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字号和传统行业能否玩转新零售？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近日， 老字号同仁堂推出跨界新品

牌“知嘛健康”，一改老中医大药房的古

板传统印象，卖起了咖啡和药膳，一副彻

底革新拥抱新零售的气象。

简单一梳理发现， 越来越多的老字

号、 传统消费品企业开始了在新零售的

征程， 比如大白兔奶糖和气味图书馆合

作推出了大白兔香水礼包， 云南白药推

出了“白药生活

+

”门店，农夫山泉搞起

了芝麻小店， 晨光文具办起了九木杂物

社……老字号和传统消费品企业为什么

热衷新玩法？这些新玩法到底效果如何？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这种新老变革是否

存在价值提升的机会？

老树发新枝

同仁堂在传统中医药的行当里，毫

无疑问是响当当的老字号。 以至于当得

知“知嘛健康”这个颇具互联网味道的新

品牌隶属于同仁堂时， 多少让人觉得有

点意外和违和。

也正是这份意外和违和， 勾起了消

费者足够的兴趣， 尤其是在了解到这个

全新的品牌瞄准的是年轻消费者群体，

解决的是市场空间足够大的年轻人亚健

康问题后， 更加觉得同仁堂的这一步棋

值得关注。

去年，“知嘛健康”体验店开业。据介

绍，知嘛健康将会以北京为起点，在全国

布局上万家实体门店， 将不同的店面类

型布局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各类商业业态

中，并整合大健康相关产品和服务，应用

店内的先进设备、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在检测、追踪、治疗等多个环节重新

诠释对“治未病”的理解，为客户提供定

制化的精准健康服务方案。

老字号的新玩法出奇制胜， 引起消

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强烈好奇。 据

介绍， 知嘛健康的门店在商品陈列和风

格设计上都有所考量， 甚至还提供拍立

得等工具用于消费者的社交需求。 这样

的服务专业而形式新鲜， 一经推出就受

到市场好评。 据说现在知嘛健康北京的

体验店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

另一家上市公司云南白药也是知名

老字号，之前推出了“白药生活

+

”门店

新零售品牌。 “白药生活

+

”门店打破传

统药房固有的模式， 除了主营的各类中

西成药之外， 针对游客高原反应的高原

维能功能饮品、种类丰富的养生饮片、健

康礼包七三七、美妆日化、中药饮片等品

类，店内均有销售。此外，每一个“白药生

活

+

”门店，不仅是一个便民药房，更是

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集合馆， 也是一个

云南特色伴手礼的精品馆。目前已有

12

家门店。

相比于同仁堂、云南白药的老资历，

上市公司晨光文具要年轻得多， 但核心

的文具产业也算一个偏传统的老行业。

由于传统核心业务面临年轻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的变化， 晨光文具大力推动从文

具到文创生活的升级转型， 推出了晨光

生活馆和九木杂物社两大新零售品牌，

前者瞄准的是

8~15

岁的学生消费者群

体，后者看中的是

15~35

岁年轻女性消

费者的钱包。

凡此种种不一一例举，但不难发现，

从卖中药到卖咖啡饮品、 从卖白药到白

药生活

+

、从卖文具到文创周边产品，这

些老品牌、传统行业的企业都是在求变，

首先是品牌名称就与之前有清晰的分界

线，互联网味道扑面而来，充分迎合年轻

消费者的喜好；二是提供的服务、售卖的

内容、营销的形式都做了最大的变革，不

拘泥于传统， 而是在一如既往做好专业

大文章的基础上玩了新花样， 扩充了品

类，延展了边界。

为什么热衷新玩法？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在市场上普通消费者都对这些老字号的

新玩法吊足了味口之余， 一些更深层次

的市场参与者则提出了疑问———这些老

字号为什么如此热衷新玩法？ 是市场倒

逼的不得已而为之？ 还是立足主业基本

盘之外的跨界野心驱使？

以同仁堂为例，

2019

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32.77

亿元， 同比减少

6.5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5

亿

元，同比减少

13.12%

。这是自

2007

年以

来同仁堂业绩首次出现负增长。

2020

年

一季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业绩也好

不到哪里。

同仁堂的情况显然不是孤例，在

另一家传统中药企业云南白药身上也

同样上演。当然，上述两家老字号中药

企业业绩下滑有其行业原因， 并不足

以说明老字号转型新玩法、 热衷新零

售一定就是传统业务增长压力之下的

不得已而为之。

也有传统行业企业的转型新零

售， 来自打破核心主业增长瓶颈的主

动跨界驱使，比如晨光文具。晨光文具

连续多年业绩高增长，股价自

2017

年

以来上涨近

3

倍。 就是一家这样优秀

的上市公司， 在稳步提升核心主业的

同时，敏锐地感知了市场变化，并且坚

决付诸实践， 近年来先后推出了针对

不同年龄层次的年轻消费者群体新品

牌九木杂物社和晨光生活馆。

不差钱但积极拥抱新零售的例子

还有不少， 饮用水老牌子农夫山泉业

绩也不俗， 据公司提交的上市资料显

示， 农夫山泉

2017

年至

2019

年实现

营业收入分别为

174.91

亿元 、

204.75

亿元和

240.2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7.2%

。 这三年，农夫山泉的净利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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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样高于国内外软饮料行

业

10%

的平均水平。 但这两年悄然在

地下车库遍地开花的 “农夫山泉芝麻

店”，不张扬地展露出这家老牌饮用水

企业拥抱新零售的野心。

市场机构寄予厚望

那么， 这些老字号或传统行业企业

积极拥抱新零售到底有哪些共性呢？

一是对不同客户的需求精准分析。在

上述不少案例里，都可以注意到公司销售

对年轻消费者群体的看重，但随着市场销

售的精细化，对年轻消费者群体光看重还

不够，必须分析更加细致，从而更准确地

把握不同阶段年轻消费者需求变化。在同

仁堂的知嘛健康案例中，可能对消费者的

区分还没那么精细， 但从卖咖啡的跨界、

给客户准备拍立得、抖音直播科普亚健康

的养生知识这些细心安排，都可以看到对

当前最年轻消费者群体的宠爱。

而在晨光文具九木杂物社和晨光生

活馆案例中就更加精细了， 晨光生活馆

以

8~15

岁的学生作为主要消费群体，

销售的产品以文具品类为主， 辅以部分

生活和玩娱品类， 店铺主要集中在新华

书店及复合型精品书店； 九木杂物社是

文创杂货集合店，以

15~35

岁的年轻女

性及其家庭成员作为目标消费群体，主

要销售文具、文创、益智文娱、实用家居

等品类， 店铺主要分布在各城市核心商

圈的购物中心。 不难发现， 从年龄段区

分， 对销售的产品品类、 提供的服务内

容，甚至包括门店的选址、陈列都是有着

更针对性的安排。 农夫山泉的芝麻店看

似其貌不扬， 但独辟蹊径地选择了地下

停车库这个切入点布局， 则是源自对家

庭饮用水采购的痛点， 据说现在在一线

城市的布局已经颇具规模。

二是互联网工具的充分运用。 无论

晨光旗下的九木杂物社， 还是云南白药

的白药生活

+

、 农夫山泉的芝麻小店，都

或多或少体现了互联网色彩。另外，在运

营推广上，老字号纷纷借助新场景、新渠

道，创新营销模式，拓宽产品销路。 小红

书、抖音、直播等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

老字号进行产品推广的新阵地。

此外，在渠道选择上更加关注痛点，

比如农夫山泉的芝麻店， 选址主要就是

在地下车库。看似无人关注，却是城市小

区居家大部分的必经之地， 由于包装水

的采购并不方便， 要么去商超采购顺带

购买，要么加油站时补给饮用水，但痛点

在于，购物卖场较远，你不可能经常去，

加油站嘈杂混乱， 加油时不一定记得买

水。于是，农夫山泉芝麻小店这种出现在

地下停车场的整件售卖的无人零售货

柜， 对有车一族家庭饮用水购买来说不

失为一个及时的选择。

从券商研报和上市公司披露的机构

调研来看，市场普遍对老字号、传统行业

拥抱新零售寄予厚望。眼下，这些老字号

和传统行业的新品牌、 新玩法都还处于

初期，个别的发展开始崭露头角，从消费

者反映来看都还不错， 但是否真能扛起

老字号、 传统行业企业转型大旗还有待

观察， 是否存在投资机会也有待时间来

检验。几百年的老字号都陪伴过来了，就

给这些老品牌的新玩法多一点耐心吧。

不同的投资者 不同的换手率

陈嘉禾

在股票投资中， 对于不同的投资

方法来说，它们的核心投资逻辑不同，

在面对相同的市场时会做出不同的决

策， 因此也会导致各自的换手率有所

区别。 举个例子，其中最典型的区别，

莫过于

PE

投资者可能几年才换手一

次， 而量化交易的投资者可能一周就

要换手几次。

最近和中欧基金经理曹名长讨

论，曹先生的一个观点让我很受启发，

那就是对于三种主流的主动投资型投

资方法，由于其投资方法不同，它们的

换手率也会呈现由低到高的区别。

通过观察这种不同的换手率状

态， 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个主动投资型

投资者的投资动作， 是否真的和他对

自己的投资方法所做的描述一致，从

而能够更好地判断投资者的投资状

态。 这里，就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

这三种主动投资方法的换手率， 为什

么会产生如此的不同。

所谓主动投资， 是指针对被动投

资、量化投资而言的投资方法。被动投

资大多数由指数基金构成， 一旦投资

开始就很少进行主观判断。 量化投资

则有许多分支，但在大原则上，是由投

资者和程序员开发程序， 再由程序直

接指挥投资的一种投资方法。 这种投

资方法的换手量一般非常巨大， 和主

动投资相差甚远。 而对于主动投资来

说， 投资决策是由投资经理进行细致

的研究， 然后在研究的基础上直接指

挥交易，与前两者有显著区别。

如果拿做菜来打比方，被动投资就

是照着菜谱做蛋糕，菜谱上说加多少糖

就加多少； 量化投资类似用机器做快

餐， 机器设计的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主动投资则是大厨师做菜， 怎么做，

做的好不好吃，全看个人水平。因此，主

动投资也是三种投资中最有意思的一

种，一些著名的投资者，比如沃伦·巴菲

特、彼得·林奇、塞思·卡拉曼、乔尔·格

林布拉特，都属于这个范畴。

对于主动投资来说， 主流的方法

有三种，分别是成长型投资、性价比型

投资和交易型投资。

成长型投资者：

伴随企业一起增长

对于成长型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

目标是寻找到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企

业，用自己的投资伴随企业一起增长，

最后在一个商业从小到大的变化中，

得到其商业增长所产生的价值。 从这

个角度来说，其实每个企业家，都可以

算做成长型投资者， 因为他们把自己

的精力和财产，都放入一家企业中，并

且伴随这家企业一同成长。 而对于天

使投资人、

VC

（风险投资者）和

PE

（股

权投资）来说，他们的投资行为也非常

接近于成长型投资者。 除了一些下注

在企业上市行为的 “最后阶段投资

者”，这类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都是和

企业一起成长， 并最终从这种成长中

获利。

对于成长型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

交易行为是三种主动型投资者中最少

的，换手率一般来说也非常低。背后的

原因很简单： 一家企业从小到大的成

长过程，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

时间才能完成。几乎没有哪家公司，能

说今年

3

月份做出一个商业计划，然

后

5

月份就见效、就实现商业成长。

因此，对于成长型投资者来说，既

然他们的投资方法是通过企业的商业

成长赚钱， 那么他们的换手率必然很

低，每一个仓位往往会用三五年、甚至

七八年才交易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他

们的整体仓位年均换手率， 往往不会

超过每年

30%

，甚至会低至百分之十

几。事实上，对于一些海外的投资机构

来说， 当他们的目标是盯住企业的商

业成长时，

30%

以下的年均换手率，往

往是一个常见的数字。

性价比型投资者：

寻找好机会

第二种主动型投资者， 我将其称

为“性价比型投资者”。 对于这种投资

者来说， 他们的着眼点同时放在企业

的质量、 以及企业所发行的股票所交

易的价格上， 试图寻找在这两者相结

合之下，性价比最高的投资机会。对于

这类投资者来说， 一家前途光明的公

司标价过高， 可能还不如一家平庸的

公司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

由于性价比型投资者持续不断地

在市场中寻找高性价比的投资标的，

因此他们的换手率会比成长型投资者

要高不少。 尽管企业的质量并不经常

变化，但是由于市场价格不断在改变，

因此投资标的之间性价比的变化，比

这些标的质量的变化快得多。

一般来说， 对于那些着眼于性价

比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每年的换手率

往往在

50%

到

100%

左右。 尽管这个

数字比成长型投资者要高， 但是由于

企业的性价比发生足够能观察到的变

化，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最少也要

有几个月， 有时候需要一两年甚至三

四年，因此这类投资者的换手率，虽然

比成长型投资者要高， 但也不会变得

太高。

同时，由于股票价格的变动，以及

由这些变动产生的投资标的性价比变

化， 在牛市中往往要比熊市中频繁得

多，因此性价比型投资者的交易行为，

也往往在牛市中更多，熊市中更少。也

就是说，在牛市中，性价比型投资者往

往更容易找到 “把性价比不合适的

A

换成性价比更合适的

B

”的投资机会。

交易型投资者：

市场投机者

第三种投资者，则是“交易型投资

者”。 对于这类投资者来说，企业的基

本面和估值并没有那么重要， 更重要

的是一些交易的因素， 比如某个国际

事件爆发了、 最近投资者都在追逐怎

样的投资标的、市场的风格如何、最新

的政策怎样、 公司下个季度的财务报

表是上涨还是下跌，等等。

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换

手率往往是三种投资者中最高的，一

般每年的换手率普遍在

200%

以上，

甚至高达

500%

、 十几倍， 乃至几十

倍。 这一方面是因为能够刺激到交易

型投资者的因素实在是太多， 另一方

面也因为这些因素发生的频率， 比性

价比型投资者所在意的企业性价比的

变化，还要高得多。新闻每天都在播报

最新的事件， 证券公司每天也都会出

具对最新事件的看法。因此，对于交易型

投资者来说， 他们的换手率往往是三种

主动型投资者中最高的。

由于成长型投资者、 性价比型投资

者和交易型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他

们的换手率呈现典型的由低到高分布的

趋势。对于前两类投资者来说，他们也可

以被统称为“价值投资者”，而最后一类

交易型投资者也可以被称为 “投机者”。

很显然，在主动型投资者中，价值投资者

的换手率普遍要低于投机者， 而价值投

资者中的成长型投资者， 他们的换手率

又要低于性价比型投资者。

当我们对一个投资者的投资方法不

够了解时， 如果能够分析他的换手率数

据， 我们也就能够大致了解一个投资者

的投资方法，究竟属于哪种范畴。

比如说，一个换手率很高、每年买卖

金额是总资产几倍的投资者， 如果说自

己是依靠专注发掘企业成长获利的，那

么很明显， 他所宣称的投资理念和他的

实际投资行为，就是不相符合的。如果关

注的点真是企业成长， 那么又是什么理

由， 让他在买入股票几个月以后就卖出

持仓呢？ 是对企业成长的误判，还是企业

的成长在几个月里就完成了呢？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换手率

分析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以免做出误判。 比如，开放式公募基金由

于基金持有人不断的申购、赎回，会导致

基金管理者必须做出一些非自愿的交

易，来应对这种申购赎回，从而增大基金

的换手率，这种现象在牛市中尤其明显。

因此， 我们在分析一个投资者的换手率

时， 还需要注意他所管理的投资组合是

否开放申购赎回、 当时的市场申购赎回

是否特别剧烈等等一系列细节。

（作者系九圜青泉科技首席投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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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

为何成为融资主战场

桂浩明

开板才一年多的科创板，发

展速度非常快， 截至

8

月

11

日，

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达到

148

家。

而更令人瞩目的是， 今年前

7

个

月， 科创板一级市场融资超过

1465

亿元，而同期沪市主板融资

705

亿元， 深市创业板和中小板

分别融资

228

亿元和

137

亿元，

这三部分合计融资

1070

亿元，约

相当于科创板融资量的

73%

。 显

然，如今的科创板，已经成为中国

股市上融资的主战场。

一般来说， 在科创板上市的

企业，规模都不会很大，而且科创

板对前来上市的公司， 在行业上

也有一定的要求， 这些都可能对

其融资能力产生一定的限制。 事

实上，在不少投资者的印象中，科

创板虽然会发展很快， 但其规模

不一定能做得很大， 尤其是在起

步阶段，融资数量是有限的。但从

现在的情况看， 科创板的融资规

模，似乎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上市效率提高

在这里， 有这样几个因素是

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科创板实施了注册

制，实质性地降低了上市的门槛，

强调提高包容性。于是，就有很多

原先并不符合境内市场上市条件

的公司（如同股不同权的公司、红

筹架构公司、 处于亏损状态的公

司）， 现在就可以到科创板上市

了。 这就有效地扩大了科创板候

选公司的队伍， 而其中还有一些

公司体量庞大，融资规模也不小，

这就直接做大了科创板的规模。

其次， 由于科创板实施了注

册制，极大地提高了审核、过会的

效率。 通常情况下企业从提出上

市申请到最后完成注册， 只需半

年左右时间。

第三，科创板在新股发行时，采

取了市场化的定价方式， 而不再拘

泥

23

倍市盈率的习惯做法，一些行

业属性好、成长性优异的公司，市场

给予了上百倍的市盈率。这样一来，

同类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可以比

在其他板块上市募集到更多的资

金， 这就大大提升了企业选择科创

板的积极性。 不少同时也符合其他

板块上市条件的企业， 纷纷选择到

科创板上市， 这也就使得科创板较

其他板块拥有相对更多的优质上市

资源， 它的融资能力自然也就得到

了提升。

市场吸引力十足

最后，科创板新股上市后，交易

活跃，市场定价相对也比较高，对于

券商、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来说，形

成了一个多赢的格局。 这种潜在推

动， 也驱使了更多企业在进行

IPO

规划时， 主动把科创板作为首选目

标。 如果说这种状况在去年更多还

只是一种意识的话， 那么到今年则

有了大量的实证， 自然会转变为很

多企业的实际行动。所以，科创板成

为股市融资的主战场，不是偶然的，

其中有其必然的因素。 换个角度来

说，也反映出实施注册制的科创板，

其机制灵活， 具有更大的市场吸引

力，也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

当然， 现在创业板也实施了注

册制改革， 今后沪市主板以及深市

中小板也将推进注册制改革， 新三

板精选层的改革已经实施， 并且有

一批股票进行了公开发行。显然，市

场上各个板块都进行改革， 实施注

册制是个大趋势。 而在这个趋势形

成以后， 目前科创板所独具的制度

优势就将成为一种普惠性的安排。

到这个时候， 科创板的融资状况也

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只要坚持

服务高科技新兴产业的目标， 与其

他板块继续差异化竞争， 应该说在

当前的大环境下， 科创板在融资规

模以及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等方面还

会继续保持领先。

（作者单位：申万宏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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