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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573                                       公司简称：惠泉啤酒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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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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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2016 年度拟作如下分配：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25,00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085 元（含税），共计向全体股

东派发股利 2,125,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本预案尚需提交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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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泉啤酒 600573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晓梅  

办公地址 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157号 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建设大街157号 

电话 0595-87396105 0595-87396105 

电子信箱 hqbeer@hqbeer.com hqbeer@hqb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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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啤酒。公司先后开发销售的主导产品有惠泉品牌的

纯生、精品、一麦、欧骑士和黑爵士等品种，包括瓶装、易拉罐装等包装形式和多种包

装规格，形成了惠泉啤酒丰富系列。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是大众型的惠泉一麦、突出麦

香特点的惠泉黑爵士和突出酒花香特点的惠泉欧骑士等，易拉罐为主要包装形式。公司

通过实施产品差异化、渠道差异化和细化管理，来吸引消费者，努力推动企业经济效益

良好发展。啤酒为快速消费品，其产销有着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情况第二、三季度是啤

酒的销售旺季。啤酒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与供给侧改革

进入新常态，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全行业正迈入产品、服务等的优化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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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186,276,104.06 1,179,594,194.14 0.57 1,181,245,693.20 

营业收入 617,578,980.23 751,548,181.38 -17.83 829,008,36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9,530.88 23,015,531.05 -92.70 32,451,53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96,043.66 10,885,062.49 -198.26 14,986,77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2,557,035.93 1,098,377,505.05 -0.53 1,085,361,97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30,680.01 48,182,013.12 -27.92 83,274,396.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2.11 减少1.96个百分点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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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57,037.95 182,360,713.63 208,865,914.00 100,095,3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82,096.06 1,726,590.24 17,012,345.55 1,022,69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659,583.52 -808,677.74 15,690,456.94 -5,918,239.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3,189.12 52,231,916.49 7,244,837.67 -28,879,263.2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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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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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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26,800 125,194,578 50.08   无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化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32,720 5,032,720 2.01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夏基金－广州农商银行－深圳市
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3,070,419 3,376,419 1.35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闫立辉 2,599,700 2,599,700 1.0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龙口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0,093 1,920,093 0.77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晓茜 1,820,000 1,820,000 0.7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7,626 1,547,626 0.62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6,785 1,436,785 0.57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黄贞蓉 1,000,000 1,000,000 0.4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善神州牧 5 号证券投资基金 

982,100 982,100 0.39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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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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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16 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秉承“诚实守信、团队至胜、追求卓越、

协作发展”的方针，实施差异化策略，通过产品差异化、渠道差异化和细化管理来吸引

消费者。但是市场竞争态势严峻，公司实际销售情况与目标存在差距。 

报告期主要工作如下： 

（1） 策略优化，拓展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对产品、渠道和终端进行梳理并实施策略优化。产品方面强化以易

拉罐产品为主导，在主要市场设臵品牌旗舰店，引导消费者进行体验接受公司产品。同

时针对易拉罐产品的销售跟进工作，改进考核指标与激励方案，促进和确保公司易拉罐

产品销量的提升。渠道方面是在做好市场规划、监管及品牌传播的前提下，建立与渠道

进行市场操作策略共同商议机制，将成熟市场及客户操作意愿强的区域的市场操作逐步

下沉至客户，由客户主导进行市场网络建设及渠道运营，形成了公司与渠道互相监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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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模式。终端方面是组建餐饮特战队伍，全面开发餐饮市场，设立劳动竞赛与人员激

励方案，实施直接管理并逐点考核，实现餐饮市场的进一步突破。 

（2） 贴近消费者，提升品牌力。 

报告期内，公司的品牌宣传注重亲民和年轻化。延续路演公关模式，借势各地民俗

节庆，以路演车巡演和社区活动为载体，深入各个重点市场进行品牌直面宣传，持续灌

输公司专注传统工艺酿造理念，形成消费口碑。同时，公司强化与各界合作伙伴的沟通

交流、联合互动，重点在福建省内泉州、福鼎、宁德、福清等地举办美食节等活动，找

准活动内容与品牌文化的契合点，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探索公司啤酒品牌扩大化传播

的有效途径。参与泉州市体育局、泉州晚报社举办的 2016 年泉州市全民健身千人自行

车骑行活动，联合风景区月亮湾，举办“黑爵士啤酒为 2016 年世界环球小姐月亮湾之

行喝彩”活动，通过一系列媒体传播，建立时尚健康和欢乐的品牌联想，从而提升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3） 持续创新，研发新品。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科研技术攻关与创新，突显产品差异化特性。在啤酒产品研发

方面，继续优化麦香特性，黑爵士啤酒产品，更突出麦香与酒体的柔顺；原浆系类啤酒，

使酒体更纯、更香。同时，公司顺应精酿啤酒发展趋势，开展精酿啤酒小型试验研究和

麦汁饮料、特性啤酒研究，拟定出工艺最佳方案，并在全公司开展精酿啤酒和特色啤酒

口味测试调研活动，对口感接受度进行验证，为今后大生产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在实施

多元研究方面，公司加大易拉罐纯净水的研发力度，更突出易拉罐装纯净水使用的安全

方便与健康的理念。该产品定位开车族群，面向酒店、会议和旅游景点等消费场所。其

水体甘甜，各项指标控制良好。 

（4） 质量优先，系统保证。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健全各项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质量奖

惩考核制度，确保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建立基于质量和风

险控制的采购管理系统和产品追溯信息系统，实现了产品质量信息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

市场销售的双向全程质量可追溯。加强供应商的质量管控，采取质量控制前移到供方的

做法，制定科学化的供应商的质量核查办法，用于供应商的现场核查，提升供应商的质

量保证能力。加强各种原辅材料、成品的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强化各种关键质量控制

点的数据采集，并利用科学的质量管理工具进行统计分析，提出质量改善计划。公司产

品的质量改善计划得到落实，产品整体新鲜度和外观质量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公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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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四合一”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促进了公司质

量管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5） 加上互联网，推进信息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信息化、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和探索互联网+发展之路。分别

从生产、产品、营销和管理四个维度识别出为实现战略所需具备的信息化环境下的可持

续竞争优势。上半年顺利通过两化融合现场评估审核和合规性检查，于 6 月获得“信息

化、工业化”两化融合评定证书。借助该管理体系的实施运行，公司全面梳理各信息管

理系统业务流程，进一步健全完善信息化管理程序，有助于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运

营风险和经营成本。7 月开始，公司跟进年轻消费者的个性消费需求，着手开发订单系

统和微信应用的公众平台，把惠泉啤酒加上互联网，拓展互联网的销售途径，以形成获

取可持续竞争优势所要求的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报告期内，公司 4.8 万听/时纯生

易拉罐包装线获泉州市“数字化车间”称号。公司获得省市县三级信息化、工业化融合

发展专项奖励。 

（6） 提升内控管理能力，展现企业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梳理调整现行的生产管理考核细则，以提质、降本、增效为目

标，将车间、部门的各项管理重点导向自主创新、管理改善和成本节约方面。加强与先

进企业的横向对比，分析落后指标和波动指标，促使车间主动采取针对性措施和开展各

种节能提速改造来挖潜降耗。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技术创新、合理化建议等活动，激发

员工的创新、创造热情，并与员工个人绩效挂钩，促使员工积极主动钻研技术研究业务，

工作更加扎实到位，工作绩效得到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通过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另有 8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4 项发明专利已初审合格，被认定为“泉州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称号。同时，公司持续优化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针对内部控制流程运行有效性开展测试

和补充测试活动，修订和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手册》和《内部风险控制手册》，加

大力度完善公司各项管理流程，特别针对存货管理环节、采购 PMS 管理环节、物资招

投标环节等加强管控，进一步确保公司内控制度的完善，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促进

企业健康发展。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757.90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041.33 万元，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67.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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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17,578,980.23 751,548,181.38 -17.83 

营业成本 409,678,077.95 491,866,023.47 -16.71 

销售费用 85,972,968.92 108,897,771.59 -21.05 

管理费用 58,976,733.56 65,440,178.62 -9.88 

财务费用 -351,437.40 -844,876.02 5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30,680.01 48,182,013.12 -27.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4,163.38 -1,267,534.31 1,079.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00,000.00 -10,000,000.00 25.00 

研发支出 8,530,567.59 5,977,400.00 42.71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①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啤酒 611,302,679.49 406,422,245.37 33.52 -17.35 -16.43 减少 0.73 个百分点 

其他 2,192,030.01 1,618,438.73 26.17 -22.79 -21.22 减少 1.4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啤酒 611,302,679.49 406,422,245.37 33.52 -17.35 -16.43 减少 0.73 个百分点 

其他 2,192,030.01 1,618,438.73 26.17 -22.79 -21.22 减少 1.4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福建省内 500,532,967.61 322,230,554.52 35.62 -14.41 -15.04 增加 0.47 个百分点 

福建省外 112,961,741.89 85,810,129.58 24.04 -28.35 -21.36 减少 6.75 个百分点 

 

②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千升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
上年增减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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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啤酒 23.47 23.477 0.2024 -16.10 -16.48 -22.15 

 

产销量情况说明：公司持续进行产品结构优化，重心向易拉罐产品倾斜。 

③ 成本分析表 

单位： 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啤酒                

原辅材料 82,443,902.98 20.20 102,287,320.17 20.94 -19.40 

包装材料 156,596,926.27 38.38 185,741,322.49 38.03 -15.69 

职工薪酬 47,008,989.90 11.52 53,064,822.26 10.87 -11.41 

制造费用 119,753,395.58 29.35 145,227,396.13 29.74 -17.54 

其他 废旧物资 2,237,469.37 0.54 2,054,473.53 0.42 8.91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
上年同期变
动比例(%) 

啤酒 

原辅材料 82,443,902.98 20.20 102,287,320.17 20.94 -19.40 

包装材料 156,596,926.27 38.38 185,741,322.49 38.03 -15.69 

职工薪酬 47,008,989.90 11.52 53,064,822.26 10.87 -11.41 

制造费用 119,753,395.58 29.35 145,227,396.13 29.74 -17.54 

其他 废旧物资 2,237,469.37 0.54 2,054,473.53 0.42 8.91 

 

④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8,566.8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3.96%；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

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2,513.63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39.13%；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

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2） 费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85,972,968.92  108,897,771.59  -21.05% 

管理费用 58,976,733.56  65,440,178.62  -9.88% 

财务费用 -351,437.40  -844,876.02  58.40% 

所得税费用 7,977,979.18  3,035,200.26  162.85% 

（1）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35.14 万元，较上期增加 58.40%，主要是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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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 797.80 万元，较上期增加 162.85%，主要是母公司弥补完亏

损，计提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情况表 

单位： 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8,530,567.59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0 

研发投入合计 8,530,567.59 

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38 

公司研发人员的数量 87 

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 3.56 
 

情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强化特性化口感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优化了酒花、特

种麦芽的使用，探索符合消费者口感需求的精酿啤酒研究。 

4） 现金流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30,680.01 48,182,013.12 -27.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4,163.38 -1,267,534.31 1,079.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00,000.00 -10,000,000.00 25.00 

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 1,241.42 万元，较上期增加 1,079.39%，

主要是公司处臵房产的预收款增加及固定资产投入减少所致。 

(2) 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315,393.44 690,810.89 -54.34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计提存货跌

价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094.30 78,804.71 -87.19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臵损

失减少所致。 

(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 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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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比例
（%） 

产的比例
（%） 

期期末变
动比例(%) 

应收账款 5,270,980.12 0.44   0.00 100.00 

主要是子公司抚州

公司销售货物未收

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4,100.00 0.01 1,224,644.59 0.10 -92.32 
主要是工程完工已

转固所致。 

预收账款 13,254,282.11 1.12 6,030,613.37 0.51 119.78 
主要是母公司预收

房款所致。 

应交税费 9,650,308.58 0.81 4,239,218.93 0.36 127.64 
主要是应交所得税

增加所致。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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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遵照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

会[2016]22 号），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总

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不产生影响。本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

22 号）的规定，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发生

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

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

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

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① 税金及附加  5,288,755.62 

② 管理费用   -5,288,755.62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受影响的项目 本期 上期 

期初净资产 -- - 

  其中：留存收益 -- - 

净利润 - - 

资本公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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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 - 

专项储备 - - 

期末净资产 - -- 

  其中：留存收益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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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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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本年度合并范围无变化。 

本集团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见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

的变更”、“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索引。 

 

 

 

                                           董事长：高振安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