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跑”二十余年 农夫山泉香港上市

市值逾3700亿港元

□本报记者 高佳晨

4月底就在港交所披露了招股书的饮料巨头农夫山泉，9月8日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

由于疫情，农夫山泉团队没有到香港现场，而是搞了一场“云敲钟” 。 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公司风格向来低调，创始人钟睒睒原本也没有敲钟计划，公司上下也没安排任何庆祝活动或仪式，“总体来说就四个字：正常上班。 ”

与低调的敲钟截然相反，上市当日股价表现十分亮眼，本次发行价21.5港元/股，开盘大涨85.12%。 此后股价有所回落，截至当日收盘，农夫山泉股价报收33.1港元/股，总市值达到3703.3亿港元。

新股认购火爆

此次低调上市的农夫山泉，却一夜间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

其中，最富的自然是董事长兼创始人钟睒睒，跟着富起来的，便是69名股东。 此前证监会披露，核准农夫山泉股东养生堂有限公司等70名股东所持合计45.89亿股境内未上市股份转为境外上市股份，相关股份完成转换后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农夫山泉原本预计募资81.5亿港元，却共有70.75万人认购，获1148.3倍认购，冻资6777亿港元，成为港股史上当之无愧的“冻资王” 。

9月7日晚，农夫山泉的暗盘收盘大涨91.86%，股价报收41.25港元/股，总股本为111.88亿股，总市值达到了4615亿港元。

此前，农夫山泉更是认购火爆，挤爆了券商的服务器，富途证券等多家券商出现无法认购情况：“因当前认购火爆导致订单积压较多，工程师正在紧急疏通订单。 ”

卖水的生意，让农夫山泉维持着非常可观的吸金能力。

2017年至2019年，农夫山泉的收入分别为174.91亿元、204.75亿元和240.2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33.86亿元、36.12亿元和49.54亿元；净利润率分别为19.4%、17.6%及20.6%。 2019年，公司主要产品包装饮用水和茶饮料的毛利率分别为60.2%和59.7%。

生于1954年的浙江诸暨人钟睒睒，1993年创办养生堂有限公司，靠生产养生堂龟鳖丸为人熟知。 在随后多年的经商生涯中，他先后创立或收购了多家子公司，使养生堂的产业横跨保健品、生物制药、饮料、食品四大领域。

1996年，钟睒睒在杭州建立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这也是农夫山泉的前身。 2001年6月，公司改制成为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

早年间，钟睒睒做过浙江日报记者、种过蘑菇、搞过保健品、卖过饮料。 天眼查显示，钟睒睒的商业版图涉及116家公司，横跨食品饮料、保健品、化妆品、精制茶、餐饮、果品等行业。

布局国内十大天然水源

2000年，农夫山泉宣布全面停止生产纯净水，全部改为生产天然水。 这意味着，农夫山泉从此只能选择在深山老林里寻找水源，并在周围建设工厂。 当年不少同行都认为，这是自取灭亡的战略布局，舍近求远，运费将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头十年，公司确实承受着远远高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储运成本，但从未想过放弃。 我们通过精细化和品牌化运作，降低管理成本，渐渐平衡了运费。 ”农夫山泉副总经理周力介绍。

如今，农夫山泉已经布局了国内十大天然水源，形成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源布局。 当年的坚持，让如今的天然水源布局成为了农夫山泉最大的“护城河” 。

据农夫山泉招股书披露，其目前已布局了包括浙江千岛湖、吉林长白山、湖北丹江口、广东万绿湖等在内的十处优质水源。每一个水源的寻找、确立和建设工程都极为漫长。 比如四川峨眉山，从寻找水源、确认开发到建厂投产，整整花费了5年的时间。 又比如长白山抚松水源和工厂，从找水源到最后投产，整整7年。 这在建厂投产平均周期差不多一年半

的饮料行业，几乎是难以理解的。

根据农夫山泉产品研发负责人孙丽军回忆，在多年前的一次研发会议上，钟睒睒给研发人员定了研发原则：一、是不是愿意给自己的父母子女饮用；二、是不是给消费者提供了足够的利益点；三、是当下还有没有做得更好的空间。

农夫山泉每年在研的新品超过20个，但最终通过评审上市的寥寥无几。“这两年，市场上冒出了很多新品。 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农夫山泉不出同样的产品。 其实技术上完全不是问题，有些甚至我们十多年前就已经研发成功了。 我们会反复问自己产品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比竞品做到了更天然或更健康？ 如果在天然和健康的维度上，我们没有

相较于竞品的明显优势，我们会选择继续精进而不是盲目上市。 天然和健康是最高追求，也是底线。 为了销量而放弃标准，在农夫山泉是决不允许的。 ”孙丽军告诉记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从2012年起，农夫山泉已经连续8年占据中国瓶装饮用水市场龙头地位。 2019年，在茶饮料、功能饮料和果汁饮料领域也占据前三的位次。

“慢跑+快冲”经营模式

在某些时段，农夫山泉也会以极快的速度占领某个高地。

农夫山泉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1年，钟睒睒带队去日本考察生产设备，得知了百万级别（log6）无菌生产线的存在。 通俗地说，是生产100万瓶，没有一瓶产品会有微生物污染。 当时，国内饮料生产的最高标准是十万级。

钟睒睒大为所动，认为农夫山泉饮料升级的机会到了。

一条无菌生产线的成本上亿元，而且要引进人才，从头培养技术团队，对当时的农夫山泉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可钟睒睒还是做出了一个看似鲁莽的决定———最快速度引进无菌生产线。

“当时不少人是反对的。 这条生产线非常昂贵，当时大家不知道买了它可以干什么。 但公司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倒逼产品和管理的快速升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极大加速了新品的诞生和老品的迭代。 ” 73岁的农夫山泉无菌设备的引进负责人陈开利回忆道。

农夫山泉的这次冲刺，促成了一款中国饮料行业里程碑意义的产品———无糖茶饮料东方树叶。 在农夫山泉内部，一直把东方树叶称为“天花板”类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市场上以“0糖、0卡、0脂”作为噱头的快消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而10年前，农夫山泉就做了这件事，且东方树叶已经成长为农夫山泉旗下超过30亿元的大单品。

在茶饮料之后，农夫山泉旗下包括维他命水、果汁、碳酸饮料等产品都全面启用了无菌生产。 得益于技术革新，农夫山泉的全系列饮料已经实现了不添加山梨酸钾之类的防腐剂。 此外，无菌生产技术也免去了长时间的高温加热，因此口感和营养都得到了提升。

“像这样的生产线，我们已经装备了14条。 我们的工艺迭代速度之快，放眼世界都是比较少见的。 ”陈开利表示。

在此前一次公开讲话中，钟睒睒说：“我们希望生产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产品，更希望在这里生产无形的产品———知识。 知识的产生速度和人才的集聚速度一定是等比例关系。 ”

在农夫山泉总部所在园区，1号楼原本是钟睒睒的办公室所在。 但钟睒睒认为：“1”代表着引领，而引领公司的必须是知识、技术和人才。 因此，他将全园区地理位置最好、最美的大楼让给了研究所。 农夫山泉的研究团队也没有让公司失望，解决了种种难题，比如依靠自主研发解决了困扰全世界饮料行业几十年的“脐橙榨汁”难题，推出了全世界第一

款脐橙NFC产品。

公司员工告诉记者，在钟睒睒案桌上，有一座唐吉坷德陶瓷像：唐吉坷德似乎在椅子上打了个盹，但右手依旧紧紧握着剑，左手则按着一本摊开的书，仿佛随时准备跳起来朗诵、奔跑和战斗，这是他最喜爱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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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泰铝业总经理刘杰：

紧抓新基建等

铝材产品新需求

□本报记者 张军

“近年来，公司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大研

发投入，加强5G滤波器盖板、交通运输用铝、新

能源汽车用铝、汽车电池壳用铝、航空用铝等

方面的研究， 紧抓新基建等铝材产品的新需

求。 ” 明泰铝业总经理刘杰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展和丰富高附

加值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将公司向高端制造

企业转型推向更深层次。

紧抓机遇促业绩

在刘杰看来，明泰铝业上半年业绩可观，

原因主要是 “疫情期间， 公司积极生产医药

用铝箔和医疗装备用铝材， 并拓展产品在新

能源、新材料、交通运输、汽车轻量化、5G、特

高压输电、 航空航天及军工等高端领域的应

用，在产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提高了产品的

附加值。 ”

刘杰表示，随着国内外疫情缓解、经济复

苏， 预计下半年铝产品市场需求将出现反弹，

公司可完成全年的既定目标。

明泰铝业中报披露，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71.53亿元，同比增长3.91%；归母净利润

为3.51亿元，同比增长6.49%；扣非后的归母净

利润为3.04亿元，同比增长2.54%；基本每股收

益0.57元，同比增长1.79%。 截至报告期，公司

总资产为118.43亿元。

明泰铝业是一家集科研、加工、制造为一

体的现代型铝加工公司， 主要从事铝板带箔

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目前应用于新能源

电池、轨道车体、军工航空、汽车制造、5G通

讯、特高压输电、医药及食品包装、交通运输

等领域。

布局高附加值领域

“新基建高端领域是公司未来的一个发

展方向， 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转型升级，

重点布局如交通运输用铝、新能源锂电池用

铝、航空航天及军工等高端用铝领域。 ” 刘

杰说。

他告诉记者，公司先后投资建设了“高精

度交通用铝板带项目”“年产2万吨交通用铝

型材项目”“年产12.5万吨车用铝合金板项

目” 和“电子材料产业园项目” 等高附加值项

目，持续扩大公司高附加值产品占比。 同时，

加大研发投入， 加强5G滤波器盖板、 轨道车

体、高强度车用铝合金、花纹板、充电桩、新能

源汽车用铝、汽车电池壳用铝、航空用铝等方

面的研究。

他说，随着公司“年产12 . 5万吨车用铝

合金板”“铝板带生产线升级改造”“韩国

光阳铝业” 等项目的建设及投产，公司新基

建等高端领域产品占比将逐步提升，公司铝

板带箔产品产销量将保持每年约10%左右

的增长。

根据明泰铝业方面披露，公司交通用铝产

品涉及地铁车厢、 高铁动车铝合金挤压型材

等，且公司和中车集团、河南省政府在轨交方

面也有密切合作。

刘杰说，2014年9月，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

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建设了“年产2万吨交通用铝型材项目” ，向郑

州中车配套供应铝合金轨道车体及内饰件。 该

项目设计年产车体400辆，高端型材2万吨。 该

项目新材料焊合生产线运行稳定，2019年向郑

州中车交付铝合金轨道车体197节， 预计今年

可交付车体300节。

转型进入更深层次

“公司将坚持稳健发展思想， 专注铝加工

行业，围绕既定的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紧抓

发展机遇，瞄准前沿领域，继续扩展和丰富高

附加值产品，优化产品结构，以促进公司业绩

稳步提升，将公司向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转型推

向更深层次。 ” 刘杰表示。

明泰铝业中报披露，分行业来看，上半年

公司建材及工业耗材的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

约43%、新能源及电子家电约20%、汽车及交

通领域约18%、药品食品包装约13%、新基建

及航空军工约5%、自发电和水蒸气约1%，产品

结构持续丰富。

长城证券研报称，明泰铝业全面推进智能

化、信息化建设，通过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和优

化生产系统以提高生产率、缩短交货期，建立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以减少物资流转过

程中人工的出错率、效率慢等问题。 公司还不

断推进智能信息系统及产品数据平台，旨在打

通企业的信息流与实物流，构造销售、采购、产

品研发、质量控制、生产过程管理、成本核算、

人力管理等一体化的智能工厂，在降低运营成

本的同时提升生产运输效率，保障公司在行业

中的竞争力。

该研报同时提及，明泰铝业上半年研发费

用为2.2亿元，占营收的比例由2018年的1.06%

提高至3.07%。 随着公司研发成果不断落地转

化，未来公司业务有望向高附加值领域再度拓

展，毛利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刘杰表示，“铝材作为绿色、环保及轻量化

首选材料的概念， 已逐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未来铝材应用将快速普及，应用领域也将不断

拓宽。 ”

“慢跑”二十余年 农夫山泉香港上市

市值逾3700亿港元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新股认购火爆

此次低调上市的农夫山泉，却一夜间造就

了一批亿万富翁。

其中，最富的自然是董事长兼创始人钟睒

睒，跟着富起来的，便是69名股东。 此前证监

会披露，核准农夫山泉股东养生堂有限公司等

70名股东所持合计45.89亿股境内未上市股份

转为境外上市股份，相关股份完成转换后可在

香港交易所上市。

农夫山泉原本预计募资81.5亿港元，却共

有70.75万人认购，获1148.3倍认购，冻资6777

亿港元，成为港股史上当之无愧的“冻资王” 。

9月7日晚， 农夫山泉的暗盘收盘大涨

91.86%， 股价报收41.25港元/股， 总股本为

111.88亿股，总市值达到了4615亿港元。

此前，农夫山泉更是认购火爆，挤爆了券

商的服务器，富途证券等多家券商出现无法认

购情况：“因当前认购火爆导致订单积压较

多，工程师正在紧急疏通订单。 ”

卖水的生意，让农夫山泉维持着非常可观

的吸金能力。

2017年至2019年， 农夫山泉的收入分别

为174.91亿元、204.75亿元和240.21亿元，净

利润分别为33.86亿元、36.12亿元和49.54亿

元； 净利润率分别为19.4%、17.6%及20.6%。

2019年， 公司主要产品包装饮用水和茶饮料

的毛利率分别为60.2%和59.7%。

生于1954年的浙江诸暨人钟睒睒，1993

年创办养生堂有限公司，靠生产养生堂龟鳖丸

为人熟知。 在随后多年的经商生涯中，他先后

创立或收购了多家子公司，使养生堂的产业横

跨保健品、生物制药、饮料、食品四大领域。

1996年， 钟睒睒在杭州建立浙江千岛湖

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这也是农夫山泉的前

身。 2001年6月，公司改制成为农夫山泉股份

有限公司。

早年间，钟睒睒做过浙江日报记者、种过蘑

菇、搞过保健品、卖过饮料。 天眼查显示，钟睒睒

的商业版图涉及116家公司， 横跨食品饮料、保

健品、化妆品、精制茶、餐饮、果品等行业。

布局国内十大天然水源

2000年， 农夫山泉宣布全面停止生产纯

净水，全部改为生产天然水。 这意味着，农夫

山泉从此只能选择在深山老林里寻找水源，并

在周围建设工厂。 当年不少同行都认为，这是

自取灭亡的战略布局，舍近求远，运费将成为

不可承受之重。

“头十年，公司确实承受着远远高出行业平

均水平的储运成本，但从未想过放弃。 我们通过

精细化和品牌化运作，降低管理成本，渐渐平衡

了运费。 ”农夫山泉副总经理周力介绍。

如今，农夫山泉已经布局了国内十大天然

水源，形成了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源布局。 当

年的坚持，让如今的天然水源布局成为了农夫

山泉最大的“护城河” 。

据农夫山泉招股书披露，其目前已布局了

包括浙江千岛湖、吉林长白山、湖北丹江口、广

东万绿湖等在内的十处优质水源。 每一个水

源的寻找、确立和建设工程都极为漫长。 比如

四川峨眉山，从寻找水源、确认开发到建厂投

产，整整花费了5年的时间。 又比如长白山抚

松水源和工厂，从找水源到最后投产，整整7

年。 这在建厂投产平均周期差不多一年半的

饮料行业，几乎是难以理解的。

根据农夫山泉产品研发负责人孙丽军回

忆，在多年前的一次研发会议上，钟睒睒给研

发人员定了研发原则：一、是不是愿意给自己

的父母子女饮用；二、是不是给消费者提供了

足够的利益点；三、是当下还有没有做得更好

的空间。

农夫山泉每年在研的新品超过20个，但

最终通过评审上市的寥寥无几。 “这两年，市

场上冒出了很多新品。 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为

什么农夫山泉不出同样的产品。 其实技术上

完全不是问题，有些甚至我们十多年前就已经

研发成功了。 我们会反复问自己产品是不是

足够好， 是不是比竞品做到了更天然或更健

康？ 如果在天然和健康的维度上，我们没有相

较于竞品的明显优势，我们会选择继续精进而

不是盲目上市。 天然和健康是最高追求，也是

底线。 为了销量而放弃标准，在农夫山泉是决

不允许的。 ”孙丽军告诉记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从2012年起，

农夫山泉已经连续8年占据中国瓶装饮用水

市场龙头地位。 2019年，在茶饮料、功能饮料

和果汁饮料领域也占据前三的位次。

“慢跑+快冲” 经营模式

在某些时段，农夫山泉也会以极快的速度

占领某个高地。

农夫山泉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1年，

钟睒睒带队去日本考察生产设备，得知了百万

级别（log6）无菌生产线的存在。 通俗地说，

是生产100万瓶，没有一瓶产品会有微生物污

染。当时，国内饮料生产的最高标准是十万级。

钟睒睒大为所动，认为农夫山泉饮料升级

的机会到了。

一条无菌生产线的成本上亿元，而且要引进

人才， 从头培养技术团队， 对当时的农夫山泉而

言，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可钟睒睒还是做出了一个

看似鲁莽的决定———最快速度引进无菌生产线。

“当时不少人是反对的。这条生产线非常

昂贵，当时大家不知道买了它可以干什么。 但

公司希望用这样一种方式，倒逼产品和管理的

快速升级。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极大加速了新

品的诞生和老品的迭代。 ” 73岁的农夫山泉无

菌设备的引进负责人陈开利回忆道。

农夫山泉的这次冲刺，促成了一款中国饮

料行业里程碑意义的产品———无糖茶饮料东

方树叶。 在农夫山泉内部，一直把东方树叶称

为“天花板”类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市场上以“0糖、0卡、0

脂”作为噱头的快消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而10

年前，农夫山泉就做了这件事，且东方树叶已经

成长为农夫山泉旗下超过30亿元的大单品。

在茶饮料之后，农夫山泉旗下包括维他命

水、果汁、碳酸饮料等产品都全面启用了无菌

生产。 得益于技术革新，农夫山泉的全系列饮

料已经实现了不添加山梨酸钾之类的防腐剂。

此外，无菌生产技术也免去了长时间的高温加

热，因此口感和营养都得到了提升。

“像这样的生产线， 我们已经装备了14

条。 我们的工艺迭代速度之快，放眼世界都是

比较少见的。 ”陈开利表示。

在此前一次公开讲话中， 钟睒睒说：“我

们希望生产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产品，更希望在

这里生产无形的产品———知识。知识的产生速

度和人才的集聚速度一定是等比例关系。 ”

在农夫山泉总部所在园区，1号楼原本是钟

睒睒的办公室所在。 但钟睒睒认为：“1”代表着

引领，而引领公司的必须是知识、技术和人才。因

此，他将全园区地理位置最好、最美的大楼让给

了研究所。农夫山泉的研究团队也没有让公司失

望，解决了种种难题，比如依靠自主研发解决了

困扰全世界饮料行业几十年的“脐橙榨汁”难

题，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脐橙NFC产品。

公司员工告诉记者， 在钟睒睒案桌上，有

一座唐吉坷德陶瓷像：唐吉坷德似乎在椅子上

打了个盹，但右手依旧紧紧握着剑，左手则按

着一本摊开的书， 仿佛随时准备跳起来朗诵、

奔跑和战斗，这是他最喜爱的收藏品。

国防军工行业二季度景气度显著回升

□本报记者 刘杨

相比一季度的大幅下滑， 国防军工行业二

季度业绩明显回升。统计数据显示，剔除中船防

务后， 二季度国防军工行业上市公司共计实现

营收1496.68亿元，同比增长11.98%；归母净利

润为86.14亿元，同比增长14.75%。 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军工行业现金流情况将继续改善，国防

工业改革带来的行业景气度将有所提升。

业绩提升

受疫情影响， 今年一季度A股国防军工上

市公司业绩有所下滑，二季度业绩明显提升。民

生证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剔除中船防

务后， 国防军工板块123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

营业收入1496.68亿元，同比增长11.98%；归母

净利润为86.14亿元，同比增长14.75%。

受一季度的拖累， 上半年国防军工板块营

收同比微增。据民生证券数据，上半年国防军工

板块的123家上市公司共计实现营收2478.52亿

元，同比增长1.14%；实现归母净利润141.35亿

元，同比增长17.60%。

其中，中船防务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提振

军工板块整体业绩水平。若剔除中船防务后，上

半年国防军工板块实现营收为2435.59亿元，同

比增长2.66%；归母净利润为110.33亿元，同比

下降5.13%。

从净利润增速角度看， 上半年六大军工子

板块中航空、船舶和国防信息化增速较快，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30.7%、26.6%和24.3%；

而兵器、航天和材料板块的净利润贡献则较少。

在航空板块中，中航沈飞业绩表现最好。上

半年，中航沈飞实现营收115.87亿元，同比增长

2.68%； 实现归母净利润8.49亿元， 同比增长

97.07%。 公司表示，营收增长主要是销售产品

增加所致， 上半年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约4.09亿元，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沈阳飞机工

业有限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紧随其后的是中航电子、 中航高科及航发

动力 ， 上半年净利润增幅分别为 55.58% 、

28.93%和26.52%, 主要是上半年克服疫情影

响，持续提升运行效率，费用控制较好。

在国防信息化板块中，红外领域、军用通信

和军工电子业绩增长显著。 受海内外体温检测

设备需求大幅提升的影响， 上半年大立科技实

现营收6.66亿元，同比增长169.63%；实现净利

润约2.92亿元，同比增长399.55%。 高德红外上

半年实现营收11.76亿元，同比增长76.5%；实现

净利润5.18亿元，同比增长246.7%。

此外，军工通信中的烽火电子、七一二业绩

均实现高增长。 军工电子领域中的元器件厂商

则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速。

看好后市

国防军工行业由于采购主要集中于上半

年，而回款主要集中于下半年，所以经营现金流

上半年一般为负。

安信证券表示，继续看多军工板块，重点关

注航空、航天、信息化和新材料等子板块。其中，

航空航天因装备等进入列装放量节奏， 景气度

明显提升，以亚光科技、红相股份和航天电器等

公司为代表， 其先导指标订单和资本开支已开

始呈现。考虑到产品需求旺盛，军工行业公司普

遍出现产能和交付吃紧，相关上游材料、中游制

造等环节公司积极扩产应付。

今年以来，军工行业改革不断。民生证券指

出， 南北船战略性重组带来了新一轮资产注入

预期，各军工集团在“十三五”期间均有资产证

券化率的目标，随着五年规划最后一年的到来，

资产注入值得期待。

同时，民生证券表示，随着疫情影响逐步消

除，军工核心资产全年仍将稳定增长。 此外，随

着北斗三号系统组网，北斗全球化服务开启；同

时卫星通信集团正在筹建中，“新基建” 中明确

纳入卫星通信建设。该机构建议关注中国卫星、

中国卫通。

国盛证券则认为，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等战

略新兴产业未来将迎来巨大的成长空间。

8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43.7%

□本报记者 崔小粟

9月8日，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简称“乘

联会” ） 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乘用车市场零售

170.3万辆， 同比增长8.9% ；1-8月累计零售

1101.4万辆，同比下降15.2%。其中，新能源汽车

销量实现强劲增长，8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突破10万辆，同比增长43.7%，环比增长23.9%。

呈现明显去库存特征

乘联会数据显示，8月乘用车生产164.4万

辆， 同比下降0.2%；1-8月累计生产1079.3万

辆，同比下降15.9%。 零售方面，8月乘用车市场

零售170.3万辆，同比增长8.9%；1-8月累计零售

1101.4万辆，同比下降15.2%。 批发方面，8月厂

家批发销量173.6万辆，同比增长7.0%；1-8月累

计批发销量1104.6万辆，同比下降15.6%。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8月汽车生产

量偏低，而批发、零售总体走势相对较强，乘用

车市场呈现明显去库存特征。 崔东树指出，8月

全国乘用车市场整体保持强势增长的原因，主

要是宏观经济和出口市场回暖超预期， 稳定了

消费信心。 此外，去年部分地区“国六”实施后

导致的车市产销基数低以及新能源汽车零售回

暖态势明显，也是推动车市走强的原因。

自主品牌方面，8月自主品牌零售同比增

长4%，环比增长7%。 乘联会指出，高端化一直

是自主品牌突破的重点。目前，自主品牌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高端化突破已经初显成果。 比亚

迪唐、荣威Marvel� X、蔚来、理想ONE、小鹏P7

等车型的销量表现突出。 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

网联化的推进，在5G、北斗的加持下，自主品牌

与合资品牌相比， 更有利于自主品牌形成本土

化差异优势。

豪华车零售保持强势增长。 8月，豪华车零

售同比增长32%， 环比增长3%， 市场份额达

15%，创历史新高。 乘联会指出，消费升级的高

端换购需求和豪华车型促销带来的价格优势，

迅速引领了该细分市场的回暖。

新能源汽车强势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8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

强劲增长。 8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突破10

万辆，同比增长43.7%，环比增长23.9%。 其中，

插电混动车销量1.75万辆，同比增长25%；纯电

动车销量8.25万辆，同比增长45%。

8月，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呈现向高低两端市场

同时发展的趋势。 从厂家销售数据看，8月上汽

通用五菱销量1.83万辆，比亚迪销量1.43万辆，

特斯拉中国销量1.18万辆， 上述三家企业销量

排名分列新能源车市排名的前三位。

对于9月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展望， 崔东树

指出，疫情之下，国庆、中秋双节的海外游受阻，

国内自驾游料将大幅增长， 预计消费的内循环

对高端车市拉动效果明显。

此外，随着北京车展的启动，新品上市潮提

早到来， 加之各地车展线下营销活动的全面展

开，也将带动“金九银十”车市的销售。

从库存方面看，二季度以来，国内购车需求

增长较快，推动零售走强。目前渠道库存仍保持

较低水平，8月的库存回调和结构优化有利于

后续批发销量走高。

4月底就在港交所披露

了招股书的饮料巨头农夫山

泉，9月8日在香港交易所正

式上市。

由于疫情，农夫山泉团队

没有到香港现场，而是搞了一

场“云敲钟” 。 公司相关负责

人透露， 公司风格向来低调，

创始人钟睒睒原本也没有敲

钟计划，公司上下也没安排任

何庆祝活动或仪式，“总体来

说就四个字：正常上班。 ”

与低调的敲钟截然相反，

上市当日股价表现十分亮眼，

本次发行价21.5港元/股，开

盘大涨85.12%。 此后股价有

所回落，截至当日收盘，农夫

山泉股价报收33.1港元/股，

总市值达到3703.3亿港元。

农夫山泉江西信丰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