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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68）

2019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及13.10B條
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而作出。

2019年第三季度報告（未經審計，「季度報告」）是按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及依照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季度報告編制及披露的有關規定編制，已經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審議通過。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
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本公司第三季度報告。

1.3 本報告中，除內容特別指明外，貨幣皆為人民幣。

1.4 公司法定代表人黃克興、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于竹明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
侯秋燕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5 公司第三季度財務報告已經公司董事會審計與內控委員會審閱，但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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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
期末比

上年度末
增減（%）

總資產 36,578,469,070 34,075,265,005 7.3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9,903,675,667 17,970,471,086 10.76

年初至
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

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440,343,283 5,446,341,768 -18.47

年初至
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

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24,896,834,162 23,640,829,195 5.3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585,748,595 2,099,747,417 23.1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2,298,208,475 1,801,819,365 27.5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3.58 11.66 增加1.9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14 1.554 23.1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1.914 1.554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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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3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7-9月）

年初至報告
期末金額

(1-9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2,887,890 -24,836,674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
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
補助除外 131,247,396 444,547,714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 500,00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7,111,253 20,667,533

拆遷項目的職工安置支出 -4,571,000 -46,504,363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5,348,428 -21,557,868

所得稅影響額 -23,541,567 -85,276,222  

合計 102,009,764 287,5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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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33,414戶。其中：A股33,143戶，H股股東271名。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613,851,847 45.44 0 未知 境外法人
青島啤酒集團有限公司（「青啤集團」） 443,467,655 32.83 0 無 0 國有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08,915 2.42 0 無 0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0,704,100 2.27 0 無 0 境外法人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7,574,505 1.30 0 無 0 國有法人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0,517,500 0.78 0 無 0 國有法人
澳門金融管理局 — 自有資金 7,084,632 0.52 0 無 0 境外法人
香港金融管理局 — 自有資金 5,240,548 0.39 0 無 0 境外法人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東方紅睿澤 

三年定期開放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
基金

5,018,593 0.37 0 無 0 其他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4,278,046 0.32 0 無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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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613,851,847 境外上市外資股 613,851,847

青島啤酒集團有限公司 443,467,655 人民幣普通股 405,132,055

境外上市外資股 38,335,600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08,915 人民幣普通股 32,708,915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0,704,100 人民幣普通股 30,704,100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7,574,505 人民幣普通股 17,574,505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0,517,500 人民幣普通股 10,517,500

澳門金融管理局 — 自有資金 7,084,632 人民幣普通股 7,084,632

香港金融管理局 — 自有資金 5,240,548 人民幣普通股 5,240,548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東方紅
睿澤三年定期開放靈活配置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

5,018,593 人民幣普通股 5,018,593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4,278,046 人民幣普通股 4,278,046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
說明

1. 青啤集團持股數量包括了通過其自身以及全資附屬
公司香港鑫海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鑫海盛」）持有
的本公司H股股份合計38,335,600股，其本身持有
本公司A股股份405,132,05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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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
限公司均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股
份乃代表多個客戶所持有，並已扣除青啤集團及鑫
海盛持有的H股股份數量。而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
司持有的A股股份亦為代表其多個客戶持有。

3. 於報告期末，復星國際有限公司下屬五家實體合計
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212,728,236股，佔本公司總股
本約15.75%。復星國際有限公司下屬五家實體所持
股份是由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為持有。

除上所述，本公司並不知曉前十名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
聯關係或屬於一致行動人。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
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3 公司報告期內經營活動總體狀況

報告期內，本公司繼續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不斷加快創新驅動和產品結構優化升級。2019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累計實現啤酒銷量719.5萬千升，其中：主品牌「青島啤酒」實現銷量
353.1萬千升，同比增長3.1%；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249.0億元，同比增長5.31%；實現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25.9億元，同比增長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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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3適用 □不適用 

3.1.1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變動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資產負債表項目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減額 增減比例（%）

貨幣資金 16,645,320 12,535,737 4,109,583 32.78

應收賬款 209,096 110,706 98,390 88.87

其他應收款 89,018 297,785 -208,767 -70.11

存貨 1,727,873 2,651,225 -923,352 -34.83

其他流動資產 164,061 734,942 -570,881 -77.68

投資性房地產 37,155 27,933 9,222 33.02

在建工程 185,329 379,891 -194,562 -51.22

使用權資產 59,576 59,576

短期借款 472,943 296,156 176,787 59.69

其他應付款 3,096,223 2,113,507 982,716 46.50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9,978 420 19,558 4,653.12

租賃負債 34,223 34,223

長期應付款 369,001 222,324 146,677 65.97

(1) 貨幣資金

貨幣資金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2.78%，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流入所
致。

(2)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88.87%，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應收貨款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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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應收款

其他應收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70.11%，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執行《關於修訂印發2019年度
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將基於實際利率法計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由「其他應收款」
調整至「貨幣資金」所致。

(4) 存貨

存貨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34.83%，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庫存商品以及原材物料
減少所致。

(5) 其他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資產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77.68%，主要原因是報告期末預繳的企業所得稅減少，
以及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青島啤酒財務有限責任公司（「財務公司」）購買的國債逆回購到期減
少所致。

(6) 投資性房地產

投資性房地產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3.02%，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自用房產轉為
出租房產增加所致。

(7)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51.22%，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在建項目完工轉入
固定資產所致。

(8) 使用權資產

使用權資產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人民幣59,576千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執行《企業會計準
則第21號–租賃》，將可在租賃期內使用租賃資產的權利確認為使用權資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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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9.69%，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財務公司
同業拆入資金所致。

(10) 其他應付款

其他應付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6.50%，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待付費用增加所致。

(1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人民幣19,558千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執行
《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將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額中賬期在一年以內的付款額現值確
認為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所致。

(12) 租賃負債

租賃負債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人民幣34,223千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執行《企業會計準則
第21號–租賃》，將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額中賬期在一年以上的付款額現值確認為租賃負債
所致。

(13) 長期應付款

長期應付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65.97%，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收到政府搬遷補
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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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利潤表主要項目變動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利潤表項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信用減值損失 5,954 1,287 4,667 362.60

資產減值損失 -1,260 -58,511 57,251 97.85

資產處置收益 -24,837 34,998 -59,835 -170.97

營業外收入 23,433 5,546 17,887 322.49

(1) 信用減值損失

2019年1-9月信用減值損失同比增加362.60%，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個別單位收回已計提信
用減值損失的應收款項同比增加所致。

(2) 資產減值損失

2019年1-9月資產減值損失同比減少人民幣57,251千元，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計
提的固定資產減值損失同比減少所致。

(3) 資產處置收益

2019年1-9月資產處置損失同比增加170.97%，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處置固定資
產損失同比增加所致。

(4) 營業外收入

2019年1-9月營業外收入同比增加322.49%，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確認的與日常
經營無關的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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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現金流量表主要項目變動分析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現金流量表項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440,343 5,446,342 -1,005,999 -18.47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79,841 -814,768 1,094,609 134.35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568,447 -621,725 53,278 8.57

(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19年1-9月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同比增加134.35%，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本公司
之全資子公司財務公司購買理財產品支付的現金同比減少以及收回央行準備金所致。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3適用 □不適用

在本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時，原控股股東青島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青島市國
資委」）承諾將在股改完成後建議青島啤酒董事會制定並實施包括股權激勵在內的長期激勵計
劃。

2007年4月青啤集團通過無償劃轉成為公司控股股東後，承接了青島市國資委在公司股權分
置改革實施後所有需履行的義務和做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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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接公司控股股東青啤集團通知，為使公司管理層與股東、公司之間利益更
好的結合，並履行股改承諾及監管要求，青啤集團將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於2020年 

6月底前推進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層長期激勵計劃，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
議後實施。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
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3不適用

關於本公司截止2019年9月30日未經審計的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請見上海證
券交易所網頁 (http://www.sse.com.cn)和公司網頁（http://stock.tsingtao.com.cn）。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島
2019年10月28日

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

執行董事： 黃克興先生（董事長）、樊偉先生、于竹明先生、王瑞永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于增彪先生、賁聖林先生、蔣敏先生、姜省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