪里？有人总结为两条：一是始

终听党话，跟党走；二是依法合规经营、

务实低调实干、 与时俱进创新。 鲁冠球

“如影随形的危机感、 胜败亦然的平常

心、 刻苦谦卑的学习态度和几十年如一

日的持之以恒”成就了他。鲁冠球一生的

最大梦想是造汽车， 虽然最终未能实现

造车梦， 却留下了一个历经半个世纪风

雨、营收破千亿、产业遍及世界各地、布

局有

20

多家上市公司的“万向系”。

履历丰富鲁伟鼎

说完鲁冠球， 该说鲁伟鼎了。

1971

年

3

月生，浙江杭州人，研究生学历，高

级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万向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局执行董事、总裁，浙江省工

商联副主席。

全球财富研究机构

Wealth-X

财富

评估公司做过统计， 未来

10

年将有

15

万亿美元财富在全世界最富有家庭中进

行代际传承。 在

2030

年之前，将有多达

15.4

万亿美元的财富从一代传给下一代

人。统计显示，拥有

500

万美元及以上资

产的人士，人数达到

260

万，共持有

57

万亿美元资产。财富代际传承能否成功，

是一个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和难题，尤

其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传承。当年，因

鲁冠球的逝世， 在中国政商界再次引发

过关于“二代接班”的讨论。

企业家代际传承不光是企业家族

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党和国家对此

也十分重视。

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

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

业家作用的意见》中，专门强调“注重

示范带动、着力弘扬传承”。 树立和宣

传企业家先进典型， 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强化年青

一代企业家的培育， 让优秀企业家精

神代代传承。

公开信息显示，

1992

年

7

月，

21

岁

的鲁伟鼎任万向集团总经理助理，

1992

年

12

月，任万向集团副总经理，兼任万

向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1994

年

7

月，

24

岁出任万向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总裁；

2001

年

1

月，任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02

年

5

月， 任民生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2

年

7

月， 任万向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

年

9

月， 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

2017

年

7

月， 当选浙江省工商

联副主席；

2017

年

11

月，当选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常务

委员；

2018

年

10

月， 鲁伟鼎家族以

450

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居

2018

年胡润百富

榜第

46

位。

从以上简历中，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三点：第一，受到鲁冠球精心栽培，

20

出

头就出任公司高管的鲁伟鼎深受器重，

一年一升迁；第二，涉足的行业很全面又

有侧重，除了集团总体业务，同时侧重于

金融领域 （保险、 财务公司、 商业银行

等）；第三，全面历练，参与社会事务，担

任社会职务。

在这成长过程中，鲁伟鼎也收获了不

少荣誉：

1998

年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

新成果二等奖、

2004

年二等奖、

2006

年一

等奖；

2002

年全国青年创新创效奖；

2003

年新世纪首届全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

浙江省十大杰出青年；

2004

年全国十大

品牌英才；

2005

年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

2012

年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提名

奖。 媒体评论，从鲁伟鼎身上可以看出被

称为中国民企“不倒翁”的鲁冠球在培养

接班人上再次显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

相信鲁伟鼎能顺利接棒

这两年，我和鲁伟鼎有过几次接触，

第一次是

2017

年

11

月， 中上协的老领

导陈清泰同志来杭州， 因为陈会长与鲁

冠球同志是老朋友， 得知鲁冠球先生去

世后，专门去万向集团探望、悼念。 我陪

同他去，鲁伟鼎出来接待。 最新一次是老

朋友徐安良来杭，我们一起又聚了一次，

他把徐安良从中保投总经理岗位上请到

他公司来给他当助手。

鲁伟鼎能否顺利接班， 有待时间检

验。 但从个人感觉上，我已经有个基本判

断，相信他会成功：第一，他有强烈的爱

国意识和时代责任感， 继承了他父亲鲁

冠球爱党、爱国的传统；第二，他有一颗

慈孝之心。 听说他给父亲守孝三年，每天

住在老宅子里，百善孝为先；第三，他有

完整的职业生涯历练，经过风雨，见过世

面；第四，他聪明好学，敢于创新，守正出

奇；第五，他有挖掘和启用像徐安良、肖

风等这样能人高手的胸襟与气魄。 如此，

他焉能不成功？

话剧《春潮》的最后，是父亲给女儿

留下一封信， 希望女儿更好地生活，正

如钱塘江畔的这座城市和生活其中的

人们一样，江水经年奔流不息，老一辈

终会成为过去， 并成为这座城市的记

忆，而年轻一代总会带来新的希望和新

的气象。 故事最终以带有想象空间的开

放式结局收尾。

鲁伟鼎和万向集团的明天同样给我们

留下了想象空间，祝福万向，祝福鲁伟鼎！

（作者系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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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与鲁伟鼎合影

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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