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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家投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
投资指标是什么？大多数人的第一反
应可能都是赚钱。

不过有这样一家专业投资机构
——它对投资项目实行社会影响力一
票否决制，不管项目利润前景多好，
如果对社会没有意义或可能给社会带
来负面影响，一律不投。它就是上海
禹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禹闳投资总监方巍告诉记者，2007
年，禹闳投资创始合伙人们到访浙江绍
兴大禹陵。在大禹陵的咸若亭前，大家
共同商定以“咸若”为魂，即以“顺其性、
应其时、得其宜”为投资理念，以“吃饭、
吃药和低碳”等民生产业为主要投资方
向。在这一“铁律”的约束下，禹闳投资
最重视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性，倾向投资
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或具备成为行业
龙头潜力的企业。

“这类企业的商业模式尤其需要纳
入社会影响力的考量。”方巍说：“更
关键的是，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智
能物联时代的到来及共享经济模式的
广泛应用，社会价值在企业价值中的
比重将不断提升。简而言之，公司的
社会价值决定企业价值。”

如今，禹闳投资的这一理念正被

更多人接受。业界专家表示，这一理
念代表了当前在资本界和公益界呼声
日高的一种新型投资形式——社会影
响力投资。

2010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摩根
大通等投资机构发布研究报告，首次
提出将社会影响力投资区别于其他投
资类别的想法，认定其为一种新兴且
正在融入主流投资界的投资类别。这
一报告的发布标志着社会影响力投资
概念的形成。2013 年，在英国举办的
G8（八国集团）发起撰写社会影响力投
资报告倡议，并于次年历史性地联合发
布社会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让社会
影响力投资为更多人所了解。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在追求正
常财务回报的同时还追求特定社会目
标，这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与传统投资
的不同之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并不知道
自己属于什么门类。如今回过头看，
我们的投资理念确实与社会影响力投
资核心要义很契合。”方巍坦言，随着
中国从传统粗放式发展进入到精细
化、可持续发展阶段，更多以解决特
定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型企业萌芽
成长，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土壤越来越

肥沃。尤其是最近六七年，禹闳投资
约有70%的投资都集中在这一领域。

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却又荆棘密
布的市场环境下，该如何在商业性和
社会性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点？毕竟，
与投资普通企业相比，社会型企业通常
投资周期更长，投资风险更大，而且为
了能够服务更多有需要的目标群体，其
产品或服务的定价普遍较低。对于习
惯“短平快”的资本来说，投资这样的企
业显然性价比不高。

不过，禹闳投资并不担心。因为，
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创业的“同行人”，
投资团队完成每个项目的投资工作
后，会对被投企业展开整体项目诊
断，再与被投企业一起制定或完善公
司发展战略，并根据所投企业特点定
制投后服务内容。

以绿康医养为例。早在 2014 年，
禹闳投资就向为中低收入失能、半失
能老人和残疾人提供专业医养服务的
绿康医养投资3000万元。在决定投资
之前，禹闳投资做了大量细致的市场
调研工作，走访了近25个城市的政府
职能部门和同业企业；投资后，又与
绿康医养公司团队一起制定了“医养
结合、连锁复制、嵌入式发展”的战

略方针。针对绿康医养初期扩张能力
与连锁经营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初始
投资后的两年中，禹闳投资还派驻专
业管理团队协助绿康医养推动网点扩
张、提升运营管理能力。

2016 年，绿康医养完成 B 轮融
资，目前已成长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医
养结合连锁机构，创造了集政府部
门、专业机构、社会资本三方合力的
绿康模式，被誉为用社会化方式解决
社会问题的成功范例。

不唯经济回报马首是瞻，禹闳投
资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自成立
以来，禹闳投资累计投资 25 家企业，
其中8家公司已上市，9家公司尚处于
服务期。项目平均投资周期为 6.9 年，
平均年化回报率 （IRR） 达到 32%左
右。随着绿康医养的发展，公司股权
投资价值增长近5倍。

展望未来，禹闳投资依旧看好社
会型企业。公司计划在养老、文创、
环保新能源、共享经济等重点领域募
集新的专项基金，与更多志同道合的
投资人一起助推社会企业成长。

“我们计划用10年时间把禹闳投资
打造成国内社会型企业投资领域的领
导者。”方巍说。

社会影响力投资忠实践行者“禹闳投资”：

不 唯“ 钱 ”马 首 是 瞻
本报记者 徐 胥

今年，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第四次荣获
素有食品界“诺贝尔奖”之
称的“世界食品品质评鉴
大会”金奖。“荣获这个奖
项的产品不仅要满足严苛
的品质标准，还必须长期
保持品质稳定。现代牧业
能连续 4 年荣获该奖，说
明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
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高丽娜说，这是中国
白奶“零的突破”。

对于牛奶质量，现代
牧业确实有自豪的资本；
对于企业与众不同的养殖
模 式 ，现 代牧业同样自
信。“负责任地说，现代牧业
的养牛方式和大家想象中
的很不同。我们走出了一
条养牛新路。”高丽娜说。

养牛也搞“配额制”

“以前说养牛，3 个
词最贴切——苦活，累
活，一般人不愿意干的
活。”高丽娜回忆说，现
代牧业的第一个牧场建在
安徽马鞍山。当年，为了
筹建牧场，创业团队吃住
都在农家，经常彻夜不
眠。伴随着一头头小牛的
长大，当初的团队大多成
长为养牛的行家里手，现
代牧业也伴随着时光的流
逝变了样子。

12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高丽娜跟着现代牧业董
事长邓九强出国考察国外牧场。“走访了很多国家后，我
们都觉得美国规模化、集约化的养牛模式很符合中国实
际。简单来说，美国模式就是实行‘配额制’，一定的土地
养殖固定数量的牛，土地上生长的作物供牛食用，牛排出
的粪便施用于土地。”高丽娜说，如今现代牧业已在国内
建成大规模牧场26个，奶牛存栏数近23万头，每天生产
近3300吨高品质原奶和优质牛奶制品。

现代牧业不仅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奶牛养殖企业及高
品质生乳供应商，也是全球第一家以奶牛养殖资源上市
的企业。因此，在养好牛的同时，企业还面临来自国内外
市场的沉重压力。

高丽娜坦言，从2015年到现在，现代牧业一直处于
亏损状态。“有人将亏损的原因归结为大规模养殖模式，
还有人说应该将规模化牧场拆分。但我们认为，亏损的
主要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尚未充分激活、原奶消耗有限，
再加上进口奶冲击的影响，与养殖模式没有关系。”高
丽娜表示，优质的奶源一定来自于好的养殖模式，只有
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养殖模式才能保证原奶达到
更高标准。

工厂建在牧场里

现代牧业的“养牛经”究竟如何不同寻常？简单说，
其核心就是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牛奶加工一体化。

以现代牧业存栏4万头的蚌埠牧场为例。这是全国
奶牛存栏数量最大的牧场，周边配套10万亩优质土地，
种植青贮玉米和苜蓿，既能满足牧场对优质青饲料的需
求，又可以将牛粪发酵后的有机肥反哺农田。此外，牧场
里还建有产能达600吨的液奶加工厂。

这种“牧场建在草场里，加工厂建在牧场里”的“零距
离”生产模式使现代牧业的原奶各项指标优于欧盟标
准。“在微生物方面，欧盟的标准是单位体积内不能高于
10万，中国的要求是不能高于200万，但现代牧业的内
控指标是不超过1万；在体细胞方面，欧盟的标准是低于
40万，中国的指导要求是低于60万，现代牧业则小于20
万。”高丽娜说。

除此之外，现代牧业还有一项“2小时”的绝活。走
进蚌埠牧场的液奶加工车间，一侧是全封闭的挤奶大厅，
另一侧是自动化加工车间，新鲜的优质原奶通过密封无
菌管道直达加工车间，全程“零距离”“零运输”，完全省去
了原奶存储运输、预巴杀、高温闪蒸等环节，从挤奶到加
工2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采用这种方式能最大限度减
少对牛奶的热伤害，充分保留牛奶中的营养和生物活性物
质。”高丽娜说。

高丽娜坦言，从现代牧业成立之初，业界对“万头牧
场”经营模式就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不过，高丽娜并
不这样认为。“不得不说，我国的规模化养殖道路仍然处
于探索初期，无论是‘万头牧场’还是‘家庭牧场’都会长
期存在下去。究竟哪一个会最终胜出，也许只有市场才
能给出最终的答案。”

十年爱恋终嫁蒙牛

对于现代牧业来说，蒙牛基因是骨子里带来的。比
如董事长邓九强就是蒙牛的创业元老之一，还有多名高
管也都曾在蒙牛任职。不过，二者真正确立“恋爱”关系，
还得从2008年说起。

那一年，三鹿问题奶粉曝光引发国内乳制品行业巨
震，作为行业龙头的蒙牛也加快了寻找好奶源的步伐。
为此，蒙牛与现代牧业一口气签订了为期10年的供奶协
议，规定现代牧业70%的原奶必须供应给蒙牛。协议签
订后，现代牧业业绩突飞猛进。从2008年到2010年，来
自蒙牛集团的订单分别占现代牧业销售总额的98.9%、
99.6%及97.6%。

从2013年起，现代牧业对蒙牛的原奶销售比例开始
大幅下降，由最初的98.9%跌至不到70%。此外，现代牧
业还发展起了高端奶业务。

也是在那一年，蒙牛以总价31.78亿港元发起收购，
其持有的现代牧业股份从1%增至28%，成为最大单一股
东。今年年初，蒙牛又发起了对现代牧业的强制性要约
收购。目前，蒙牛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现代牧业61.3%
的股份，成为现代牧业控股股东。

“与蒙牛联姻后，现代牧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
现代牧业独特的模式不会改变。”高丽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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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从 30 亿元增长到 300
亿元需要多长时间？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
客”）给出的答案是：10年。

近年来，中车长客积极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走出了一条装备制造企业
老树发新芽的振兴之路。如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它也带着自
己最得意的“作品”走出国门，在世界舞
台上展现中国装备制造的魅力。

从“国产化”到“自主化”

中车长客的前身——长春客车厂
始建于 1954 年，是国家“一五”时期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在横跨60年的历史
风雨中，这家公司几次更名：长春客车
厂、铁道部长春客车厂、北车长客、中车
长客。

中车长客以生产轨道客车起家，在
计划经济时代一度风光无限，其客车产
品市场占有率曾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
山，并多次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但好景
不长，这家头顶光环的老牌国企在上世
纪90年代跌入谷底。

作为中国铁路客车的摇篮，2002年
3 月份，老厂改制为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2009年又在A股上市。由于
摆脱了体制机制的束缚，长客的创新活
力被极大激发出来。他们一方面在长
春西部建起世界最先进的轨道试验基
地和制造基地，为创新打下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另一方面，加快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的步伐，并逐步完成自主创新的
蜕变。就这样，长客迅速突破了年销售
收入常年徘徊在30亿元左右的“魔咒”，
发展进入快车道。

随着中国进入“高铁时代”，长客也
获得了又一次由大而强的契机。

中国标准动车组是我国高速铁路
运输装备自主创新的标志性产品，该产
品的设计经理名为邓海，人称“老邓”。
老邓是四川人，由于长年工作在北方，
口音着实有些“南腔北调”。可无论口
音怎么“不靠谱”，设计绝不荒腔走板。

“以前设计动车组时受到外方技术制
约，无法结合我国的运营实际展开‘正
向设计’。如今我们已经有能力为国产
动车组量身打造自己的技术标准，很过
瘾。”老邓说。

有了“中国车”，当然就得有“中国
脑”。网络控制技术部门负责人王华伟
告诉记者，在那个只有“外国脑”的年
代，因为网络问题被迫停车的情况时有
发生。一旦系统报错，所有人都“干瞪”
着代码束手无策，只能花费重金邀请国
外专家。

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只有9人的
研发团队每人手捧一本意大利文字典研
究国外的网络系统说明书，一直到这些
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一直到长客团队研

发出属于自己的技术经典。
多年来，凭借“自主创新、深度掌

控、正向设计、根在长客”的发展战略，
中车长客逐步搭建起铁路客车4大业务
板块，创造了多项中国纪录。长客也被
国家有关部委认定为首批“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全国首批“创新型试点企
业”“国家创新型企业”“第四批全国企
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产品荣获“国
家名优产品”荣誉。

目前，中车长客已成为行业内唯一
一家同时拥有高速列车系统集成国家
工程实验室、国家轨道客车系统集成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技术中心、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和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
国家级研发试验机构的企业。以自主
研发的 CRH5 型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
为标志，中国高铁核心技术完成了从

“国产化”向“自主化”的转变，中车长客
带着它的标准动车组从此走上了世界
大舞台的中央。

不断提升供给质量

要打造“中国制造”亮丽名片，提高
供给质量是核心之一。为此，中车长客
完成了“由重检验向重管理”“由重结
果向重过程”“由重实物质量检验向前
期质量策划”“由重厂内向重厂外”4项
重大转变。

为大力培育高水平科研人员和高
技能专业人才，公司相继建成了国内最

先进的焊接、车辆电工和装调工培训基
地，并先后培育出“手工焊接大师”李万
君，开创一线工人自行编制自动焊大型
程序先河的谢元立，为中国动车装上

“中国脑”的功勋重臣常振臣，一举获得
4项国家发明专利、7项国家实用新型技
术专利的调试电工罗昭强等一大批“大
国工匠”。

新一代中国标准动车组严控整车
重量，车顶、侧墙两大部件型材外表面
只有2.5mm，一系列要求给整车总装带
来了不小的麻烦。经过多次实验比对，
负责该项目的技术人员最终总结出“先
顶高、再顶宽，最后检测车体外形弧度”
的技术流程，并在焊接时采用中间向两
侧对称焊接的方法，有效保证了整车外
形尺寸的精准度。

围绕“提升供给质量”这一核心，中
车长客在各方面均努力与国际标准对
接，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
IRIS 国际铁路行业管理体系和德国
DIN6700 质量体系认证，并推行 SAP
管理体系、精益管理、P3E 管理、“门碑
点”管理等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

墙里开花墙外香

统计显示，中车长客是目前国际业
界产品线最长的企业。其中，高铁、城
铁、地铁的品种最多，主要产品国内市
场占有率超过44%。

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中车长客

还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产品已出口到美
国、澳大利亚、巴西、泰国、新加坡、新西
兰等2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车辆数量超
过8000辆，创汇超90亿美元。

马萨诸塞州是中车长客进入美国
市场的第一站。2015年9月3日，中国
中车在美国投资兴建的第一个制造基
地在马萨诸塞州春田市动工。这是中
国列车首次打入有“最严苛安全技术标
准”之称的美国市场。不久前，美国方
面专门派人来中车长客培训学习，被业
界称为“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又一标志
性事件”。

中车长客之所以能在海外赢得市
场和美誉，产品质量优势仅仅是一个方
面，做好技术储备和国际市场调研也是
重要工作。2016 年，公司接连中标墨
尔本、悉尼、波士顿、洛杉矶、曼谷、德
黑兰等项目，其中澳大利亚墨尔本项目
标志着公司在国际市场首次参与竞标
PPP项目并获得成功。

在进军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中车长
客还努力树立国际化发展思维，高度重
视技术、资源、人才整合工作，让企业
品牌和口碑伴随着产品一道落地。

统计显示，凭借公司自主研发的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CRH380BL、
CRH380CL、CRH380BG 高 寒 动 车 组
等铁路客车产品以及不锈钢地铁车、铝
合金轻轨车、单轨列车、无人驾驶地铁
车等60多种城市轨道车辆产品，去年，
中车长客实现销售收入335亿元，各项
关键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中车长客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装备制造魅力——

冲出四海战五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图为国内首款能够适应高寒地区检测需求的“高铁医生”——时速350公里高寒综合检测列车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下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