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融讲堂
第八十五课

九大资本市场派系之五——万向系

“万向系”灵魂人物：鲁冠球

简介：鲁冠球，浙江萧山人，浙江万向

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党委书记。15 岁时即

辍学回家务农。曾做过铁匠。1969 年，

与其他 6 位农民创办了农机厂，生产农

业机械设备。万向集团是中国著名的汽

配生产商。鲁冠球亦获赠香港理工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鲁冠球在 2003 年-2005

年间常年在中国大陆财富排行榜上列位

前十。2007 年，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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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冠球以 131.3 亿元人民币的身家位列

第 33。2015 年 9 月鲁冠球参与中美企业

圆桌会议。2015 年 10 月 15 日，胡润研

究院发布《胡润百富榜》，鲁冠球家族

以 650 亿元财富排名第十。在《2016 胡

润全球富豪榜》汽车榜排第 8 名，总榜

单排第 178 名。

1945 年 01 月 17 日，鲁冠球出生在农家，

16 岁时的理想是当工人。

1969 年 7 月，鲁冠球带领 6名农民，集

资 4000 元，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现已

发展成为国家 520 户重点企业和国务院

120 家试点企业集团之一。资产近百亿，

员工一万三千多名，拥有国家级技术中

心、国家级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979 年，鲁冠球看到《人民日报》的一

篇社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

关键》。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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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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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字架，大的长度近一尺，小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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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冠球梦想造轿车，但他事业起步是从

汽车底部这个不起眼的零件开始的。

1983 年 3 月，鲁冠球为了获得自主创业、

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

里价值 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

厂子。

1984 年，鲁冠球以企业名义打报告，要

求实行股份制，没批准，他就土法上马，

搞内部职工入股。

1985 年被《半月谈》评为全国十大新闻

人物，各种光环便不断地落到鲁冠球头

上，万向也随之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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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汽车零部

件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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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1 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

农业部部长何康出任会长，鲁冠球成为

副会长。

1992 年，鲁冠球提出“花钱买不管”，

和政府明晰万向产权。在共和国企业史

上，鲁冠球是产权意识最早苏醒的企业

家之一。他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 1500 万

元划给宁围镇政府。后来，当地政府的

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镇政府以股

权换得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的股份变

为 1/3。

1994 年，鲁冠球创办的集团核心企业万

向钱潮股份公司上市。

2001 年，企业实现营收 86.36 亿元，利

润 7.06 亿元，出口创汇 1.78 亿美元。

2006 年，鲁冠球的提案完全围绕如何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出的解决途径是：

明确农民土地的法律地位，赋予农民物

权性质的土地产权，对农民进行技能培

训，还有从立法和政策上，支持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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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它们是让农民离土不离乡，

从工业化中分享财富的关键渠道。

2013年新财富中国富豪榜，鲁冠球以235

亿排名第十四名。

2015 年 9 月参与中美企业圆桌会议。
[3]

2015 年 10 月 15 日，胡润研究院发布

《胡润百富榜》，王健林及其家族以 2200

亿财富超过马云，第二次成为中国首富，

财富比 2014 年增长 52%，鲁冠球家族以

650 亿元财富排名第十。

发展路径

鲁冠球以万向集团公司为母公司，开启

了金融帝国梦。

1995 年，通联资本前身深圳通联投资有

限公司成立；

1996 年，万向租赁成立；

1999 年，通联期货前身万向期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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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通联创投前身万向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

2002 年，万向财务公司成立。

2002 年，万向出资 1.2 亿元投资民生人

寿，此后又进一步控股民生人寿；

2004 年，万向参股浙商银行；

2007 年，成为万向信托前身浙江省工商

信托第一大股东；

2008 年，在上海参与组建通联支付；

2010 年，参股浙商基金。

万向将取得银行、保险、基金、信托、

期货等金融业牌照，如果再入股一家证

券公司，万向金融王国将正式组建完毕

控股上市公司：万向钱潮( 000559)、承

德露露(000848)、万向德农(600371)、

顺发恒业(000631)

参股公司：中色建设(000758)、兔宝宝



(002043)、航天动力(600343)、航民股

份(600987)等。

鲁冠球于 70 年代末期创建了万向，他把

当时的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发

展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为美国通用汽车公

司提供零部件的 OEM。如今，万向集团已

经成为一家综合的企业集团。到2011年，

万向系已拥有 11 张金融牌照，参股银行

6家、上市公司 11 家，金融实力一点也

不比实业差。

鲁冠球毫不犹豫地对媒体表示自己最想

做的就是银行。不过，鲁冠球不那么在

乎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此消彼长。他

一说，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

都应该有一个平衡的发展，他们都有自

己的优势，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根据自己的特长做自己的工作，“很多

人总看着别人好，最后种了别人的田，

荒了自己的地”。



2014 年 8 月 14 日上午，浙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50%股权转让项目电子网络竞价

会在浙交所进行。现场持续竞价 389 轮

次，长达 4小时，起始价为 1.77 亿元的

项目最终以 4.14 亿元成交，溢价 2.37

亿元、溢价率高达 133.9%。

据悉，参与当天竞价的一共有 3个席位，

分别是通联资本、民生通惠和安邦保险。

其中前两者均属于万向系，可以说是兄

弟联合作战。而安邦保险的股东包括上

海汽车、中国石化，是一家实力雄厚的

全国性保险公司。

在竞价的过程中，场面异常激烈，万向

系与安邦保险双方均志在必得，竞价总

共持续了 389 轮，民生通惠资产管理公

司叫了几轮后没有再跟，通联资本坚持

到了最后，最终亿 4.14 亿元拿下 50%的

浙商基金股权。

公开资料显示，浙商基金注册资本为 3



亿，截至二季度，旗下共管理 4只基金，

合计规模 5.2 亿元。该公司原来股东有

四个，分别为浙商证券、通联资本、养

生堂和浙大网新，四家股东各占 25%股

权，这次转让的 50%股份来自浙商证券和

养生堂各自持有的浙商基金 25%股份。

2014 年 7 月份，浙商证券和养生堂合计

持有的浙商基金 50%股权在浙江产权交

易中心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1.77亿元。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浙商基金一直处于

亏损或是两股东萌生退意的原因；部分

业内人士也认为，正是因为原来四家股

东持股比例一样，谁都没有拍板权，也

给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都增加了不少难

度，不利于公司的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参考 3 亿的资本金与

经营情况，50%股权 1.77 亿的挂牌价对

于还处于亏损状态的基金公司来说，相

对较为合理。



然而，最终的价格大超各方预期达到

4.14 亿元，比原本挂牌价格超出一倍有

余。

据报道，万向最终大幅溢价拿下浙商基

金股权，或许是看到了子公司在其金融

版图中的潜在价值。此外，虽然如此大

手笔完全可以新设立一家基金公司平

台，但与从头做起筹备基金公司相比，

通联资本通过扩大在浙商基金中的股权

比例获取基金牌照，或许属合理之举。

钱江晚报也曾报道指出，竞价双方之所

以愿意溢价收购浙商基金 50%股权，一方

面是因为一旦收购成功，就将成为浙商

基金的实际控制人，而控制权是有溢价

价值的；另一方面，基金公司的牌照比

较值钱，因为基金业务创新正呈多元化

发展，有了基金牌照，就可以提供各种

投资理财服务，发展空间大。



万向系金融帝国雏形初现

2014 年 8 月 14 日，万向系以 4.14 亿拍

得浙商基金 50%股份，以及通联资本此前

拥有的 25%的股份，通联资本将实质控股

浙商基金，另外 25%的浙商基金股份也并

不是大问题。至此，万向系金融版图雏

形已成。

据此前媒体报道，万向在金融市场的布

局周密却异常低调。在万向内部，鲁冠

球对金融这块问津不多，相关业务都放

心地交给儿子鲁伟鼎负责。

在鲁伟鼎领导下，1995 年，通联资本前

身深圳通联投资有限公司成立；1996 年，

万向租赁成立；1999 年，通联期货前身

万向期货成立；2000 年，通联创投前身

万向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2

年，万向财务公司成立。

也是在 2002 年，万向出资 1.2 亿元投资



民生人寿，此后又进一步控股民生人寿；

2004 年，万向参股浙商银行；2007 年成

为万向信托前身浙江省工商信托第一大

股东；2008 年，在上海参与组建通联支

付；2010 年参股浙商基金。

另有报道称，2012 年，万向控股董事长

鲁伟鼎把基金大佬肖风请来做副董事

长，掌管金融产业并建立金融事业部。

业内人士表示，这足以证明万向控股向

金融板块的重心倾斜。

据悉，鲁伟鼎通过万向财务公司和通联

资本两大平台，已经悄然将除券商外几

乎全部金融牌照收归囊中。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万向还缺券商牌照，

但基金牌照入手，意味着国内金融领域

可操作的金融业务几乎都能涉及，这代

表万向金融帝国版图成型。

而“万向系”在 A 股市场手段之凌厉，



亦有“资本市场第一家族”的江湖说法。

控股参股的上市公司多达数十家，包括：

万向钱潮、方正电机、顺发恒业、承德

露露、万向德农等等。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万向系控股版图如

下：



——感谢您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