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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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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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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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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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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32-85713831 0532-85713831 

办公地址 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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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0,504,793,818 37,312,383,547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06,992,289 19,171,583,034 4.8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64,496,900 3,818,068,111 30.03 

营业收入 15,678,991,336 16,550,665,464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4,983,102 1,630,516,036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2,751,828 1,444,985,680 12.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0 8.68 增加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73 1.207 13.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73 1.207 13.7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755户。其中：A股：31,487户，

H股 268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

法人 
45.44 613,865,867 0 未知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32.83 443,467,655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2.42 32,708,915 0 无 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1.30 17,574,50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

法人 
1.23 16,550,165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0.78 10,517,50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6,313,79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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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5 6,137,337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其他 0.40 5,444,457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其他 0.39 5,324,3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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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08,2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约 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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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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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一季度，国内餐饮终端销售基本停滞，第二季度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

国内啤酒市场逐渐恢复。上半年国内啤酒行业共实现啤酒产量 1,714 万千升，同比下降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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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上半年，公司坚定不移地实施董事会

制定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品牌引领、创新驱动、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结构优化、协调发展”

六大战略指引为引领，充分发挥青岛啤酒的品牌和品质优势，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开拓国内外市

场，加快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和营销创新，加快高附加值产品发展，完善终端管理体系，持续

提升终端掌控能力，实现了公司经营业务的逆势稳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产品销量 440.6

万千升，营业收入人民币 156.8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18.5 亿元，同比

增长 13.8%。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基地市场战略带建设，启动实施了青岛啤酒平度智慧产业示范园 100

万千升啤酒扩建项目、青岛啤酒厂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扩建升级项目等改扩建项目，着力打造规模

化、智能化生产基地，增强新旧动能转换驱动力，促进了企业发展转型升级。 

公司发挥覆盖全国主要市场的网络布局优势，加快营销创新和渠道创新，积极抢占线上、社

群、社区等新兴渠道，紧抓新形势下家庭式消费占比上升的市场机遇，将配送服务、产品推广下

沉社区，推进实施了“无接触配送”服务、百万社区大酬宾、百万社团大酬宾等适应新形势需要



的新渠道、新模式，扩大了市场销售。公司加大线上营销力度，借助“网上超市+官方旗舰店+授

权分销专营店+微信商城”的立体式电商渠道体系抢抓电商消费机遇，在行业内率先启动青岛啤酒

微信平台“分销员”计划以及“网红直播带货”，加大品牌传播与销售，适应了疫情背景下消费场景

多元化的营销新环境，有效推动了营销效率的提升，保持了在新产品、新渠道、现代渠道发展方

面的行业领先优势。国际市场方面，上半年受各国防疫管控措施的影响，消费渠道尤其是即饮渠

道关停或有限度开放，品牌营销活动无法正常开展，使欧美、日韩、澳洲等主要海外市场均受到

较大程度的冲击。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积极推进实施“青岛啤酒主品牌+崂山啤酒第二品牌”的品牌战略，通过

沉浸式全方位品牌推广模式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向听装酒和精酿产品为代表

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主品牌青岛啤酒共实现销量 209.1 万千升，其中“奥古特、

鸿运当头、经典 1903、纯生啤酒”等高端产品共实现销量 97.1 万千升，保持了在国内啤酒中高端

产品市场的竞争优势。 

上半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间，公司果断决策，适时推出了《青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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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了公司中长期

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了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公司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2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