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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7年开始的啤酒业关厂风潮之后，以华润啤

酒为首的中国啤酒业，恐再次掀起一波关厂行动。不

过，这一次的关厂行动更多与企业的“优化资源”策略相

连，除关停低端产能，增扩高端已成为这一策略的另一

手。这意味着，数年之后，中国啤酒业的高、低产能布局

可能更趋合理，寡头之间将更多在高端层面展开竞争。

华润再掀关厂潮，集中火力轰高端？
这一次的关厂行动，更多与企业的“优化资源”策略相连，除关停低端产能，
增扩高端已经成为这一策略的另一手。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一边是关停，另一边则是

针对高端产能的增扩。

2019年年报显示，华润啤

酒中高档啤酒销量同比增长

8.8%，啤酒整体平均售价同比

上升2.8%。尽管如此，与青岛

啤酒、百威亚太相比，华润无论

是在毛利率、净利润率还是在

加权ROE等几个主要盈利指

标方面均垫底，这表明华润在

高端化方面仍有待提升。

事实上，华润今年继续增

扩高端产能。今年7月相关讯

息显示，华润雪花啤酒（黑龙

江）有限公司新增12万听/小

时包装线项目正在推进，这个

标的3000多万元的项目计划

到明年1月竣工。

从2006年发展到现在的

华润雪花啤酒（黑龙江）有限公

司，设计产能为59万吨，现在

也启动了改造工程，计划增设

听装生产线。

2019年底，浙江省嘉兴市

人民政府与华润集团签约，达

成战略合作。华润雪花啤酒规

划3亿元左右扩建喜力啤酒嘉

善工厂，产能从目前的20万吨

扩建到30万吨，全面推动喜力

啤酒转型升级。

华润方面的说法是，未来

针对生产工厂的常态化关闭和

大工厂的专业化建设同步。用

侯孝海的话来说，就是“把该做

大的工厂做大，发挥集约化的

魅力”。

另一巨头青岛啤酒同样是

在关停剩余产能的情况下增扩

高端产能。

今年7月17日，青啤股份

在山东平度智慧产业示范园举

行了100万吨啤酒扩建项目的

竣工仪式。总占地面积808亩

的项目规划啤酒总产能高达

200万吨/年，被称为世界最大

的单体啤酒生产厂。

以华润啤酒、青岛啤酒为

首，其他企业也都有类似增扩

高端的动作。这意味着，未来

国内啤酒市场的竞争主场将从

中低端移师高端。

市场调查数据表明，中国

啤酒业高端化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2019年，国内啤酒高端化

率为16%，在品牌表现上，百

威、嘉士伯的高端产品占比最

高，重庆啤酒、青岛啤酒紧随其

后，而华润雪花由于总量大，低

端产品数量较多，故高端产品

占比最低。

华润持续增扩高端产能、

关停低端产能的动作，有可能

3～5年后改变这一竞争态势，

提升自身产品在高端领域的占

比。

增减之间
啤酒业竞争战场趋向高端

华润啤酒持续推进关厂

行动已满3年，未来3年将继

续推进关厂，至少长达6年的

行动，给企业和行业带来了哪

些影响？

裁量增效的成果已经体

现，这一点外界从华润啤酒财

报上能够看出。到 2019 年

底，雪花啤酒工厂数量剧减的

同时，产能利用率提高到

53%。当年的财报比之从前，

多个数据已经向好。

2019 年，华润啤酒综合

营业额为331亿元，同比增长

4%，利润增速达到54.9%，而

归 母 净 利 润 增 速 也 达 到

34.29%。增幅主要来源为除

收购喜力中国带来的贡献和

无企业年金计划拨备外，排在

最前面的两条原因分别是实

施产能优化导致固定资产减

值亏损减少，效率提升令成本

节省。

工厂关停不仅带来了产

能的优化，也连带起到了产品

覆盖率的优化集约。按照侯

孝海的说法，优化后，一个啤

酒厂就能覆盖一个省的市场。

这种标杆企业关停行动

带来的示范效应，或会让其他

企业继续采取类似行动。

实际上，我国啤酒业几大

巨头，这几年来一直在推进关

厂行动，而类似行动何时终

结？除了整体消费环境的变

化之外，企业自身的战略需求

以及竞品企业的决策，都可能

造成影响。

自2013年开始，国内消

费市场进入调整期，加上消费

习惯的变化，导致啤酒业销量

在2014年开始出现负增长。

以青岛啤酒为例，其在2015

年开始出现下滑，其他多个巨

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巨头

们之前在黄金发展期通过建

设、兼并打造的庞大产能，在

这一时期出现过剩现象，于是

巨头们纷纷采取关厂策略。

重庆啤酒率先开始，于

2015年关闭 5家工厂，2016

年至2018年每年关闭1家工

厂。百威在 2016 年～2017

年关停了8家工厂，嘉士伯在

2017年一年中就关闭并处理

了17家工厂，珠江啤酒也于

2017年3月关闭生产低端瓶

装啤酒的汕头工厂，2017年

以来，燕京啤酒也频发公告宣

布关停部分工厂。

从消费环境和消费趋向

来看，啤酒业产能仍有继续优

化的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啤

酒产量1714万千升，同比下

降9.5%。也就是说，除了对

关厂计划有明确宣示的华润

之外，其他一些啤酒企业仍会

继续推进关厂行动。

带动第二波关厂潮流？

从华润啤酒最新传来的

消息显示，这家国内啤酒业巨

头企业计划在未来3年内继

续关停9家工厂。此前，持续

数年的关厂计划，已经让华润

的啤酒工厂从高峰期的近

100家减少到70家左右，加上

此次酝酿中的关停计划，预计

到2023年，华润的啤酒工厂

将优化到60家左右。

传自华润啤酒的消息称，

其将在8月下旬的业绩公告

中对外明确本年度关厂计

划。未来平均每年将要关厂3

家，即使排除2020年，未来两

到三年的平均数也会达标。

也就是说，未来三年至少将关

厂9家。华润啤酒（控股）有

限公司CEO侯孝海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关厂行动是基于

“产能优化”的目的。他坦承，

华润啤酒方面工厂数量多、人

员多，但是产能效率低，这一

点在他参访欧美企业的时

候感受明显。“华润目前产

能效率低，所以需要产能优

化、组织再造、岗位优化。”

侯孝海直言，华润方面将对

标国际级啤酒企业，“我们如

果想在竞争当中取胜，就要把

参照物对标百威、喜力、嘉士

伯，我们希望将来超过他们。”

实际上，与华润啤酒关停

工厂动作相伴的，则是华润啤

酒方面的人员优化策略。其

将在未来3年内完成从5万多

人“优化”到最后只剩下2.8万

人的裁员目标。

华润啤酒的关厂动作始

于2017年，当年华润啤酒通

过关闭低效亏损工厂、集中分

散的产能，提高生产效率，工

厂总数由 2016 年的 96间减

少至2017年的91间，总产能

基本维持在2200万千升。

2018年到2019年，华润

啤酒继续采取关停动作，一共

关闭了 13 间生产啤酒的工

厂；到2019年底，华润啤酒工

厂减少到70家左右，年产能

约2050万吨，产能利用率提

高到53%。对于自身的关厂

“优化产能”行动，侯孝海评价

说，行业都在关厂，雪花啤酒

关厂不是最早的，但却是啤酒

行业最坚决、关得最多的。

对比 2018 年～2019 年

的关停数量，2020年开始每

年平均关停3家的数量算不

上很多，但是持续推进的决定

显示华润啤酒“优化产能”的

决心，也反映了相关行动“裁

量增效”的成果。

33年关年关99厂厂，，华润持续优化产能华润持续优化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