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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大啤酒集团行业集中度达75%

啤酒业正告别微利时代

□本报记者 王锦

“当前啤酒产品的市场议价能力已得到显

著提升，未来几年，啤酒业的微利时代将逐步远

去。” 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兼啤酒分会秘书长

何勇4月23日在中国啤酒业年度峰会上表示。

行业格局趋稳

何勇指出， 国内啤酒行业的规模化扩张之

路已接近尾声，目前的可购资源、市场空间和投

入成本等客观原因，均制约了企业的主观预想，

中短期之内破局的可能性极低。

据介绍，2013年，华润雪花、青岛啤酒、百威

英博、 燕京啤酒和嘉士伯等五大啤酒集团占全

国总产量的75%，突破80%指日可待。

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啤酒产量为5061.5

万吨， 同比增长4.6%。 其中， 华润雪花销量

1172.2万吨，市场占有率为23.15%；青岛啤酒产

销量为870万吨，市场份额17.19%；百威英博产

销量为655.23万吨，市场份额为14.1%。

规模扩张曾是国内啤酒行业一直以来的

发展模式，其中常用的方式包括新建、改扩建

和并购。 过去几年，并购也成为啤酒行业的扩

张关键词。

华润雪花营销中心总经理曾申平4月23日

表示， 成功的收购和整合支持了雪花的快速发

展，也促成了去年“双千万吨” 的成绩，收购的

所有工厂约占去年雪花销量的35%。 “不过，收

购没有带来全部销量， 去年销量中65%是收购

后创造的。 ” 2013年华润雪花以1172万吨的年

销量继续稳居行业销量第一， 而雪花品牌也以

1062万吨的销量成为首个销量超千万吨的啤酒

品牌。

数据还显示，2013年啤酒行业新增产能

230万千升，创下近几年新低，显示出投资趋于

理性。 何勇表示，啤酒行业格局渐趋稳定，已经

进入大集团之间的竞争。

中高端提升盈利水平

何勇还认为，我国啤酒市场日趋饱和，啤酒

消费将迎来多元化升级， 进而促进啤酒产品结

构转变。“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对中高端啤酒产

品的需求将增大。 ”

这从进口啤酒的大幅增长上也可见一斑。

去年进口啤酒18.2万千升， 同比大幅上升

65.6%。 国内包括华润雪花、青岛啤酒在内的啤

酒企业也都加速产品升级，进入中高端市场。

青岛啤酒董事长孙明波表示， 中高端市场

增长较快，啤酒企业纷纷推出中高端产品，以产

品升级顺应消费升级趋势。

何勇指出，当前大部分省份啤酒售价和利

润出现提高， 显示出啤酒产品的市场议价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 今后，随着啤酒产品盈利水

平的提升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类似情况可

能会进一步放大， 啤酒业的微利时代将逐步

远去。

此前也有分析师认为， 啤酒企业逐步进入

“要利润” 阶段，利润提升的重要依托点就是产

品结构升级。 长期来看，啤酒企业净利率提升将

是趋势。

港口煤价走平

煤企静待两巨头下月调价政策

□本报记者 王小伟

4月23日最新发布的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

煤的综合平均价格报收于532元/吨， 与前一报

告期持平。

虽然自3月下旬开始，港口煤价出现较为

明显的止跌回暖迹象，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业内获悉， 一众煤炭企业仍对未来煤价走势

心存忐忑， 现在煤企最想知道的就是神华和

中煤两大巨头下月的煤炭优惠政策。 业内分

析认为，由于大型煤企一季度销量并不理想，

倘若优惠促销持续， 煤炭价格底部徘徊的节

奏也将保持。

价格走平

本期发热量5500大卡/千克动力煤在秦皇

岛港、曹妃甸港、国投京唐港、京唐港、天津港和

黄骅港的主流成交价格分别报收525―535元/

吨、525―535元/吨、535―545元/吨、530―540

元/吨、530―540元/吨和530―540元/吨。 其

中， 国投京唐港和天津港的交易价格区间比前

一个报告期上涨了5元/吨； 黄骅港的交易价格

区间比前一个报告期下降了5元/吨； 其他三港

的交易价格区间与前一个报告期持平。

从对环渤海六个港口交易价格的采集计算

结果看，本报告期，24个港口规格品中，价格持平

的港口规格品数量由前一期的17个增加到18个；

价格上涨的港口规格品数量由前一期的5个减少

到3个；价格下降的港口规格品数量由前一期的2

个增加到3个。

业内人士表示， 价格持平的港口规格品数

量略有增加， 价格上涨和下降的港口规格品数

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数量相当， 表明该地区

各品种动力煤价格走势相对平稳。

后市难乐观

虽然港口煤价的走平令煤炭企业暂时松了

一口气， 但是多位业内人士都对煤价后市不乐

观。不少煤炭企业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

他们都在期待神华和中煤两大巨头即将出炉的

5月份优惠政策，倘若大型煤企取消优惠，将为

小型煤炭企业带来福音。

“但是从目前迹象看，由于大型企业一季度

销售状况很差，为了完成销售目标，优惠政策通

常会不变。” 卓创资讯煤炭行业分析师刘冬娜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即使优惠政策取消，也

会是试探性的，不会一次性完全取消。 ”

此外， 大秦铁路将于4月30日检修完毕，由

此导致的港口煤炭价格库存减少也将消失。 而

随着夏天的到来，水电出力的增加，也令火电企

业不敢积累更多煤炭库存。 “整体来看，煤价后

市上涨的动力非常微弱。 ” 刘冬娜分析说。

湖南

公共服务推金融IC卡

湖南省政府网站印发《湖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动金融IC卡在我省公共服务领域

应用的通知》。通知提出，到“十二五”末，在全

省范围内形成增量发行的银行卡以金融IC卡

为主的应用局面；以金融IC卡为载体，加载多

种行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应用功能， 实现中国金

融集成电路卡规范与各行业应用标准的对接；

实现金融IC卡全省通用并与全国互通对接。

湖南将采取“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统一标

准、互利共赢” 的原则推动金融IC卡在公共服

务领域的应用。政府推动方面，各级各有关部门

负责公共资源的整合，将行业应用纳入金融IC

卡的应用范围，扩大金融IC卡在公共服务领域

的应用面。市场运作方面，在充分尊重现有市场

格局、主体与产品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打

破行业进入壁垒， 促进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和企

业公平竞争。统一标准方面，将统一公共服务标

准，建立公共服务应用平台，实现公共服务、金

融服务、支付服务、行业服务标准的相互通用和

有效对接。

作为主要任务，湖南将以“数字湖南” 为

依托，以公共交通应用为突破口，统一平台、统

一标准、 建设湖南金融IC卡公共服务应用品

牌，逐步融入更多社会和民生领域，实现全省

居民生活出行通、居家通、保障通、理财通、商

务通。 (李香才)

湖北

出台碳排放权交易办法

湖北省政府网站日前印发《湖北省碳排放

权管理和交易暂行办法》，自6月1日起施行。办

法指出，对湖北行政区域内年综合能源消费量6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实行碳排放配额

管理。 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的企业应当依照办

法的规定履行碳排放控制义务， 参与碳排放权

交易。

总量设定是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的基础性

工作。 办法指出，在碳排放约束性目标范围内，

主管部门根据本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等

因素设定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 制定碳排放配

额分配方案，并报省政府审定。碳排放配额总量

包括企业年度碳排放初始配额、 企业新增预留

配额和政府预留配额。 政府预留配额一般不超

过碳排放配额总量的10%， 主要用于市场调控

和价格发现。 (李香才)

上半年

交通运输运行稳中偏缓

交通部4月23日发布2014年一季度交通运

输经济运行情况，一季度铁路公路投资增势良

好， 客运货运增长速度相较去年有所下降，港

口内贸增速放缓，外贸进口增长较快。 预计二

季度全社会货运量增速或将继续处于寻底阶

段，上半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望继续保

持高位。

具体来看，一季度，铁路、公路、水路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2783亿元，同比增长11.4%。 其中，

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13亿元，增长6.4%；公

路建设完成投资1842亿元，主要是续建项目较

多，实现17.2%的快速增长；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213亿元，下降7.4%。 中西部地区交通建设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共完成投资1382亿元。

客运增速缓中趋稳， 高端出行增长迅速，

全社会客运量（铁路、公路、水路）同比增长

4.8%， 较去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 降幅收

窄，有一定企稳迹象；货运需求稳中偏弱，一季

度全社会货运量、 货物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7.4%和4.6%， 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1.6个、1.9

个百分点；港口内贸增速放缓，外贸进口增长

较快， 一季度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26.2亿吨，同比增长5.2%，增速较去年同期回

落4.9个百分点。

报告预计， 上半年交通运输行业运行稳

中偏缓，但仍将处于预期的合理区间。全社会

客运量增速将保持在5%左右。 受经济增速

“换挡” 等因素影响，二季度全社会货运量增

速或将继续处于寻底阶段， 预计上半年增长

7%左右。 港口货物吞吐量将保持5%左右的

平稳增长。 今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并明确加快中西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望继续保持

高位。 (欧阳春香)

特斯拉牵手汉能

建北京充电站网络

在4月22日完成交车仪式的同时， 特斯拉

宣布北京的第一个超级充电站正式落成。 据了

解， 特斯拉北京的充电站网络合作方包括了汉

能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

特斯拉CEO马斯克表示，这并不是一个独

立的项目， 特斯拉未来将会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来帮助实现网络建设， 未来还会持续在中国投

入超级充电站建设，尽快扩大网络。

资料显示， 汉能太阳能是香港联交所主板

上市公司，2013年1月更名为汉能太阳能集团

有限公司。 汉能太阳能提供经过验证的大规模

薄膜太阳能电池整线生产系统及综合解决方

案， 是世界级薄膜太阳能光伏组件生产设备及

整线综合方案的供应商。 公司正积极开发下游

业务， 大规模迈进全球太阳能发电及光伏应用

市场。 (刘兴龙)

政策力促新疆奶源优势释放

兵团乳业将向蒙牛伊利看齐

□本报记者 周浙玲

种种迹象表明， 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兵团乳业也许真的会出现一个蒙牛或者伊利。

一方面，兵团乳业今年频频面临政策窗口

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企改革已经启动、5月

召开央企产业援疆工作会议、6月第二次中央

新疆工作座谈会举行、9月第四届中国-亚欧博

览会开幕。

另一方面， 去年5月取得婴幼儿配方乳粉

生产许可证的西部牧业、重组已完成半年的天

润乳业， 已经将走出新疆作为今年工作重点，

与资深营销公司深度合作，积极在内地市场推

广产品并寻求并购机会。

奶源优势进一步凸显

新疆是禀赋优异的奶源基地，具备发展乳

业所需的得天独厚条件。 新疆天然草原面积辽

阔，可利用草场面积7200万亩，占新疆国土总

面积的34.4%，居全国第三位；新疆光热资源丰

富、人口稀少、流动性少，不易发生疫病，易于

防疫；新疆幅员辽阔，土地成本低，可承载现代

化养殖小区的空间远比内地广阔；新疆养殖成

本低廉， 与内地相比饲草料价格低10%左右，

合计每头牛每年养殖成本比内地低1800－

2000元。算下来，虽然新疆远离内地市场，但乳

品、肉品运输到内地，其养殖成本优势完全可

以与运费相抵消。

事实上， 目前新疆已经成为全国乳业的

后备奶源基地，旺旺、伊利等乳制品企业直接

落户新疆， 将生鲜乳加工成大包奶粉运送到

全国各地加工，以西部牧业、天润乳业为代表

的本地企业一直兼顾内地市场， 既生产液态

奶和酸奶， 也生产乳粉供应给全国各地的乳

制品生产商。

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业 “十二

五” 期倍增工程建设规划》的推动下，新疆

的奶源优势还在进一步加强。 根据倍增规

划，兵团畜牧业“十二五” 期间投资总匡算为

62.91亿元，其中，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工程投

资匡算为15亿元， 饲草料保障体系投资总匡

算为0.88亿元，到2015年，兵团畜牧业产值要

达到140亿元。 为了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倍增

规划提出，奶牛养殖以农一、四、六、七、八、

十二师为重点，支持建设10个存栏3000头以

上、平均单产7吨以上的规模化奶牛场，50个

存栏1000头、 平均单产7吨以上的规模化奶

牛场，140个存栏500头、平均单产7吨以上的

规模化奶牛场。

疆内一上市公司高管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规划之类的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空头文

件，但在兵团，一切都会被高强度执行，2015年

实现倍增规划是个实实在在的目标。 ”

未来几年内，新疆奶源将进一步集中。 据

了解，兵团乳业集团目前已完成多家团场现代

化牛场的收购工作， 计划2015年存栏量达3万

头。 届时，天润乳业计划通过资本运作收购兵

团乳业集团奶源，“至少控股” 。 而西部牧业控

股股东兵团农八师今年将拿出1.6亿元支持西

部牧业发展， 尤其是奶源基地建设方面的扩

张。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农八师的大力支持，今

年西部牧业奶源扩张速度前所未有，早前公司

已公告要新建合计2.1万头的规模化牛场。

制度束缚正在解除

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刘贤侠

回忆道：“蒙牛1999年组建时， 我们几个搞

奶牛养殖研究的朋友断定蒙牛和伊利要倒

一个，结果一个都没倒，这说明（内蒙古）政

府政策好。 ”

对西部牧业和天润乳业来说，好的政策应

指向两个方向：一是提高行业整合力度，二是

提高管理层经营积极性。

今年1月，兵团出台《兵团党委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意见》。 兵团本轮国企改革在兵团层级以产

权制度改革为中心，对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重

组，在此基础上逐步理顺出资关系，盘活存量，

引进增量，打造“大国资” ，构建“大平台” ；同

时，兵、师两级组建若干具有核心竞争力专业

化的行业集团公司， 重点整合乳业、 肉业、果

业、棉花、能源、氯碱化工、煤化工、番茄、糖业

等兵团具有资源和规模优势的行业。

“不熟悉兵团的人， 根本无法理解这种自

上而下的制度推动，给兵团乳业带来的机遇。”

刘贤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走出新疆、打响

品牌，一直是兵团乳业的目标，但在兵团乳业

“几乎每个团有牛场、 每个师部有乳制品企

业” 的现实面前，此前企业自发推动的多次行

业整合均以失败告终。“别说打造蒙牛、伊利，

要让两个师部的乳制品企业合并都很难，因为

谁都想把利益留在自己师部。 ”

2013年新疆兵团乳业集团公司成立，兵团

自上而下整合乳制品行业的决心终于初现端

倪。 而本轮以“大国资” 、“大平台” 为基调的

国企改革，无疑给兵团乳业集团推动行业整合

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障。作为兵团指定的乳制

品产业整合平台，天润乳业表示，兵团乳业集

团就是公司的孵化器， 公司不宜采取并购之

前， 兵团乳业集团将先期开展对目标牛场、乳

企的并购，天润乳业待时机成熟后通过定向增

发实施收购。

不过，兵团乳业集团的并购目标并不局限

于兵团内部。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其目前

已经接触过喀什地区的南达乳业、巴州的瑞缘

乳业以及伊犁河谷等南疆、 北疆地区的乳企，

并多次赴内地考察内地乳品市场。

在打造“大国资” 、构建“大平台” 的基

调下，本轮兵团国企改革强调简政放权，即把

企业的投资决策权、 法人财产处置权下放给

企业，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拓宽企业自主经营

空间。 天润乳业控股股东新疆兵团十二师国

资公司一高管表示， 兵团国企改革已经给企

业下放了所需的权力， 下一步就是要通过培

训，给天润乳业的领导班子洗脑，让他们迅速

完成从国企领导人向上市公司掌舵人的身份

转变、思想转变，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规范治

理、融资功能引领公司以“坐电梯” 的速度发

展壮大， 坚决摒弃按老国企的方式来经营上

市公司。

营销短板有望被克服

“酒香也怕巷子深” ， 石河子大学食品科

学学院教授、 新疆本土知名乳业专家李开

雄一语道破兵团乳业走向全国面临的最大

考验。

兵团乳业这坛“香酒” 很快将迎来第一

个“走出深巷” 的政策窗口期。 据中国证券报

记者了解，5月中旬将在乌鲁木齐召开央企援

疆工作会议，在今年6月中央召开第二次新疆

工作座谈会背景下， 本次央企援疆会议有大

动作。 相关人士透露， 尽管援疆思路一直是

“造血重于输血” ，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多种

因素仍导致援疆造血功能略显不足。 因此，本

次央企援疆工作会议的指向将更加明确，旨

在帮助新疆特色产业落地。 作为此轮新疆国

企改革聚焦的十大产业之一， 乳业在疆外市

场的销售渠道搭建， 有望得到强有力的政策

支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兵团援疆办得到的信

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本次央企援疆工作会

议的动向。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参与援

疆的央企中有多家食品类巨头对兵团独特的

农业资源感兴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光明

食品集团，其作为上海市产业援疆单位，已经

先后与兵团、喀什等地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了

多个食品生产加工平台， 并与兵团成立了公

司，兵团负责集成资源，光明食品集团负责全

国市场销售。

有外力可借助自然是好事， 但西部牧业、

天润乳业同时也明白“修炼内功” 的重要性。

西部牧业一高管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品牌推

广是当前公司最大的任务。 他透露，目前西部

牧业已经与包括蒙牛、光明在内的内地公司合

作，推销公司产品，一系列推广产品的新办法

也将启动，“今年的销售投入明显高于去年，并

且产品已经送到了长三角、珠三角” 。在产品种

类规划上，作为新疆上市乳企中唯一具有婴幼

儿配方奶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西部牧业集中

精力推广其生产的花园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目

前花园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已发展成为石河子

第一品牌，并已进入上海市场。

相比西部牧业，天润乳业走出新疆、走向

内地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 据了解，目前，天

润乳业专利产品奶啤、奶黄金和利乐砖已经在

北京、上海、广州、江苏、浙江、福建和安徽等12

个省区销售。公司已派员跟踪市场，采取“普遍

撒网，重点培养” 的策略，经过筛选，精心培育

重点市场。 “如果单一省市年销售量达3000

万，就考虑建厂或者收购当地乳企” 。

为了走出新疆， 天润乳业还进行了深层

次的内部制度改革。 据了解，天润乳业已和上

海天强投资管理咨询公司展开合作， 拟通过

薪酬改革、 风险控制和法人治理结构优化等

手段，提升公司内控水平，向管理要效益。 同

时， 公司已和上海奶业协会签署了合作框架

协议，上海奶业协会将在饲草料种植加工、奶

牛繁育、 新品研发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技术

支持。 此外，公司已聘请国内一家知名公司负

责公司品牌建设， 并着手制作公司产品细分

市场规划， 该项目负责人曾出任蒙牛销售总

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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