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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Summary] 
行业观点 

 策略 

八月金股组合及投资逻辑 

A股策略：预计 8月份市场波动率将会有所平复，行业景气程度可能

成为行情主要驱动力 

7月份市场成交量放大有多个因素的推动，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当前

正处在经济周期的初期阶段，对于中国权益市场的未来走势并不悲

观。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波动率放大之后需要时间恢复，考虑到 7月份

地缘政治和经济数据的刺激已经给市场造成了较大的波动。我们认为

8月份将会是一个波动率放缓的月份，这点也与美国 VIX期货曲线显

示的情况相呼应。 

有鉴于此，行业景气程度和企业业绩可能成为 8月的主要驱动力，当

前经济复苏进程中，投资快于消费，工业表现较为不错的情况有望延

续。我们认为工业品价格的复苏以及工业企业利润的环比修复可能成

为是主旋律。在风格方面我们依然认为成长向价值的转换正在发生。 

全球策略：鸽派预期+潜在的波动率放大 

7月底的 FOMC会议联储如市场预期给出了较为鸽派的声明。同时联

储也坦承当前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不过联储对于经济的看法是，

六月中旬之后美国疫情的反弹是降低了复苏的进程，但没有逆转复苏

的趋势，同时认为经济的复苏可能需要更久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场最合理的猜测是：一旦波动率放大后，联储会加码宽松甚至采用

负利率。 

投资策略：工业品价格的上行潜力，中国市场工业企业利润的修复，

工业蓝筹股，周期股可能成为共识方向 

风险提示：疫情风险超预期 

分析师：虞坷（执业证书：S0020519070004）、房倩倩（执业证书：

S0020520040001）、联系人：陈大鹏 

 

 电子 

芯朋微(688508)首次覆盖报告：专注电源管理芯片，引领国产替代

热潮 

专注电源管理芯片的国内领先企业 

芯朋微是一家专业从事电源管理为主的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

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积

极开发新产品，研发了四大类应用系列产品线，包括家用电器类、标

准电源类、移动数码类和工业驱动类等，目前在产的电源管理芯片共

计超 500 个型号。公司与众多知名终端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Table_Quot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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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UpFive] A 股市场涨幅前五 

股票 
收盘价 

RMB 

涨跌幅% 

1日 5日 本年 

爱博医疗 395.83 1079.82 0.00 0.00 

君实生物

-U 

130.10 23.32 10.18 -58.23 

华润微 59.39 20.76 19.96 -24.97 

申昊科技 63.59 20.00 0.00 27.51 

国光连锁 8.04 20.00 0.00 5.37  
[Table_DownFive] A股市场跌幅前五 

股票 
收盘价 

RMB 

涨跌幅% 

1日 5日 本年 

退市银鸽 0.20 -16.67 -39.39 -92.45 

东阳光 6.93 -10.70 -10.70 -32.26 

金莱特 11.82 -10.32 -32.80 22.64 

ST圣莱 7.12 -9.87 -15.14 -19.64 

海印股份 3.68 -9.80 -1.87 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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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包括美的、格力、创维、飞利浦、苏泊尔、九阳、莱克、中兴通讯、华为等，是国内电源管理芯片的

领先力量。 

电源管理芯片市场广阔 

电源管理芯片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未来在家用电器和工业驱动等终端应用领域和新产业的发展促进下，

在高效低耗化、集成化、内核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新一代电源管理芯片技术发展的趋势的推动下，电源管

理芯片需求的也将实现巨大增长和升级，到 2026年电源管理芯片全球市场将达到 565 亿美元，复合增长

率将超过 10%。中国市场作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全球约 1/3的市场份额，公司作为国内领

先的电源管理芯片企业，将大有可为。 

自身实力不断加强，国产替代迎良机 

当前电源管理芯片市场主要由国外厂商所主导。随着中国集成电路产品的品质和市场认可度日渐提升，集

成电路国产产品对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明显。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整体技术水平和国外设

计公司的差距不断缩小，产品性能已经可以比肩国外领先厂商，已具备国产替代的实力。在未来工业驱动

目和大功率电源管理芯片项目的落地辅助下，公司竞争力有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随着公司业务布局的日益完善，未来随着芯片进口替代进程进一步落实，公司将显著受益，进入快速发展

期。预计公司 2020-2022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3.95、4.70、5.62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0.85、1.09、1.29亿

元，当前市值对应 2020-2022年 PE分别为 203、159、134，首次覆盖，给予“增持”评级。 

风险提示 

研发项目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主要客户合作不稳定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风险。 

分析师：贺茂飞（执业证书：S0020520060001） 

 

 

重点报告 

 

 

暖日晴风初破冻- 2020 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与资产配置建议 

分析师：徐颖（执业证书：S0020520070001）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美国已经进入疫情爆发第二波，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加大。 

在有力控制住疫情的背景下，二季度国内经济增长复苏，呈现出明显分化的特征：工业快于服务业复苏，

投资领先于消费恢复。出口前景尚不明朗，一定程度影响了制造业的复苏。基建投资前景最为乐观，房地

产投资存韧性但调控政策未明显放松。受疫情冲击居民收入预期较为悲观，消费信心的恢复或要等到三季

度。 

预期下半年国内通胀下行，PPI有望年内企稳。 

上半年财政大幅下滑，财政刺激较为谨慎，货币政策进入观察期。 

习总书记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预计政策将

着力于扩大内需、自主可控、新基建与资本市场建设等领域。 



rUzVdWgYvZpPqR9PdN8OsQpPmOqQkPqQqPkPoNmN9PmMxPvPmRuMuOrR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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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资产的走势符合我们去年底的预判，预期年内股票市场的机会仍将优于债券市场，长期仍然看好黄

金。 

风险提示 

新冠疫情加剧风险，中美关系恶化风险，政策不及预期风险。 

宝通科技（300031）跟踪报告：突破之年，流水规模有望走上新台阶 

分析师：李典（执业证书：S0020516080001）、路璐（执业证书：S0020519080002） 

*核心管理团队稳定，双主业运行良好 

宝通科技 2015年下半年开始战略转型，2016年 3月易幻网络并表，自此公司开启双主业运营模式。

2016-2019四年磨合中，宝通的两项主业游戏和输送带业务均取得稳定增长。目前公司形成了以易幻网

络、海南高图和成都聚获为核心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以及老宝通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业务，并通过产业基

金，投资优质研发团队，布局泛娱乐。 

*易幻网络：从小市场到大市场，流水规模有望上新台阶 

易幻网络为海外区域游戏发行龙头，整体游戏基本盘扎实，多年本地化运营的经验使得易幻在港澳台、东

南亚以及韩国市场具备较强的区域优势，目前在运游戏超过 70款，每年代理的 S及 A+级别产品数量保持

稳定增长。同时易幻对于数据化能力极为重视，自研普罗米修斯软件系统、塔罗软件系统以及 GM Tool，

辅助游戏运营、广告投放和产品调优，目前平台已积累了 2-3 亿用户，48 亿多条用户数据。2020年公

司产品侧将从纯代理扩展到定制及合作开发，市场策略上则会加大日本市场投入力度，同时试水中国大陆

和欧美市场。大市场的突破有望拉动易幻流水规模走上新的台阶。 

*海南高图：产品扩容一倍，利润逐渐释放 

海南高图定位全球研运一体，主攻欧美市场，品类上以 MMO、SLG以及放置经营为核心。2021年在三个品

类赛道跑通前提下，产品扩容一倍，同时利润逐渐释放，利润率持续改善。 

*成都聚获：合作 B站主攻二次元赛道，产品具有爆发潜力 

成都聚获主攻二次元游戏研发，核心产品《终末阵线：伊诺贝塔》即将面世，由 B站独家发行，也是 B站

首次与 A股游戏上市公司达成独代合作的产品。《终末阵线：伊诺贝塔》是一款日式风格二次元+机甲射击

类型的动作类手游，每位任务角色都对应不同类型的机甲，同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需求对部件进行

改造装饰，兼具开放世界元素，极大增加了游戏可玩性。付费点设置上，主要集中在机甲装备外观零部件

的贴图以及机甲武器的提升，具备较成熟的商业变现模式，产品具备爆发潜力。 

*投资建议及盈利预测 

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 EPS分别为 1.06/1.73/2.16元，对应 PE 为 23x/14x/11x，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新品不及预期，老产品流水下滑过快，行业竞争加剧 

锐科激光（300747）公司首次覆盖报告：进军高功率市场，垂直整合战未来 

分析师：满在朋（执业证书：S0020519070001） 

公司是国内稀缺技术主导龙头，进军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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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 1kW、4kW、10kW连续光纤激光器，填补了国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领域空白，率

先实现了国内工业光纤激光器产业化，并牵头制定了光纤激光器行业标准，已成为推动中国光纤激光器行

业进步的领导者。随着公司技术的不断突破，目前公司在价值量、利润率最高的超高功率段（≥6kW）连

续光纤激光器性能上已与海外巨头 IPG较为接近，产品性价比较高、出货量大幅上升，2019年 3.3kW和

6kW 光纤激光器销售金额同比大幅增长 40.33%与 136.14%，12kW光纤激光器也实现大规模销售。目前公司

不断积累用户口碑，面对国内外厂商有望维持其竞争优势。 

光纤激光器好赛道高成长，公司市占率有望继续提升 

光纤激光器在工业应用激光器中占比超 50%，已成工业应用主流激光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激光设备市场

具有巨量光纤激光器需求，2015-2019年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 19.36%，预计在 2020年达到

85.6亿元。3C电子、汽车等行业需求回暖带动激光切割、焊接设备需求增长，从而有望持续带来光纤激

光器的需求。2019年公司光纤激光器市占率提升至 24%，我们预计 2020年将进一步提升至 30%。 

行业降价趋势下成本将成重点，垂直整合未来可期 

2019年经历激光器价格大幅下降后，2020年价格降幅趋缓，但随着国产技术的进步，不可否认行业降价

仍然是大势所趋。因而如何持续降本以维持盈利能力为激光器制造商比拼重点，目前 IPG 垂直整合与全球

化布局已基本完成，成本结构较为稳定，降价空间有限；而目前锐科激光受益于核心器件自产率提升仍有

较大降本空间，伴随核心器件国产化、自产化，公司有望在持续占领市场的同时维持盈利能力稳定。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随着激光设备渗透率持续上升，光纤激光器需求不断提升，公司维持现有市场扩张策略，2020年降价幅

度趋缓且公司核心器件自制率上升，预计公司 2020-2022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5.67、31.99、38.77亿

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74、4.89、6.03亿元，综合考虑当前行业发展情况与公司稀缺龙头地位，给予

公司“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激光设备下游需求低于预期、光纤激光器价格战恶化、核心器件自产率提升进度不及预期。 

信捷电气（603416）：自动化复苏遇升级，工控小而美守望成长 

分析师：满在朋（执业证书：S0020519070001） 

公司立足电控解决方案，PLC内资龙头地位稳固。 

公司是工控行业优质的本土成长型企业，早期已成功从产品供应商转型成为电控解决方案供应商，深耕

OEM 核心行业，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19年小型 PLC市占率达 6%，排名前五。19年营收为 6.5亿元，同

比增长 10%，毛利率高达 40.5%，固定资产占比为 6%，具备轻资产特征，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着眼开拓

中型 PLC和高端伺服领域，未来成长性高，有望在“智慧工厂”中大放异彩。 

工控行业处周期底部，智能制造推动自动化升级。 

工业自动化作为周期成长行业，目前正处于周期底部。制造业复苏在即，6月 PMI已回升至 50.9，也将带

动工控行业复苏；同时，在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上升，以及疫情中出现的用工荒的背景下，企业为实

现长期降本增效也在不断推动着“设备换人”、自动化升级的进程。此外，2020年工业互联网得到国家

的大力推进，工业自动化作为工业互联网的数据底层，势必也会受到带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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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 PLC强势抢占市场，伺服业务实现高增长。 

公司的小型 PLC产品的市占率多年稳定在 4-6%，以其低价并满足本土企业需求的性能优势深受 OEM客户

欢迎。公司针对下游各行业成立数十个行业项目部，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在疫情期间利用口罩机控制系统

解决方案打开市场突破口，一季度实现收入高增长，并提高市场份额和品牌知名度。 

伺服系统方面，19年营收为 1.95 亿元，同比增长 20.8%，2016-2019年复合增速达 36.1%，成长迅速，

“PLC+伺服+HMI”的配套销售方案成效显著，且目前 PLC与伺服系统配套销售的比例仅为 18.8%，假设未

来 1台 PLC搭配 1套伺服系统的方案计算，伺服系统仍有数倍的收入空间；19年毛利率为 26.1%，与成熟

的伺服企业毛利率相差较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高端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已完成配套，未来将有助公

司提高盈利能力。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随着公司配套方案和高端伺服的推进，我们预计公司 20-22 年归母净利润 2.14/2.84/3.51亿元，EPS分

别为 1.52/2.02/2.50元，首次覆盖，给予“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 

工控市场规模持续下滑；高端产品推广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空调行业深度报告之一：长期增长可期，新增市场迁移 

分析师：邢瀚文（执业证书：S0020520010001） 

1.我国空调市场长期仍将保持 4.7%以上的增长 

我国空调市场经过近三十年发展扩容千倍。由于气温、文化习惯以及空调品类相近，日本为我国空调发展

提供了一条相似的路径。但由于行业集中度、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地产周期等方面的不同，我国空调将走出

与之不同的道路。我们通过对标日本并分区域测算，预计 2030 年我国空调存量市场将达到 8.4亿台，未

来仍有 3.4亿以上新增存量空间，CAGR为 4.7%。 

2.农村及中部地区是未来新的增长点 

空调需求将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逐渐打开，中部、农村等人口聚集区域空调保有量或将在高人口基数

下获得更高的存量增长空间。根据我们测算，到 2030年，华东、西南、京津冀、华南地区将分别增加

1.00亿、0.97亿、0.69亿以及 0.46亿台新增存量；分城乡来看，2023年农村新增量将达到 1706万台，

超过城市新增量 1589万台。 

3.2020 我们怎么看 

我们认为 2020年空调行业新增保有量或增长 4.4%。短期来看，气温、政策以及疫情等影响 2020年最终

销量；长期来看，疫情加速下的行业渠道变革会进一步打开下沉市场，为空调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同时，

由于增量市场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气温的影响将从高温持续时间逐渐转变为高温强度；而不断加码的农村

以及电商政策也将加速增量市场向农村转移。 

4.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随着行业稳健增长，空调市场仍有扩大空间。随着行业新的增长点向低线市场迁移，以及低线

市场电商化，行业龙头以及电商布局完善的企业将会受益。建议关注全渠道布局完善，通过全面数字化，

效率持续提升的美的集团（000333.SZ）以及行业龙头格力电器（000651.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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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提示 

行业出口不及预期的风险，国内消费复苏不及预期的风险，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眼科行业深度：眼科黄金，正在冶炼 

分析师：常启辉（执业证书：S0020517090001），联系人：刘慧敏、汤芬芬、刘巧 

小眼睛，大世界—具有庞大的人群基础和多年龄段需求 

眼科行业在过去受到一定的忽视，主要是因为（1）眼科专病高度细分：技术要求较高；（2）国内眼科渗

透率处在较低水平：和“牙疼不是病”类似，对于眼睛干涩、中轻度近视、中轻度白内障等认知不清；

（3）国产眼科药品和器械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而实质上眼科具有庞大的患者群体基础及上升的患病率趋

势，不同生命阶段均有不同需求： 

青少年：认知度和渗透率提升是视光行业发展的主要引擎。未来 5年屈光不正青少年患者预计达到 1亿

人。目前渗透率仅为 1.5%，预计有望在未来 3年内提升到 3%，市场空间有望达到 200 亿元。 

中青年：存量近视人群数量达到 4.5亿人，屈光手术渗透率仅为 0.33%，相较于近视发病率低、近视较为

不重视的美国地区，仍有一倍渗透率提升空间。术式引领行业变革，以 SMILE和 Trans-PRK为主流的手术

方式更为标准化，恢复快、副作用可控，替代原有的术式方法，推动消费者接受度提升，引领屈光手术市

场量价齐升，预计市场有望达到 300亿规模。 

中老年：中老年常见眼科疾病主要是白内障、黄斑病变及干眼症，预计患者群体对应为 1.7亿人、6400

万人和 8000万人。白内障术式进入成熟期，人工晶体有望随带量采购带来渗透率提升拐点、促进国产进

程加快。黄斑病变、干眼症药物可及性仍有提升空间。 

眼服务：优质赛车道，优秀赛车手 

眼科服务赛道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和龙头效应：从政策影响来看，民营眼科服务则不受到严苛的牌照束

缚；从资金门槛来看，眼科资金投入处在恰当的中间位置，不受制于超过上亿的资本扩张压力（如精神

科、妇产科等），又不羁绊于成本太低而造成医生自主执业（如牙科）。从业务模式上来看，受益于术式的

发展，眼科服务易实现标准化、流程化推广。医生是稀缺资源，具有获医能力的赛道才具有长期扩张的基

石，民营更具优势。 

投资建议 

推荐先天赛道优异+后天经营兼备的王者爱尔眼科、人工晶体有望随集采放量的爱博诺德、昊海生科；建

议关注青少年视光龙头企业及具有重磅眼药布局的康弘药业、兴齐眼药、欧康维视。 

风险提示 

新药获批失败、行业安全事件、行业竞争者增多、并购失败等。 

瓶装水行业系列报告一（行业篇）：乘风破浪的瓶装水 

分析师：李典（执业证书：S0020516080001） 

高回报：生意模式简单需求刚性，链路短规模强回报高 

瓶装水是一门高 ROE的生意，经营特点为高毛利、中净利和高周转。从供需角度看高盈利来源，①需求侧

上水是人体刚性需求同时又能提供健康和便捷的附加功能，产品具备溢价能力；②供给侧上生产工艺简单

产业链上下链路短，主要成本来源 PET材料，叠加制造上的强规模效应，生产成本低。综合表现为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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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瓶的水成本终端定价 2元（溢价百倍），可形象类比为下游按消费品定价的矿产企业。 

可集中：低迭代高忠诚饮品，品宣力紧铸护城河 

①国际经验看，多寡头或一超多强格局普遍存在，消费者可容忍 1-3个大品牌的心智占领，横向对比我国

集中度仍有提升空间。②分价格结构看，外资偏爱高端自上而下，内资稳坐中端自下而上，2元市场占比

50%以上为消费主流但同时格局也最为固化，高端水和低价水仍存整合空间。③格局集中路径，一方面瓶

装水需求简单、产品迭代慢、生命周期长，品牌投入下有利于赢者滚雪球。另一方面不存在较强区域市场

隔离条件，瓶装水龙头开发区域市场遭受地方品牌狙击阻力小于啤酒和低温鲜奶。最后在环保的压力下水

源的稀缺性凸显，水源网络和优质水点向龙头逐步集中。 

高成长：量价齐升绽芳华，千亿雪坡厚且长 

瓶装水为饮品类第一赛道，15年超即饮茶成为最大品类，19年零售终端规模达 2千亿。与其他快消品横

向比较看，瓶装水仍拥有近 10%的稀缺高增速。展望未来，伴随着水污染趋严、居民肥胖率提高和出行增

多，安全便捷无糖的的基础需求将有效驱动瓶装水消费量增长；同时，在收入不断提高下人们对健康、口

感、功能的附加属性要求增多，高端矿泉水、气泡水等各式高价新水种快速增长将有效拉动消费价格提

升。最后从国际对比来看，合理对标对象为韩国，我国人均消费量还有约有 50%提升空间，单价还有约

60%提升空间，瓶装水在白水中的渗透率还有 50%提升空间，我国瓶装水潜在空间还有 2-3倍。 

投资建议 

推荐“天赋异禀”的瓶装水龙头企业农夫山泉，公司优势尽显最先受益瓶装水消费浪潮。关注兼具品牌和

渠道壁垒的乳品龙头伊利股份的瓶装水跨界机会，关注经营阶段性承压但深耕高端矿泉水的优质品牌西藏

水资源。 

风险提示 

食品安全问题，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疫情影响超预期。 

瓶装水行业系列报告二（公司篇）：问瓶装水谁主沉浮，新王旧主各领风骚 

分析师：李典（执业证书：S0020516080001） 

瓶装水千亿市场正逢时，高忠诚饮品格局可集中 

瓶装水为饮品类第一赛道，15年超即饮茶成为最大品类，19年零售终端规模达 2千亿。与其他快消品横

向比较看，瓶装水企业仍处在量价同步增长状态，14-19年复合增速 10%。除此之外与饮料不同的是瓶装

水作为百年生意，消费属性简单导致产品迭代慢生命周期长，伴随品牌投入赢家滚雪球效应强，消费者逐

步形成极高品牌忠诚度。展望未来，量、价和渗透率拆分，我国瓶装水潜在空间还有 2-3倍。 

农夫 VS怡宝：天才的农夫，优越的怡宝 

从历史成绩、背后禀赋和未来发展 3维度以及下属 11方面和 40个具体内容展开全方位对比。每项给分

1-10，不同权重下主观打分，最终结果农夫 9分，怡宝 8分。 

①历史成绩，发家史上农夫历经厮杀商战经验丰富，怡宝厚积薄发稍显顺利。体量规模上农夫收入为怡宝

2倍，利润为怡宝 5倍。赚钱能力上二者回报率均在 30%，但剔除资本结构影响农夫略高于怡宝。 

②背后禀赋，产品对比上农夫产品多元，产品品牌梯队成熟，整体价格结构更高。怡宝大单品依赖大。研

发迭代上农夫研发体制市场化。决策反馈自下而上，研发投入大，梳理历史产品迭代更快。怡宝消费者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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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稍弱，组织协调不够充分。渠道管理上农夫管理精细开启升级，渠道利润高管理严格，公司直控终端业

务团队战斗力强。怡宝大商制，人员配置和下沉力度不及农夫。营销品牌上农夫重视水种营销，善于内容

创造和情怀营销，品牌传播力更广。怡宝侧重场景营销，体育+公益营销是高空投放主要方式，渠道促销

做市场仍为工作重点。管理激励上农夫民营体制灵活，公司在集团为灵魂位置，员工激励上充足业务员待

遇高但流动性大，供应链和质控上信息化系统做的较好。怡宝为国有控股合资企业，利益或存在上层冲

突，但集团背景实力雄厚强于农夫，员工待遇行业中上但预期稳定流动性较低。 

②未来方向，产能扩建上，农夫率先融资，但怡宝 OEM代工转身灵活。主业发展上，农夫高端水布局前瞻

目前市场重点在做基础。怡宝大包装领先，目前重点在做市场。其它业务发展上，农夫全产业链经营迈向

大健康品牌。怡宝尚在补短板中。 

其他企业梳理：群星璀璨熠生辉，百花齐放春满园 

梳理行业历史玩家多样，国际巨头雀巢和达能通过外延式的并购完成全球扩张，三得利、康师傅以及娃哈

哈则更多采取内生战略，通过完善渠道和产品创新稳固行业地位。在我国市场中，①雀巢扮演“高端水引

领者”，同时也依靠雀巢优活入驻中国低端水市场。②达能从国际引入到合作娃哈哈收购伊利、乐百氏

等，渠道力强劲是当之无愧的“隐形王者”。③三得利坚持培育“天然水森林”，多年蝉联日本第一，堪称

日本的“水中贵族”。④康师傅依靠 1元水起家，后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昔日王者”卷土重来。⑤娃哈

哈经典联销体模式底蕴深厚，现不断寻求产品升级和品牌年轻化，“饮品巨头”正待老树换新芽。 

投资建议 

推荐“天赋异禀”的瓶装水龙头企业农夫山泉，公司优势尽显最先受益瓶装水消费浪潮。关注兼具品牌和

渠道壁垒的乳品龙头伊利股份的瓶装水跨界机会，关注经营阶段性承压但深耕高端矿泉水的优质品牌西藏

水资源。 

风险提示：食品安全问题，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疫情影响超预期 

重要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货币政策要更加灵

活适度、精准导向，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中共中

央政治局：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

资和消费需求；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做好民生保障，采

取有效措施缓解疫情对青年人就业影响。 

 商务部将组织举办 2020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百座大中城市，组

织万家重点企业、主要电商平台，共同举办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商品服务同步促销、商旅文游购娱一

体的“1+N”系列促消费活动。 

 Canalys报告显示，华为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降 5%至 5580万部，超过三星成全球最大的手机销

售商。这标志着 9 年来第一次有除三星或苹果外的厂商领跑市场。排名第二的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5370万部，同比降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