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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18-0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818,539,34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燕京啤酒 股票代码 0007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徐月香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 9 号 

传真 010-89495569 

电话 010-89490729 

电子信箱 yj000729@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啤酒、露酒、矿泉水、啤酒原料、饲料、酵母、塑料箱的制造和销售。啤酒属于日常快速消

费品，公司啤酒的生产及销售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的90%以上。 

公司注重提高产品品质、优化产品结构，形成了普通酒以清爽为代表、中档酒以鲜啤为代表、高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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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纯生为代表、个性化产品以原浆白啤为代表丰富且清晰的产品线，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好的啤酒。公司目

前拥有控股子公司50个，遍布全国18个省（直辖市），销售区域辐射全国。 

中国是全球啤酒消费量最大也是未来潜力最大的市场，中国啤酒行业处在由成长期向成熟期发展的阶

段。随着啤酒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燕京啤酒等前五家位于第一集团军的啤酒企业销售量已超过中国啤酒

销售量的80%以上。2017年，中国啤酒行业全年实现产量4,401.5万千升,同比下降0.7%（数据来源：国家

统计局），继续呈现负增长。面对压力，公司积极应对，不断强化创新驱动，完善发展机制，提升产品品

质，巩固并致力于提升燕京啤酒在行业内的优势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1,195,581,459.11 11,573,195,544.49 -3.26% 12,538,267,00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348,235.04 312,084,522.95 -48.30% 587,678,53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166,456.45 179,673,327.92 -120.69% 376,110,78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482,124.32 1,245,263,758.85 11.42% 1,622,909,34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111 -48.65% 0.2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 0.111 -48.65% 0.2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2.45% -1.19% 4.7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18,097,786,610.03 18,255,190,644.48 -0.86% 18,242,777,38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49,893,121.70 12,790,012,302.94 0.47% 12,676,923,664.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73,460,013.37 3,164,974,335.27 3,854,215,470.82 1,002,931,63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710,104.63 437,901,380.75 118,768,383.91 -449,031,63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65,060.45 338,605,325.78 111,065,523.34 -520,602,366.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227,310.44 985,394,864.02 376,232,407.13 -350,372,457.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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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7,55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7,22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40% 1,617,727,568 297,607,8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73,920,617 0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87% 52,686,697 11,306,780   

唐建华 境内自然人 1.53% 43,178,039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38,855,4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9% 36,355,356 0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LLSCHAFT 
境外法人 1.05% 29,518,524 0   

#重阳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19,220,04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57% 15,999,190 0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

阳战略聚智基金 
其他 0.55% 15,500,13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持有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19.94%股

份。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重阳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18,000,000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20,042 股，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票 19,220,042 股；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聚智基金通过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5,500,034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 1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5,500,134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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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受市场竞争激烈、需求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面临的经营压力仍

较大。公司积极适应新形势变化，强化机制创新，拓展经营思路，努力实现产品升级、市场升级和管理升

级，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啤酒销量416.02万千升，其中燕京主品牌销量312.93万千升，占总销量的75%，“1+3”

品牌销量382.94万千升，占比达到9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9,558.15万元，实现利润35,816.88

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134.82万元。 

（1）坚持匠心打造精品，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升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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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更加注重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以质量为中心，不断创新理念，加强管理，持续提升产

品品质。公司着力于持续增强全员“大质量”意识，在原料采购、生产过程、物流等各环节持续推进与国际

对标，构建全面卓越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绿色食品生产与管理体系，为消费者提供质量稳定的满意产品和

服务。2017年6月，公司顺利通过绿色食品企业年度检查。 

年度内，公司“8°P燕京牌鲜啤酒”、“漓泉10°P纯生”获“2016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TOP10（啤酒类）”

称号；“11°P尚选红啤酒”、“惠泉10°P小鲜啤酒”荣获2017年度“青酌奖”酒类新品奖；“燕京牌燕京啤酒帝道

8°P”、“燕京牌燕京啤酒精酿8°P”、“燕京牌燕京鲜啤10°P”被评为啤酒行业优质新产品。 

（2）关注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挖掘消费潜力 

公司密切关注并适应啤酒消费观念的变化，“以清爽酒为基础、以中档酒为主突破、以高档酒提升品

牌价值”，细分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推出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通过加大易拉罐产品与鲜啤

在全国的推广力度，不断优化产品结构，通过个性化产品的推广，挖掘消费潜力。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普通酒以清爽为代表、中档酒以鲜啤为代表、高档酒以纯生为代表、个性化

产品以原浆白啤为代表的产品结构。公司鲜啤、易拉罐、原浆白啤等产品推广顺利，产品价格体系进一步

优化，其中燕京白啤销量同比增长37.8%。 

（3）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基地市场进一步稳固，新兴市场继续拓展 

2017年，在市场建设方面，面对激烈的竞争形势，公司不断优化市场结构，稳固基地市场，拓展新兴

市场。在北京市场，公司适应市场外迁、人口疏解、环保治理等变化，聚焦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紧密对接区

域新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全面统筹大华北市场建设与管理；在广西市场，公司

继续推进“大西南”发展战略，全生态•鲜啤竞争战略全面推进；在内蒙市场，核心基地市场进一步巩固，形

成了优势突出、结构合理的发展新格局；在四川市场、河北市场等区域市场，公司注重加强市场维护工作，

市场地位和效益稳中有升。 

在渠道建设方面，公司在优化传统营销渠道基础上，不断提升电商营销质量，进一步增强了市场掌控

力。 

（4）多渠道强化品牌推广，品牌价值持续提升 

2017年，公司继续推行“1+3”品牌战略，致力于调整品牌结构，进一步加强燕京主品牌推广及区域品

牌向燕京主品牌切换，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报告期内，“1+3”品牌集中度达到92%，其中燕京品牌集中度

达到75%。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借力足协杯、中国之队、中国乒乓球队、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等资源顺利开

展系列品牌推广活动，并通过传统媒体、互联网等多方位加强品牌传播，不断提升燕京品牌影响力。2017

年，公司“种子计划”校园公益活动荣获2017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慈善奖。 

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7年（第十四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单，燕京品牌价值为980.18

亿元，同比增长11.04%。 

（5）持续完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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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在人才招聘方面，建立国际化视野下的市场化选人、用人

机制，在全球范围内选聘高级管理人员，充分发挥高端人才的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优势互补作用，进一步

优化公司人才储备。在人才培育方面，公司以提高岗位职责能力为目标，分层次、分类别对干部员工进行

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完善，员工团队素质不断提升。 

（6）顺应环保新形势，强化治理，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公司在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上充分考虑城市功能定位和区域自然环境特点，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加快推进燃煤锅炉“煤改气”工程，稳步推进能源计量系统升级改造及中水回收利用系

统改造，全面推进下属子公司环境保护治理工作，通过各种举措，公司环保意识和环保管理水平进一步规

范化、系统化、专业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啤酒 10,443,367,345.16 398,357,182.40 38.00% -3.91% -3.64% -2.9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2017年5月28日之后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未来适

用法进行处理；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报的信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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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在比较报表中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

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

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1月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

报进行相应调整。 

    3、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

处置收益”行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

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

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

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流动

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1月5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燕京啤酒（桂林漓泉）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0万元设立桂林燕京

漓泉网络营销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范围。 

2、2017年4月20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燕京啤酒（赤峰）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00万元设立内蒙古龙族

乾御兴酒业有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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