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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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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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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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次會議（「會議」）以書面議案會議方式審議通過本公司季度報
告。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8人，實際參加表決董事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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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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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78,389,188 41,514,185,835 3.5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1,699,240,410 20,621,960,515 5.22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465,865,133 619,328,210 298.15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營業收入 8,927,731,306 6,292,946,111 41.8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022,011,288 537,178,217 90.2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910,315,169 461,265,005 97.3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83 2.78 增加2.05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6 0.398 90.26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754 0.398 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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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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9,20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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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61,21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06,52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3,217,407

所得稅影響額 -28,859,018

合計 111,69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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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60戶。其中：A股62,306戶，H股25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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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915,667 45.00 0 未知 境外法人
青島啤酒集團有限公司（「青啤集團」） 443,467,655 32.51 0 無 0 國有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883,117 1.90 0 無 0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18,470,580 1.35 0 無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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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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10,517,500 0.77 0 無 0 國有法人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銀瑞信
文體產業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9,272,023 0.68 0 無 0 其他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7,520,682 0.55 0 無 0 其他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
達消費行業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5,375,127 0.39 0 無 0 其他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國
天惠精選成長混合型證券投資基
金（LOF）

5,100,000 0.37 0 無 0 其他

阿布達比投資局 5,089,782 0.37 0 無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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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915,667 境外上市外資股 613,91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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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83,117 人民幣普通股 25,883,117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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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18,470,580 人民幣普通股 18,47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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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銀瑞信文體產業股票型 

證券投資基金

9,272,023 人民幣普通股 9,272,023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05L — FH002滬

7,520,682 人民幣普通股 7,520,682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達消費行業股票型
證券投資基金

5,375,127 人民幣普通股 5,375,127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國天惠精選成長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LOF）

5,1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5,100,000

阿布達比投資局 5,089,782 人民幣普通股 5,08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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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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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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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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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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06,236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約
1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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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要分析

報告期內，本公司在董事會制定的高質量發展戰略指引下，以品牌為引領，增銷量、調
結構、拓渠道、控費提效，積極主動地開拓產品市場。公司全員發力推進「春耕行動」，
積極構建消費場景及沉浸式體驗模式，聚焦資源大力開拓線上線下渠道，不斷完善終端
市場佈局，多渠道滿足消費者多品種、便捷高效的消費需求。

公司充分發揮青島啤酒的品牌和品質優勢，積極推進創新驅動和產品結構優化升級，不
斷開發推出高質量的新特產品，加快向聽裝酒和精釀產品等高附加值產品的轉型升級，
報告期內青島啤酒主品牌銷量實現同比增長44%。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累計實現產品
銷量219萬千升，同比增長35%；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89.3億元，同比增長41.87%；實
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10.2億元，同比增長90.26%，實現了銷量、收
入和淨利潤的全面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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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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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變動原因

貨幣資金 12,349,342 18,466,881 -6,117,539 -33.13 報告期內本公司開展結構
性存款及金融同業存單業
務使得貨幣資金減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資產 7,931,834 1,888,863 6,042,971 319.93 報告期內本公司開展結構
性存款業務所致

應收票據 14,300 5,649 8,651 153.16 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收取
銀行承兌匯票增加所致

其他應收款 106,047 73,894 32,153 43.51 報告期末應收處置資產等
業務的款項增加所致

其他流動資產 2,653,995 552,410 2,101,585 380.44 報告期內本公司之全資子
公司青島啤酒財務有限責
任公司（以下簡稱「財務
公司」）開展金融同業存單
業務所致



— 8 —

資產負債表項目
本報告
期末

上年度
期末 增減額

增減比例
(%) 主要變動原因

其他非流動資產 102,930 57,673 45,257 78.47 報告期末部分子公司預付
工程及設備採購款增加所
致

應交稅費 1,054,849 548,027 506,822 92.48 報告期末應交所得稅、應
交消費稅增加所致

其他流動負債 145,209 296,066 -150,857 -50.95 報告期末部分子公司增值
稅待轉銷項稅額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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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 主要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8,927,731 6,292,946 2,634,785 41.87 報告期內因銷量增加及品
種結構優化使得當期營業
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營業成本 4,898,677 3,771,959 1,126,718 29.87 報告期內因銷量增加及品
種結構優化使得當期營業
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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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表項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 主要變動原因

稅金及附加 590,915 423,295 167,620 39.60 報告期內因銷量增加及品
種結構優化使得當期消費
稅等稅金及附加同比增加
所致

銷售費用 1,986,705 1,341,439 645,266 48.10 報告期內因銷量增加使得
物流費用相應增加，品牌
費用投入及職工薪酬增長
所致

管理費用 338,996 239,265 99,731 41.68 報告期內因實施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確認的股份支
付費用同比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74,351 -114,794 40,443 35.23 報告期內本公司開展結構
性存款業務，其收益計入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所致

投資收益 21,450 7,191 14,259 198.31 報告期內聯營公司利潤同
比增加，以及本公司之全
資子公司財務公司理財收
益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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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表項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 主要變動原因

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
50,747 14,438 36,309 251.48 報告期內本公司開展結構

性存款業務所致
信用減值損失 -638 -25 -613 -2,449.14 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對應

收款項計提信用減值損失
同比增加所致

資產處置收益 19,205 -2,367 21,572 911.25 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取得
處置土地使用權等長期資
產的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營業外收入 429 946 -517 -54.68 報告期內個別子公司確認
的與日常經營無關的收入
同比減少所致

營業外支出 122 22,789 -22,667 -99.46 同期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
任，用於抗擊新冠疫情對
外捐贈所致

所得稅費用 343,502 189,829 153,673 80.95 報告期內因利潤增加使得
所得稅費用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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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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 主要變動原因

經營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量 

淨額

2,465,865 619,328 1,846,537 298.15 報告期內因銷量增加及 

品種結構優化使得銷售 

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 

現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資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量 

淨額

-8,684,781 -640,226 -8,044,555 -1,256.52 報告期內本公司開展結構
性存款及金融同業存單業
務所致

籌資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量 

淨額

-77,980 390,478 -468,458 -119.97 報告期內本公司之全資子
公司財務公司償還同業 

拆入資金所致



— 12 —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3適用  □不適用

(1) 本公司於2021年3月22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2021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
2021年第一次臨時會議，分別審議通過了《關於向激勵對象授予預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
票的議案》，同意以2021年3月22日為授予日，向符合條件的35名激勵對象授予《青島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草案）》規定的預留部分30萬股A股限制
性股票，授予價格為21.18元╱股。截止本季度報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辦理完成預留部
分A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記程序。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23日、2021年4月
8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及2021年3月22日在披露易網站 (www.

hkexnews.hk)發佈的相關公告。

(2) 公司監事會於2021年4月9日收到公司第九屆監事會主席李鋼先生的書面辭職報告，因
其已屆法定退休年齡，申請辭去公司第九屆監事會主席、股東代表監事職務。公司於同
日召開第九屆監事會2021年第二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選舉郭秀章先生為本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的議案》，同意提名郭秀章先生為公司第九屆監事會股東代
表監事，任期自本公司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九屆監事會
任期屆滿為止。該議案尚須提交公司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

年4月10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及2021年4月9日在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發佈的相關公告。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3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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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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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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2日

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執行董事： 黃克興（董事長）、于竹明先生、王瑞永先生

非執行董事： 石琨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于增彪先生、肖耿先生、盛雷鳴先生、姜省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