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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啤酒与音乐、体育，似乎

有着天然的、不可割裂的链

接。在这个别样的夏季，无论

是青岛啤酒 1903 国潮罐的线

上首发，是燕京八景精酿系列

的开发，还是嘉士伯推出的

“利物浦冠军罐”的限量上市

和乐堡纯生的全新上市，以及

珠江啤酒推出的新品“97 纯

生”等等，我们会发现，在国潮

热的带动下，众啤酒厂家纷纷

推出了迎合市场需求且价格

带进一步上移的新品。

“行业要有好的盈利水

平，必然走规模化、差异化道

路。”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董

广阳表示，“做差异化、走高

端，给啤酒企业提供了高举高

打的机会和更广阔的盈利空

间，赋予了啤酒板块模式转变

及盈利空间提升的新机遇。”

看好啤酒板块看好啤酒板块，，高端化趋势仍延续高端化趋势仍延续
““行业要有好的盈利水平行业要有好的盈利水平，，必然要走规模化必然要走规模化、、差异化的道路差异化的道路。。””
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董广阳表示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董广阳表示，，““做差异化做差异化、、走高端走高端，，给啤酒企业提供了一个高举高打的机会给啤酒企业提供了一个高举高打的机会
以及更广阔的盈利空间以及更广阔的盈利空间，，赋予了啤酒板块模式转变及盈利空间提升的新机遇赋予了啤酒板块模式转变及盈利空间提升的新机遇。。””

中国酒业协会秘书长兼啤

酒分会理事长何勇提出，“如何

把疫情危机变成企业自我变革

升级的契机，需要企业做出战

略变革。”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林智平提出，疫

情之下，企业要把握市场发展

的机遇，从产品健康化（树立啤

酒在消费市场的健康地位、做

好啤酒品类的健康文化传播、

提前预知消费需求的转变）、渠

道数字化（电商成为业界渠道

变革的“希望所在”）、消费社区

化（个人享受型消费比例提高，

小型化、社区化、便利化的内容

营销，对啤酒品牌的重要性日

益加强）、品牌放大化（树立大

单品、大品牌概念，品牌企业要

通过社会责任感提升品牌形

象），进行精准施策。

2020年上半年，青啤大力

推进项目建设，新建枣庄100

万千升项目、扩建平度100万

千升项目，持续扩大产能；宣布

拟跨界布局饮料、威士忌、蒸馏

酒，并推出果味气泡水等新品，

加快调整产品结构；与海尔卡

奥斯达、美团点评、山东大学分

别就建设啤酒互联网平台、拓

展消费场景以及创新应用技术

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深化产业

协同。

越是在经济增长承压的当

下，越要把握好消费需求的新

风向，着眼行业未来的成长性，

做好产品、做好品牌、做好管

理。我们看到了诸多企业的创

新、努力。正如天风证券的分

析，“结构升级是未来啤酒行业

的主要趋势，行业价值将不断

增加，并看好龙头企业的后续

发力。”

新挑战，新机遇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

据，2020年6月，中国规模以

上啤酒企业产量 455.4 万千

升，同比增长7.6%，再次超市

场预期。2020年上半年，中

国规模以上啤酒企业累计产

量 1714.2 万千升，同比下降

9.5%，降幅相较于2020一季

度大幅收窄。多家机构看好

夏日啤酒消费，并看好啤酒板

块呈现出的成长性。

“我们认为，对未来的盈

利预期，啤酒吨价本身处于较

低的位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国内啤酒的吨价往往在

3000多元，而国外啤酒的吨

价可达5000元、6000元甚至

更高，吨价每提升1000元，毛

利润就能增加400多元。”董

广阳提出，“高端化的升级进

程往往会超出预期，从2009

到 2012年，不少白酒品牌单

品从几十元的价格上涨到百

元价格带。而在 2013 年、

2014年左右，在行业的调整

期，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

消费区域，一些白酒品牌的消

费价格并不是从100元逐渐

上升到200元，而是从百元价

格带直接跃升到 300 元以

上。”对于目前的高端市场，百

威、青啤、雪花、嘉士伯等品牌

不断在释放高端产品的销量，

董广阳认为，当前的“整个高

端市场并不是零和竞争，而是

整体扩容的竞争。”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

非常时期，难免出现“消费降

级、酒类消费下滑”的声音，但

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数据是对

这些“噪声”最有力的回击。

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

半年，从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

三的消费类别来看，全国居民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3097

元，全国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

出2464元，全国居民人均交

通通信支出1238元。其中，

交 通 通 信 消 费 同 比 下 降

10.7%，居住类消费同比上升

3.1%，相较而言，食品烟酒消

费数额涨幅最大，同比增长

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总体

比重为31.9%。这说明，美好

生活需要美酒相伴，美好生活

呼唤更多元化的酒种，满足人

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高品质消

费需求，从啤酒消费端来看，

高端啤酒仍有消费释放的空

间存在。

高端市场将持续放量

7月 16日，在 2020中国

啤酒产业年度峰会上，华润雪

花CEO侯孝海就表示，雪花

啤酒目前的主要销售终端是

非现饮和一些小餐厅、中档餐

厅，在高档餐厅、夜场的渗透

率不高，比青岛啤酒等品牌要

略低一些，“我们认为，在疫情

的影响下，对中档和低档产品

的影响比较大。”

从3月份至今，侯孝海马

不停蹄地奔波在一线市场的

路上，他已经走了16个省、65

个城市，他说，“雪花遍布全国

的网络较为优质，要把这次疫

情作为雪花啤酒决战高端的

重要机遇。”并称，“一开始就

确定了雪花要打一个翻身仗，

要彻底地促进我们业务的重

塑，能够在疫情期间获得追

赶、超越对手的机会。”

显然，侯孝海所说的业务

重塑，重点指的是产品结构的

升级。与喜力合作、对产品进

行提档升级，是今年雪花的一

个战略重点。而放眼整个啤

酒产业，正走在向高端化产品

升级的道路上。统计数据显

示，“高端啤酒年销售额增速

超过30%”，伴随着啤酒产业

的不断升级，高端化、多元化、

特色化、高附加值的啤酒逐渐

成为流行的消费品。

“虽然疫情仍面临诸多不

确定性，但是，产品的高端化

升级是一个发展趋势，疫情等

外力因素无法左右趋势性的

发展。”在董广阳看来，2012、

2013年国内出现人口“刘易

斯拐点”，消费进入到升级的

时代。经过2013～2017年，

白酒、啤酒的需求结构持续升

级，历经几年的调整，行业的

竞争模式得以改变。这期间，

重庆啤酒、雪花啤酒等纷纷关

掉了产品结构滞后的低端小

厂，应对结构升级，与此同时，

啤酒企业渐趋提升产品结构，

发力高端产品。

董广阳表示，从2017年

到2020年，啤酒行业历经了

低端产品销量的持续下降，中

高端产品销量的持续上涨，经

过三四年的修整期，接下来需

要做的是继续产品结构升级，

继续扩大产能走规模化经营

之路。

“疫情加速市场整合，龙

头将赢得更多消费者。”中国

啤酒行业仍在整合中，规模以

上酒企数量自2013年以后持

续下滑，预计此次疫情会加速

行业整合。最重要的变化是，

过去的整合模式一直是跑马

圈地扩产能，以价格和渠道扩

份额，而未来，总量不变甚至

下降，年轻一代更看重品牌和

个性化感受，龙头品牌和个性

化酒将赢得更多消费者。

疫情改变不了高端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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