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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课

中国资本市场九大派系之七—华立系

灵魂人物：汪力成

母公司：华立集团

控股上市公司：华立控股、昆明制药、

武汉健生、华智控股、华立美国控股公

司、华立信息、华立房地产等



参股上市公司：南天信息（000948）、

开创国际（600097）等

汪力成最早以做竹器、雨伞起家。之

后华立集团成为国内最大的电能表生产

商，其生产的电能表各项经济指标已连

续 8年名列国内同行首位。

不过，华立系最有名的当然是其在资

本市场的“洗壳”操作。对重庆川仪、ST

恒泰等的重组为汪力成赢来“洗壳高手”

之称。华立系在资本市场上操作手法的

娴熟程度，并不亚于那些“老江湖”，

江浙财团那种独有的战略眼光和八面玲

珑的特质在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2010 年底，汪力成辞去总裁及公司法

定代表人职务，这两项职务均由原分管

能源与国际产业的副总裁肖琪经担任。

从华立集团的产业布局来看，华立

系的用意日趋明显，即通过资本市场打

造其产业链。植物药、电力系统自动化

和移动通信这三大新兴产业是它的发展

方向。"华立控股"、"昆明制药"致力于



植物药，"华立科技"专攻电力系统自动

化。移动通信虽没有上市公司的直接支

持，但借助上市融资只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它已在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的规

划中。

这还只是华立系的开始。华立集团

正在频频进行资本运作，丰富华立系的

线条和规模。目前，汪力成正在香港股

市紧锣密鼓地操作连环收购，目标直指

市值已跌破面值的药业和 IT 类上市公

司。

华立集团依托资本市场打造产业

链，固有内因--这三大产业都需要在短

期投入巨额资金，但是，它们都要在较

长期才能取得较好收益的特点，将是对

华立系的巨大考验。有了资本市场，华

立的资金链固然不会再像它在90年代中

期初次多元化经营时那般脆弱，却也容

不得半点疏忽。毕竟，支持华立多元化

经营的，除了上市公司（表一"华立控股



"配股、分红、股权出售）外，只有利润

日益转薄的电能表和行情难以捉摸的房

地产（表二电能表与房地产利润状况

图）。

情系多元化

汪力成：华立集团一定要多元化，

这与我们的"出身"有关：电能表的市场

容量有限，全世界不过 100 亿人民币

在汪立成看来，电能表市场终究有

限，想要把厂子做到更大更强，一定要

搞多元化。

90 年代初，在跟随房地产热试水南

方地产业后，汪力成的胆量陡然间大了

起来。两三年间，该厂新投资成立或参

股近 10 家公司，业务涵盖从矿泉水到电

话机、卫星接收设备等多个领域。

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多元化。1996



年前后，电子仪表厂已更名为华立集团。

它的财务主管孙水坤却发现，集团在这

些新投资的项目上已亏损两个多亿。尤

其是从银行借出的各种借款，让华立惊

出了一身冷汗。

汪力成只好挥泪斩"多元化"，重新

缩回到电子仪表和房地产这两块主营业

务上。幸运的是，华立的电能表已经奠

定了国内同行业领头羊的位置。自 1993

年，它连续每年获得同行业各项指标的

第一名。

但汪力成还是想着多元化。WTO 后，

一俟电能表市场全方位向外商开放，国

外的电力巨人纵然不能骤然将华立挤出

市场，也至少会使其大大压缩该市场的

利润。

前次多元化失利给他的教训是，必

须妥善解决好资金的来源。银行贷款固

然是可取的，但潜在的代价颇大。寻求



多元化经营的突破，最好能利用资本市

场的通道。

华立开始排队，等候上市。很快，

它就放弃了排队的打算。"等待时间太

长，于是我们考虑借壳上市。"孙水坤对

表示。

借壳的目光落到了重庆。华立在重

庆一直有着较好的政府资源，1996 年它

还出资 600 万购并了已濒临破产的重庆

电镀表厂。借助券商"中经开"，华立积

极运作入主"重庆川仪"。入主的过程异

常困难，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仍无太

大进展。最后，在李渊浩等财务投资人

士的建议下，华立效法安徽东泰入主"川

盐化"的方式，将集团部分电能表资产置

入"重庆川仪"，原大股东中国四联集团

退居次席。

1999 年 5 月，借壳成功。华立旋即

展开了寻找新业务的工作。"我们开始对



西部资源状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总共

有 1200 多个项目和产品，并从中发掘了

青蒿素。"华立控股董事长汪诚称。

于是，从 2000 年初成立重庆华阳自

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华立控股"

吹响了进军青蒿素的号角。短短三年内，

整合了从上游青蒿草（重庆酉阳县武陵

山制药厂和湖南吉首制药厂）到下游市

场营销口径（北京科泰有限公司）的产

业体系。"华立控股"还喊出了"五年要做

五十亿"的口号，预计要在未来数年内再

投入 4～5个亿。

华立集团由是开始了新的多元化之

路。

布局青蒿素

汪力成：入主"昆明制药"是为了进

一步打造包括青蒿素在内的植物药产

业。我们看上了它的好几个产品，另外，



它还有 3个亿的现金和 4个亿的银行授

信。

2002 年 8 月 31 日，华立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受让云南红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的"昆明制药"国有法人股 785.44 万股

（占昆明制药总股本的 8%，受让价格为

人民币 7.75 元,受让总金额为 6087.16

万元），昆明科耀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制

药"国有法人股 1014.164 万股（占昆明

制药总股本的 10.33%，受让价格为 5.28

元,受让总金额为 5354.78592 万元），

云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昆明制药"国

有法人股 1047.616 万股（占昆明制药总

股本的 10.67%，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5.28

元/股，受让总金额为5531.41248万元），

成为"昆明制药"的第一大股东。支付方

式均为现金支付，华立集团有限公司前

后共需出资近 1.7 亿元。

汪力成认为，通过入主昆明制药所

获得的可以支配的资金，以及今年上半



年"华立控股"即将增发3000万股预计可

募集的 3～4个亿，华立集团在以青蒿素

产业为旗帜的植物药产业上将有近10个

亿的雄厚资金，完全可以无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汪的这一说法

的确属实。"华立控股"已出资近亿元建

造起初步的产业链，而"华立控股"从

1999 年到 2001 年的净利润总和亦只为

1.3 个亿（1999 年 15258318.14 元，2000

年 58791195.26元，2001年 61148580.30

元）。在之后的国际营销市场开拓和科

研开发上，还需要投入更多资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介于青蒿素

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华立集团在未来的

一两年内并不需要在这一领域内消耗很

多资金。

药品的国际营销需要按照一定的程

序进行。医药企业的某项药品首先要取

得进口国的准入证书。获得准入后的药



品通常须维持在较高的价位上，并且多

系处方药。这对于青蒿素药物来说，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用于疟

疾患者的青蒿素药物，虽然具有疗效好

的优点，但由于疟疾罹患者多在经济贫

困的热带地区如非洲、东南亚丛林，患

者很少能买得起价格较贵的药物。

2002 年 5 月，"华立控股"收购北京

科泰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5%股权，并增

资扩股。但销售形势对资金投入所造成

的"压挤效应"仍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

变。

北京科泰成立于 1992 年，原由北京

市科委投资，是一家要实现高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公司。1993 年，它与北京第六

制药厂（后来与其它药厂一起成为万辉

药业集团）各出资 80 万元，购得中国中

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双氢青蒿素专

利，由前者负责销售，后者负责生产。

自从 1994 年 10 月率先在肯尼亚获得准



入后，北京科泰如今已获得 20 多个国家

的准入。这一业绩大大超过国内另外两

家青蒿素药物厂商"昆明制药"（蒿甲醚）

和广西桂林制药厂（青蒿酯）。可是，

即使是科泰这样好业绩的厂家，受代理

费用和医药行规的约束，它的产品即双

氢青蒿素的价格仍难在两三年间降至普

通患者可以接受的水平。

故而，"昆明制药"的大笔资金使得

华立集团在青蒿素产业上仍有相当多的

富余资金。同时，华立集团的意图虽然

是以"青蒿素产业作为进军植物药产业

的旗帜"，但在目前应不会对其它的植物

药品种做出类似青蒿素产业这样的投

资。

2002 年 11 月 6 日，"昆明制药"作价

9148.3 万元，购得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英特集团"）持有的浙江

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

"）49％的股权。该交易完成后，"英特



药业"的三大股东分别为浙江英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50％），"昆明制药

"（49％），浙江华龙实业发展总公司（简

称"华龙实业"，1％）。

"英特药业在国内的医药销售平台

是我们很想要的。"汪力成解释说。

但是，事实似乎不像仅仅释放富余

资金那样简单。

迷幻三角游戏汪力成：我不认识张

海这个人。华立也同凯地系没有任何关

系

英特集团原名为杭州凯地丝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地丝绸"）。"凯

地丝绸"成立于 1993 年 4 月，1996 年 7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

码为（000411）；目前注册资本为 1.152

亿元人民币，股本总额为 1.152 亿股，

流通股为 3151.8 万股。因"凯地丝绸"在



1998 年度、1999 年度及 2000 年度连续

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第 10.1.1 条的规定，2001 年 4

月 23 日凯地丝绸暂停上市。2002 年 6

月，"凯地丝绸"被批准恢复上市。2002

年 7 月，"凯地丝绸"更名为浙江英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ST 英特"。经向"昆明

制药"出售股份，"ST 英特"将获得 760

万元的投资收益，有利于"ST 英特"的业

绩提高，为日后的摘帽打下坚实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 2001 年上

半年开始，浙江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直是"英特药业"的大股东，持股比例

0.76%，计 88 万股。而浙江国信证券有

限公司则是"浙江国投"的证券管理部

门。

2002 年 12 月 30 日，华立集团旗下

的"华立科技"股权发生重大变动。"华立

科技"的第三大股东海南昌银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协议约定以每股 1.10 元的价



格，将所持有的 1740.93 万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15.08%)"华立科技"法人股转

让给浙江国投。股份收购款 1915 万元由

浙江国投以现金形式支付给海南昌银。

浙江国投的实力相当雄厚，注册资本金

高达 8.38 亿元。

尽管汪力成向外界一再解释称，"浙

江国投只是给我们华立科技注资"。但

是，"昆明制药"、"英特药业"和浙江国

投之间的这三角财务运作，不能不使我

们浮想连翩。

毕竟，浙江国投的背后是众所周知

的"凯地系"那一庞大资金体系。但至少，

"华立科技"已经与浙江国投牵起了手。

初构华立系

汪力成："华立科技"还将有新的股

权变动，电力部门也要向我们注资



1999 年华立集团借壳"重庆川仪"能

够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应允当地

不迁址。之后，汪力成开始孜孜以求可

以迁址的"壳"，装入他梦寐以求的电力

系统自动化业务。这时，李渊浩又出现

了。

在为华立集团提供了重组"重庆川

仪"的有益建议后，李渊浩便与华立集团

结下了不解之缘。华立此后一连串的资

本运作，如重组"海南恒泰"、控股一家

美国纳市公司和收购飞利浦的CDMA研发

部门，李渊浩都充任了出谋划策的重要

角色，是帮助华立进入国际视野的大功

臣，堪称"华立军师"。

自 2000 年底，李渊浩开始协助华立

集团重组已戴上了"ST"高帽的"海南恒

泰"（600097）。重组的艰难主要就在于

债务的重组；因为采取的是置换资产的

方式，华立上次对于"重庆川仪"的重组

基本上没有碰到这方面的困难，而此次



重组则大不相同。

"ST 恒泰"的债务状况惨不忍睹：尽

管有 5个多亿的账面资产，但仅其公开

的债务就有 4.7 亿，并且还有不少潜在

的债务；工厂都已停产，土地、设备以

及股权都已抵押，尤其是股权还进行了

重复抵押--"ST 恒泰"的第一大股东海南

恒泰芒果在将3000多万股国有法人股质

押给海南省农行后，又将其中的 1000 多

万股重复质押给湖南的一家商业银行，

而在四川旭日集团与海南恒泰草签入主

意向协议后，这批股权再一次地被四川

旭日集团质押出去。

在海南省政府接受了华立集团所提

出的一整套重组方案后，华立集团成功

地将这批股权过到自己的户下--海南省

农行一解冻这批股权，就过户到华立集

团名下，并旋即由海南省高院对这批股

权进行冻结，华立得以财产保全。



股权到手后，华立集团着手实施它

的重组方案：以"ST 恒泰"的全部资产债

务和少量现金作股，与陕西杨凌高科技

农业示范区合作成立海南杨凌热带农业

公司。这一重组方案得到了主要债权人

如海南省农行、中行和江苏省镇江商业

银行等的认可。作为后续，华立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杭州华立信息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承担了将镇江市有线电视网改建为

宽带互联网的工程。

这次重组，对于华立在资金上的要

求也很高。毫无疑问，1999 年重组"华立

控股"的成功，在这次重组上谁助了华立

集团一臂之力（参见表一）。

2001 年 9 月 13 日，"ST 恒泰"变更

公司注册地点，迁址至浙江杭州。杭州

是华立集团的大本营。次年 3月，更名

为"华立科技"，不再从事芒果农业，转

以经营电力系统自动化业务为主。4月，

重组工作基本告罄。



而在协助华立重组"海南恒泰"的同

时，李渊浩还帮助华立集团在美国纳斯

达克股票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

我们采取了以资本市场为杠杆的策

略，要以中国、美国股市上的两家上市

公司为主体，隔海齐动，实现产业经营

的目标。"李渊浩表示。

2001 年上半年，华立集团收购纳斯

达克上市公司 ACEI，由李渊浩出任总裁。

随后，他们分拆 ACEI 的业务，注入华立

的电能表业务，并成功发行了一笔新股，

融得一笔美元收入。

两个月后，华立以此为平台，用所

持股权的 1/4 部分，溢价约 4倍换取了

美国电力巨人拉森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力

自动化公司，即华立集团斥资 1200 万购

得拉森集团在中国的独资子公司--北京

卡斯特开发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80%股权。



这家公司的内容，成为"华立科技"的重

要资产。华立由此也拥有了向电力系统

自动化领域进军的实力。

这一交易过后，华立基本收回了在

美国购"壳"的成本，并且还成功地引入

了拉森集团这家极有实力的美国股东。

据此合作，拉森集团可以利用华立在制

造业上的优势，而华立则可以从拉森处

引入技术。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电力市场在

2002 年的突然萎缩，大大影响了"华立科

技"。

90 年代末，正是电力系统自动化行

业的黄金年代。但 2002 年的国家电力体

制改革，改变了这一切。由于这场改革，

各地电力部门心无旁骛，当年国内电力

市场的需求骤然萎缩，逼得供应商间的

竞争加剧，利润急剧下滑。个别厂商甚

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夺标。



这无疑是给了初入市场的"华立科

技"当头一棒。作为新进入者，原本它就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这一行业接受。"通

常，进入电力系统自动化行业，没有五

六年是很难得到市场认同的。"华立科技

常务副总经理涂荣疆介绍，这一棒使得

其适应期更长了。

2002 年，华立科技在投标项目上的

中标率为 20%，取得了 61 个项目，却难

以掩饰投标规模小的事实。国内另外一

家电力自动化企业的高层人士透露，大

多数项目甚至还没有想到要邀请"华立

科技"。

从根本上说，限制"华立科技"进展

的，还是它自身的实力。由行业的特点

所决定，电力系统自动化市场每年都会

保持比较稳定的需求--90 年代末需求的

飙升，其实是受了国家"两网"改造的拉

动，目前已逐渐回落。这一行业为每位



有意进入者设置的是一道"高门槛"，华

立集团虽然拥有从事多年大型项目经验

的北京卡斯特科技，然而，缺乏行业的

认可，它无法获得大型项目，也就没有

了用武之地。

增强实力就在情理之中，新的投资

者随之出现。浙江国投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进入"华立科技"的。其它的投资者

也很快将浮出水面。

赌命 CDMA

汪力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

的 CDMA 业务今年将有 10 个亿的销售收

入……

影响"华立科技"进展的，还别有原

因。"'华立科技'的进展是有点慢，CDMA

消耗了我们更多的精力。"孙水坤称。

可以说，飞利浦出售 CDMA 研发部门



这一消息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华立集团

的命运。

2001 年 6 月，担任荷兰飞利浦公司

顾问的美籍华人倪慰祖--同时亦是美国

力宏集团的董事长，把这一消息告知汪

力成。有着比别人更快的速度和更强的

自信，汪力成要求与飞利浦移动通信部

门总裁 Laurent 商谈竞购相关事项。很

快，飞利浦同意华立参与竞购。李渊浩

旋即在硅谷组织起一个规模不大的谈判

团队。

谈判异常地艰苦。"当我跟硅谷的朋

友们说起我正在协助一家中国企业收购

飞利浦的一个部门，他们都会认为我口

误了，应该是飞利浦收购一家中国企

业……"谈判团队中的法律顾问鄂为群

女士说道。

尽管飞利浦在华立介入前已经同一

家美国公司签下了将CDMA部门在达拉斯



的研发分部出售的意向书，但李渊浩等

人最终成功地买下了飞利浦的整个 CDMA

研发部门。以这个部门为主力，华立集

团的美国公司开始正式运作，李渊浩出

任总裁。

据当事人声称，华立在收购上的耗

费并不高。但接手后的投入显然是可观

的，仅美国的研发人员每月的工资就高

达 50 万美元。更遑论将 CDMA 技术产业

化所需的费用以及在新技术研发上的投

入。

国内的 CDMA 局势亦不容乐观，纵然

中国联通面临的窘境只是短暂的事情，

美国高通在国内布下的天罗地网使得华

立必须要更加灵活，才会有栖身之地。

汪力成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我

经常睡不着觉……"他向倪慰祖诉苦说。

但华立也不是无机可乘。



国产手机厂商与中国联通、美国高

通间的罅隙，也是华立做大的有力依傍。

近两年来，国产手机厂商一直对联通与

高通之间签订的知识产权框架协议颇有

微词；正是它们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联通在上马 CDMA 后遇到的难

题。联通不得不花巨资自行购买用以开

拓市场的 CDMA 手机。华立的出现，使得

上游厂商呈现竞争性格局，更使这些下

游厂商们喜形于色。

"我们从来不愿说，华立与高通处于

对峙的状态。我们的出现，只会有助于

国内 CDMA 市场的做大。"汪力成曾表示。

信息产业部也对华立寄予了厚望。

CDMA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各界都希望借

助它更快地实现通信产业的自强。然而，

从联通的"中中外模式"到高通的助阵联

通，CDMA 始终未能在民族情结上带给国

人以安慰。相反，层层叠叠的 CDMA 费用



煽起了中国人的热情之火。高通在中国

的进展并不顺利。

从 2002 年初开始，华立抓紧将 CDMA

IS95 的技术产业化。汪力成清楚地意识

到，惟有在 CDMA 芯片上实现产业化，才

能及时抓住 CDMA IS95 这一阶段的宝贵

机遇--更新一代的技术 CDMA 1X 将在

2004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也惟有做到了

产业化，才有可能为华立的 CDMA 赢得风

险投资。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在成功收购飞

利浦的 CDMA 研发部门后，华立曾积极寻

求风险投资的支持，却一一碰壁而归。

南方高科、浙江波导等国内厂商帮

助华立实现了产业化。它们的订单占华

立已接到订单的一半。另外一半来自国

外。总订单额达 14 亿。"如果不出意外

的话，我们的 CDMA 业务今年将至少有 10

个亿的销售收入。"汪力成说。



产业化的过程显然是艰难的。但如

若汪力成所言非虚，华立毕竟算是走过

来了。

两大现金池

汪力成：最快也得三年才能收回成

本，如果要算上更新一代技术研发的话，

那就要更长了……

单算在 CDMA IS95 技术产业化上的

付出，华立就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收支

平衡--纵然今年有 10 个亿的销售收入。

CDMA 对于资金的渴求，可见一斑。

华立集团自身在电能表和房地产业

务上的积累，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参见

表二）。

置入"华立控股"的电能表业务仅占

原集团业务的 1/4。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最近几年在电能表业务上的净利润分

别为 3698 万元（1999 年度），5833 万

元（2000 年度），9596.4 万元（2001

年度），6571.26 万元（2002 年度）。

2001 年，随着国家"两网"改造的完成、

竞争的加剧和技术上的高投入，电能表

业务的利润率呈下降态势。而华立的市

场份额已达 30%以上，属于行业领导厂

商，很难再有更大的突破。

相比之下，房地产业才是华立的最

大现金池。

"房地产对集团的贡献也非常大。一

年对我们的现金流量有几个亿。"孙水坤

称。

华立的受益于房地产业务，应归因

于杭州房地产市场近5年来的剧烈爬坡。

从 1998 年到 2000 年，当全国的房地产

市场普遍进入盘整期时，杭州房地产的

价格却从平均 2000 元／平方米涨至



6000 元／平方米。之后，杭州的房产业

持续火爆。2001 年杭州市区存量房买卖

成交面积 46.2 万平方米，比 2000 年度

增长了 233％。2002 年上半年，该市房

地产开发投资总额达到 57.57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41.4％；同时期内，商品

房销售面积的增幅高出竣工面积 8.4 个

百分点，商品房空置面积又比上年同期

下降 52.2％。

为杭州房地产业所鼓舞，"华立控股

"在重庆也从事房地产业务开发。正在前

进中的重庆房地产市场，前景亦是乐观

的。

然而，这些资金仍不足以支撑在

CDMA 上的投入。华立集团须得另想他法。

2001 年年度，"华立控股"欲增发新

股 5000 万股，一拖再拖后，将于 2003

年上半年推出。关于此项募集资金，其

中将有 1.7 亿通过股权交易流入华立集



团，分别以 1亿元和 6786 万元受让浙江

华立控股和华立集团所持华立股份股权

3348.7 万股和 2262 万股。此次交易后，

"华立控股"将持有华立股份总股本的

76.73％，浙江华立控股和华立集团不再

持有华立股份股权。

很显然，在汪力成向本刊记者透露

要投入到植物药产业上的资金中，很可

能会有相当一部分将渗透到 CDMA 业务

上。

试水香港股市

汪力成：要去香港上市……有出于

对国内政策性限制的考虑……

也许，香港股市的低迷还将为汪力

成的"生财有道"提供一次机会。

海外的资本运作，已经成为华立集

团的重要一部分。但自从 1999 年它开始



操作成立华立（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时

起，国内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始终

是汪力成不得不操心的事情。

在回顾竞购飞利浦 CDMA 项目时，李

渊浩着重提到了华立在美元储备上的能

力。"中午把保证金说好了，华立的款项

当天下午就送到了飞利浦，"他介绍。

这笔及时送到飞利浦的美元，主要

来自华立美国控股公司在2001年上半年

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ACEI 配新股所

得。然而，为了成立华立这家美国控股

公司，汪力成从 1999 年下半年开始，历

时八个月才拿到了 300 万美元的外汇准

批。

从 2002 年 10 月 1 日开始，国内在

外汇管制上已经有所松动，容许在外汇

管制试点地区对将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

采取一些更宽松的管理措施，例如每个

试点地区可以有 2亿美元的购汇限额，



允许试点地区内进行国内商业性外汇贷

款，并在项目审查程序上进行精减。据

说，汪力成正在申请的 600 万美元很快

就能走完审批程序。

可是，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上仍然

存在很多的政策性限制，例如企业拟境

外投资金额加上企业已经实施的对外投

资金额之和不得超过该企业净资产的

50%，等等。于是，随着华立集团越来越

庞大的运作规模，汪力成迫切需要一个

海外资本运作的平台。

他把地点锁定在了香港。而香港股

市在目前的低迷状态，正给了他一个很

好的切入点。"很多公司都已跌破面值

了，"汪力成说。近期，华立集团正在运

作收购几家上市公司，既有药类的，也

有 IT 类的。

我们亦不能否认，华立即将展开的

连环收购行为，似乎也有利用资本市场



的涨落赚一桶金的嫌疑。但无论如何，

华立集团在资金链上的强烈需求更因此

昭然可见。

太极推手涉足的三个产业植物药、

电力、CDMA 都是国内最热门也最敏感的

领域，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的魄力不

可谓不大。尤其是植物药和 CDMA 这两个

产业，还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资源才能成

事。但汪力成一一涉险而过。

拿青蒿素产业来说，青蒿素是中国

在医药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知识产权，

中国政府一直很注重对于青蒿素产业最

上游资源的控制。1997 年前后，酉阳县

武陵山制药厂曾试图与比利时的一家企

业合资，把产能做大，最终却被中央否

决，2000 年 10 月，有关当局默许了华立

对该厂的收购（出资 1000 万元）。

对于 CDMA 等移动通信业来说，政府

背景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摩托罗拉在中



国移动通信市场上的迭次成功，与其良

好的政府工作不无关系。华立进入 CDMA，

也已得到了国家信息产业部和浙江省通

信产业厅的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这些将是华立集团迈向

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若能安渡资金

链的压力，并且确实是在踏实进行产业

劳作，华立的前景将很可观。

——感谢您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