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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这些天，农夫山泉似乎更“甜”了。
9月8日上午，被称为“水中茅台”

的中国知名瓶装水龙头企业农夫山泉
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开盘价39.8港元/股，当日上午总
市值达4400亿港元。

由于身价一度超过马云、马化腾，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睒睒
瞬间走入了公众视野。对于低调了20
年的他来说，这一刻，其实有些不适应。

站在聚光灯下的他，该对大众说些
什么呢？

也许，第一句话应该是：“我叫钟睒
睒，‘睒’的发音是‘闪’。”

高调的产品、低调的创始人

一直以来，钟睒睒都是公众视野中
的“陌生人”。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公
开发布的照片也不多。

不过，可能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农
夫山泉有点甜”“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
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等广为流传的广告
语，均有他参与创作。

这一手另类技能，还要得益于他早
年的职业——记者。

当年，钟睒睒任职于浙江日报社农
村部，在记者岗位上一干5年。期间，他
几乎跑遍了浙江省，采访过500多位企
业家。这段职业生涯给他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仍自
诩怀有“记者情结”。

也是在那段日子里，钟睒睒萌生了
“下海”的想法。

1993年，钟睒睒创办了养生堂有限
公司，养生堂龟鳖丸、朵而胶囊等都是
其一手缔造的品牌。

1996年，他又创立了农夫山泉股份
有限公司，推出了农夫山泉、农夫果园
等多款知名饮料产品。

在钟睒睒带领下，一个又一个品牌
打出了名气，一句又一句广告语红遍祖

国大江南北，可这位创始人始终躲在产
品背后，不为大家所知。即便是农夫山
泉上市这么大的事，似乎也无法撼动他
平静的内心——

9月8日上午9时30分，农夫山泉
在香港交易所正式上市。在港交所“云
敲钟”当日，农夫山泉公司上下与往常
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要说大红
灯笼、张灯结彩，甚至连一块恭贺上市
的横幅都没有。钟睒睒唯一做的，就是
应港交所要求，录了一段视频在港交所
放映。

今年4月份，农夫山泉的“兄弟公
司”——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A股上市的那一天也同样如此。
当日，钟睒睒同样没有现身敲钟，而是
像往常一样忙碌着。

实际上，这两只个股是钟睒睒的主要
财富来源。目前，钟睒睒持有农夫山泉约
87.44%的股份，包括约17.86%的直接权
益以及通过养生堂持有的69.58%间接权
益。在万泰生物方面，总股本为4336亿
股，钟睒睒持股74.23%。二者相加，钟
睒睒个人身家超过4400亿港元。

任他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与钟睒睒相熟的人都知道，这很符合他
的风格。

“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合群，事实也
的确差不多，谈不拢的人就不多谈了
吧。但我并不感觉孤单，我有自己的生
活方式，有自己的朋友圈。这是一个人
的性格决定的，适合自己就好。”钟睒睒
坦言，自己有一腔激情，但只愿意贡献
给喜欢做的事情。

回顾农夫山泉整个上市之路也大
体体现了这一风格。有人形象地评价
说：“市场总以为农夫山泉要上市，但每
次都像自作多情。”

值得一提的是，农夫山泉上市在股
市上掀起了一波热烈讨论。不少财经
评论员认为，消费品龙头占据股市C位
已经渐成趋势。

其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

农夫山泉分别实现收入 174.9 亿元、
204.8亿元、240.2亿元，实现年度净利
润33.9亿元、36.1亿元、49.5亿元。农
夫山泉这次募资将主要用于持续开展
品牌建设、稳步提升分销广度与单店销
售额、进一步扩大产能、加大对基础能
力建设的投入以及探索海外市场机会
等方面。

缓步前行、间或冲刺

很多市场观察人士在谈及农夫山
泉时，都喜欢说一个词——节奏。大部
分时间里，农夫山泉似乎只是沿着最初
设定的路径缓步前行，但只要看到机
会，就会瞬间启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抢占高地。

这个说法非常靠谱。
实际上，农夫山泉奉行的正是“走

慢路、抢先机”的策略。一方面，稳健推
进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工作；另一方
面，在创新上不遗余力，寻求突破，以差
异化竞争树立品牌优势。

比如，农夫山泉主打的“天然水”概
念，在饮用水行业就是一次大颠覆，公
司也由此占得了天然水的市场先机。

钟睒睒始终对“天然健康”有一种
“天然信任”。2000年，出于天然健康
的考虑，农夫山泉宣布全面停止生产纯
净水，改为生产天然水。这意味着，农
夫山泉从此要一头扎进深山老林里，寻
找优质水源，并在周围建设工厂。

当年，不少同行都认为这是自取灭
亡——舍近求远，运费将成为不可承受
之重。可钟睒睒坚定地认为，来自水
库、湖泊、山泉的水属于天然饮用水，最
符合中国人的饮水理念。在一片反对
声中，钟睒睒毅然下定了转型的决心。

不过，在寻找合适水源地方面，农
夫山泉却回到了慢悠悠的主基调里。

据农夫山泉招股书披露，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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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处优质水源。每一处水源的寻找、确
立与建设工程都耗时漫长。比如，在四
川峨眉山，从寻找水源、确认开发到建厂
投产，农夫山泉花费了5年时间；又比
如，长白山抚松水源和工厂耗时整整7
年。这在建厂投产平均周期只有一年半
的饮料行业，几乎是难以理解的缓慢。

无论如何，农夫山泉毕竟还是做对
了，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给出了答案。

当然，主基调并不是唯一基调。当
这位不急不缓的前行者看到机遇时，瞬
间提速、长途奔袭的功力也着实惊人。

2011年，钟睒睒带队去日本考察生
产设备，第一次得知了百万级无菌生产
线。通俗地说，这条生产线可以实现生
产100万瓶饮品，没有一瓶产品受到微
生物污染的超高纪录。当时，国内饮料
生产的最高标准仅为十万级。

钟睒睒大为心动，认为农夫山泉饮
料升级的机会到了。可一条无菌生产
线的成本高达上亿元，而且还需要引进
人才，从头培养技术团队。对当时的农
夫山泉来说，这笔投入实在太大了。

这一回，钟睒睒还是坚定地“鲁莽”
了。他决定，以最快速度引进无菌线。

农夫山泉的这次冲刺，促成了中国
饮料行业一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
——无糖茶饮料东方树叶的诞生。

由于采用了无菌生产线，东方树叶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与香精，却能把原
茶的色、香、味完整保留在瓶内。同时，
基于无菌生产，农夫山泉解决了茶饮料
极易氧化变色的问题。受制于氧化难
题，市面上大多数茶饮料都采用全瓶包
方式，用包装的颜色“对冲”掉茶汤颜色
改变带来的不良观感。东方树叶则采
用了两面全透明包装，其底气与能力可
见一斑。此外，无菌生产技术还意味着
免去了长时间高温加热的步骤，饮品的
口感及营养留存度都得到了提升。

继茶饮料之后，农夫山泉旗下包括
维他命水、果汁、碳酸饮料等产品全部

启用了无菌生产，全系列饮料均实现了
不添加山梨酸钾等防腐剂的“小目
标”。目前，行业内能做到这一点的企
业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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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
股份有限公司无菌设备引进负责人陈
开利如是说。

技术第一，商业次之

“我们希望，农夫山泉的产品是顶天
立地的。比如东方树叶，技术含量非常
高，几乎可以说已经触摸到整个行业的天
花板了，这是‘顶天’；寻找优质水源地，
甚至自己种植橙树，则是‘立地’。”农夫
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力表示。

当然，低调的钟睒睒很少用“顶天立
地”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家产品，他更喜爱
平实的表达，比如创新，又比如知识。

这一思路落实到企业经营中，则体
现为科研人员的地位。

在农夫山泉，科研岗位的员工地位
是最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呢？经常比
钟睒睒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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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来，
他坚定地搬了出来。因为，这栋楼是全

园区地理位置最好、设施最完备的大
楼。同时，他认为，“1”代表着引领，引
领公司的必须是知识、技术与人才。所
以，这栋楼最终让给了研究所。

因为这样的超高地位，科研岗位的员
工们都特别有干劲。不仅公司力主的项
目要加快步伐，公司没有派下来的研究，
只要大伙儿觉得有意义，也会推进。当
然，农夫山泉研究团队也确实不负众望。
依靠自主创新，团队解决了困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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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钟睒睒曾经
说：“我们要生产的不仅仅是有形的产
品，更是无形的知识。知识的产生速
度、人才的集聚速度与产品的创新程度
一定是正相关关系。”

他还经常与科研人员交心：“我不
会要求科研项目有明确的商业产出目
标。如果科研人员一天到晚想着商业、
想着市场回报，创新精神就变味了。用
创新精神探索、认知未来，这才是我们
要做的事情。”

这一切，总会让人想起钟睒睒案桌
上那一尊堂吉诃德像：堂吉诃德似乎正
在椅子上打盹，可他的左手依旧按着一
本摊开的书，右手则紧紧握着剑，仿佛随
时在学习，又仿佛随时准备跳起来战斗。

据说，这是他最喜爱的收藏品。记
者相信，这是真的。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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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位于山东省南部，总面积 1495 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 175 万，是科圣墨子、工匠祖师鲁班、造

车鼻祖奚仲、招贤纳士的孟尝君、汉家儒宗叔孙

通、西汉名相公孙弘的故里，“文公问政”“奚仲造

车”“毛遂自荐”等历史典故世代相传。千百年

来，先贤的智慧、思想和人文精神，经过历史长河

的洗涤，依然焕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孕育了滕州

人民崇文重教、读书传家的优良传统。近年来，滕

州市坚持传承中创新、创新中发展，在一无借鉴、

二无经验的情况下，在全国县级城市中率先探索举

办图书展会——滕州书展，目前已成功举办三届，

累计观展群众近 50 万人次，图书、非遗、文创销

售总额达 1153.8 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

2020 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暨第四届滕州书展以

“快乐阅读·健康生活”为主题，开设主会场和分

会场，通过“现场展”和“线上展”两种形式呈

现。主会场设在滕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面积

5000 余平方米，分为南馆主题活动区、中馆图书

展销区、北馆非遗文创区，共设置 32个展区 100 余

个展位，期间举办 11 项 60 余场主题活动。在主题

活动区，举办开幕式、苏州评弹、读者才艺展示、

读书人风采沙龙、惠民文艺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在图书展销区，集中展销中国出版集团、山

东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中信出版集团、新华

文轩图书发行公司等 220 多家出版机构的 100 余万

册精品图书；在非遗文创区，集中展示滕州非遗、

滕州文创、滕州书画、汉画像石拓片等本土文化项

目，推动传承弘扬滕州优秀传统文化。分会场设在

滕州书城、新华书店善国北路店、大众书局、墨子书

院。举办“网上逛书展”活动，市民可下载滕州市融

媒体中心“上善传媒”手机APP，在网上逛书展、购图

书、看直播。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展宗旨，

全场图书 8 折展销，将向社会发

放总额 30 万元的电子文惠券和

总额 25 万元的购书券，让市民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惠民力度。

（数据来源：滕州市委宣传部）

时间：9月29日—10月3日

·广告

第四届滕州书展欢迎您第四届滕州书展欢迎您！！
“快乐阅读·健康生活”

地址：（主会场）滕州市体育中心

（分会场）滕州书城 新华书店 大众书局 墨子书院

（网上逛书展）上善传媒新闻客户端

网上逛书展二维码

书展开幕现场书展开幕现场

书香家庭书香家庭主题活动丰富多彩主题活动丰富多彩观展市民络绎不绝观展市民络绎不绝

书展现场人流如织书展现场人流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