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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葆康公益基金会执行会长

张瑞平：商道为公 救人为本
“北京葆康益生公益基金成

立的初衷， 就是坚守公益梦想。
此次救助活动的开展，重在帮扶
弱者，把爱传出去，在创造企业
价值的同时，勇于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 ”2018 年底，在首届“智
力非凡、健康成长、明亮眼睛”全
国大型公益救助启动仪式的现
场，北京葆康公益基金会执行会
长张瑞平动情地说道。

张瑞平开创的“新药救助”
模式是医疗领域的一次突破，它
将政府、企业、慈善公益组织、急
需帮助群体集中整合，以商业模
式的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形成沟
通各方、 直达受众的公益生态
链，由上自下把爱传出去，使医
药救助活动价值最大化。 近日，
张瑞平接受媒体专访，让我们一
起听他讲述从“卖药”到“救人”
的心路历程。

登山者：恒心所向
从闽西小城举步全国市场

改革开放 40 年是中国医药
领域蓬勃发展的 40 年。 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1978 年改革开放
初期，全国卫生总费用为 110.21
亿元， 直至 2017 年增加到 5.16
万亿元，增长 468 倍。 在这个黄
金领域深耕 20 年的张瑞平，回
忆初入行，直言自己是在“不服
气的状态下出了头”。

1988 年，23 岁的张瑞平南下
创业。 为了宣传，年轻气盛的他
一天发了上千张广告传单：“那
时一天流的汗比喝的水都多”。
描述年轻时的自己， 张瑞平直
言：“个性太强了，出来了就得咬
着牙坚持，干不成没脸回去。 ”然
而起初，不服气的执着和过人的
商业天赋并没有给张瑞平的医
药事业带来什么起色。 一年的时
间里，他辗转了福建、浙江、江苏
三省多个城市， 租着别人的柜
台，勉强地维持着生活。

如今聊起曾经， 张瑞平对那
段吃苦的经历感激万分：“人在顺
境中的成长是很慢的， 而逆境能
在短时间内激发人的潜能， 快速
积累成倍经验， 只能说当时成功
的条件还没到位， 这个条件包括

个人天赋、 行业环境等多种复杂
因素。 ”他把那段艰辛的过往看作
事后成功的根基：“就像人饿了吃
馒头，吃四个还不会饱，吃最后一
个就饱了， 这最后一个馒头的确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没有
前面那四个垫底能饱吗？ ”

事业一旦起色，发展就迅速
起来。 一年后，张瑞平在厦门、龙
岩、漳州、泉州等闽南市场，以西
安天一制药必能大败毒、济南宏
济堂前列欣胶囊挖掘到第一桶
金，创业成功，这也是北京华泰
瑞立健康集团的前身。 2007 年
初，随着成功入驻福州，他完成
了福建省“新特药”的网络布局，
成为全省同行业领先公司之一。

当被问及什么时候有了事
业成功的感觉，张瑞平给出了十
年之后的答案。 那是 2009 年，他
的公司年收入过了千万，全国五
大核心市场已经建立，集团化指
日可待。

当总结成功秘诀时，张瑞平
坦言是深耕医疗领域的恒心：
“人的能力有限， 你只能去做减
法。 ”这一“做减法”的观念让他
抵制住了转行的诱惑，也为二次
创业铺好了路。

拓荒者：直触痛点
赋予药企+公益新型内涵

对于公益是最大的商业这
一点，张瑞平深有体会。 作为从
零开始的医药企业家，20 年的行
业深耕经历中有太多让他难忘
的故事。 那些得不到有效医疗救
助、生活在病痛中的贫困弱势群
体一直牵挂在他的心间。 于是在
2016 年，公司能力达到一定程度
时， 张瑞平毅然踏上了药企+公
益的路。 同年 12 月，国内首家以

“新药救助” 为模式的大型非营
利机构———北京葆康益生公益
基金会成立， 致力于让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残疾妇女儿童等
弱势群体免费获得医药救助。 也
正是这一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将
“建设健康中国” 上升到了国家
战略的层面。

“新药救助”模式作为我国
首次开展的一种公益救助模式，

首次应用新药免费救助弱势群
体，也同时普惠大众患者。 符合
申领新药救助的贫困患者，可无
偿申领一年的救助药品，大众患
者可无偿申领一个月的药品。 患
者服用有效果， 并可承受费用，
再继续服用，避免用错药、延误
治疗时间。

让“弱势群体”尝试新药，也
给张瑞平带来了质疑。 当被问及
如何界定“新”时，他给出了“独
一无二”这个答案：“我们严格选
择国内大型制药企业研发或生
产的新药特药，这些药都是在经
过严格的临床实验之后才会上
市， 它们的安全性有着充足保
障。 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药是有
切实疗效的，代表的是药学界的
最新成果。 ”

张瑞平深知，资本、市场和
商业模式是医药企业的三大痛
点。 整个大健康生态产业链，由
于受国家政策、资源、技术或极
其特殊领域专业人才的限制等
原因， 无法实现互联网资本化；
在国内 4800 多家制药企业中，
独立有 OTC 推广队伍和市场推
广优秀的企业仅几十家， 中国
OTC 药品市场每年却约有 3000
亿的市场需求；受推广模式和行
业的影响，OTC 药品在行业中
的影响力和规模有限，制药行业
的上市企业中， 大中型国企、民
企都以做临床推广的方式在医
院进行销售 OTC 药品。

而这种率先针对某些慢性
病和重大疾病，采用新药救助的
全免费模式，不仅为今后国内新
药推广开辟了免费体验时代，也
让中药制药企业有了一个更广
泛、更平等的竞争空间；除此之
外，基金会还开展以“新药救助”
为导向的普及宣传、无偿定价救
助和无偿定量援助等三种公益
活动，以市场需求让弱势群体和
符合治疗的患者得到快速、有效
的解决方案；这一模式下诞生的
首家通过新药救助弱势群体、自
身又参与经营新药特药的产业
生态型集团企业———华泰瑞立
健康产业科技集团，更为中国医
药企业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
医药企业面临的三大痛点被真

正触及。

闯关者：协力同心
弄潮健康中国新时代

张瑞平“拒绝”做纯公益，因
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模式的
重要性：“企业的责任是将经济活
动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使企业
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在他
看来， 企业把社会责任完全整合
到商业策略中， 通过让渡一部分
利润， 在社会利益与企业利润之
间找到平衡点，利他也利己。只不
过企业是将股东利益的实现，通
过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实现和社
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放到了更
加长久的时间段获得。

移动互联网思维推动的跨
界融合、 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
从根本上打破了“商业的归商
业，公益的归公益”二元对立的
格局； 而互联网技术的深刻变
革，更是给新型模式的迅速传播
和快速壮大提供可能。 对于这个
时代，张瑞平充满感激，而时代
也没有辜负他的认真。

2019 年 5 月，北京葆康公益
基金会宣布开启大规模“新药救
助”公益行动。 葆康基金会官方
网站近期正式上线，凡符合申领
和救助条件的患者均可享受到
公益福利。 符合申领条件的患者
可申领总价值不低于 1000 元或
一月期的服用药量；符合救助条
件的患者可申领 1 万元或一年
期的定额救助。 葆康基金会官方
网站也将陆续向国内制药企业
开放征集专科新药。

同时，国内首支儿童青少年
眼病专项公益救助基金———葆
康维瞳康少儿公益基金也宣布
成立。“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
居高不下、不断攀升，近视低龄
化、重度化日益严重，已经成为

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
问题”， 提到成立青少年眼病专
项基金的初心，张瑞平直言是对
青少年群体的担忧：“由于高度
近视是致盲性眼病之一，容易导
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应该引
起高度警惕和重视”。

一旦注入了“企业家基因”，
公益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目
前，与“新药救助”相关的协作企
业已经横跨了十几个行业，相互
之间协同发展、和谐共生，形成
了一个独特的“互联网+健康生
态”系统，也创造了有核心竞争
力的独特商业盈利模式。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健康中
国战略，提出让人民享有公平可
及的健康服务是对卫生工作最
准确和最直接的指引。 2019 年，
在一系列国家医药政策展开之
后，中国的医药、医疗及其相关
产业，摒弃低质量、高毛利、重营
销、 低研发的落后产业结构，逼
着医药企业扩大研发开支，加大
对新药的研制创新，医药市场开
始展现出巨大活力，正式进入中
国医药发展 2.0 时代。 这对张瑞
平和他的同仁们来说， 是机遇，
更是挑战。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医
药领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产
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且速
度 远 远 高 于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增速。

商道为公，救人为本。 这一
切都离不开张瑞平和他的同仁
们对行业政策创新的持续进行。
从仿制到制造， 当“国际化”与

“创新” 成为中国医药行业标签
的同时，“新药救助”这种新型公
益模式，以及北京葆康益生公益
基金会这种敢于弄潮的新型基
金会也势必会在中国医药行业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凤凰网公益）张瑞平阐述“新药救助”模式

北京葆康公益基金会执行会长张瑞平接受媒体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