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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行业系列深度（一） 

核心观点 

❖ 啤酒行业拐点已至，未来 5年高端啤酒占比有望提升至 20% 

1）中国啤酒行业先后经历了市场扩容期（1979-1995）、第一轮市场整合期

（1995-2005）、第二轮市场整合期（2005-2017），当前已步入高端机遇期（2017

年以来），未来产品结构升级为业绩增长核心驱动力。2）当前啤酒行业整体经

营策略已由销量驱动转向品牌驱动，这使得头部酒企加快产品高端化的推进速

度。GlobalData 数据显示，2013-2018 年中国啤酒消费量 CAGR 为-2.0%，同期

高端及超高端啤酒消费量 CAGR 为 6.4%；未来 5年高端及超高端啤酒仍将保持

4.9%的复合增速，高端酒占比有望提升至 20%。3）从消费场景以及消费偏好的

角度来看，短期疫情影响下预计全年啤酒家庭自饮消费占比将有所提升，长期

利好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差异化更优的头部品牌。此外，疫情冲击下头部厂商

凭借品牌、渠道优势抵抗疫情冲击的韧性更强，恢复性增长势能更高。 

❖ 产品高端化趋势显著，期待结构性升级释放红利 

1）啤酒行业结构升级趋势显著，高档啤酒销量占比持续提升，其中低档啤酒

销量占比从 2011年的 61.60%下滑至 2018年的 35.50%，同期中档啤酒销量占

比从 27.20%上升至 29.65%，高档啤酒销量占比从 11.20%上升至 34.85%。分

厂商来看，百威高档产品矩阵丰富，华润、青啤加快高档产品储备，竞相争夺

高端市场份额。2）精酿啤酒在国内核心城市得到更多年轻人的青睐，需求旺

盛带动精酿啤酒市场持续扩容，精酿啤酒厂商从 2012 年的 7 家快速增加到

2018 年的 848 家，同期精酿啤酒销量从 56.7 万吨增加到 87.9 万吨。但对比

美国精酿啤酒 13%的销量占比，中国销量占比 2.4%的精酿啤酒市场仍处于快

速成长期。3）国内啤酒罐化率从 2004 年的 15%提升至 2018 年的 26%，但对

比海外成熟啤酒市场（日本/90%，英美/70%，全球平均/50%）仍然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假设未来罐化率提升至 50%的全球平均水平，啤酒吨成本下降幅度约

为 5%。此外中性假设下我们测算未来 5年啤酒企业毛利率有望达到 43%-47%。 

❖ 青啤激励改革释放经营活力，重啤资产注入延续品牌升级态势 

1）青啤较早布局高端品类，高端产品销量从 2011 年的 120 万吨大幅增加到

2019年的 185.6万吨，占青岛主品牌比重从 30%提升到 46%。当前股权激励改

革以提升盈利能力为核心指引，有望激活团队活力和整体经营效率，青啤竞争

力有望不断提升；2）自 2013 年嘉士伯成为重啤控股股东后，公司进入改革快

车道，中高档产品占比从 2015 年的 70.2%提升至 2019 年的 82.4%，当前嘉士

伯资产注入开启，将有助于重啤借力嘉士伯中国的优势品牌渠道资源以及区域

市场运作经验，把握高端化机遇实现持续增长。 

❖ 投资策略：啤酒头部厂商在高档啤酒领域具备品牌、渠道、产品等先发优

势，未来仍将呈现马太效应下的强者恒强，建议关注：青岛啤酒、重庆啤酒。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及居民收入波动风险；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原材料

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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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拐点已至，未来高端啤酒仍将快速扩容 

1.1 历经整合并购期，啤酒行业呈现寡头垄断格局 

中国啤酒行业经历了多轮并购整合后，当前已步入成熟发展期，产量趋于平稳。

具体来看，中国啤酒行业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1）市场扩容期（1979-1995）：

改革开放以来优惠政策不断落地，供给端啤酒厂数量快速增加，生产规模不断

扩大、市场持续扩容，期间啤酒行业产量从 1979 年的 50 万吨增加到 1995 年

的 1546 万吨，CAGR 高达 24%；2）第一轮市场整合期（1995-2005）：行业

进入全国性扩张初期，其中青啤在 1999-2001 年收购 36 家啤酒厂，重夺行业

第一，期间啤酒行业产量从 1995 年的 1546 万吨增加到 2005 年的 3062 万

吨，CAGR 为 7%；3）第二轮市场整合期（2005-2017）：华润后来居上，产

量率先突破千万吨，行业 CR5 格局确立，期间啤酒行业产量在达到 2013 年

5062 万吨的高点后，行业拐点确立。当前啤酒行业进入高端机遇期（2017 年

以来），呈现量稳价升趋势，主要厂商一方面加大高端产品研发及推新频次，

另一方面也纷纷布局高端精酿啤酒市场，未来产品结构升级为业绩增长核心驱

动力。 

图 1： 啤酒行业进入高端机遇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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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主要啤酒厂商外延并购情况一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从需求端来看，在经历 2013-2018 年的短期调整后，未来中国啤酒消费量有

望保持平稳态势。GlobalData 数据显示，我国啤酒市场消费量在 2013 年达

到高点 5394 万吨之后开始下滑，到 2018 年我国啤酒消费量为 4880 万吨，

占全球啤酒总消费量的 25%，仍为全球最大的啤酒消费市场。预计未来 5 年

中国啤酒市场有望实现稳中有升，CAGR 约为 0.92%，到 2023 年我国啤酒

消费量达到 5115 万吨。 

图 2： 2018-2023年啤酒行业消费量将呈现稳中有升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1994年 收购扬州啤酒厂 1993年 与原沈阳啤酒厂合作，成立沈阳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

1995年
合资成立青岛啤酒西安有限责任公司，占有55%的股份；收购

蓝妹啤酒
1996年 通过股权转让，公司成为沈阳华润雪花的大股东

1997年 收购日照啤酒厂、北海啤酒厂 2000年 收购安徽圣泉啤酒

1998年 收购山东花王集团啤酒集团、平原啤酒厂、鸡西凯湖有限公司 2001年 收购大连棒棰岛啤酒

1999年

收购荣成东方啤酒厂、马鞍山市功勋啤酒厂、熔盛东方啤酒

厂；收购南极洲集团；收购安丘市啤酒厂、黄石市啤酒厂、应

城市啤酒厂；收购广东皇妹酿酒有限公司、黄梅酿酒厂；收购

八仙生啤啤酒厂；收购滕州市啤酒厂、徐州市金波啤酒厂、广

东维佳；收购芜湖大江啤酒厂

2001年 收购四川蓝剑62%股份

2000年

收购潍坊啤酒厂、资兴啤酒厂；收购金波啤酒厂；收购徐州汇

福啤酒厂；收购廊房啤酒厂、台儿庄麦芽厂；收购秦力啤酒厂

、崂山啤酒厂；收购上海嘉士伯啤酒厂；收购龙泉啤酒有限公

司、垫江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资产、山东卢堡啤酒有限公

司；收购浙江海尔波酒业有限公司、黑龙江玉泉啤酒总厂、哈

尔滨金都啤酒有限公司

2004年 收购龙津啤酒90%股份；9月收购狮王啤酒（苏锡常酒厂）

2001年
收购宿迁市啤酒厂、福建啤酒有限公司、江苏太仓啤酒厂、北

京三环啤酒厂、随州啤酒厂、天门啤酒厂、南宁万泰啤酒厂
2006年 收购安徽相王啤酒、浙江银燕啤酒

2002年 收购厦门银城股份有限公司、五星公司62.64%外方投资者股权 2007年 收购四川蓝剑剩余38%股份、收购贵州蓝剑

2010年 收购山东新银麦啤酒有限公司 2010年 收购琥珀啤酒

2014年
收购嘉禾啤酒50%股权、新钟楼啤酒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宝鸡

啤酒啤酒业务相关资产
2011年 收购西湖啤酒、奥克啤酒、西湖啤酒

2015年 收购绿兰莎啤酒55%股权和绿兰莎啤酒营销网络 2013年 收购金威啤酒

青岛啤酒 华润啤酒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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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啤酒行业在经历整合并购潮之后，当前呈现寡头垄断竞争格局，CR5 市占

率高达 70.4%。中国啤酒行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了一波并购潮，并

逐步形成华润啤酒、青岛啤酒、百威亚太、燕京啤酒、嘉士伯五大啤酒厂商寡

头垄断格局，CR5 市占率从 2013 年的 65.2%提升至 2018 年的 70.4%。但与

美国及主要亚太成熟市场 CR5 市占率维持在 85%+相比，未来仍有持续提升

的空间。 

图 3： 2018年按消费量计的中国市场份额  图 4： 中国 CR5市场份额仍有提升空间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寡头垄断格局下，国内啤酒企业呈现区域割据现象。具体来看，华润、青岛、

百威实现了全国化布局，其中华润在四川、东北、华东等地区优势明显；青岛

在山东、陕西等区域优势明显；百威在吉林、华南地区优势明显。此外，嘉士

伯和燕京区域化属性更强，其中燕京在北京、内蒙古、广西优势较大，嘉士伯

在西北地区优势较大。 

表格 2. 五大啤酒企业产品、优势区域一览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华润雪花

青岛

百威

燕京

嘉士伯

其他

酒企 主要品牌 核心产品 产品结构 优势区域

华润雪花 雪花
脸谱、纯生、黑啤、勇闯天涯、

冰酷、清爽等
雪花（Snow）销量占比约90% 四川、东北地区、华东地区

青岛啤酒 青岛、崂山
奥古特、鸿运当头、经典1903、

纯生等
青岛主品牌销量占比48.74% 山东、陕西

百威英博
百威、哈尔滨、

科罗娜、时代等
纯生、清啤、黄啤等

哈尔滨、百威销量占比分别为

42.1%、24.4%
吉林、华南地区

燕京啤酒 燕京、漓泉 纯生、鲜啤、清爽、原浆白啤 燕京主品牌销量占比70% 北京、内蒙古、广西

嘉士伯
嘉士伯、乐堡、

1664、格林堡等
特醇、怡乐仙地等 高端产品增速8% 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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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啤酒市场呈现出区域割据的现象 

 

资料来源：渠道调研，啤酒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1.2 迎合高端化机遇，高端酒占比有望提升至 20% 

国内主要啤酒企业近年来吨酒价稳中有升，但对比百威亚太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未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消费升级的拉动，啤酒高端化将稳步推

进，整体吨酒价提升空间巨大。2019 年青岛、华润啤酒出厂吨酒价分别为

3430.87 元/吨、2902.75 元/吨，分别同比提升 5.02%、2.79%，但对比百威英

博、百威亚太 5000-7000 元/吨的出厂吨酒价水平，未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 6： 我国啤酒吨酒价提升空间大（元/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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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啤酒行业整体经营策略已由销量驱动转向品牌驱动，这使得头部酒企

加快产品高端化的推进速度，高端及超高端啤酒的增速显著高于啤酒行业整体。

GlobalData 数据显示，2013-2018 年中国啤酒整体消费量有所下滑，年均复

合增速仅为-2.0%，但同期高端及超高端啤酒消费量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6.4%；

未来 5 年中国啤酒整体消费量将基本保持稳定水平，但高端及超高端啤酒仍将

保持稳定增长，预计 2018-2023 年年均复合增速约为 4.9%。 

对标美国高端啤酒占比情况，未来我国啤酒高端化率也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

高端及超高端啤酒消费量占比从2013年的10.94%上升至2018年的16.44%，

但相比美国 42.1%的高端啤酒占比，未来高端啤酒增长空间巨大。此外，啤酒

高端化趋势在中国市场更为突出，2018 年中国超高端啤酒价格为低端啤酒价

格的 11.6 倍，同期印度、澳洲的差异则分别为 6.1 倍、1.6 倍。 

图 7： 未来 5年高端及超高端啤酒占比有望提升至 20%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8： 高端啤酒消费量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图 9： 啤酒高端化将带动整体均价上移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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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短期疫情提升自饮消费占比，头部品牌更为受益 

从消费场景以及消费偏好的角度来看，短期疫情影响下预计全年啤酒家庭自饮

消费占比将有所提升，长期利好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差异化更优的头部品牌。

对比欧美等成熟市场啤酒消费场景，目前中国啤酒消费场景对餐饮、夜店等现

饮消费渠道的依赖度更高，其中整体现饮消费占比约 49%，高端及超高端啤酒

现饮消费占比更是高达 82%（美国现饮消费占比仅为 25%，家庭消费等占比

高达 75%），预计未来消费者现饮消费渠道占比将有所提升。长期来看，家庭

自饮消费更为注重产品自身的品质，口感更具差异化的高端拉格、精酿啤酒等

品类有望脱颖而出，考虑到头部啤酒厂商酿造工艺更优，有望引领新一轮升级

趋势。 

图 10： 预计中国家庭自饮占比将有所提升  图 11： 主要啤酒厂商酿造天数一览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对比来看，短期疫情对啤酒行业整体营业造成严重影响，但头部厂商凭借品牌、

渠道优势抵抗疫情冲击的韧性更强。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对餐饮等消费市场形成

了严重影响和冲击，使得 2020 年 1-2 月规模以上啤酒企业啤酒产量同比下降

40%；而头部厂商受冲击更小，公司公告显示，华润雪花截至 2 月 29 日营业

额和未计利息及税项前盈利分别同比下降约 26%、42%，青岛啤酒 1-2 月收

入、利润分别同比下降约 20%、40%。 

2020 年 2 月以来主要啤酒厂商加快复工复产，到 3 月产能已基本恢复正常运

营。整体来看，疫情在 2 月对整个国内啤酒行业的影响超过 20%，3-5 月将逐

步恢复，下半年预计完全恢复。分渠道来看，预计餐饮市场在 4 月逐步开放，

5 月恢复正常；夜场渠道 4 月开放进程相对较慢，完全恢复时间将会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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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9年至今啤酒产量当月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3： 2019Q1啤酒产量占比约 22.8%  图 14： 主要啤酒厂商分季度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3. 主要啤酒厂商疫情期间应对举措 

 

资料来源：渠道调研，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复工情况 公司经营情况影响 公司全年收入影响 终端需求情况

华润啤酒

(1)截至2月20日，雪花啤酒已有近18000人复工，

全员复工率超过60%，其中销售类企业的复工率达

到80%。

(2)截至3月20日，公司共74家(包括收购喜力中国

的3家工厂)复工率已达95%，随着武汉工厂收到政

府的复工证明，3月21日所有工厂将全部复工。

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截至2月29日，

今年以来该公司未经审核的综合营业额

和未计利息及税项前盈利同比下降约26%

和42%。

餐饮60%：家庭自饮40%

（全年影响约10%）

青岛啤酒

(1)2月10日正式复工，青啤公司分布于全国各地

的制造工厂及销售公司也将按照当地政府的防疫

要求，有序复工复产。

(2)2月底青啤在全国的60多家制造工厂中，除湖

北3家外其余均已有序复工复产。

本公司产品销售也受到了较严重的影

响，在疫情影响较严重时期，餐饮、夜

场等消费渠道基本停滞，2020 年 1-2

月公司收入同比下降约 20%，利润同比

下降约 40%（未经审计）；2020 年 3-4

月份本公司海外订单和出口量受全球疫

情影响也出现大幅下滑。

餐饮60%：家庭自饮40%

（全年影响约10%）

燕京啤酒
(1)2月底燕京啤酒漓泉公司复工率已超过70%

(2)3月份公司产能已经恢复到了100%。

餐饮60%：家庭自饮40%

（全年影响约10%）

重庆啤酒

截至2月18日，公司旗下西昌、大竹林和澧县酒厂

已先后复产，宜宾、永州酒厂复产在即，此外公

司在重庆、四川和湖南的一线销售团队也已投入

工作。

餐饮70%：家庭自饮30%

（全年影响约10%-15%）

珠江啤酒
据广州国资委披露，3月19日珠江啤酒(含17家下

属企业)复工率99.27%，复产率达100%。

餐饮30%：家庭自饮70%

（全年影响约5%）

整体来看，疫情对整个国

内啤酒业影响最大的是2月

份，3月相对较好，4月份

将逐步恢复。

分渠道来看，预计餐饮市

场在4月逐步放开，5月恢

复正常；夜场渠道4月开放

进程相对较慢，完全恢复

时间会推迟。从全年销量

和利润影响来看，4、5月

影响会减少，下半年预计

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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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高端化趋势显著，期待结构性升级释放红利 

2.1 产品结构升级为盈利改善核心驱动力 

长期来看，啤酒行业结构升级趋势显著。分品类来看，高档啤酒销量占比持续

提升，其中低档啤酒销量占比从 2011年的 61.60%下滑至2018年的35.50%，

同期中档啤酒销量占比从 27.20%上升至 29.65%，高档啤酒销量占比从 11.20%

上升至 34.85%。分厂商来看，国内高端啤酒 CR5 市占率高达 78.4%，其中百

威市占率高居第一，达到 46.6%，青岛、华润市占率分别为 14.4%、11.0%，

分列第二、三位。百威高档产品储备丰富，主要大单品包括科罗娜、福佳、百

威铝罐、百威等，销量占比约 30%；青岛啤酒相比华润更早进入高端市场，高

档产品包括 IPA 精酿、鸿运当头、奥古特、皮尔森、经典 1903 等，销量占比

约 13%；华润虽然入局高端市场较晚，但与喜力强强联合后具备后发优势，主

要高档产品包括雪花脸谱、匠心酿造、马尔斯绿、雪花纯生、喜力等，销量占

比约 5%。 

图 15： 高档啤酒占比持续提升  图 16： 高档啤酒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GlobalData，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4. 华润、青岛、百威产品结构一览 

 

资料来源：渠道调研，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公司 主要产品结构 产品销量占比

主要高档及超高档产品：

雪花脸谱(14元/500ml)、匠心营造(10元/500ml)、马尔斯绿(10元/500ml)、

雪花纯生(8元/500ml)、勇闯天涯SuperX(8元/500ml)

5%

主要中档产品：

勇闯天涯(5元/500ml)
35%

主要低档产品：

雪花清爽(4元/500ml)、雪花冰酷(2.2元/330ml)
60%

主要高档及超高档产品：

IPA精酿(16.5元/330ml)、鸿运当头(15元/355ml)、奥古特(5.5元/330ml)、

皮尔森(6元/330ml)、青岛黑啤(8元/500ml)、青岛经典1903(8元/500ml)

主要中档产品：

青岛纯生(7元/500ml)、青岛经典(4.5元/500ml)

主要低档产品：

普崂(5元/500ml)、崂山清爽(4.5元/500ml)
50%

主要高档及超高档产品：

科罗娜(7.5元/330ml)、福佳(7.5元/330ml)、百威铝罐(12.5元/355ml)、

百威(8元/550ml)

30%

主要中档产品：

哈尔滨冰纯(5-8元/500ml)
20%

主要低档产品：

哈尔滨小麦王(4元/500ml)、哈尔滨冰爽(3.5元/500ml)、雪津啤酒(3元/500ml)
50%

华润啤酒

百威

青岛啤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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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主要啤酒厂商高端产品一览 

 

资料来源：京东旗舰店，川财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本土厂商未来应借鉴百威高端化成功路径，进一步提升在高端及超

高端啤酒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百威英博在中国市场高端化策略的成功，主要

有两大关键因素：丰富的高端品牌矩阵及大单品运营策略、分品牌精准渠道定

位及营销能力。 

百威英博品牌矩阵涵盖各价位带及啤酒类别，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百威英博的啤酒根据品质和价格可分为高端及超高端品牌、核心及核心+品牌、

实惠品牌三类，并通过设立高端公司专门负责高端产品的运营，战略资源聚焦

下高端大单品快速增长带动整体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年报显示 2017/2018 年

高端公司应收增速分别为 25.6%/18.3%，远高于整体 5.1%/4.8%的收入增速，

其中大单品科罗娜全球收入增速分别为 19.9%/17.6%，成为高端公司增长的

主要支撑。 

表格 6. 百威高端产品矩阵一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百威高端啤酒 优势定位 取得方式

福佳（精酿小麦） 中国最大的小麦及风味啤酒品类 2003 年从 Interbrew 收购中获得

Franziskaner（进口） 中国最大的德国进口啤酒品类 2003 年从 Interbrew 收购中获得

科罗娜（高端拉格） 中国最大的高端易饮拉格品类 2013 年从 Modelo 收购中获得

鹅岛（精酿艾尔） 中国最大的 IPA 品类 2016 年从鹅岛收购中获得

健力士（黑啤） 中国最大的黑啤品牌 2017 年从帝亚吉欧获得五年经销权

http://ipoipo.cn/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14/26 

图 17： 百威品牌矩阵涵盖各价位带及啤酒类别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18： 高端公司收入增速远高于百威英博整体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分品牌精准渠道定位及出色的营销能力，能够最大化品牌边际效应，持续扩

大高端市场占有率。在中国区域，百威英博在夜店、娱乐渠道占据优势，并

重点布局餐饮、电商渠道。国内啤酒消费场景以佐餐居多，百威英博利用哈

尔滨品牌主要拓展大众餐饮渠道，百威品牌拓展高档餐饮渠道。 

从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百威在高端渠道精心运营，通过建立扁平化销售网络进

一步贴近终端消费需求。1995 年百威在武汉设立公司正式开拓中国市场，逐

步深入了解中国市场；2004 年百威收购哈尔滨啤酒获得华北市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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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百威和英博合并从而确立了东南市场的优势地位；2011 年以来百威英

博启动核心城市战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香港 6 个核心城市

依靠百威英博高端品牌优势，通过大商渠道模式买断夜场、高端餐饮等终端；

2014 年百威英博进一步建立深度分销体系，聚力打造科罗娜、Stella、福佳三

大高端及超高端品牌；随着电商渠道崛起，百威英博建立以高端产品为主的直

销电商体系，2018 年以来整体延续高增长趋势。从阿里线上渠道市占率来看，

百威、科罗娜、福佳、哈尔滨销量合计市占率高达 37.31%，销售额合计市占

率 30.65%，电商渠道优势明显。 

公司通过精准营销将特定高端品牌与饮用场景绑定，其中百威品牌定位于家居

场合，科罗娜品牌定位海滩场合，用品牌理念、内容营销增强消费者粘性。由

于高端品牌的定位，百威消费费用投入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以确保品牌影响力的

领先地位，2018 年百威亚太和百威全球的销售费用率分别为 26.8%、25.3%，

显著高于青岛啤酒的 21.4%、华润啤酒的 17.2%。 

图 19： 渠道模式契合各类产品定位  图 20： 百威亚太销售费用率相对较高 

 

 

 

资料来源：百威官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1： 2019年阿里线上渠道销量市占率  图 22： 2019年阿里线上渠道销售额市占率 

 

 

 

资料来源：淘数据，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淘数据，川财证券研究所 

哈尔滨科罗娜

酒吧、西餐厅 KTV/舞厅、高档餐厅 传统渠道、大众餐厅

百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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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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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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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百威

雪花

科罗娜

福佳

燕京

重庆

其他

13.97%

12.22%

7.79%

5.46%

5.17%

3.40%1.40%0.15%

50.43%

青岛

百威

哈尔滨

科罗娜

福佳

雪花

燕京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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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酿啤酒持续扩容，打开高端新品类 

中国精酿啤酒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主要厂商纷纷布局精酿啤酒市场，未来发展

潜力巨大。对比来看，精酿啤酒主要采用艾尔工艺上层发酵，麦芽浓度高、风

味浓郁，在新鲜度和口味多样化上更胜一筹，成为高端啤酒市场的代表产品。

当前精酿啤酒在国内核心城市得到更多年轻人的青睐，需求旺盛带动精酿啤酒

市场持续扩容，精酿啤酒厂商从 2012年的 7家快速增加到 2018 年的 848家，

同期精酿啤酒销量从 56.7 万吨增加到 87.9 万吨。但对比美国精酿啤酒 13%

的销量占比，中国销量占比 2.4%的精酿啤酒市场仍处于快速成长期。当前主

要啤酒厂商也加快布局精酿啤酒市场，其中百威 2017 年先后收购精酿啤酒酒

吧开巴、精酿啤酒餐吧拳击猫；华润借助与喜力的联手，拿到了多个精酿品牌

资源；青岛推出 IPA 精酿、经典 1903。 

表格 7. 精酿啤酒与工业啤酒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23： 中国精酿啤酒销量持续提升  图 24： 对标美国，中国精酿啤酒提升空间较大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类别 精酿啤酒 工业啤酒

原料
主要原料：水、麦芽、啤酒花、酵母

不添加任何人工添加剂，常使用上等原料

主要原料：水、麦芽、啤酒花、酵母

常用大米、玉米和淀粉等低成本原料取代麦芽

口感 麦芽浓度高，风味浓郁 麦芽浓度低，口味清淡

发酵工艺

多为艾尔工艺，酵母在发酵罐顶端工作，浮

在酒液上方，发酵温度一般控制在10-20℃。

发酵罐通常较小，发酵结束后不进行过滤和

杀菌处理

多为拉格工艺，酵母在发酵罐底部工作，沉在

酒液下方，发酵温度一般控制在10℃以下，发

酵罐较大，发酵结束后通常采用过滤和巴氏杀

菌，增加啤酒的货架期

发酵时间 可长达2个月左右 一般为7天左右

保质期 保质期较短，几十天 保质期较长，普遍为1-2年

生产规模 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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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8. 主要啤酒厂商加紧布局精酿啤酒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川财证券研究所 

 

2.3 罐化率提升空间大，助力毛利率提升 

当前国内啤酒行业罐化率逐步提升，但对比海外成熟市场未来仍存在较大空间，

考虑到罐装啤酒整体毛利率更高，罐化率持续提升推动啤酒整体盈利能力同步

提升。具体来看，国内啤酒整体罐化率水平从 2004 年的 15%提升至 2018 年

的 26%。但对比海外成熟啤酒市场来看，日本罐化率接近 90%，欧美国家罐

化率约 70%，而全球平均罐化率也达到 50%，国内啤酒市场罐化率仍然存在

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罐装啤酒产品定价相对于瓶装啤

酒更具定价优势，产品毛利率更高，罐化率提升将显著推升啤酒行业整体的盈

利能力。 

图 25： 2004-2018年我国啤酒罐化率稳步提升  图 26： 对标成熟市场，未来罐化率提升空间仍大 

 

 

 

资料来源：Euromonitor，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川财证券研究所 

 

 

公司 布局精酿啤酒举措

百威英博

百威英博主打鹅岛IPA、312小麦艾尔和Honker艾尔三款精酿啤酒；

2017年百威旗下（ZX Ventures）先后收购比利时风味的精酿啤酒酒吧开巴、

上海精酿啤酒餐吧拳击猫（Boxing Cat）；

2018年在武汉设立先进的精酿啤酒酿造厂；

华润雪花 借助与喜力的联手，华润雪花拿到了多个精酿品牌资源；

青岛啤酒 推出IPA精酿啤酒和经典1903等

燕京啤酒 推出燕京八景精酿啤酒

珠江啤酒 全新研发IPA、皮尔森、红色艾尔、果汁啤酒等多款特色精酿啤酒

嘉士伯、重庆啤酒 2019年嘉士伯宣布入股精酿啤酒企业京A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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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36大中城市啤酒平均价格走势（瓶装 630ml和罐装 350ml）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川财证券研究所 

 

从啤酒成本构成来看，包装材料和酿酒原材料合计占比高达 74%，其中包装材

料占比约 50%，酿酒原材料占比约 24%（其中麦芽成本占比约 12%、大米 5%）。 

假设我国啤酒罐化率从当前的 26%提升至 50%的全球平均水平，啤酒吨成本

下降空间约 5%。我们从渠道调研了解到铝罐成本为 0.5 元/个、玻瓶成本为 0.8

元/个，且啤酒成本构成中包装物占比约 50%，假设未来罐化率若提升至 50%

的全球平均水平，啤酒吨成本的下降幅度约为 5%。此外，通过假定未来 5 年

吨价年涨幅在 2.0%-4.0%，吨成本年涨幅在 1.5%-3.0%，且罐化率提升至 50%

使得吨成本整体下降约 5%，中性假设下我们测算未来 5 年啤酒企业毛利率有

望达到 43%-47%。 

图 28： 青岛啤酒成本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50.4%

23.6%

18.3%

5.4%

1.0% 1.3%

包装材料

酿酒原材料

制造费用

人工成本

能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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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 罐化率提升对吨成本影响测算 

 

资料来源：渠道调研，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0. 未来 5年啤酒企业毛利率空间测算 

 

资料来源：渠道调研，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青啤股权激励释放活力，重啤资产注入延续品牌升级 

3.1 青岛啤酒：主品牌占比持续提升，股权激励释放活力 

青岛啤酒自 1993 年上市以来，根据上市后公司领导者经营战略的不同，大致

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外延扩张期（1993-2001）；2）内部整合期（2001-2012）；

3）品牌升级期（2012-2018）；4）战略高端期（2018 至今）。公司 2019 年实

现营业收入 279.84 亿元，同比增长 5.30%，实现归母净利润 18.52 亿元，同

比增长 30.23%。公司在经过 15-16 年的调整后盈利能力持续向好，2016-2019

年归母净利润 CAGR 高达 21%。 

图 29： 青岛啤酒历史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当前 悲观 中性 乐观

罐化率水平 26% 40% 50% 60%

吨成本变动幅度 -3.0% -5.2% -7.6%

悲观 中性 乐观

2.0% 3.0% 4.0%

1.5% 44.5% 47.2% 49.7%

3.0% 40.3% 43.1% 45.8%

吨价年涨幅
毛利率测算一览

吨成本年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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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啤较早布局高端啤酒，当前高端啤酒销量占比仅次于百威位居第二，未来通

过精耕细作有望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公司先后研发上市青岛纯生、青岛黑啤、

奥古特、鸿运当头、经典 1903、全麦白啤、皮尔森、青岛啤酒 IPA 等高端产

品，有力推动了产品结构优化和战略性新特产品布局。青岛主品牌整体稳中有

升，销量从 2011 年的 399 万吨小幅增加到 2019 年的 405 万吨，但同期高端

产品销量从 120万吨大幅增加到 185.6万吨，青岛主品牌高端产品占比从 2011

年的 30%提升到 2019 年的 46%。出厂均价方面，青岛主品牌均价从 2015 年

的 4117 元/吨增加到 2019 年的 4292 元/吨，崂山等其他品牌均价从 2015 年

的 2356 元/吨增加到 2019 年的 2559 元/吨，整体均价从 2015 年的 3220 元/

吨增加到 2019 年的 3431 元/吨。 

图 30： 主品牌青岛啤酒高端产品一览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31： 青岛主品牌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升  图 32： 青岛主品牌、崂山等其他品牌出厂均价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2013年
鸿运当头

中国超高端产品的代表

2015年

全麦白啤
中国白啤领导品牌

1998年
青岛纯生

中国纯生品类领导者

2009年
青岛黑啤/奥古特
国内首次上市的黑啤酒；
中国醇厚型啤酒品类的
高端品牌

2014年
青岛经典1903

中国醇厚型啤酒品类
的主导品牌

2016年
皮尔森

中国首款真正意义
上的皮尔森啤酒

2018年
青岛啤酒IPA
打造中国IPA品类
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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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核心指引为提升盈利能力，青啤竞争力有望不断提升。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超预期推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向不超过 660 名激励对

象授予 135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公司董事、高管 8 人共计授予股票 92 万

股；其他公司核心中层人员 652 人共计授予股票 1228 万股；此外预留股票 30

万股。根据公司业绩考核的主要目标，我们推算出 2020-2022 年净利润（处理

摊销后）分别不低于 18.64、21.13、23.61 亿元，考虑到公司 2019 年净利润

为 18.52 亿元，我们认为公司将大概率实现业绩考核目标，有望激活团队活力

和整体经营效率。 

表格 11.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3.2 重庆啤酒：嘉士伯资产注入开启，品牌升级趋势延续 

2013 年嘉士伯成为重啤控股股东后进入改革快车道，以“升级产品、夯实市

场、优化产能、提升效率、规范组织”为核心战略引领发展。期间公司营业收

入相对平稳，归母净利润从 2013 年的 1.59 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6.57 亿元，

年均复合增速高达 26.7%。分产品来看，重庆啤酒、山城啤酒分别定位中高端

及大众化，2014 年以来重庆啤酒快速替代山城啤酒，其中山城啤酒的销量从

2014 年的 73.68 万吨下降到 2019 年的 11.56 万吨，同期重庆啤酒从 10.12 万

吨增加到 54.68 万吨；此外，乐堡品牌自引进以来从 2014 年的 8.13 万吨增

加到 2019 年的 23.35 万吨，CAGR 高达 23.49%，嘉士伯销量相对稳定，2019

年销量为 1.62 万吨。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股)

获授权益占授予

总量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股本

的比例
1 黄克兴 董事长、党委书记 15 1.11% 0.01%

2 于竹明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11 0.81% 0.01%

3 王瑞永 执行董事、副总裁 11 0.81% 0.01%

4 蔡志伟 营销总裁 13 0.96% 0.01%

5 姜宗祥 副总裁、供应链总裁 11 0.81% 0.01%

6 徐楠
副总裁、制造总裁、
总酿酒师

11 0.81% 0.01%

7 王少波 副总裁 11 0.81% 0.01%

8 张瑞祥 董事会秘书 9 0.67% 0.01%

1,228.00 90.96% 0.91%

30 2.22% 0.02%

1,350.00 100.00% 1.00%

其他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骨
干人员（不超过652人）

预留部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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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重庆啤酒营收及同比增速  图 34： 重庆啤酒归母净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图 35： 2014-2019年公司各品牌销量情况  图 36： 公司中档酒占比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备注：高档品牌主要包括嘉士伯系列、乐堡纯生、重庆纯生，中档品牌主要包括乐堡及重庆国宾系列，低档品牌主要包括重庆 33、山城系

列（不含山城 1958） 

 

重啤与嘉士伯中国签署资产注入意向书，资源整合将延续产品高端化态势。

2020 年 3 月 27 日重啤与嘉士伯签署《谅解备忘录》，嘉士伯及其关联方拟将

体内核心的 16 家公司注入嘉酿啤酒，此次重组完成后重庆啤酒成为嘉士伯在

中国的核心运营主体。当前嘉士伯为国内第五大啤酒集团，旗下拥有重庆啤酒、

乌苏啤酒等国内品牌，以及嘉士伯、乐堡、凯旋 1664 等国际知名品牌。2019

年嘉士伯中国实现收入增长 19%（销量增长 8%，均价增长 10%），高端产品

销量增长 7%，其中凯旋 1664 白啤大幅增长 50%，乌苏、大理等区域品牌销

量分别增长 45%、11%。此次整合将有助于重啤借力嘉士伯中国的优势品牌渠

道资源以及区域市场运作经验，把握高端化机遇实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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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重庆啤酒股权结构一览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表格 12. 嘉士伯中国有五大业务单元 

 

资料来源：渠道调研，公司公告，川财证券研究所 

 

 

 

 

 

 

 

 

 

业务单元 发展历程 主要酒厂/产能 主要产品

重啤股份
2013年被嘉士伯收购，全国

十大啤酒公司之一。

共有14个生产基地，分布于重庆、四川、湖南

等地，产能约170万吨
重庆、山城、嘉士伯、乐堡等

嘉士伯新疆
2015年被嘉士伯收购，目前

新疆啤酒市占率80%以上。

5家酒厂：乌鲁木齐、乌苏、伊犁、库尔勒、

阿克苏，总产能近50万吨
乐堡、乌苏等

嘉士伯宁夏
2007年入主西夏啤酒，目前

销量稳居区内榜首
2007-2013年三次扩建，产能达30万千升。 k1664、乐堡、西夏X系列等

嘉士伯云南
2003收购，设有多家企业和

销售处，全面覆盖云南市场

大理酒厂(2016年2月投产一期50万吨；预计

2025年达到100万吨)

华狮酒厂(22万吨)

嘉士伯、乐堡、大理等

嘉士伯国际品牌

嘉士伯国际品牌分为嘉士伯

国际品牌和嘉士伯国际品牌

天目湖二大业务板块

天目湖酒厂(20万千升)、天岛酒厂(20万吨)、

惠州酒厂(10万吨)

K1664系列、格林堡系列、嘉士伯系列

、天目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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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啤酒行业先后经历市场扩容期、第一轮市场整合期、第二轮市场整合期，当前

已步入量稳价升的高端机遇期，行业已至高端化拐点。从投资角度来看，当前

高端啤酒仍处于持续扩容期，而头部厂商在高档啤酒领域具备品牌、渠道、产

品等先发优势，仍将呈现马太效应下的强者恒强，建议关注：青岛啤酒、重庆

啤酒。 

表格 13. 相关标的估值一览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股价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04 月 18 日（其中百威亚太、华润啤酒币种为港币，青岛啤酒、重庆啤酒、

燕京啤酒、珠江啤酒币种为人民币） 

 

 

 

 

 

 

 

 

 

 

 

 

 

日期  2020/04/18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E 21E 20E 21E 20E 21E

1876.HK 百威亚太 21.5 2847.3 0.62 0.78 34.7 27.6 16.4 14.3

0291.HK 华润啤酒 36.9 1197.1 0.93 1.27 39.7 29.1 19.6 15.4

600600.SH 青岛啤酒 46.6 582.4 1.47 1.73 31.7 26.9 17.5 15.1

600132.SH 重庆啤酒 51.3 248.3 1.17 1.32 43.8 38.8 30.8 27.9

000729.SZ 燕京啤酒 5.8 164.0 0.11 0.14 55.1 41.3 16.4 11.8

002461.SZ 珠江啤酒 6.5 143.2 0.24 0.27 27.4 24.4 21.6 18.7

38.7 31.3 20.4 17.2平均值

EPS EV/EBITDAPE股价

（元）

总市值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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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及居民收入波动风险 

食品饮料行业作为消费品的销售渠道，其表现由宏观经济与居民收入决定。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 

消费者对安全事件的敏感性较高，如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消费者对公司信

心将在短期内出现明显下滑，造成业绩不及预期。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食品饮料行业影响较大，若原材料价格短期内迅速增长，将

造成业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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