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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啤酒业内一桩引人注目的交易
正在酝酿中，国内啤酒业的座次或将
重新排序。

素有“华南啤酒王”的金威啤酒
资产争夺战愈演愈烈。根据第一轮竞
购，目前，华润雪花出局，珠江啤酒补
位。争夺金威之战最终体现的将是百
威英博、燕京啤酒、珠江啤酒三大啤
酒企业的资本实力。

专家表示，近几年，我国啤酒工
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行业集中度在
日益提高，企业数量在逐年减少，平
均产量增加，行业趋向规模化、集团
化。但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寡头垄断局
面，一段时间内将呈现区域割据现
象。

竞购价增至 70亿元
今年年初，金威啤酒发布公告

称：公司在连续亏损两年后于 2009
年实现盈利，但仍面临各种重大挑
战……结合当前不明朗的经济环
境，公司董事会计划与若干主要从
事酿造及分销啤酒的第三方洽谈，
拟向其出售若干啤酒业务和资产。
随后，金威啤酒对外界进行回应

称：公司已开始与独立第三方洽谈。
并再次声明：公司出售的仅为旗下业
务及资产，并不涉及股份，金威啤酒
控股股东粤海集团仍然保留公司股
权。

消息传出后，青岛啤酒、百威英
博、珠江啤酒、华润雪花、燕京啤酒纷
纷传出参与竞购的消息。
按照当初的设计，金威的意欲打

包卖掉 6个加工厂 120万吨产能，仅
保留深圳罗湖区和宝安区工厂。经过
第一轮竞购后，百威、燕京、珠啤将展
开第二轮的搏杀。有消息称，竞购价
亦由原来的 50亿元增至 70亿元，同
时，打包工厂中增加了宝安区。

招商证券分析师朱卫华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要保
留金威的品牌，所以华润雪花和青啤
就没有再参与。金威卖的是资产，但
金威的品牌不能被替换掉。华润雪花
的风格是收购一个公司就要把原有
品牌替换掉，都改成雪花。在这种情
况下，雪花便被排斥在外，不能购买。
“从资本金来看，珠啤很难拿出

如此高的竞购资金，不具有竞争优
势。”朱卫华表示。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商流通
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李靓，“珠啤
作为一个地方品牌，无论是从整体发
展实力，还是从资金链角度上讲，都
远弱于百威和燕京。”
珠江啤酒 2011 年年报显示，珠

江啤酒 2011年营业收入 35.63亿元，
同比增长 16.70%，利润总额 0.70亿
元，同比下降了 39.62%。
“毋庸置疑，百威作为国际啤酒

大企业、国际知名品牌，资本充裕，资
金雄厚，并且在 2008年和 2011年收

购哈啤和雪津的时候，收购金额均超
过了 50亿元。”李靓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

李靓分析认为，由于燕京啤酒
2011年的年报还没出来，从燕京啤酒
2011年前三季度业绩来看，燕京 2011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103.74亿元，同
比增长 15.83%，利润总额 11.14亿元，
同比增长 8.9%，净利润 8.67亿元，同
比增长 4.84%。“显而易见，燕京在资
本总量和流动资金上，与百威相比，
不具优势。”
“虽然燕京也在积极参与，正在

筹措资金。”但朱卫华认为，70亿元
并非小数目，“而且买下金威后，很难
判断是否就能贡献利润。”因为涉及
融资成本等各方面，所以给之后的销
售带来不可低估的压力。

同时，“从燕京之前的并购案来
看，燕京之前并购均在 10 亿元之
下。”朱卫华表示，但目前难以判断最
终谁能拿下金威，从财力来看，百威
优势比较明显。

美国著名品牌百威是目前众多
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品牌中，市
场占有率比较高的一家。

据了解，世界排名前 10位的国
外啤酒公司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
业，其合计生产能力占了全国产量的
60%。
啤酒业或现“三国演义”

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啤酒行业
的年销量达 2384万吨，超过美国一
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啤酒生产和消费
国；此后连续 10年中国啤酒全球产
销量第一，截至 2011年，中国啤酒年

销量高达 4899万吨，全球遥遥领先。
其中，前三强市场占有率稳步提

高。华润雪花、青岛啤酒、燕京啤酒等
三大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均小幅提
升，并累计占有 50%市场份额，同比
提升 0.85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华润
雪花啤酒 2011 年销量超过 1000 万
吨，荣列全国啤酒行业销量第一名，
雪花单品牌销量荣列全国啤酒市场
中第一名。这是继该企业连续 6年保
持全国销量第一后的又一次历史性
突破，率先将中国啤酒企业的单位计
量标准升级成千万吨。

由此可以看出，啤酒业集中度在
逐渐显现。

有分析人士指出，相对分散的中
国啤酒行业仍然由国内品牌———燕
京、青啤、雪花等占据主导地位。这些
企业都在寻找真正的全国覆盖和市
场份额以及为其产品寻找出口的销
售潜力。但是除了青啤，其他的品牌
基本都限于国内地区销售，如燕京占
据中国北京市场。青啤占据中国的东
中部地区，同时其在全国范围的销售
也对市场有不同程度的渗透。

随着这些重点企业逐步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产品渗透，这些企业希望
进一步在市场份额较小的地区拓展。
但是，对于小型的地方啤酒企业，由
于拥有本地消费者的忠诚度，其市场
份额还将继续持有。这意味着，如果
啤酒企业希望加强他们在一些地区
市场的地位，就需要购买地方性品
牌。
“啤酒行业并购整合愈演愈烈，

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是大势所趋。”
李靓认为，主要是啤酒产品同质化程

度很高，产品组合很难再做到优化、
创新。因此，现在来说啤酒的品质不
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部分，
品牌竞争成为行业的焦点。
“从近年不断发生的并购整合案

来看，目前啤酒企业一方面采用自创
品牌，另一方面则采用并购参股的方
式来形成多品牌格局。”李靓表示，品
质当然重要，但是扩大品牌影响力也
是企业占据市场，扩大规模的主要营
销手段。

百威通过收购哈啤，扩大了在我
国东北地区的品牌影响力和提高了
市场占有率。
“有实力的企业打造全国性品

牌，实力相对较弱的企业则主攻区域
性品牌，未来将是行业集中度越来越
高，并且形成全国性品牌与区域性品
牌并举这样的格局。”李靓认为，“十
二五”时期将是这种格局快速推进的
关键期。

有专家指出，从近年市场占有率
数据来看，华润雪花啤酒占国内市场
份额在 20%左右，青岛啤酒约占 14%，
燕京啤酒则为 12%。在华北市场上，燕
京啤酒的市场占有率为 45，其中北京、
内蒙古、河北是其优势市场；华润在天
津市场占有率达到 75%；另外，在北京
市场，燕啤有 60%以上的份额，青啤不
到 20%。这说明中国的啤酒市场实力
并不均衡，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将被
市场淘汰出局或被并购。
“可能到 2015 年至 2020 年显示

出寡头垄断的局面。”朱卫华表示，目
前啤酒行业还处于跑马圈地收购兼
并过程中，或将出现区域割据，形成
雪花、青啤、燕京、百威等四大龙头的
局面。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啤酒业“浓缩”
2015年至 2020年寡头垄断的局面或将形成。目前啤酒行业还处于跑马圈地收购兼并

过程中，或将出现区域割据，形成雪花、青啤、燕京、百威等四大龙头的局面。

饮料江湖的巨人时代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乍暖还寒时节，饮料还未进入热销旺季。然而，我国饮料
江湖已是风烟滚滚。

商务部刚刚批准康师傅与百事可乐之前确定的股权交
换协议，“康百”终于如愿“喜结连理”，一个全新软饮生产商
终于诞生。几乎就在同时，饮料界另一“大哥大”可口可乐宣
布其投资约10亿元人民币位于辽宁营口的第42家食品中国
装瓶厂正式投产。

就在两个大佬相互亮起“肌肉”时，业内又传来其它重磅
新闻：新希望宣布进军饮料界、统一进入汇源领地、汇源又迫
不及待地宣布投资5亿元进入葡萄酒市场……

饮料江湖已经进入巨人时代。

饮料巨头扩军

近日，可口可乐宣布，其投资最多的辽宁营口新工厂正
式投产运营，营口新厂是可口可乐在中国设立的第42家装瓶
厂，也是其在华最大装瓶厂。
据悉，营口新厂总投资达1.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亿

元），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规划投资9条生产线。全部建成
后，营口厂产能将达到年产量2.1亿标箱、50亿杯。将生产包
括可口可乐、雪碧、美汁源和冰露在内的汽水和不含气饮料。
另据了解，可口可乐自1979年重返中国至今，在中国投

资累计超过50亿美元。仅在过去3年中，投资额就高达30亿美
元。

据介绍，1994年可口可乐就在沈阳设立第一家厂，1996
年于大连设立辽宁第二家工厂，在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就超
2.63亿美元。而2009年宣布3年增资20亿美元之后，当年6月
开业江西、新疆两厂，10月投资6亿元的武汉厂开业，2010年
10月内蒙古、漯河、广东三水3家相继完工，2011年建厂略有
停顿之后，现又进行新一轮投产。

3月30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得
到证实，中国商务部已经批准了康师傅与百事可乐之前确定
的股权交换协议，康百“联姻”终于尘埃落定。
康师傅与百事可乐的“联姻”始于去年11月份，当时，双

方共同宣布，百事公司将把其目前在华的24家瓶装厂的间接
持股移交给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由此获得康师傅饮品
5%的间接持股。与此同时，百事公司亦有权决定在2015年前
把在康师傅饮品的间接持股增加到20%。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康百结盟”意味着在中国饮料市

场上，诞生一个全产品线软饮生产商，成为国内最大的饮料
霸主。两家的合作关系会更加密切，由双方产品结构和渠道
布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改变饮料业目前的格局，加剧企
业间竞争压力，对整个中国饮料行业产生冲击，并威胁到可
口可乐在碳酸饮料和果汁市场、统一在茶饮料和果汁饮料市
场的地位。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得百事公司大中华区主席孟
可仕给员工的邮件，邮件大致内容为：“商务部正式批准了康
师傅-百事战略联盟的申请。这对百事公司在中国业务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我们实现加速在这个市场进一步
发展计划的重要步骤。”
《中国企业报》记者同时获得百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候任董事长朱华煦致百事灌瓶员工的邮件：“魏（应州）董事
长认为百事灌瓶和康师傅饮料是两个有不同文化和运作模
式，并且也是已经各具规模的事业体。应该继续由独立的，不
同的管理者来经营。在持续增长的中国饮料市场中实行双线
发展，各自争取其品类的市场份额。在联盟成立后，我们很快
就会有比竞争对手更为广阔的灌瓶网络。我们在市场上会有
更强大的竞争能力。一（百事）加一（康师傅）会给我们的支持
和动力一定会多于二。”
康师傅发布的公告显示，康师傅控股附属饮料公司现已

成为百事公司在华特许经营装瓶商，双方结盟后，将为国内
消费者提供包括百事可乐、美年达、佳得乐、康师傅茶饮料、
康师傅矿物质水、中国第二大果汁产品组合在内的六大类饮
品。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表示，合作意味着康师
傅成为包括碳酸饮料、运动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瓶装水
等在内的全线软饮料生产商，并将借助百事的国际影响力提
高企业的国际形象。而百事则可借助康师傅庞大的通路下沉
到二三线市场。
欧睿报告显示，2010年可口可乐是中国最大软饮料生产

商，市场占有率为16.8%，而康师傅和百事分列第二、第四
位，份额达到14.4%和5.5%。单从数据上分析，后两者结盟
后，市场份额很可能赶上可口可乐。
此前，康师傅董事长魏应州曾公开称，希望能与可口可

乐在市场上一较高下。
然而，对于康百联盟后成为国内最大的饮料霸主规模一

举赶超可口可乐的现实，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总裁鲁大
卫表示并不担忧，并称欢迎每一个健康的竞争。鲁大卫还表
示，未来通过并购的方法来扩展业务永远是一个潜在的选
择，但需要适当的时间点。

饮料市场扩容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了解，这些国际及国内大食品
饮料巨头在我国市场大手笔的背后，说明近来的我国食品饮
料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未来增长预期大，受到国际大食品饮
料巨头的青睐。
近日在成都举行的第 86届糖酒会上，组委会发布

《2011—2012中国糖酒食品业市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去
年国内软饮料行业总资产达2802.5亿元，同比增长23.46%，
规模以上软饮料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达
4255.95亿元和 318.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06%和
35.53%。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2—2016 年中国饮料行业投资分

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2011 年，我国软饮料产量
11762.32万吨，同比增长了 22%。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饮料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预计未来 5年，中
国饮料总产量将保持 12%至 15%的年均增速发展，这预示
着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
周思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

我国软饮料行业发展迅速，市场规模飞速扩大。随着消费者
收入水平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我国饮料市场产品日益丰富，
未来饮料行业发展前景乐观，已经由过去单一的汽水发展成
为包括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功能饮料、饮用水等在内的各种
饮料体系，呈现多元化和高端化的发展态势。
以可口可乐为例，过去 10年中有 9年实现双位数增长，

去年销量增速 13%。中国可口可乐占全球销量的 8%，中国
已经成为可口可乐的第三大市场，且已成为雪碧最大市场。
2011年可口可乐在中国销售量为 21亿标准箱，比 5 年前的
销售量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对于可口可乐系列饮料的人均饮
用量是每人每月三杯，发展空间非常大。

（下转第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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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购矿“回暖”
（上接第十三版）

其中，去年中国并购市场完成的
前五大并购交易分别是，中国中化集
团 30.7 亿美元收购挪威国家石油公
司，为 2011年能源及矿产行业最大规
模并购交易。海航集团 25亿美元收购
GE SeaCo SRL。中石化 24.5亿美元收
购西方石油公司阿根廷子公司，同时
21.7亿美元收购加拿大 Daylight能源
公司，由此不难看出中石化财力的雄
厚。中海油也没有闲着，斥资 21亿美
元收购加拿大 OPTI Canada Inc。

从上述收购案中不难看出，多数
国内企业十分青睐国外的能源矿产资
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
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国家一直以来比
较鼓励国内企业并购国外的能源矿产
以及技术类资源，同时，有实力在海外
投资的还是国内的大型国企，民企也
有一部分参与。

有专家称，今年全年中国能源矿
产海外并购将会愈加频繁。在欧债危
机带来的低迷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不
少优质项目价值被低估，今明两年，能
源及矿业仍然会是中国企业海外收购
的主要目标。

政策加银行支持
强化并购欲望

除了海外并购写入 2012年政府
工作报告外，政府和相关部门还出台
了相关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从 2001年
“走出去”战略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

告》至今，除 2007年外，历年《政府工
作报告》均对“走出去”有所提及。对于
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政策，几乎
每年都有相关政策出台。

2004年 7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
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转型的基础，为
中国制订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提供
了明确的转型方向。

2008年 12月中国银监会出台了
《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
允许商业银行向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
放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此
项政策改变了 1996年《贷款通则》中
禁止商业银行发放并购项目贷款的规
定，为进行并购投资的企业提供了新
的融资渠道，为杠杆型收购创造了条
件，将有助于国内企业在国内外开展
并购活动。

2009年 3月 16日商务部在发布
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中指出，地方
企业开展以下情形的境外投资，只需
报批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批：投资额
在 1000万美元至 1亿美元；能源、矿
产类境外投资，商务部仅保留对少数
重大、敏感的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包
括 1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特定国
别的对外投资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
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的
兼并收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朱先生告诉记者：“我的投资额度
小于 1亿美元，因此不用再到国家发
改委去报批，在省里就把事情办了，办
事流程确实快了很多，时间的缩短意
味着收购铜矿的成本在降低。”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 3月

亦表示，会继续积极支持内地企业走
出去，包括购买其他国家有价值的资
产。他特别提出，会向有意购入欧洲资
产的内地企业提供财务支援。

一家大型矿业公司高层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在北美地区的矿
业收购，其中超过 70%的资金源于银
行的信用贷款，现在项目已经盈利，如
果没有银行的大力支持，该项目不可
能收购成功，公司的流动资金没有那
么多。

此外，一些投行、PE等金融机构
在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仍需考虑国外环境

在找矿热潮中，中国企业仍需保
持一个冷静的头脑。
“我 2007年差点就选择了到利比

亚去投资能源，尽管回报很高，最后犹
豫了一下，还是去南美选择了金属矿
产进行投资，尽管回报率低一些，但是
安全。”李长顺说。

李长顺是山西一家投资公司的负
责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外进行投资。
这次选择，李长顺至今仍显得颇为得
意。

除了国外政局的不稳定因素，一
些国家的政策因素也在牵动着中国企
业的神经。

朱先生也告诉记者，自己投资的
铜矿所在国未来将有可能要出台一部
法律，将强制国外矿业公司在该国生
产粗铜。这就意味着公司要在该国建
立一家粗铜的加工厂。幸亏之前有所

了解，增加了预算，不然将受制于后期
的资金短缺问题。

同样是在有色金属行业，印尼、澳
大利亚、印度等国家频繁出台的矿业
政策确实将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
资。

近期关于印尼禁止铝土矿出口的
消息屡见不鲜。早在 2007年，印尼政
府就开始严格控制国内铝矾土出口，
阻止装运铝矾土的船只出国，并制定
相关限制政策。今年 2月，印尼能源和
矿产资源部部长 JeroWacik签署了一
项部长级监管法令，称从 2014年起将
禁止全部未经加工的金属原矿出口。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给当地公司
制造更多的机会，让当地商人能够参
与到矿产和煤炭开采业务，印尼政府
还颁布了新的矿业法，把外国投资者
在印尼采矿业的持股比例限制在 49豫
以内。

继印尼之后，澳大利亚、印度也先
后出台了新的矿业政策。3月 19日，
澳大利亚议会上议院投票通过了矿产
资源租赁税法案，该法案将于今年 7
月 1日正式开始实施。另据媒体消息
称，印度政府也在重新审核向 10种主
要矿产品征收的采矿税税率，包括铁
矿石、铝土矿、锌精矿、铅精矿及铜精
矿，且新的税率预计将在 8月份公布。

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中国企业
来说，无疑将增加成本。
“这时候抱团出去收购是比较明

智的，可以有效化解单个企业的风
险。”李长顺说，李长顺正在计划的下
一个投资就是和另外两家中国企业一
起出去投资矿产，其中一家还是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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