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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6 月 19 日 ，重 庆 啤 酒

（600132）对外发布相关公告称，

通过重大资产购买、增资合资

公司暨关联交易，其大股东嘉

士伯拟进一步将体系外控股的

啤酒资产全部注入到重庆啤酒

中。

此前，雄踞国内啤酒市场

的其他几大巨头，如华润啤酒、

青岛啤酒、百威亚太都已通过

资本运作，实现了对资产暨生

产体系的整合。

这意味着，在消费市场剧

变的外部环境之下，啤酒巨头

们都完成了资本与运营体系的

梳理。下一步，是否在消费需

求与发展需求的牵引下，全力

推进高端化与抢占薄弱市场？

啤酒巨头加速整合，下一程比拼高端
在消费市场剧变的外部环境之下，啤酒巨头们都完成了资本与运营体系的梳理。下一步，
是否在消费需求与发展需求的牵引下，全力推进高端化与抢占薄弱市场？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进行资本腾挪的啤酒业四

大巨头，显然是为了在中国市场

聚合资源，同时全速发力高端。

进行资本整合的嘉士伯，显

然瞄准了高端市场。按照重庆

啤酒方面的说法，未来国际高端

品牌与核心区域市场中独特的

本地强势品牌进行互补，以不同

梯次的产品，满足消费者对产

品，尤其是新锐的高端产品的需

求。

实际上，在消费需求剧变的

当下，高端产品对生产企业贡献

了更高的增长率。据统计，

2013年至2018年，亚太地区啤

酒消费量中，高端及超高端组合

复合年增长率为7.9%，远高于

主流和特价啤酒的年复合增长

率。2018年至2023年，预计高

端和超高端组合的年复合增长

率为5.6%。

作为市场占比最高的几大

巨头，在完成了资本整合后，自

然不会放过高端发展机遇。实

际上，几大巨头已经早早开始发

展高端产品。

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百

威亚太在中国啤酒市场的高端

和超高端消费量占比由2013年

的40%上升为46.6%。青岛啤

酒2018年的高端和超高端消费

量占比为 14.4%，华润啤酒为

11%，嘉士伯方面则占据4.6%。

青岛啤酒高端产品布局较

早，2010年推出了奥古特、逸品

纯生，随后陆续推出新品黑啤、

鸿运当头、1903精酿等，2016

年推出皮尔森精酿、全麦白啤、

原浆桶啤等产品，2018年推出

IPA精酿，填补了中国IPA品类

上的空白。到了2019年，青岛

啤酒高端线占比已由2016年的

16.8%提升至23.1%。

华润雪花在2013年就推出

了“雪花脸谱”，零售价格在20

元左右。2018年 1月，华润雪

花首席执行官侯孝海表示，希望

用 3～5年，在行业的“最后一

战”中取得理想的成绩，占领有

力的“制高点”。到了当年8月，

华润正式与喜力形成股权置换

与整合。

2019年，华润啤酒先后推

出了“雪花马尔斯绿啤酒”和“黑

狮白啤”两款高端新产品，进一

步完善了中高端产品线，在整合

喜力品牌后，预计其在高端方面

将有进一步的动作。

嘉士伯在中国大力推广凯

旋1664和乐堡，百威英博更是

通过收购中国知名的精酿品牌

拳击猫来布局高端。

业界认为，目前，百威在国

内高端市场占有一定优势，而青

岛啤酒、华润啤酒、嘉士伯方面

则通过资本整合，理顺了生产体

系与运营体系，这意味着几大巨

头在高端层面的竞争将更为激

烈。

全速进入高端化时代

按照重庆啤酒对外公布的

预案，本次交易涵盖三大部分，

一是重庆嘉酿的股权转让；二是

重庆嘉酿的增资，增资完成后，

重庆啤酒持有不少于重庆嘉酿

51.42%的股权；三是重庆嘉酿

受让嘉士伯啤酒厂旗下的新疆

啤酒100%股权、宁夏西夏嘉酿

70%的股权。

据悉，嘉士伯这一套动作，

共涉及11家控股的啤酒厂。

6月30日，《华夏酒报》记者

通过“天眼查”发现，“重庆嘉酿

啤酒有限公司”股权构成中，重

庆 啤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占 股

51.42%，“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

限公司”则占比48.58%。这表

明，已经完成了之前的股权转让

和增资目标。

啤酒专家方刚认为，此前其

他巨头已经完成整合，而嘉士伯

在中国的资产分布则相对比较

凌乱。这次将其他资产打包注

入重庆啤酒，则意味着嘉士伯继

青岛、华润、百威之后，完成了大

整合。

其他几大巨头的资本整合

动作，起始于3年前。

2017年12月，青岛啤酒发

布公告，公司第二大股东朝日集

团已与复星集团分别签署股份

购买协议，拟将其所持公司2.43

亿股H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9%）转让给复星集团，总作

价约为港币66.17亿元，相等于

每股H股约港币27.22元。

此外，朝日集团与青啤集团

及其子公司鑫海盛签署股份购

买协议，拟将其手中持有的青岛

啤酒1.99%的股份，作价7.35亿

港币（约6.18亿元）转让给鑫海

盛。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表

示：“青岛啤酒是中国领先的啤

酒企业，也是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的中国驰名品牌，复星非常荣幸

成为青岛啤酒的股东并愿意成

为战略合作伙伴。”

2018年 8月，华润啤酒与

喜力啤酒启动换股合作，将以

243.5亿港元对价向喜力配售新

股，占扩股后总股本的 40%。

喜力则向华润啤酒转让中国（包

含港澳地区）现有业务，并向华

润啤酒授予喜力在中国的独家

商标使用权。简单来说，就是华

润用40%的股份对价收购了喜

力的中国业务。同时，华润集团

旗下的华润创业还斥资4.64亿

欧元收购喜力集团 0.9%的股

权。通过合作，华润啤酒旗下的

华润雪花业务与喜力在中国的

三家酒厂进行了整合。

在中国内地高端啤酒市场

占优的百威，2019年10月选择

分拆其亚太业务赴中国香港地

区上市。对于百威而言，上市不

仅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还可以

进一步深耕高端啤酒市场。

巨头齐聚资本市场

从资本整合到高端化，

几大巨头同时推进的，还有

对于市场进一步占领的策

略。

尽管几大巨头早年通过

并购都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

的广泛布局，但是以优势市

场而论，实际上各有侧重。

譬如华润啤酒在四川、辽宁

和安徽等市场占有率均达到

60%以上；青岛啤酒的阵地

则是以山东、陕西为主的北

方市场；百威通过布局占领

了黑龙江和福建；燕京则依

托北京、内蒙，势力达于广

西；嘉士伯号称“西南王”，主

要根据地在重庆，此外在新

疆、宁夏、云南等地也有布

局。

这一次嘉士伯与重庆啤

酒方面的资本整合，背后就

有地域资产配置问题。这次

注入重庆啤酒的资产，包括

11家啤酒厂，广泛分布于新

疆、宁夏、云南、华东地区。

重庆啤酒方面在公告中

表示，未来将实现国际高端

品牌与核心区域市场中独特

的本地强势品牌互补。实际

上，外界认为，嘉士伯此举有

着借助重啤这个本土化品牌

平台，推进在中国市场高端

化与全国化的图谋。作为全

球第三大啤酒生产制造商，

嘉士伯在中国却排名靠后，

而在中国的优势市场，也主

要集中在西南地区。通过整

合新疆、宁夏、云南、华东的

生产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对

这些区域市场的运作。

方刚表示，嘉士伯对中

国市场仍然寄予厚望，它不

会甘心只做“西南王”，而是

要进一步渗透全国市场，这

一次的整合动作，显然也有

着这方面的考量。

与重庆啤酒相比较，青

岛啤酒的地域因素同样明

显。青啤的强势市场位于山

东和陕西（汉斯啤酒），此外，

在海南、上海、广东、河北、江

苏、福建等市场也拥有相当

份额。青啤在山东、陕西一

带具备主导地位，在山东省

内市占率超75%，在陕西当

地市占率超60%。

青岛啤酒 2018 年开始

推进“一纵两横一圈”，同样

是在强调稳固重点优势市场

的同时，提升高端化对其他

地区市场的渗透能力。

业界认为，在完成资本

整合与高端化的同时，下一

步几大巨头间，将致力于区

域策略，强化薄弱地区，求得

高端产品与空白市场的同步

发展。

高端化与区域布局
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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