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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家族

“
莆田系医院”进行曲

1995 年组建了深圳博爱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旗下有深圳博爱医院、深圳景田
医院、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广州利德医
院等。上海仁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是
林志忠的产业， 旗下有上海仁爱医院、

本报记者 刘腾 北京报道

上海沪申五官科医院、 上海银河医院、
长沙仁爱医院等。

7 月 16 日下午， 新东方教育
冠以
“玛莉亚女子医院”title 的，多数是詹式家族。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在其
微博发布信息中称，云南新东方一
名女员工在云南玛莉亚医院分娩

福建詹氏集团以詹国团为首，詹国营、詹玉鹏、詹国连等为骨干。
詹国团身份是（上海中屿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这家公司拥有
至少 18 家民营医院和托管医院。 此外，詹国团还在新加坡注册

时死亡，并质疑该医院在施救中存

了新加坡中屿医院管理(投资)集团。 上海中峻集团于 2003 年 9

在重大漏洞。
此消息引发了众多媒体报道，

詹氏家族以上海为基地，以新加坡外商身份投资，旗下的医院已

人言可“味”

月托管了福州鼓楼医院，2004 年中峻集团入股上海博爱医院，而

“处女座更容易是完美主义者。 ”
——
—巨人集团董事会主席史玉柱

经遍布全国各地。

由于玛莉亚医院是由莆田商人投
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靠行走江

解读：近日，纽约时代广场现

湖、开诊所发迹的“
莆田帮”再次吸
引了人们的关注。

阿里的招聘广告，年薪 30 万只要
处女座， 这是阿里集团的“
聚划
禾博
算” 与巨人集团的保健品“
士”联手发布的一则招聘“
极致体

莆田医院再次被推进舆论旋涡
莆田系四大家族包括詹氏家族、 林氏家族、 陈氏家族和黄氏家
族，其中最早出名并建立了自己王国的是詹氏，帮主是詹国团。

验师”的广告，主要负责在全球范
围内体验禾博士保健食品的材料
黄氏家族

隶属北京五洲投资集团，集团旗

生产过程，“吃喝玩乐” 被誉为
2014 年度最诱人的职位之一。 马
云和史玉柱都是处女座， 专注到
极致是其标签。 广告打出处女座

下还有呼和浩特五洲女子医院、

的噱头， 也是利用星座的全球关

重庆五洲女子医院、北京圣保罗

注度， 迅速让招聘信息被广而告
之，可谓营销高招。

规模相对较小。其中比较知名的
人物是北京五洲女子医院的董

俞敏洪的微博称， 这名孕妇从

妇产科大夫和生产时早期的观察，

7 月 13 日下午 14 时进入云南玛莉
亚医院分娩开始， 到次日凌晨 2:20

因为这种病症需要其他科室医生
的共同抢救，如果这位病人生产时

分抢救无效死亡， 整个过程存在重
大漏洞，希望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在综合医院，其他科室大夫及时赶
到，有时还可以救治。

对此，云南玛莉亚医院在 7 月
18 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该医院

且不论最终医疗纠纷裁定是
何种结果，莆田系医疗集团再次受

赵副院长称，7 月 13 日产妇徐某
在玛莉亚医院分娩，却突发意识丧
失、牙关紧咬、面色青紫，经过医院
多方全力抢救， 新生儿转危为安，
但产妇不幸去世，临床诊断为“羊

到关注。 而媒体不信任的根子在
于，莆田系医疗集团不管现在外表
改变得多么光鲜，其“游医发家史”
却始终无法抹去。
有报道称，莆田系四大家族包

水栓塞”。 2014 年 7 月 15 日下午，
应家属要求，相关司法鉴定部门已
对死者进行尸检。
“
产妇在生产中出现羊水栓塞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基本

括詹氏家族、林氏家族、陈氏家族
和黄氏家族。 其中最早出名并建
立了自己王国的是詹氏， 帮主是
詹国团。 因为受到主管部门的打
击，詹氏一度转战新加坡，建立了

上没有任何征兆， 突发性很强，发

中屿集团， 业务也发展到医院以

病率为 4～6/10 万，在美国该病的
死亡率也在 80%以上， 孕妇死亡

外，不过，主业仍在医院领域。 詹
国团及其亲属的产业包括中屿、

10%是由此病引起的。 ”一位知名
妇科医院的人士介绍。

中峻等集团，“玛莉亚” 等名字的
医院有很多是他的产业。

据这位人士介绍，唯一可以拯

其次是创立西红柿医疗集团

救病人生命的机会来自有经验的

的陈氏，创始人是陈金秀。 他和他

事长黄德锋。北京五洲女子医院

男子医院。

陈氏家族
据媒体报道称，其产业已经扩张到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医疗领域的、不同医疗公
司的、不同名字的、有着不同法人的医院。

——
—万科执行副总裁，首席人力

据公开资料显示，陈金秀掌控下的上海西红柿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上海浦西医院、苏
州美莱美容医院、苏州东吴医院等 10 余家医院。 圈内人士知道的陈氏产业，还有华

的家族成员活跃在整形和骨科等
领域，名字为“美莱整形”“华美整
形”的医院多为其家族企业。
第三个是林氏家族，创立了遍
布全国的
“博爱”医院体系。 此外还
有“仁爱”
“曙光”“东大肛肠医院”
“现代女子医院”等。
最后一个是黄氏家族，莆田帮
这一分支比较低调，代表人物黄德
峰，旗下拥有以“五洲女子医院”为
名字的多家系列医院。 随着卫生主
管部门发布禁止以“男子”“女子”
命名医院的相关规定，其医院相应
改名为
“
五洲妇儿医院”。

地产大亨仍愿意和莆田医院合作
尽管莆田系口碑不好，但是因为它们发展的早，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国内民营
医院中比较庞大的体系。
云南玛莉亚医院产妇意外死
亡的事情，是否将对民营医院的
声誉造成打击？ 对此，中国医院
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秘书长解
栩楠表示，俞敏洪说的是一家医
院，目标明确，相信这次事件不
会对整个民营医院的声誉造成
太大影响，而且严格、公正处理
这起医疗纠纷，对民营医院还可
能是件好事。
耐人寻味的是，死者是云南新
东方的骨干， 是一位白领女士，她
为何会选择这样一家民营的妇产
医院就诊？
“目前妇产医院也有 一 些 高
端的，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和睦
家医院、美中宜和医院等等，但是
这个领域涉入的投资者太多，都
想打着高端妇产科医院的牌子赚
取利润，”一位妇产科人士说，“一
些医院往往深谙市场之道， 他们
开办的众多妇幼医院从表面上看
装修豪华、服务人员态度热情，再

一位来自台湾、在大陆任医院
管理人员多年的医疗行业人士则
表示，一些台资背景的医院往往也
被莆田系渗入，他们借着台资医院
的招牌行医。“
宝岛医院，表面上看
起来是台资医院，其实也为莆田系
掌控，” 这位人士说，“莆田系敢打
广告，他们甚至能拿出营收的 60%
做广告。 ”
尽管莆田系背景神秘，但是因
为它们发展的早，已经完成了资本
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国内民营医院
中比较庞大的体系。 据莆田市资料
显示，莆田民营医院常年从业人员
超过 6 万人。 目前由莆田人创办的
民营医院有 8500 多家， 占全国民
营医院总数的 80％， 年营业额达
2500 多亿元， 年医疗设备和耗材
的采购额就达 1500 多亿元。
福建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曾表
示，百度 260 亿元的广告总量，莆田
的民营医院就占了 120 亿元。 而根
据莆田市的规划，到 2018 年，该市

2013 年 11 月，万通控股主席
冯仑、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与莆田系代表人物、 万好国际集
团董事局主席翁国亮宣布成立中
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
刘永好、冯仑、翁国亮分别担任中
国医健联盟名誉主席、 主席及执
行主席。
由于国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
的调控，地产商将目光转向了健康
概念，但是举目国内医疗界，却发
现没有大型、正规的民营医疗企业
发展起来，数来数去，只有莆田系
最具声势。
翁国亮为华夏医疗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惠好（香港）集团董事
长、香港莆田商会会长，拥有 200
多家惠好连锁店和医院集团。 在香
港股市 2006 年更名而来的华夏医
疗集团有限公司（8143.HK ）专注
于医疗产业投资和医院管理，致力
于在中国内地和海外从事医疗投
资和医院管理。 有资料显示，该集

加上可以在媒体上砸大量的广
告，而且价格也比公立医院贵，很
容易给人感觉就是专业的高端妇
产科医院。 ”

的医疗产值要达到 500 亿元。
在难以指望和公立医院稳定
结盟的背景下，国内大地产商仍然
愿意和莆田系医院资本结成联盟。

团旗下有嘉兴曙光中西医结合医
院、上饶协和医院、重庆市爱德华
医院、珠海九龙医院、澳美佳女子
医院等。

“
中国企业最缺‘
愿景型’的
领导行为。 ”

美整形系医院，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整形连锁医院。 华美系旗下的整形美容医院，覆
盖广州、四川、南宁、长沙等多地。

图标资源来源：据公开资料整理

海外注册重洗身份
福建莆田系曾一度移师海外，以詹国团为代表的莆田系的一支
在新加坡注册了中屿集团，以此集团作为大本营，继续国内的
医疗经营活动。

资源官陈玮

解读：对于领导力，哪一种领
导方式更有效被探讨很多。 陈玮
认为，“先谈感情 再谈领导”，这
种主张最容易被中国领导者接
受，但这绝非最优秀的领导行为。
我们需要更多
“愿景型”的领导行
为，一如乔布斯，既具有对未来的
洞察力和穿透力，又能洞察人心，
明确清晰地阐述未来境界， 并引
发共鸣，激发热情。
“泡沫这个东西最好不要形
成， 形成以后就是要想办法让它

尽管莆田系在国内号称有
8500 多家医院，占全国民营医院总

团作为大本营，继续国内的医疗经
营活动。“
有了外资背景，在国内医

数的 80%，但是目前中国医院领域
的最大组织——
—中国医院协会却
否认拥有任何莆田系医院会员。
“我们的会员都是二级以上的
医院，也有不少民营医院，我们和
香港艾力彼公司组织了多届国内
民营医院的会议，” 中国医院协会
副秘书长庄一强说，“但是至今我
们的会员中没有莆田系医院。 ”
莆田系未被官方组织接纳由
此可见一斑。 不过，既然莆田系医
院占了全国民营医院的 80%，随着

疗领域继续活动就好听多了。 ”上
述民营医院人士说。
中屿集团在上海注册了上海
中屿（投资）集团。 该集团的介绍资
料中称，集团拥有员工 3000 余人，
总部设在上海。 医院是集团的主要
支柱产业，集团先后投资创建了江
苏施尔美整形美容医院、天津华北
医院、 河北东方中西医结合医院、
郑州华山医院等多家医院。
不仅如此， 根据媒体 2007 年
的报道，翁国亮的华夏医疗收购重

解读： 房价是否已经进入了
拐点，这是目前的敏感问题。吴敬
琏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而且平稳地解决这个问题。我
现在担心的不是它降不下去，我
是担心它崩盘。 日本当年崩盘以
后到现在还没有起来。 所以我想
宏观当局也不会采取措施主动去
把这个泡沫捅破。 泡沫这个东西
最好不要形成， 形成以后就是要
想办法让它慢慢萎缩。

自身的壮大，其在各种舞台上也多
有露面。 就在今年 7 月 9 日，莆田
系老大詹国团还出席了由香港艾

庆爱德华医院时，该医院管理者表
示重庆爱德华医院即属于中屿集
团。 而且， 华夏医疗原先做环保，

“造就企业家的途径只有一
条：放开市场。 ”

力彼和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联
合主办的“
2014 中国民营医院 G30
峰会”，会议邀请了 30 位知名民营
医院的掌门人参加，而庄一强也受

2006 年突然转到医疗领域，即拥有
大量医院， 人才储备从哪里来，不
免让人感觉突兀。
出事的云南玛莉亚医院，有

邀参加。
据国家卫计委网站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13 年 10 月底，民营医
院共 10877 家，全国仅有 50 家三
甲民营医院。 有数据显示，在全国
各地从事医疗产业的莆田人达到
6 万多， 开办的民营医院 8000 多
家， 但超过 100 张床位的医院仅

媒体称其被莆田詹氏 家 族 控 制 。
不过， 来自丁香园网站的一个帖
子详细记录了莆田系多家医院的
归属，在这个帖子中，云南玛莉亚
医院属于莆田林氏集团， 老板是
林宗金。
从莆田系医院的名录中可以
看出， 莆田系各种名称的医院归

占 12%。
“目前来看， 莆田系也想通过
各种渠道擦亮品牌，到国外注册总
部， 甚至上市都是这种努力的表
现。 ”一位民营医院管理者说。
福建莆田系曾一度移师海外，

属很乱， 比如被称作玛莉亚的医
院，既有林氏家族的，也有詹氏家
族的，而曙光医院，既有林氏家族
的，也有归入黄氏家族旗下的。 这
其中什么关系， 大概只有莆田系
内部自己说得清。 从这点上看，也

以詹国团为代表的莆田系的一支
在新加坡注册了中屿集团，以此集

可以理解莆田帮之间千丝万缕的
资金联系。

慢慢萎缩。 ”
——
—经济学家吴敬琏

——
—经济学家张维迎

解读：论及中国的改革和企
业家群体。 张维迎认为，改革的
目的是要用企业家取代政府官
员充当经济运行主体，但并不存
在一个现成的企业家群体可供
我们利用。 本质上，造就企业家
的途径只有一条：放开市场。 市
场的这种威力来源于其内在的
自主选择机制和竞争机制，企业
家的才能是天赋和实践共同作
用的结果。 没有天赋的人不会成
为企业家，但有天赋而无实践的
人同样不会成为企业家。 市场是
企业家实践的场所，也是裁决胜
负的战场。 自主选择可以使每个
人的天赋得到充分发挥，能力得
到提高；竞争则可以把潜在的企
业家变成现实的企业家。
老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