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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取代手游成机构新宠

医学院里“淘真金” 私募抢挖医疗牛股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推荐一下，研究医药行业这一块，最好是医学院毕业的。 ”最近一个月，深圳一猎头频频在群里发布这类信息。 此前，“手游”曾是资本市场最为炙手可热

的话题，事过境迁，“医疗”急驰而来，正在取代“手游”的地位。 数据显示，6月份医疗已成为发生并购案例最多的板块，而一批与医疗风马牛不相及的“赶时髦”公司也在赶场中。

与此同时，在传媒等板块沉寂之后，医疗板块整体愈加强势，牛股频出。 行情的走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资金跑步进场，而从5月开始，配置最为灵活的私募机构，已将医疗生物

作为第一重仓配置的行业。

行情的火爆，也使得医疗方面的投资人才异常紧俏，有嗅觉敏锐的私募甚至在年初即抢先进入医学院招聘医生，以充实投研团队。

招聘会开到医学院

（摘要：代雪峰认为，医生更懂得什么样的医疗健康类上市公司才具有投资价值，更懂得什么药物在医院受医生们欢迎。 “我需要医生来旗隆研究涉及健康产业的上市公司（如投

资医院类企业、医疗器械、药物生产类企业），并最终在股市管理亿元以上资金，用于投资这类企业。 ”）

上述猎头透露，5月份以来，他就开始替多家机构寻找医药金融的复合人才，这些机构既有公募机构，亦有私募机构。

年初以来，传媒等板块沉寂，而医疗板块却并未过多调整，反而整体愈加强势，牛股频出。 行情的走强，使得另一矛盾凸显，上述猎头表示，医药和金融跨度大，而即使是医药领

域，细分行业间的差异也非常大，这就使得懂医药又懂金融市场的人才异常难得。

不过，亦有先知先觉者。 早在今年年初，深圳旗隆投资即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了一场校园招聘宣讲会。 “当别的基金公司依然以为医生只适合于看病时，我却要在北大医学部

寻找医学毕业生或者已经开始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我曾经就是一位医生。 ”旗隆投资董事长代雪峰说。 19年前代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不过，在某三甲医院工

作数年后，他却毅然转身资产管理行业，此后先后在国内证券公司、国际证券公司和国际基金公司工作。

代雪峰认为，医生更懂得什么样的医疗健康类上市公司才具有投资价值，更懂得什么药物在医院受医生们欢迎。 “我需要医生来旗隆研究涉及健康产业的上市公司（如投资医院

类企业、医疗器械、药物生产类企业），并最终在股市管理亿元以上资金，用于投资这类企业。 ”

代雪峰透露，目前公司已经配备六七名医学、材料学等方面的博士、硕士研究团队。 这种研究规模在证券私募领域已属中上乘，目前正在发行的产品主打医药、科技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机构挖角医疗人才的同时，一大批主投医疗行业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也频频成立。 公募方面，如正在发售的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基金、华润元大医疗保

健量化股票型基金等，而私募方面，尽管难以统计主投医疗的基金产品数量，但是从仓位配置看，私募对于医疗的偏爱已异常明显。

“医疗”再度受青睐

（摘要：从私募的配置品种看，医药生物从5月开始即成第一重仓股。 好买基金的调查显示，从4月份开始，医疗生物行业即开始成为私募基金配置的前五大行业，4月份排名前五

的行业依次为电子元器件、医疗生物、机械设备、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占比分别为17.39%、13.04%、8.70%、8.70%和8.70%，其中电子元器件和医药生物首次进入重仓行业前列。 ）

医疗究竟有多火爆？

7月初，深圳森瑞投资董事长林存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异常兴奋地分享了一条消息：“医疗基金1.155元了，上市还没两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该基金的仓位品种，半数都已因重

大事项停牌，并基本明确收购成功。 而这并不是因为林存有通天的能耐，这些其实也都是他另一只基金长期重仓的品种。 事实上，今年以来，医疗服务板块早已成为并购的高发区

域。

并购是资本市场做市值管理的一大利器，而从近期的情况来看，上市公司的兴趣显然已从手游等领域，转移到医疗服务方面。如6月4日，扑克企业姚记扑克计划1.3亿元投资一家

细胞企业；7月2日，主营净水设备的开能环保宣布以最多15亿元投资上海原能公司的细胞研发项目；7月8日，冠昊生物宣布共建北大冠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

林存指出，“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在看好这个产业，许多巨无霸企业也纷纷染指，如阿里巴巴、万科、联想集团、方正集团，再加上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赶时髦公司，医疗产业投资，热

度越来越高！ ”

值得注意的是，PE/VC在医疗方面也显得异常活跃，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披露的行业数量来看，2014年6月完成的并购案例主要分布在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房地产、机械

制造、建筑/工程、电子及光电设备、互联网、清洁技术、电信及增值业务、能源及矿产等21个一级行业。 从并购案例数量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排在第一，共完成17起案例，占案例总数

的13.4%。 分析指出，受益于行业整合和改革红利，医疗将会迎来整个行业的并购整合高峰期。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陆续有近20家上市公司参与成立产业并购基金，总额超过150亿

元，其中，文化、医药类公司占据半壁江山。

而从私募的配置品种看，医药生物从5月开始即成第一重仓股。 好买基金的调查显示，从4月份开始，医疗生物行业即开始成为私募基金配置的前五大行业，4月份排名前五的行

业依次为电子元器件、医疗生物、机械设备、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占比分别为17.39%、13.04%、8.70%、8.70%和8.70%，其中电子元器件和医药生物首次进入重仓行业前列。

私募对医疗生物的配置分量在其后的两个月继续稳步增长。 5月，从私募基金行业配置的资金比例来看，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医药生物、电子元器件、信息服务、信息设备、农

林牧渔，占比分别为25.00%、16.67%、12.50%、8.33%和4.17%。医药生物配比从13.04%猛增至25%，并成为第一重仓行业；6月，仓位占比尽管有所下降，但仍是第一重仓行业，排名前五

的行业依次为医疗生物、化工、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金融服务，其中医药生物占比为16.13%居于首位。

医疗景气度超预期

（摘要：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人口增加、水和空气污染形势严峻、医保广覆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医药健康产业会蓬勃发展，为投资者带来超预期回报。 但凡与国外同类

药物相比有显著价格优势，且国内竞争对手不多的企业，目前均能取得优异业绩，不少拟上市或未上市的、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生物医药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惊人。 ）

医疗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光大证券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药品板块依然受政策不确定影响，增速缓慢的情况下，器械和服务板块会继续受到关注。 医药板块在缺乏内生性增长的情

况下，外延式增长仍然会是市场关注的热点，器械和服务在外延式增长方面具有内在天然动力和外在政策利好。

从目前的情况看，医疗的景气度可能超出预期。 林存认为，目前医疗行业是国内最清晰、最确定的产业，是完全不受宏观环境制约的产业，预计景气持续的时间将会特别久远。

对于医疗板块，深圳旗隆投资则分析，在历史上，当市场存在风险时，医药股的确会成为避险板块，但是本轮医药股投资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 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人口

增加、水和空气污染形势严峻、医保广覆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医药健康产业会蓬勃发展，为投资者带来超预期回报。 但凡与国外同类药物相比有显著价格优势，且国内竞争对手不

多的企业，目前均能取得优异业绩，不少拟上市或未上市的、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生物医药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惊人。

而景气的支撑理由在于正在转型的经济结构。昭时投资执行合伙人李云峰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明显，医疗行业的长期发展前景确定。宏观经济增速呈下行趋势，被

寄予厚望的新兴产业未能给出满意的成绩单，在这种情况下，业绩稳定的医疗股可能再次成为资金的避险港。

圆融方德董事长冉兰则认为，从方向来看，要继续把握经济转型方向，更多关注大消费、医药、TMT中的个股，这两个行业的成长暂时看不到明显的天花板，容易诞生一批成长性

强的优秀企业。 在医药股中，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等子行业容易诞生成长性高的优秀企业。

在标的选择上，旗隆投资认为，主要看企业是否在该领域有科技含量、拳头产品专利保护期、是否纳入医保范围、临床医生应用反响，以及企业产能释放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产品

毛利率和三费控制是否得当等。 我们愿意选择有高科技含量、净资产收益率持续几年均能保持30%以上且负债极低的公司进行买入；同时，远离那些概念炒作或者伪科技类企业。

招聘会开到医学院

代雪峰认为， 医生更懂得什么样的医疗

健康类上市公司才具有投资价值， 更懂得什

么药物在医院受医生们欢迎。“我需要医生来

旗隆研究涉及健康产业的上市公司 （如投资

医院类企业、医疗器械、药物生产类企业），并

最终在股市管理亿元以上资金， 用于投资这

类企业。 ”

上述猎头透露，5月份以来， 他就开始替多家机构

寻找医药金融的复合人才，这些机构既有公募机构，亦

有私募机构。

年初以来，传媒等板块沉寂，而医疗板块却并未过

多调整，反而整体愈加强势，牛股频出。行情的走强，使

得另一矛盾凸显，上述猎头表示，医药和金融跨度大，

而即使是医药领域，细分行业间的差异也非常大，这就

使得懂医药又懂金融市场的人才异常难得。

不过，亦有先知先觉者。 早在今年年初，深圳旗隆

投资即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召开了一场校园招聘宣讲

会。“当别的基金公司依然以为医生只适合于看病时，

我却要在北大医学部寻找医学毕业生或者已经开始工

作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我曾经就是一位医生。 ” 旗隆投

资董事长代雪峰说。 19年前代雪峰毕业于华西医科大

学口腔医学专业，不过，在某三甲医院工作数年后，他

却毅然转身资产管理行业，此后先后在国内证券公司、

国际证券公司和国际基金公司工作。

代雪峰认为， 医生更懂得什么样的医疗健康类上

市公司才具有投资价值， 更懂得什么药物在医院受医

生们欢迎。 “我需要医生来旗隆研究涉及健康产业的

上市公司（如投资医院类企业、医疗器械、药物生产类

企业），并最终在股市管理亿元以上资金，用于投资这

类企业。 ”

代雪峰透露，目前公司已经配备六七名医学、材料

学等方面的博士、硕士研究团队。这种研究规模在证券

私募领域已属中上乘，目前正在发行的产品主打医药、

科技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机构挖角医疗人才的同时，

一大批主投医疗行业的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也频频成

立。 公募方面， 如正在发售的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型基

金、 华润元大医疗保健量化股票型基金等， 而私募方

面，尽管难以统计主投医疗的基金产品数量，但是从仓

位配置看，私募对于医疗的偏爱已异常明显。

医疗板块取代手游成新宠

医学院里“淘真金” 私募抢挖医疗牛股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推荐

一下，研究医药行业这一块，最好是

医学院毕业的。 ” 最近一个月，深圳

一猎头频频在群里发布这类信息。

此前，“手游” 曾是资本市场最为炙

手可热的话题。 时过境迁，“医疗”

急驰而来，正在取代“手游” 的地

位。 数据显示，6月份医疗已成为发

生并购案例最多的板块， 而一批与

医疗风马牛不相及的 “赶时髦” 公

司也在赶场中。

与此同时， 在传媒等板块沉寂

之后，医疗板块整体愈加强势，牛股

频出。 行情的走强，正在吸引越来越

多的资金跑步进场。 而从5月开始，

配置最为灵活的私募机构， 已将医

疗生物作为第一重仓配置的行业。

行情的火爆， 也使得医疗方面

的投资人才异常紧俏， 有嗅觉敏锐

的私募甚至在年初即抢先进入医学

院招聘医生，以充实投研团队。

医疗景气度超预期

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城市人口增加、水和空气污染形势严峻、医保广覆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医药健康产业会蓬勃发展，

为投资者带来超预期回报。但凡与国外同类药物相比有显著价格优势，且国内竞争对手不多的企业，目前均能取得优异业绩，

不少拟上市或未上市的、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生物医药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惊人。

医疗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光大证券的

一份报告指出，在药品板块依然受政策不

确定影响，增速缓慢的情况下，器械和服

务板块会继续受到关注。 医药板块在缺乏

内生性增长的情况下，外延式增长仍然会

是市场关注的热点，器械和服务在外延式

增长方面具有内在天然动力和外在政策

利好。

从目前的情况看，医疗的景气度可能超

出预期。 林存认为，目前医疗行业是国内最

清晰、最确定的产业，是完全不受宏观环境

制约的产业，预计景气持续的时间将会特别

久远。

对于医疗板块，深圳旗隆投资则分析，

在历史上，当市场存在风险时，医药股的确

会成为避险板块， 但是本轮医药股投资不

是简单的历史重复。 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

化、 城市人口增加、 水和空气污染形势严

峻、医保广覆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医药健

康产业会蓬勃发展， 为投资者带来超预期

回报。 但凡与国外同类药物相比有显著价

格优势，且国内竞争对手不多的企业，目前

均能取得优异业绩， 不少拟上市或未上市

的、 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生物医药企业净资

产回报率惊人。

而景气的支撑理由在于正在转型的经

济结构。 昭时投资执行合伙人李云峰指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明显，医疗行业

的长期发展前景确定。宏观经济增速呈下行

趋势，被寄予厚望的新兴产业未能给出满意

的成绩单，在这种情况下，业绩稳定的医疗

股可能再次成为资金的避险港。

圆融方德董事长冉兰则认为，从方向来

看，要继续把握经济转型方向，更多关注大

消费、医药、TMT中的个股，这两个行业的

成长暂时看不到明显的天花板，容易诞生一

批成长性强的优秀企业。 在医药股中，医疗

服务、医疗器械等子行业容易诞生成长性高

的优秀企业。

在标的选择上，旗隆投资认为，主要看

企业是否在该领域有科技含量、拳头产品专

利保护期、是否纳入医保范围、临床医生应

用反响，以及企业产能释放与市场需求的关

系、产品毛利率和三费控制是否得当等。 我

们愿意选择有高科技含量、净资产收益率持

续几年均能保持30%以上且负债极低的公

司进行买入；同时，远离那些概念炒作或者

伪科技类企业。

“医疗” 再度受青睐

从私募的配置品种看，医药生物从

5

月开始成为第一重仓股。好买基金的调查显示，从

4

月份开始，医疗生物行业成为私募

基金配置的前五大行业，

4

月份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电子元器件、医疗生物、机械设备、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占比分别为

17.

39%

、

13.04%

、

8.70%

、

8.70%

和

8.70%

，其中电子元器件和医药生物首次进入重仓行业前列。

医疗究竟有多火爆？

7月初， 深圳森瑞投资董事长林存在其

微信朋友圈中异常兴奋地分享了一条消息：

“医疗基金1.155元了，上市还没两个月。 ”

值得注意的是， 彼时该基金的仓位品种，半

数都已因重大事项停牌，并基本明确收购成

功。 而这并不是因为林存有通天的能耐，这

些其实也都是他另一只基金长期重仓的品

种。事实上，今年以来，医疗服务板块早已成

为并购的高发区域。

并购是资本市场做市值管理的一大利

器，而从近期的情况来看，上市公司的兴趣显

然已从手游等领域，转移到医疗服务方面。 如

6月4日， 扑克企业姚记扑克计划1.3亿元投资

一家细胞企业；7月2日，主营净水设备的开能

环保宣布以最多15亿元投资上海原能公司的

细胞研发项目；7月8日，冠昊生物宣布共建北

大冠昊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

林存指出，“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在看好

这个产业， 许多巨无霸企业也纷纷染指，如

阿里巴巴、万科、联想集团、方正集团，再加

上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赶时髦公司，医疗产业

投资，热度越来越高！ ”

值得注意的是，PE/VC在医疗方面也显

得异常活跃， 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

披露的行业数量来看，2014年6月完成的并

购案例主要分布在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房

地产、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电子及光电设

备、互联网、清洁技术、电信及增值业务、能

源及矿产等21个一级行业。从并购案例数量

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排在第一，共完成17

起案例，占案例总数的13.4%。 分析指出，受

益于行业整合和改革红利，医疗将会迎来整

个行业的并购整合高峰期。 数据显示，今年

以来，陆续有近20家上市公司参与成立产业

并购基金，总额超过150亿元，其中，文化、医

药类公司占据半壁江山。

而从私募的配置品种看， 医药生物从5

月开始即成第一重仓股。 好买基金的调查显

示，从4月份开始，医疗生物行业即开始成为

私募基金配置的前五大行业，4月份排名前

五的行业依次为电子元器件、 医疗生物、机

械设备、 房地产和金融服务， 占比分别为

17.39%、13.04%、8.70%、8.70%和8.70%，其

中电子元器件和医药生物首次进入重仓行

业前列。

私募对医疗生物的配置分量在其后的

两个月继续稳步增长。 5月，从私募基金行业

配置的资金比例来看，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

为医药生物、电子元器件、信息服务、信息设

备、农林牧渔，占比分别为25.00%、16.67%、

12.50%、8.33%和4.17%。 医药生物配比从

13.04%猛增至25%，并成为第一重仓行业；6

月，仓位占比尽管有所下降，但仍是第一重

仓行业， 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医疗生物、

化工、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金融服务，其

中医药生物占比为16.13%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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