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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课

中国资本市场九大派系之九——式微的

“涌金系”

灵魂人物：魏东

母公司：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曾涉及上市公司：银河动力( 000519)、

九芝堂、青岛软控、成都建投、中宝股

份、千金药业（600479）等。



“涌金系”为魏东创建的“系列家族企

业”。初期涌金系和其他刚刚成立的私

募机构类似，采取私募机构最原始的投

资风格。

涌金系的发展

涌金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2002

年是其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涌金

系主要是抓住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政策机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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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策热点转战各个投资市场，以“盲

点套利”模式获取相对低风险下的高收

益。之后，涌金系开始进入实业领域，

控股九芝堂，成为千金药业的第二大股

东等。随着其控股的成都建投成为 A 股

市场第一高价金融股、以 VC 方式投资的

青岛软控、北青传媒成功上市，再加上

其他与九芝堂、千金药业、云南信托等

资产相关联的上市公司、金融类企业、

参股的一些未上市高科技企业，涌金系

打造的产融结合模式已初具雏形。

抓住股权分置时代三次“盲点套利”

机会

早期的涌金系主要从事转配股、法

人股受让、配售新股等一些中国资本市

场发展特定阶段的股权交易，而这些都

是职业投资者非常重视的盲点套利模

式。通过这些操作，不仅让涌金系累积

了股权投资经验，并为其日后将触角伸

向实业积累了资本。

涌金系成立之初，刚好是中国经济

转轨时期。1994 年，时年 27 岁的魏东在



北京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公司（以

下北京涌金）。1995 年，魏东创建上海

涌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涌

金”），1999 年又以 1.8 亿元注册湖南

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涌金”）。湖南涌金后来成为涌

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涌金系”）

的核心投资平台。

上世纪 90 年代，股票市场还处于探

索阶段，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制度的不

完善，有些问题亟待解决。在解决这些

重大问题的时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拥有信息渠道或消息灵通的投资人往往

能够“先行一步”。当证券市场一项重

大措施出台时，往往给这些人带来投资

机会。

从涌金系早期的投资思路看，它往

往只是参与股权投资，且持股一段时间

后迅速离场，而且更多是参与上市或非

上市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即一级市场

和所谓的一级半市场（我们不能排除涌

金系也像同一时期的私募“庄家”一样，



参与二级市场操作，但由于数据缺乏，

在本文中不做讨论和分析。事实上，在

证券信托兴起后，上海涌金也通过涌金

系旗下云南信托发售了亿龙中国系列证

券投资信托产品）。

上世纪 90 年代，一级市场和一级半

市场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盲点。盲点套

利是指利用市场的定价错误或者制度障

碍来获得收益，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

是特定时期特定市场环境下的产物，要

求投资者具有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和宏观

市场走向的把握能力。

转配股机遇

转配股是典型的股权分置时代的产

物。

配股本来是上市公司向原有股东配

售新股筹资的行为，但在上世纪90年代，

除了社会公众股东外，法人股东和国家

股东往往放弃现金配股。1994 年，国资

委出台通知，国家股股东只能选择参与



配股或转让配股权，“转配股”由此产

生。

1994 年 6 月，证监会发文规定，不

安排国家股、法人股因送配股而增加的

股份或配股权上市流通。但并没有明确

规定，一些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受让的转

配股不能上市流通。因此，一些机构和

自然人积极受让国家股和法人股的配股

权并获得配股。但是，证监会担心几十

亿转配股上市可能会对股市发生冲击，

1994 年 10 月，又下发通知规定，转配股

暂不上市流通。这让已经受让转配股的

投资者大呼失策。

此后，大多数投资者看淡国家股和

法人股转配股的价值。在对转配股能否

流通争论不休、政策仍不明朗的 1999 年

12 月底，涌金以每股 4.5 元的价格协议

受让兴业证券所持有的闽福发（000547）

转配股股权 600 万股，成为闽福发的第

二大股东。

2000 年 3 月，证监会发布了转配股

分期分批上市的通知，安排转配股逐步



流通。2000 年 4 月 18 日，涌金持有的闽

福发转配股获准上市流通。而此时离其

受让闽福发股权不到 4个月，涌金对政

策的“敏感”可见一斑。

公告资料显示，闽福发 2000 年度中

报的股东名单中已经不见涌金系踪影。

而 2000 年 4 月 18 日至 2000 年 6 月 30

日期间闽福发的平均股价超过 17.5 元，

由此可推算涌金至少套现 1.05 亿元,年

化收益率达到 577.8%。

法人股投资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股市诸多

政策存在变数的情况下，法人股是否会

上市流通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

点。因此尽管有人称法人股将会是“最

后一桶金”，但许多投资者仍然踌躇不

敢妄动，涌金在此时开始频频出手大肆

收购法人股。

从 1996 年起，涌金先后收购了金荔

股份（600762）、精密股份（600092，

第二大股东）、哈慈股份（600752）等



公司的法人股。这三家公司由于经营不

善，先后退市，给涌金的投资带来损失。

但涌金其他的法人股投资均取得不菲收

益。资料显示，2007 年 4 月 6 日，涌金

实业将所持银河动力（000519）230 万股

全部通过深交所出售；涌金实业持有的

812.43 万股中宝股份（600208）也已经

在 2007 年 2 月 15、16 日减持，两日平

均价格在 9元左右，约获利 6635 万元。

康赛集团（后改名为天华股份，600745）

的股份北京涌金一直持有。还有涌金旗

下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00年受

让自杭州五环的四川湖山（000801）的

股份也一直持有，当年的受让价格为每

股 1.74 元，而 2007 年 4 月已经涨到 12

元以上。

总体而言，涌金在法人股投资中获

利超过 1.5 亿元，投资收益率超过 100%。

而且，由于较早介入法人股市场，

涌金基本上都是以净资产价格收购上市

公司法人股。2003 年后，随着股改预期



日渐明朗，上市公司法人股转让溢价整

体上也水涨船高，此后投资法人股，成

本大大提高，股改后的获利水平就相应

降低。由此可见，涌金等一批先期进入

者，对股市政策和市场机会的把握技高

一筹。

新股战略配售

1999 年，由于二级市场的行情火爆，

曾经备受市场冷落的战略投资者配售成

为“香饽饽”，获得配售股份意味着在

短暂的锁定期过后就可以获取一级和二

级市场之间的巨大差价。这一方式遂成

为当时私募基金获取无风险收益的主要

渠道，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凭借战略配

售实现了快速崛起。

据公开资料，从1999年11月到2001

年 3 月，涌金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的

ipo，获配售 306.47 万股三九医药

（000999）、220 万股首旅股份（600258）、

140 万股诚志股份（000990）、900 万股

丝绸股份（000301）、120 万股波导股份



（600130）、15.73 万股茉织华（600555）

等。根据这些公司战略投资者股份开始

流通日的收盘价计算，两年时间内，涌

金凭借战略配售获取了 1.4 亿左右的利

润。

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是规章制度灵

活化，这也是转轨经济时期的必然。而

小投资者对信息缺乏，对事物的本质和

新事物的特性不能够及时把握。但是涌

金系等私募基金，因刻意经营拥有非常

灵通的信息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并对市

场非常敏感，因而能够掌握制度变迁的

时机，并形成相应的新赚钱模式。

实践风险投资

涌金系以知金科技为平台，孵化了

多个创业企业。其中青岛软控和北青传

媒已成功上市，涌金系成功收回所有投

资并获得高额回报。



在转配股与战略配售上小有斩获之

时，涌金系开始将下一个投资目标锁定

在创业企业。

1999 年底，涌金系在中关村高科技

园成立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知金科技”），并于 2000 年 10

月 27日以4万元成本受让青岛高校软控

有限公司 8%股权，而后又在 2000 年 11

月 1 日向其注资 148 万元。

虽然此后创业板久无定案，但 2004

年深交所获准设立“中小企业板”，一

批获得创投支持的创业企业成功登陆。

其中，青岛软控（002073）2006 年 10

月 18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并创

下了中小板新股上市的历史最高价 26

元。

公告资料显示，截至 2007 年 5 月 17

日，知金科技共持有青岛软控 425.88 万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5.98%，按当日收

盘价格 74.9 元计算，知金科技持股市值

为 3.19 亿元，投资收益率近 210 倍。涌

金持有知金科技 45%股权，按此估算，涌



金间接持有的青岛软控的市值超过 1.43

亿元。除了青岛软控以外，知金科技还

投资了万方数据、中科软件等高科技企

业。

在此之前的 2004 年 12 月 22 日，知

金科技投资的北青传媒（01000.hk）也

在香港上市。公告资料显示，截至 2006

年底，知金科技仍持有北青传媒 3.74%

的股份，是其第二大股东。以 2007 年 5

月 18 日北青传媒 8.85 港元的收盘价计

算，知金科技的持股市值约为 6520 万港

元。

按照知金科技的投资项目，估计青

岛软控和北青传媒的上市已让其收回了

所有投资，并获得 10 倍以上的高回报。

因此，其他几家创业企业一旦上市，涌

金系将获得巨额收益。

从涌金参与的创业投资项目来看，

其主要涉足信息、生物、传媒等高新技

术产业，并采取与高校联姻的方式进行

投资。这种投资策略，一方面使投资能

够具有较高的回报率，因为这类科技项



目如果研发成功往往利润可观，非常类

似于美国风险投资选择目标的方式；另

一方面依靠高校技术背景，所投资企业

均具有强有力的研发支持，这有效地降

低了投资风险，增大成功率。

医药+金融的产融模式渐成型

分析涌金系 2002 年后的操作，我们

发现，它从一个受益于政策盲点和市场

机会的套利者转型为实业+金融的投资

基金，并逐步形成以九芝堂、千金药业

等上市公司为核心的医药产业横轴，以

成都建投（国金证券）、云南国际信托

等为核心的金融产业纵轴，初步确立了

产融结合的构架。

从德隆系始，几乎所有的“系类家

族企业”都选择了资本运作+实业运作的

模式，涌金也未能例外。只是同类纷纷

倒下，涌金搭建的“医药+金融”实业体

系存活并壮大了。

收购九芝堂和千金药业



收购九芝堂集团，涌金第一次真正

控股一家上市公司。

2002 年 1 月 23 日，长沙九芝堂集团

（持有上市公司九芝堂 60.74%的股权）

整体出售给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涌金”）、上海

钱涌科技、杭州五环实业，湖南涌金占

49%的股权，进而间接持有九芝堂 29.76%

的股权（其后经过多次股权变更，湖南

涌金持有的九芝堂集团股权增加到

59.5%）。

由于涌金只收购上市公司 29.76%的

股权，低于要约收购的门槛，没有义务

披露收购信息。但据业内人士估计，涌

金大概用了1.5亿元现金完成收购。2003

年 1 月，在湖南涌金收购上市公司一年

后，九芝堂即实施 10 派 3.3 元的现金分

红方案，动用 2002 年度 95.5%的未分配

利润，涌金系通过第一大股东九芝堂集

团分得现金 3351.51 万元占其收购资金

的 22.35%。 而且，九芝堂集团及九芝堂



其后也成为涌金系资本运作的重要平

台。

成立于1999年 9月的湖南涌金是在

千金药业上市前，收购其股权的。涌金

系获得千金药业股权的手法与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的运作较为类似，相当于一次

pre-ipo。在涌金介入之时，千金药业经

营稳定、业绩优良，并已进入上市前的

准备阶段。2002 年上半年湖南涌金出资

3600 万元，以每股 4.8 元的价格收购千

金药业内部职工股 753.3 万股。经过短

短两年的资本和实业双重运作，千金药

业于 2004 年 3 月 12 日在上交所上市。

涌金 3600 万元的股权投资增值为 8270

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在千金药业成功发

行 1800 万股 a股之后，湖南涌金持有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 13.45%，是千金药业第

二大股东。2005 年 10 月，湖南涌金又以

每股7.64元的价格受让第四大股东北京

金科邦持有的千金药业450万股法人股，

截至目前，湖南涌金持有千金药业



2182.04 万股，占总股本的 17.32%，稳

坐第二大股东的位置。

2006 年 10 月，千金药业通过股权拍

卖方式，以 1130 万元获得湖南金沙大药

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

的全部股权。至此，湖南涌金完成了药

品零售企业整编，旗下千金药业、金沙

以及九芝堂这三家湖南本土知名大药房

开始协同运作,三家综合实力相加后，成

为湖南第二大药品零售方阵。

涉足证券、银行、信托

2005 年，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黎明

前的黑暗中，券商行业整体低迷，涌金

系却在 7月中旬控股成都证券，并为其

成功增资扩股。新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

例分别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1亿

元（占总股本的 20%）、湖南涌金出资 1

亿元（占总股本的 20%）、九芝堂集团出

资 9千万元（占总股本的 18%）、上海鹏

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出资6741万元

（占总股本的 13.482%）、衡平信托 1459



万元（占总股本的 2.918%），这让成都

证券的资本金由 1.28 亿元上升至 5亿

元。而由于湖南涌金、九芝堂集团两家

股东共持有成都证券 38%的股权，当时市

场即将涌金看成是成都证券的实际控制

人（后来这部分股权全部由九芝堂集团

持有）。

2005 年 4 月，成都证券在深交所的

会员名字去掉“经纪”二字，变更为“成

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比照综合类券

商经营。日后，成都证券更名为“国金

证券有限公司”。2006 年 7 月，国金证

券获规范类证券公司资格；12 月，国金

证券成功借壳成都建投，并完成了股改。

2007 年 3 月，成都建投复牌后首日

暴涨 129.6%，成为中国第一高价金融股，

让国金证券的股东获利不菲。以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盘价 79.27 元计，九芝堂集

团持有成都建投 3348.27 万股的市值已

高达 26.54 亿元。因涌金系持有九芝堂

集团 49%股权，因此其间接持有的成都建

投市值约为 13 亿元。



涌金系又一次踩准了政策与市场节

奏，赶上了证券公司改制上市这班车。

而涌金系与当地政府机构关系密切，从

受让交通银行法人股一案中更是表露无

遗。 2007 年 3 月 23 日，九芝堂与千金

药业联合竞标，获得长沙市财政局所持

有的 2791 万股交通银行国有法人股。二

者以每股 6.05 元的价格各获得 1395.5

万股。仅仅在不到两个月后，交通银行

于2007年 5月 15日在a股上市，以2007

年 5 月 17 日的收盘价 13.59 元计算，九

芝堂和千金药业的持股市值分别达到

1.9 亿元，账面盈利达 1.05 亿元。在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其他

商业银行纷纷上市后，银行股的价值已

被市场广泛认同，而且 2007 年以来，上

市的商业银行 a股股价基本上都超过 h

股股价。涌金系在此时在获得交通银行

的股份，无疑又相当于一次无风险套利。

除了参股银行、券商外，涌金系还

参股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涌金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第一大股东



云南省财政厅（持股 25%）之后，持有

24.5%的股份，第三大股东上海纳米持股

23%，由于上海纳米创业 75%的股权为魏

东拥有。由此，云南信托的控制权实际

掌握在涌金系的手里。

由于涌金都是通过九芝堂和千金药

业介入国金证券、交通银行等金融类上

市公司，因此在这两家医药公司的收入

和利润增长中，贡献最大的是对外投资

的回报，企业本身的成长性并不突出。

但可以预计，随着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

逐步融合，金融资本将对涌金在医药等

实业领域的资本运作提供更大支持。

结局

2008 年 4 月 29 日下午，魏东于从位

于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家中坠楼身亡，留

下一封耐人寻味的遗书，没有任何落款

也没有写明时间。在这封四百多字的遗

书中，有多达七处的修改痕迹，包括错

字和措辞的涂改。



一位咨询公司人士称，目前应该是

涌金系鼎盛时期，此时魏东意外身亡匪

夷所思。一位接近魏氏兄弟的人士称：

“我不相信魏东出事是因为身体原因，

也不相信事业有什么危机，有可能是因

为牵扯进某政府高官的被调查事件。”

魏东身亡后，其遗孀陈金霞接掌涌

金，08 年以 70 亿元的身家成为胡润百富

榜第 76 名。

2013 年 1 月，随着国金证券

（600109）副董事长王晋勇宣布辞职，

涌金系落寞谢幕。

——感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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