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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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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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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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9(2)及13.10B條及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本公告所載季度報告（未經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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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會議」）以通訊表決方式審議通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
報告。會議應參與表決董事9人，實際參與表決董事9人。

1.3 公司法定代表人孫明波、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于竹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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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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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7,036,843 27,364,866,537 4.8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5,590,057,739 14,020,559,043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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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855,800 5,337,293,725 -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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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6,501,188 24,192,662,711 6.3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179,491,491 2,164,897,716 0.6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983,812,958 1,759,591,001 12.74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4.57 16.09 減少1.5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13 1.602 0.6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1.613 1.602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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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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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169 -18,9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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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52,294 265,572,098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3,000,000 3,000,00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89,422 -543,244
所得稅影響額 -7,851,882 -46,378,453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447,641 -7,009,852
合計 37,777,180 195,67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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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至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的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27,033戶，其中：A股股東26,737戶，H股股東296戶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報告期內

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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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島啤酒集團有限公司 
（「青啤集團」） 267,300 413,067,555 30.58 0 無 0 國有法人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373,863,441 27.67 0 未知 境外法人
朝日集團控股株式會社 270,127,836 19.9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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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19L — FH002滬 14,483,469 1.07 0 未知 其他
高瓴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 HCM中國基金 9,326,142 0.69 0 未知 其他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託有限
公司 — 重陽對沖1號集合
資金信託計劃 8,557,779 0.63 0 未知 其他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興全趨勢投資混合型 
證券投資基金 7,083,738 0.52 0 未知 其他
耶魯大學 6,641,990 0.49 0 未知 其他
加拿大年金計劃投資委員會 

— 自有資金 6,621,798 0.4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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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島啤酒集團有限公司 413,067,555 人民幣普通股和
境外上市外資股

413,067,555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373,863,441 境外上市外資股 373,863,441

朝日集團控股株式會社 270,127,836 境外上市外資股 270,127,836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7,574,505 人民幣普通股 17,574,505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分紅 — 個人分紅 — 019L — 
FH002滬

14,483,469 人民幣普通股 14,483,469

高瓴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 
HCM中國基金

9,326,142 人民幣普通股 9,326,142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信託有限公
司 — 重陽對沖1號集合資金
信託計劃

8,557,779 人民幣普通股 8,557,779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興全
趨勢投資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7,083,738 人民幣普通股 7,083,738

耶魯大學 6,641,990 人民幣普通股 6,641,990
加拿大年金計劃投資委員會 — 
自有資金

6,621,798 人民幣普通股 6,62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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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H股股份7,944,000股，其自身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405,123,555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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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扣除青啤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持有
的H股股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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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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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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經濟增長放緩、中高端餐飲市場消費不振及區域市場氣候影響等不利形勢
（國內啤酒行業前三季度完成啤酒產量4,092萬千升，同比增長1.74%，數據來源：國家統計
局），公司積極開拓市場，在鞏固和加強傳統基地市場的同時，加快推進沿海等優勢市場的
發展，積極培育新興市場。公司通過多種渠道加大市場推廣力度，不斷優化完善銷售管理模
式，提升渠道運營能力，實現了啤酒銷量和市場份額的穩定增長。公司充分發揮「青島啤酒」
品牌和品質優勢，在主品牌發展的同時，培育發展「嶗山啤酒」為全國性第二品牌。以差異化
競爭戰略在國內中高端市場不斷取得新的增長。1至9月期間公司啤酒銷售累計實現銷量815
萬千升，同比增長8.23%；實現營業收入257.3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38%，實現歸屬於
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1.79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0.67%。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19.8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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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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票據 116,594 84,760 31,834 37.56
應收賬款 204,639 152,293 52,346 34.3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09 1,309 -1,000 -76.42
投資性房地產 14,703 7,925 6,778 85.53
在建工程 764,527 506,624 257,903 50.91
長期待攤費用 31,162 21,525 9,637 44.77
其他非流動資產 442,782 223,660 219,122 97.97
短期借款 331,862 101,080 230,782 228.32
預收賬款 515,775 980,498 -464,723 -47.40
應交稅費 524,001 332,033 191,968 57.82
應付股利 8,600 1,020 7,580 743.14
應付利息 3,072 1,203 1,869 155.34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604 1,797,167 -1,795,563 -99.91

(1) 應收票據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7.56%，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採用銀行承兌匯票結算貨
款方式比重增加所致。

(2) 應收賬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4.37%，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進入銷售旺季部分子公司
應收賬款餘額增加所致。

(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76.42%，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公司處置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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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性房地產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85.53%，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房產用於
出租所致。

(5) 在建工程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0.91%，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搬遷工廠在建項目增
加所致。

(6) 長期待攤費用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4.77%，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發生受益
期在一年以上的建築物裝飾裝修等費用增加所致。

(7) 其他非流動資產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97.97%，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搬遷工
廠在建項目增加導致預付工程款和設備採購款增加所致。

(8) 短期借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228.32%，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9) 預收賬款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47.40%，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預收酒款減少
所致。

(10) 應交稅費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7.82%，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銷量及銷售額增加使得應
交所得稅、應交消費稅增加所致。

(11) 應付股利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743.14%，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應付未付股
利增加所致。

(12) 應付利息報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55.34%，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部分子公司借款利息增
加所致。

(13)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報告期期末比期初減少99.91%，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公司發行
的分離交易可轉債到期償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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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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9月 2013年1-9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營業收入 25,736,501 24,192,663 1,543,838 6.38
營業成本 15,521,783 14,244,902 1,276,881 8.96
銷售費用 4,995,192 4,908,324 86,868 1.77
管理費用 947,762 962,579 -14,817 -1.54
財務費用 -269,766 -179,173 -90,593 -50.56
資產減值損失 -3,702 -7,334 3,632 49.52
投資收益 65,073 250,573 -185,500 -74.03
營業外支出 33,297 190,649 -157,352 -82.54

(1) 2014年1-9月營業收入同比增加6.38%，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公司主營產品銷量增加，
使得營業收入增加所致。

(2) 2014年1-9月營業成本同比增加8.96%，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主營產品銷量增加，使得
營業成本增加所致。

(3) 2014年1-9月財務費用同比減少50.56%，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 2014年1-9月資產減值損失同比增加49.52%，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收回前期已確認壞賬
的應收賬款減少所致。

(5) 2014年1-9月投資收益同比減少74.03%，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因與三得利合資項目本公
司之原全資子公司青島啤酒上海松江有限公司（已更名為「三得利青島啤酒（上海）有限公
司」）變更為本公司的聯營企業，其公允價值大於賬面價值產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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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4年1-9月營業外支出同比減少82.54%，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一子公司承擔員工安置
費用及部分子公司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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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9月 2013年1-9月 增減額 增減比例（%）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 4,171,856 5,337,294 -1,165,438 -21.84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 -1,317,569 -1,543,561 225,992 14.6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 -2,532,260 -784,865 -1,747,395 -222.64

(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同比減少21.84%，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購買商品接受勞務
支付現金同比增加所致。

(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同比增加14.64%，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支付其他與投資活
動有關現金同比減少所致。

(3)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同比減少222.64%，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償還債務所支付
的現金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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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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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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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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執行新會計準則對合併財務報表的影響

公司於2014年3月25日召開的第七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批准2013年度財務報告提前
執行以下五項新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 — 公允價值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30
號 — 財務報表列報》、《企業會計準則第9號 — 職工薪酬》、《企業會計準則第33號 — 合併
財務報表》、《企業會計準則第40號 — 合營安排》；於2014年8月28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會
第二次會議審議批准2014年半年度財務報告執行以下兩項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第2號 
— 長期股權投資》、《企業會計準則第41號 — 在其他主體中權益的披露》，執行上述新會計
準則對公司2014年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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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長期股權投資準則變動對於合併財務報告影響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013年

1月1日歸屬 2013年12月31日

被投資單位
交易基本

信息

於母公司
股東權益
（+/-）

長期股權
投資
（+/-）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

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權益（+/-）

其他權益性投資 -1,308,642 1,308,642
合計 — -1,308,642 1,308,642

關於本公司截止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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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30日

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執行董事： 孫明波先生（董事長）、黃克興先生、姜宏女士、于竹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杉浦康譽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學政先生、馬海濤先生、賁聖林先生、蔣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