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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分论坛

抓住医疗健康领域的机会缝隙
主持嘉宾：周    逵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合伙人
论坛嘉宾：王    昆    华医     CEO
                  张    岱    IDG资本    副总裁
                  许    谦    天泽投资    董事总经理

周逵：关于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目前有几个
比较直观的趋势。
第一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
显。春节期间我去了趟印度，有个直观的感觉，
就是印度人要比中国人年轻三四岁。因为我们长
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印度人在这方面管得不
是很严，生孩子比我们早，而且生得要多一点。
当发生拐点的时候，这是个最主要的力量，年龄
的重心往上移的趋势是非常快的。

医疗健康领域发展将往何处去？
我一直在等待当医保有一天能够
覆盖到家庭时，某一种商业的产生。
比方说我一直关心、等待一种模式，
老人最后那一段时间的病床是否能租
赁？租赁的费用能否被医保覆盖？大
家作为创业者，要对这些很敏锐。

第二是中国农村医疗资源的配置正在发生变
化。无论哪儿的人生了病，都会来北京看病，说
明中国的医疗资源配置是极其不均衡的。之前农
村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的覆盖都不够。现在局面

四个小时，甚至可能等了八个小时，看医生的

在逐渐改变，特别是在绝对值上的改变，影响还

时候两三分钟就出来了，然后吃了一些药，心

是蛮大的。

里感觉很没底。我们该不该用这个药？之前打

第三是针对富人的差异化服务。中国的医疗

了那么长时间的基础，给大家产生了这样的感

资源，即便是像协和这样的医院，也看不到明显

觉，就是你用了过多的不知道是什么的药物。

的差额定价。协和的大厅总是很拥挤，这么多病

所以我说的这个趋势，就是我们得了病之后，

人挤在一起，其实有些没有病的人去了一趟后，

在治疗之前，预防、诊断这些方面的需求是非

估计也会有病了。中国的富人其实没有太鲜明的

常旺盛的。

差异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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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就是环节。医药代表搞定医生，

许谦：我看到一个也许算不上很大的趋势，就

医生搞定病人，医生其实是销售的一个出口。

是中医药的现代化。因为中医药是传统医学，

你去医院用了过多的药，是因为医生的收入与

通过很多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医理论与西医理

药量有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你可能用了一

论二者之间不对接，完全解释不通。但现在随

些不该用的药。你早上去排队挂号，可能等了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地方开始能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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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逵（主持）

王昆（嘉宾）

张岱（嘉宾）

许谦（嘉宾）

了，比如青蒿素得了奖，对中医药现代化有了很

高端医生对低端医生的教育，或技术指导，或远

大一个刺激。最近陈竺部长——他以前是中科院

程会诊服务，这算是一类；还有一类是医患之间

的院长，现在调到卫生部——说用砒霜研究治疗

的，比如像远程会诊、出院后的管理、日常的健

白血病。砒霜本身是中药，它是与中医结合的，

康咨询；再有一类是患患之间的，比如都得了同

大家非常看好，但这个进程有多快，实际上是个

一种病，想找人聊聊天；或是刚怀孕，想看看以

问题。

前的人是怎么做的。以上是三大类医学与互联网

王昆：我补充一点，就是医学服务与互联网的结

相结合的趋势。

合，因为我本身就是搞这个的。我在的这家企
业现在简称叫做华医网，是一个从事远程医学继

张岱：美国医疗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步，就

续教育的机构。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医务人

是医疗预防的阶段。中国不管什么事情都走得

员么？总的来说有800万，其中专业的技术人员

快，医疗健康也是这样。在2006、2007年的时

500万，这里面在社区、城乡服务的大概有320

候，中国有人开始做医疗投资，当时整个行业

万左右。这320万名医生服务着大约11亿人群，

的平均增长在20%以上，有很多投资机会，你

我们就是对这320万医生提供继续医学教育。医

投什么都能有不错的回报。但是从现在来看，

学教育有个特色，全世界都是分三阶段的。比如

做药特别是做化学制药的，都很艰难。4月23

一个普通高中生要成为一名医生，要经过三阶

号在合肥开了一个药交会，几乎所有的药厂都

段：第一阶段是本科教育，需要念一所医学大

在抱怨，因为不知道这个基本药物目录会是什

学；第二个阶段叫做毕业后教育，有点像实习律

么样子。实际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

师，也就是说毕业以后不能马上当医生，按照现

概从2007年、2008年开始搞新农合，就是把

在的规定要再干3年，经过专业医师培训后，才

周逵刚才讲的穷人看病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第三阶段，就叫做继续

来，投了很多钱。但是从2009年正式开始，国

教育，这是终身的教育。我们现在从事的就是第

家开始两手抓，一手是新农合补贴农民，另一

三个阶段的教育。

手是总量控制。总量控制最明显的是去年的抗

医学服务与互联网的结合，大概分为三个

生素，如果有人买科伦的股票，现在会亏得一

方向：一个是高端医生与低端医生之间的信息流

塌糊涂，而科伦原来是家很好的大企业。我所

动，比如像我们搞的继续教育这种方式，城市的

讲的这两个事件背后，是医疗行业、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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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变化，case by case看问题，不能想什么事情
都做好，因为这个行业供应链过于分散。
清华学生： 从个人角度我看到两个大的需求增长
点：第一个是医疗模式的改变，特别是现在国家在
推进社区医疗，改变了过去看病要去大医院的方
式，这是社区医疗、家庭医疗的新模式，坦率地讲
是挺大的发展点。另外一点，我们看到医疗健康保
险机会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一些窄众的市场，比
如说高端市场，包括母婴，包括与养老地产、保险
地产相结合的金融项目。这是我所观察到的两个比
较大的需求。我觉得医疗健康是个刚性需求，但这
两个方向是我觉得会高速增长的。
周逵：创业机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就是到底现在在发生着什么？其实可以这样来看。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刚才说到的老龄化、农村的
需要、富人的需要，预防、诊断的需求，健康意识的
更宽泛化，可能说到的是心理健康的这个层面：健康
居民对社区医院知多少？

生活。
从供应的方面，提到了中药的产业化，包括医药
行业的标准化、精细化带来的一些机会，包括互联网技

投资最难的事情：就是它是政府高度管制的。而且

术、无线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对医疗服务方式的一些影

纵观各个国家，管得都很严。所以在政策的变化性

响。

上，对整个行业创业也好，投资也好，都是非常重

另外一个是服务走出医院。医院不是医疗服

要的，这是它与互联网行业、消费品行业差别很大

务天生的场所，其实可以走到家庭。我一直在等待

的地方。

当医保有一天能够覆盖到家庭时，某一种商业的产

另外一个就是技术化，这也是医疗创业投资

生。比方说我一直关心、等待一种模式，老人最后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这不像互联网领域，比如移动

那一段时间的病床是否能租赁？租赁的费用能否被

互联网经常可以出现一些门户网之类可以通吃的东

医保覆盖？大家作为创业者，要对这些很敏锐。一

西，而医疗领域如果从长期看，我个人认为世界上

旦说医保可以覆盖，马上就可以产生新的机会。大

最成功的有两家企业，一个是罗氏，一个是强生。

部分老人的病床是很简陋的，完全可以用非常好的

这两家公司的发展历史基本上是靠不断兼并收购发

病床。其实这里面有巨大的需求，只是在商业金融

展的。所以医疗行业很难出现一家企业能够横跨所

方面没有结合好。

有的行业。就是制药想全部靠自己做下来是不太

还有一个趋势是渠道。渠道非常有意思，它

可能的；医疗服务也是这样，要做一个品牌连锁

有可能变得更强，也可能变得更弱。比如政府一直

医院，把所有的医疗服务都做起来，这是不太可能

在破冰，机会在什么？医疗的中间渠道吃得太多。

的。这种高度的技术化导致了每个细分领域都会有

比如医疗器械或者医药，供应商的成本价格与病人

个领导者，除非这些领导者之间合并，否则很难有

拿到的价格差的实在太大了，中间毛利可以达到

个公司把所有的行业都覆盖。

70%、80%、90%甚至95%。所以中间渠道的创业

所以对于创业也好，投资也好，我有两点建
议：一是高度关注政策的变化，二是高度关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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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改变格局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还有管制的放松。其实管制放松是帮助你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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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机会什么时候会来。
医疗健康在世界范围内都是
一个管制相对较多的市场。
关注政策不是关注文件，因
为有些文件与措施之间还相
差很远很远，下发文件到最
后能不能实施，是需要这个
行业从业、创业和投资的人
判断清楚的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
其实医疗行业真是有很
多很多的机会。比如互联网
市场，机会缝隙很小，但在
医疗服务行业，机会缝隙到
处都是，刚才说的每个趋势
都有一个巨大的商业空间。

医药市场中，供应商成本价格与药品的最终价格差异巨大

周逵：其实传统的医院，第一步的机会有很多。很多

多，美国健康产业大概占国家GDP的17%，可见我们

医院是由原来的老中医大夫作为院长，但他并不是

前面的路还有很长。

在经营这家医院。如果从MBA的角度来讲，你有才
华，有一定的资金就可以撬动了。还有很多医院是

王昆：我提一些微观的建议。我觉得小公司眼下可

在厂矿下面，有客源，但

以做医院的信息化，医院的HIS系统

很不专业。从国家的政策

等，把看病的过程管起来。从现在的

层面，这是一个机会，但
不容易由像我们这样的公
司去做，而更容易由创业
者自己去做。这需要有精
力，因为它很分散，需要

医疗服务行业创业从哪里开始？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我个人
建议还是想想医疗系统中所存在
的问题。

经验看，这些领域不适合大公司做，
国外据我所知也是一些小公司在做。
我们国家目前在推广“三五二一工
程”，构建国家、省、市一级的医疗
信息平台，希望每一个人建立一个电

花时间，还有一些内部的

子健康档案。这些工作之中需要大量

动作才能挖下来。我觉得

的软件技术人才，需要大量的小公司

这部分是要做专业的，不能把它做一个赚钱的机器。

去做。据我所知目前所有这类小公司的活都做不完，

医院是一个很持续很健康的现金流，如果不乱来的

大都是七八个人的公司。中小医院要想把电子病历管

话，风险是很低的，反之风险是很高的。

起来，我看未来五年内做不完，因为它需要一拨人一

大概是在七、八年前，我开始对这个行业感兴

家一家地去做。

趣，开始调查这个行业。我发现这个行业经营活跃的

作为一个学医出身的人来看，医疗市场是非常

大部分都是蒲田人，现在他们在这个行业形成了很强

有前景的，因为医疗服务的变革实在是太难了。都

大的实力，很多已经在做产业化的工作了。虽然他们

是学医的人，都是大概相同的思维，变一点很难很

比在座的很多人启动早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但我觉得

难。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在座各位带着你的新

健康市场仍然有很多很多机会。医疗行业健康产业的

思维、新技术，还有你们的成功经验，一起来变革

市值目前占我国GDP的5%，美国的GDP比我们大很

医疗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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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行业，如何把服务真正做到实处？

许谦：我觉得医疗和IT、互联网的结合可能作为解决

投资标。在中国，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是专科，这个

医疗服务的一个手段，其中有很大的市场，这个趋势

能够快速复制；第二个是做Service-Orientation

还是蛮明显的。比如协和医院大厅里总是水泄不通，

（服务导向），因为公立医院目前的服务可以说是

但其实信息交流很不够。这方面目前有些公司做得比

极差，无论去哪个医院都一样。至于什么样的科室

较好，比如好大夫网，他们把医院医生出诊的情况放

赚钱呢？你可以看谁的车好。在创业投资的时候往

到网上，为病人就医提供方便。类似的机会还是比较

往要看细节。对于任何一家医院，骨科医生比普外

多的。病人就诊难，病人和医院的沟通还是有很多问

科好，内科里面是心内科最好。而康复科，一般医

题的。现在开通了网上平台之后，倒号的问题可能会

院 的 康 复 科 —— 以 前 叫 做 理 疗 科 —— 都 是 不 赚 钱

受到抑制，但就诊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里面可能

的。为什么不赚钱？因为国家有定价，不允许把医

还有很多机会。

疗服务提到很高的价格。但国外这方面就非常好。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投资案例，投了5000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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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在中国，像协和、301医院这样的公立医院还

叫做Medical Park，在乌镇旁边的桐乡，已经开始在

是比较多的，90%以上的很难和它们正面竞争。如果

建，是一个高端的养老和康复相结合的项目。其实当

要创业，我个人建议还是想想医疗系统中所存在的问

时看到这个项目很偶然，它是德国一个Medical Park

题，像周总刚才讲到的挂号问题；但是对于挂号我觉

的连锁项目，现在每年大概三亿的销售额，20%的净

得是中性或偏负面的，是很难做大的事，因为你没法

利润，有大概十几个店，相当于是医院，大概一家医

控制供给量。何时可以改变呢？如果到公立医院和私

院有300张床。很多人提到护理，提到养老，提到康

立医院可以竞争的时候，那时供应商就比较多了。

复，实际在我国比较难做的是普通层面的。国家是比

我们当时做医药投资这一块，是希望能够投今

较鼓励养老，但这个很难做。我们作为投资者，虽然

后可以做大的，就是说未来五年、十年能够做到年

有风险，但是我们坚持做了，就是因为社会意义巨

销售额10亿人民币以上的，这是我们认为比较好的

大，另外，有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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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我觉得在中国创业大家感觉难，就像刚才邓锋

做白内障手术，15分钟一个，非常快。它就可以像

讲的，医疗行业尤其如此。因为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得

麦当劳一样去扶持。爱尔眼科今年的利润已经是2个

自己干，没有办法外包。

亿了，上市的时候才

在美国你有一个想法，可

五六千万，这三年每年

以找各种各样的供应商外
包，但在中国所有的事情
你得自己干。自己干要考
虑到一个问题，作为创业
者，你有没有那么强的资

50%的增长，这里面最

医疗健康创业，团队要强，服务要标准化。

核心的，并不是说爱尔

医疗行当里，很多事情是不能标准化
的。但是反过来说，你能把哪个东西标准
化，哪个就是商机。

眼科是全中国最好的眼
科医院，关键是他能把
治疗某些疾病的程序手

源或者资源整合与利用的

段标准化。后来我们投

能力？回过头来看，中

了两个公司，美华妇产

国所有大的市值超过5亿

和美中怡和。我们也不

美金的医药和医疗服务上市企业，他们为什么成功？

是投妇产科，是只投产科，为什么？因为生孩子可以

80%到90%的都是因为个人很强，当然市场很大也很

高度标准化，可以制定一种套餐。我们最近准备投一

重要。因为人的能力很难快速提高，如果你把创业的

家叫艾薇尔的公司，他们只做牙齿美白。你们可能见

企业服务链拉得很简单，不需要那么多的合作，就能

过瑞尔、佳美等很多口腔诊所，当时我们也看了很

控制好质量，也能够快速复制，但如果你去做一个三

多，但决定投艾薇尔很快做了决定，6月份接触，10

甲医院，那会很累。对于创业者，越简单越好，越简

月份就投了，700万美金，原因是他们只做一块，就

单的商业模式越容易成功。

是全瓷牙贴面。为什么在中国会有巨大市场？年纪大

投资机会看什么？就是看人。在医疗领域，难

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有1亿人是四环素牙，还有1

就难在这里面需要很多技术，包括临床操作，明白风

亿人是浮斑牙。美国的牙科医生，做单体是非常赚钱

险怎样控制，但是商业又要求你有很强的商业运营能

的，因为这是life style（生活方式）的事，随着生活

力、战略能力。对于我们投资人而言，最大的难点就

水平提高，就会有这种需求。你会发现到艾薇尔的人

在于找到一个人能够兼顾两方面。更切实的方法是：

基本上都是外交部各个级别的发言人，包括政府的发

如果你不是学医的，你去学点医；如果你是学医的，

言人，还有很多明星就不用讲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

你去读点MBA。如果你短期内不考虑，就去找一个

投，因为它只做这一个标准化的事情，做一颗牙5万

合伙人，就是一个懂医的和一个懂商业的在一起。但

块钱，但可以管用10年。因为是全瓷的，没有损伤。

是有一个问题是，你俩不要打架，如果打架也是很惨

它是全球第一个把这个标准化的，即使在美国也没标

的。在中国最难的不是机会，机会并不缺，问题依然

准化，在美国也是一个一个去贴的，很慢，你需要去

是人和团队。清华和北大为什么会比其他商学院好很

五六趟诊所。而艾薇尔只需要你去两次，第一次去做

多？因为这里有一些志存高远的人。比如说有人想做

个模，用个3D软件设计，第二次，全套一放，2个小

电子仪器，他就想做全世界最好的电子仪器。就医疗

时搞定了，所以很多人去做。

行业来讲，如果你现在开始创业，你应该有一个全球
视角，看看国外都有些什么情况，然后对中国有一个

王昆：我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可以给大家提一些建

趋势性判断，这是很重要的。无论红杉、IDG，讲句

议。我觉得医疗行当里，很多事情是不能标准化的，

实话，目前我们最成功的企业案例基本都是copy to

比如说发烧，因为发烧对应上百种病，你能说一个发

China，就是把国外趋势性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因为模

烧门诊的专科吗？但是反过来说，你能把哪个东西标

仿也是一种创新。

准化，哪个就是商机。

另外，如果你想做一个大公司，就一定要注重
标准化，这就是为什么爱尔眼科做得好。他的白内
障和准分子激光手术，既可以医保报销，手术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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