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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撤回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申
请的八马茶业转战主板 IPO。根
据八马茶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显示，八马
茶业曾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提交
创业板 IPO申请文件。由于公司
拟调整上市计划，经慎重考虑后，
今年 5 月 10 日撤回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
件。八马茶业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为今年5月 13日，上市辅导机构
仍然是中信证券，这意味着，八马
茶业仅在撤回创业板上市申请后
的三天就已经转换“赛道”。

在上市辅导信息中，八马茶
业的申请行业分类仍为零售业。
八马茶业在 IPO进程中的行业定
位不清一直被认为是其上市之路
频频受阻的原因。

深交所创业板发行上市的暂
行规定中，“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业”属于创业板推荐暂行规定

“负面清单”禁入行业之一。而八
马茶业于2015年 12月至2018年
4月在三板挂牌期间披露主营业
务为“茶叶的种植、研发、加工和
销售”，行业定位为“精制茶加
工”，其自主生产的产品产生收入
占 比 分 别 为 57.27% 、54.93% 、

55.14%。在此后八马茶业申请
创业板 IPO 时，主营业务描述调
整为“主要从事茶及相关产品的
研发设计、标准输出及品牌零售
业务”，行业定位为“食品、饮料
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显然这样的调整并不能说服
创业板发审委，在创业板IPO申请
过程中，八马茶业就收到了三轮问
询函，要求八马茶业说明“在申报
材料中称‘主要从事茶及相关产品
的研发设计、标准输出’是否准确
恰当”，并要求补充披露发行人及
中介机构认为其属于所属行业为

“零售业”而非“精制茶制造业”的
合理性。除了行业定位备受质疑，
八马茶业销售模式、经营情况、研
发投入等问题也成为问询焦点。

八马茶业称，该公司的生产
模式可分为自主生产与自主分装
两种。自主生产模式下，公司通
常参与整个精制茶加工环节，并
在拼配、烘焙等核心环节发挥自
身技术优势；自主分装模式下，公
司采购的茶叶半成品已经合格供
应商按照既定要求完成精制加
工，具有定制属性，公司在采购后
仅需进行拣杂（如 需）、包装工
序，因此不属于精制茶加工。

虽然现在年轻一代很少提起 IE浏
览器，但它曾风靡一时。1995 年 8月，
微软发布 Windows95 操作系统，借助
这股时代的东风，作为默认浏览器的
IE浏览器迅速走向辉煌。IE浏览器各
个版本占据全球市场95%的份额。

但此后该软件由盛转衰，走到了下
坡路。直到退役，27年历史，公开资料
显示，IE 浏览器仅更新了 11 代。而
2008 年发布的谷歌 Chrome 浏览器到
今年3月已经更新到100个版本。大浪
淘沙，不进则退。在如今互联网时代，
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已经成为 IT 企业
的必修课，但是微软慢了。不少网友调
侃道：“IE 浏览器的用处，就是下载其
他浏览器。”

数据显示，到今年年初，IE浏览器
市场份额不到1%。其实，在2015年时
候，它的份额就跌到了10%左右。这也
是微软最终想要放弃它的原因。从

2015年提出计划，到最终IE浏览器“退
役”、停止更新，这一进程用了 7 年时
间。其实，在 2015 年提出放弃 IE浏览
器计划的时候，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
的浏览器启用了新品牌Edge。微软方
面表示，由于需要时间去做好衔接和相
关研发工作以及用户体验，需要时间。

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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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浏览器一夜凋零
市场格局将如何变幻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胡彦

几乎每个人“上网冲浪”都用过的微软 IE（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有
近27年历史，如今即将走下历史舞台。日前，一则关于“微软IE浏览器2022
年6月16日正式退役”的微博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网友纷纷表示感慨。

多年来，浏览器市场“跑进”许多强力选手，谷歌、苹果等竞相争夺PC
端、手机端的流量阀门。而国内也出现了360、搜狗等知名浏览器。接下来，
浏览器市场会如何变化？面临国际巨头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局面，国产浏
览器企业如何求发展？

国产品牌如何破局

从目前的行业数据来看，启用7年之
后，微软的Edge浏览器在市场上收复失
地有所起色。截至今年5月，在全球市场
该浏览器已经拿到了约 10%的市场份
额。张毅表示，Edge 浏览器在电脑端的
崛起会引起广告商、产业链、客户的关注，
以及中国本土以移动端产品为主体的浏
览器市场的关注。

目前国内手机端浏览器市场不容乐
观，有待破局。张毅认为，在电脑端，打开
网页还需要浏览器的入口作为引导，但
是，在移动端，手机浏览器很难对APP进
行捕获，手机APP大多可以直接点开而不
需要经过浏览器，就显得浏览器无用武之
地。此外，资讯类 APP 也已有强大的产
品，各家浏览器可发力的点比较有限。“可
以说国内的手机浏览器总体市场已经出
现了一定的瓶颈，未来能否重新唤醒，需
要在资本的推动下去做技术和产品创新，
才有更多机会”。

张毅表示，目前广告投放集中在短视
频、社交产品上，市场很快会变得白热化，
未来广告营销怎么走？可能手机端浏览
器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市场上仍然存在
大量的打开网页的需求，并且在网页上还
有许多的操作需要完成，而且浏览器还有
其他功能的附加值。总体来说，要想在市
场上立足，国产浏览器品牌一定要有创新
点，才能赢得用户的青睐。

市场就是这样，你慢了，别人就会
超越。在 IE 浏览器缓慢更新的时间
里，市面上百花齐放，国外出现了苹果
Safari浏览器、谷歌Chrome浏览器、火
狐浏览器等，国内也有 360、百度、搜
狗、QQ、UC等浏览器。这些产品迅速
迭代完善，吸引了大量用户，蚕食了原
IE浏览器的市场份额。据第三方网络
分析公司的数据，今年4月，在电脑PC
端，Chrome 浏览器以 66.64％的市场
份额独占鳌头。

事实上，除了PC端，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手机移动端才是一个更大的市
场。在这一块，国产浏览器发展迅
猛 。 今 年 5 月 ，第 三 方 机 构 Stat-
Counter 的数据显示，从市场份额来
看，中国最流行的手机浏览器前几名
是：Chrome 浏览器（51.47％）、UC 浏
览 器 （19.28％ ） 、Safari 浏 览 器
（16.73％）、QQ 浏览器（9.41％）、三星

浏览器（1％）。
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电
脑端，国产浏览器市场还有可增之处，
虽然目前主要以外国几款产品为主，
但随着国产操作系统起来，国产产品
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过去，以金融、
政企、教育等行业的线上业务办理往
往是通过 IE 浏览器实现的。此次 IE
浏览器的退场，许多用户困惑，以后如
何打开网络银行、资格证考试系统
等。近期，微软方面回应羊城晚报记
者表示，Microsoft Edge 的 Internet
Explorer（IE）模式是唯一一款内置支
持基于 IE的 Web 应用和站点的浏览
器，包括对ActiveX控件等功能的向下
兼容性支持。企业机构可以为其用户
设置 IE 模式，个人用户也可以根据需
要访问IE模式。

后来者居上抢市场

由盛转衰份额大减

传统茶企上市为何这么难
行业定位不清，一直被认为是其上市之路频频受阻主因

总部位于深圳的八马
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八马茶业”）冲击 A
股“茶叶第一股”的道路可
谓一波三折。去年 4 月，
八马茶业向深交所提出创
业板 IPO 申请，而到了今
年5月 10日，八马茶业主
动回撤创业板上市申请。
就在市场感慨八马茶业或
冲击A股“茶叶第一股”失
败时，5月20日，中国证监
会深圳监管局发布的消息
显示，八马茶业再次发布
了 IPO 辅导备案报告，看
来八马茶业并非终止 IPO
计划，而是选择转战主板。

近年来多家传统茶业
冲击 A 股 IPO，但过程并
不顺利，资本市场爱“喝
酒”不爱“喝茶”已成为茶
业的“自我调侃”，茶企“上
市难”难在哪里？A股“茶
叶第一股”的曙光在何方？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榕

品牌化运营是破局关键
定制采购尽管优势不少，但也可能成

为八马茶业不受资本青睐的“症结”。目
前，我国茶叶市场规模较大、茶叶品类繁
多，但行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而分
散，未存在绝对的龙头企业，品牌企业在
整个茶叶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占比仍较
低，市场整体竞争激烈。根据中国茶叶
流通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茶叶企业
发展报告》，2017年我国茶叶企业总数约
为6万余家，其中规模企业为1600余家，
仅87家企业总资产超过1亿元，6家企业
总资产超过10亿元。

在这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一家茶叶
企业主要利润都来自定制采购，没有核
心竞争力和深厚“护城河”，其市场前景
难免遭到质疑。在招股说明书中，八马
茶业自称为“中国茶叶连锁店第一品牌
及中国茶叶连锁专卖店第一品牌”，但事
实上，2019年至 2021年，八马茶业的销
售收入全国市场占有率分别仅为0.32%、
0.37%、0.48%。

产品研发投入更是不足。数据显示，
2019年-2021年，八马茶业研发费用分别
为 570.22 万元、328.01 万元和 664.12 万
元，营收占比分别为 0.56%、0.26%和
0.38%；而同期销售费用为3.58亿元、4.29
亿和5.76亿元，是研发费用的数十倍。此
外，八马茶业的研发人员只有11人，其中
硕士学历只有1名。这也难怪在深交所曾
在问询中要求八马茶业进一步说明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是否属于成长型创新
创业企业、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等。

“在八马茶业的身上确实没有看出太
多创业板影子，在模式、产品还是渠道等
方方面面，其本身的创新能力都是不够
的。”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来看，传统茶
企的规范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于八
马茶业来说，上市的难点在于企业以前的
财务数据是不规范的，整个产业链的完整
度也不足，后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不清
晰。所以八马茶业主动撤回在创业板的
上市申请，应该说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这并不是八马茶业一家的问题。在
朱丹蓬看来，传统茶业之所以资本化道路
不畅，主要是因为行业还没有进入一个规
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
的阶段。“不是说资本不愿意去投传统茶
业，而是考虑到上述情况，资本对这个行
业是有取舍的”。

传统茶业的资本化之路曙光在何
方？朱丹蓬表示，目前来看，中国茶企整
体运营并不规范，内部审计及原始材料等
均需要不断调整以符合上市需求。传统
茶业可以借鉴小罐茶，对产业链进行规范
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跟规模化的运
营，让茶叶的价格跟茶叶的价值以及品质
要画上等号。

传统茶业为何上市难？
从八马茶业的经营情况或可
窥见一斑。八马茶业创始人
之一王文礼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乌龙茶制作技
艺（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也是以铁观音及岩茶
在内的乌龙茶起家，主要市场
在广东省和福建省。

在销售渠道上，八马茶业
主要分为直营与加盟两种，直
营模式分为线下直营（含独立
门店及联营门店）和网络销售
（含线上自营及电商入仓）两
种，加盟模式分为直接特许和
区域复合特许，最新数据显
示，八马茶业拥有直营店 366

家，加盟店超过1700家。
在主营业务上，自2015年

以来，八马茶业开始向全品类茶
叶转型战略，产品由以铁观音为
主转向为全品类茶叶。生产上，
八马茶业选择了“铁观音、部分
岩茶采用自主生产的模式进行
生产，小部分茶叶采用自主分装
生产，其他大部分茶叶及茶相关
产品均采用定制采购的模式获
取”的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八
马茶业的传统产品铁观音、部分
岩茶是自主生产，公司参与包括
拼配、烘焙在内的整个精制茶加
工环节，而其他大部分茶叶及茶
相关产品则由供应商供应，公司
主要负责采购、拣杂（如需）、包

装等环节。
自战略转型以来，八马茶

业定制采购的比例在不断上
升。这种定制采购的优势显
而易见，它帮助八马茶业进入
了一个可快速复制及扩张的
新阶段，八马茶业快速在乌龙
茶、黑茶、红茶、绿茶、白茶、黄
茶、再加工茶等全品类茶叶以
及茶具、茶食品等领域开疆拓
土。定制采购的方式所产生
毛利金额也在快速提升，以
2021年度为例，八马茶业采用
定制采购的方式，获得的毛利
金额为4.64亿元，占当年全部
毛利润9.42亿元的49.31%，而
自主生产的产品毛利率为3.48

亿元，占比为 37%。不过，定
制采购业务的毛利率相对较
低，仅为 47.97%，低于自助生
产业务 67.18%的毛利率。八
马茶业总结道，定制采购经济
活动是公司主要利润来源。

得益于门店数量的快速
增长和定制采购模式的扩展，
近些年八马茶业实现了较快
增长。招股书显示，八马茶业
2019、2020 和 2021 年三年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 10.22 亿元、
12.66亿元和17.44亿元，净利
润分别为0.90亿元、1.16亿元
和 1.62 亿元。公司三年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
别为19.49%和21.64%。

回顾八马茶业的资本化之路，
已经走了近10年。天眼查数据显
示，八马茶业迄今披露了四笔融
资。最早一笔在2014年 1月，八
马茶业战略融资了1.5亿元，投资
方包括大名鼎鼎的 IDG、天图资
本、同创伟业和天玑星投资。

与此同时，2013年八马茶业
就曾经谋求在深交所中小板上
市，最终于 2015 年登陆新三板。
2018 年 4 月，因“长期战略规划
调整的需要”，八马茶业在新三板
终止挂牌，继续冲击A股IPO。

从八马茶业曲折的 IPO之路
可以窥见，A股“茶叶第一股”的
诞生并不容易。事实上，除了八
马茶业外，普洱茶公司澜沧古茶
近期也向港交所递交了自己的招

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而在
此之前，澜沧古茶曾于2020年向
上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但一年后
公司在上会前撤销了申报材料，

“冲A”之路就此折戟。同时，中
茶股份依然还在A股排着队，但
它 最 后 一 次 招 股 书 更 新 是 在
2021年2月20日。

目前，A 股市场上有酒类上
市公司47家，其中更诞生了像贵
州茅台这样总市值超过2万亿元
的酒类巨头。而近年来大热的新
茶饮赛道也受到资本青睐，去年
6月 30日，奈雪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成功挂牌上市。资本爱“喝
酒”，甚至“爱喝奶茶”，却不爱

“喝茶”，已经成为传统茶业老生
常谈的一个话题。

用定制采购模式“开疆拓土”
资本化之路“道阻且长”

行业定位不清成“拦路虎”

茶企工人在制茶 新华社发

微软旗下产品众多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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