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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75 元（含税）。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岛啤酒 600600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青岛啤酒 0016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瑞祥 孙晓航 

办公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35号青啤大厦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35号

青啤大厦 

电话 0532-85713831 0532-85713831 

电子信箱 secretary@tsingtao.com.cn secretary@tsingtao.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啤酒制造、销售以及与之相关的业务。目前公司在国内拥有 60 家全资和控股的

啤酒生产企业，及 2 家联营及合营啤酒生产企业，分布于全国 2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规模和

市场份额居国内啤酒行业领先地位。其生产的青岛啤酒为国际市场上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品牌，已



行销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41,514,185,835 37,312,383,547 11.26 34,075,265,005 

营业收入 27,759,710,926 27,983,760,363 -0.80 26,575,255,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01,323,556 1,852,103,376 18.86 1,422,199,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15,584,753 1,346,981,071 34.79 1,053,742,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621,960,515 19,171,583,034 7.57 17,970,471,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53,422,362 4,016,552,579 23.33 3,992,008,4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629 1.371 18.86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627 1.371 18.67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13 9.97 增加1.16个百分点 8.1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292,946,111 9,386,045,225 8,743,088,142 3,337,631,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7,178,217 1,317,804,885 1,123,028,406 -776,687,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61,265,005 1,161,486,823 1,054,811,568 -861,978,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19,328,210 4,345,168,690 949,498,081 -960,572,61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9,608 户。其中：A股

39,351 户，H股 257名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189 户。其中：A股

58,935 户，H股 254名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58,020 613,907,867 45 0 未知 未知 境外

法人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

司 

0 443,467,655 32.5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492,929 30,215,986 2.21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765,161 16,764,609 1.23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消费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017,495 1.03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0,517,500 0.77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4,655,587 5,345,126 0.39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5,000,000 0.37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沪 

  4,997,416 0.37 0 无 0 其他 

阿布达比投资局 1,544,966 4,433,538 0.32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青啤集团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自身以及全资附属公司

香港鑫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鑫海盛”）持有的本公

司 H股股份合计 38,335,600股，其本身持有本公司 A股股

份 405,132,055股。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并已扣除青啤集团及鑫海

盛持有的 H股股份数量。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 A

股股份亦为代表其多个客户持有。3.于报告期末,复星国际

有限公司下属五家实体合计持有本公司 H股股份

144,206,23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约 10.57%。复星国际有

限公司下属五家实体所持股份是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代为持有。除上所述，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国内啤酒行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销售面临了巨大困难和挑战，报告期内国内

啤酒行业共实现啤酒产量 3,411 万千升，同比下降 7.0%。（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年

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全部工业法人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带领广大员工不等不靠、迎难而上，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营发

展，坚定不移地全力推进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青岛啤酒的品牌和品质优势，多措并举

积极开拓国内外产品市场，同时积极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持续优化费用精细化管理体系，提升

促销费用有效性和营销效率，实现了利润的逆势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产品销量 782 万千

升，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77.6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2.0 亿元，同比

增长 18.9%。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消费市场产生的影响，公司快速应变，加快线上消费渠道拓展，推进实

施“无接触配送”服务，率先开发了啤酒行业全国“无接触配送数字地图”，实现线上销售与线下配

送完美接轨；公司并开展了线上百万社团和线下百万社区产品大酬宾活动，建立和完善“电商+

门店+厂家直销”的立体销售平台，开辟了疫情形势下全新的营销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实施“青岛啤酒主品牌+崂山啤酒第二品牌”的品牌战略，推进创新驱

动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沉浸式全方位品牌推广模式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以更高的品质，

更时尚、精美的包装以及更具国际化、互动性的品牌传播，成功实现品类升级。公司年内开发并

投放市场的青岛啤酒“百年之旅、琥珀拉格”等超高端新产品，实现了以“基础质量+特色质量”

向“魅力质量”的跃升突破，引领了超高端市场的消费潮流，极大地提升了公司产品形象和市场

竞争力。公司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通过打造新渠道、新场景推动高质量发展，已在全国布局 200

多家“TSINGTAO1903 青岛啤酒吧”，以高端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产品与消费者互动交流，不

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场景化、便捷化、高端化等多层次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主品牌青岛啤酒

共实现销量 387.9 万千升，其中“百年之旅、琥珀拉格、奥古特、鸿运当头、经典 1903、纯生啤酒”

等高端产品共实现销量 179.2 万千升，保持了在国内啤酒中高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引领了消

费结构升级新趋势下的高质量发展。 

 

公司加快数字化生产转型和智能制造以及工业互联网推进的步伐，加速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打造规模化、智能化生产基地中的集成应用，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并带动上下游

企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启动实施了青岛啤酒智慧产业示范园 100 万千升啤酒扩建项目、青

岛啤酒厂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等改扩建项目，青岛啤酒厂获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首家啤酒饮料行

业工业互联网“灯塔工厂”，提高了公司高端产品供应能力，促进企业发展转型升级。 

 



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间，公司董事会及时制订并推出公司上市后的首个《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并设定了颇具挑战性的未来业绩增长目标，极大的提振了广大员工和资本市场的信心，

报告期内公司市值实现大幅增长，为广大投资者创造了新的价值。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 2020 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范围的变

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