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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专家学者畅谈我国啤酒行业发展——

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推动啤酒行业升级

方刚：事实上，不仅是啤酒行业，进口红酒、
进 口 食 品 等 近 年 来 均 出 现 了 井 喷 式 增 长 。
2011 年进口啤酒不过是 6.7 万吨的销量，它的
基数较小，出现较大增幅不足为奇。截至2015
年 ，进 口 啤 酒 总 量 占 比 还 不 到 整 个 行 业 的
1.2%。目前，进口啤酒增幅已经放缓至17%。

我们发现，进口啤酒大部分来自欧洲，其中
大部分是艾尔啤酒，而国内主流啤酒绝大部分
是拉格。进口啤酒具有价格高、酒精度高、麦芽
浓度高的特点，而国内啤酒的口感比较淡爽。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当消费者需要一些个性
化、有特点的啤酒时，国内啤酒企业在这方面供
给不足，产生了空档。此外，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主要通过餐饮、商超，现在
则可以通过网购、跨境电商来购买，这两方面共
同促进了进口啤酒的增长。

杨英杰：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产业结构正
在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塔基销量在下降，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在消费者的需求消费偏好转向的时候，中高端

产品没有跟上。这种需求怎么办，如果跟不上，
国外的产品肯定要进来。这给行业提出一个挑
战，怎样把中高端产品打开做好，供给方怎么跟
得上？这也是中央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关键问题。

赵禹：酒是精神属性大于物质属性的商
品，更多层面是为了愉悦。好与坏，不能用寡
淡和醇厚来评价，这是一个消费者爱好的问

题。就像我国的白酒，很多消费者喜欢浓香
型，也有人喜欢酱香型。从饮酒文化来看，欧
洲的消费者喜欢三五朋友慢饮，而中国人喜欢
群体性地饮用啤酒，喜欢快饮，因此主流啤酒
的麦芽浓度和酒精度相对比较低。实际上，我
们现在食品安全标准越来越严格，啤酒更是一
个全球工艺水平技术都相当的一个产业，没有
太大的本质区别，只是在个性化方面，我们相
对落后了一些。

啤酒还有一个新鲜度的问题，海关政策、税
收、物流政策等因素，都会影响进口啤酒在中国
市场的放量式发展。我认为，未来进口啤酒也
不会成为主流市场的大众化消费品，占啤酒消
费的总量不会超过 10%。进口啤酒对我国啤
酒产业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整个啤酒
业也在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比如青岛啤酒的奥
古特、珠江的白啤、雪花的脸谱系列，在市场也
比较受欢迎。当然，要让国产啤酒的中高端产
品被更广大的消费者接受和喜爱，仍需要有一
个引导消费的过程。

李光斗：啤酒的全球化消费时代
已经到来，你不出去，别人就要进
来，我们要积极应对这种变化。以前
我们靠人多靠总量，但一旦消费出现
问题，啤酒、方便面、牛奶、冰淇淋
等快速消费品的销量都会放缓。因
此，我们要更加关注中高端人群的需
求和个性化品牌的塑造，以及 80 后
90后的消费特点。未来，啤酒行业也
会像电视机、汽车行业一样，逐步走
向全球化消费的时代。

杨英杰：全球化最大的挑战不在于
直接从国外进口产品，而是本地品牌被
收购后在本地生产，在这种形势冲击
下，我国很多品牌就消失了。品牌竞争
就是资本的竞争，资本全球化和贸易全
球化决定了品牌全球化。我们很多企
业产品在质量上绝对不亚于国外的名
牌产品，关键是在品牌营销和资本运作
上怎样做好做大做强自己的品牌，这方
面国家政策方面应该有所支持，企业也
要有自觉性和主动意识，来应对资本战
场上国外品牌的挑战。

方刚：从全球啤酒业来看，一种是
以资本为驱动的全球性的寡头竞争；另
一种是以民间力量、中小企业甚至微型
企业为代表的个性化啤酒。在美国，百
威啤酒占据整个主流地位，但还是有
4000 多家精酿啤酒企业，每个精酿啤
酒企业都各有特点，规模非常小。又比
如德国啤酒，也是以特色的小型啤酒为
主，德国有 1800 多家企业、8000 多个
品种。

资本在啤酒行业里还是主流力
量 。 从 我 国 来 看 ，啤 酒 年 产 销 量 从
1949 年的 7000 吨到如今的 4700 万
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推动的结果。目
前，百威与嘉士伯两大巨头占整个我国
啤酒市场份额不到30%，70%还是在内
资企业手中。在资本推动行业并购重
组过程中，有些品牌消失了，也有一些
品牌通过资本运作风生水起，这也是一
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比如青岛啤酒的
崂山、燕京啤酒的漓泉、百威旗下的哈
啤，还有雪花啤酒，它们在区域性布局
和全球性布局上的表现都非常抢眼。

赵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消费
品类的销量，不光是啤酒，白酒等其他酒种的
增长比例也都在下滑。虽然啤酒的整体产量出
现了负增长，但是产品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低
端产品产量下降，中高端啤酒进入上升通道。
另外，在过去的 10 年、20 年里，啤酒行业通
过整合，一直在持续性增长，当资本完成行业
整合以后，必然要出现新一轮调整，产业下滑
是调整的表现形式。

方刚：从数据上看，2014 年啤酒产量下
滑了0.9%，2015年下降比例为4.6%，在此之
前我国啤酒行业保持了连续 24 年的增长。
1949年，我国啤酒销量只有7000吨，而如今
我国啤酒销量已经达到了 4700 万吨，经过长
期连续的增长之后出现微调是很正常的。我认
为，啤酒行业目前还不具备进行大幅度调整的
条件，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我们也看到，
2016 年 8 月啤酒产销量出现了 4.1%的增长，

结束了连续 20 多个月的下滑，9 月份再次出
现增长，预示着调整期正在接近尾声。此外，
虽然啤酒产销量下降了，但销售额反而增长
了。具体到产品结构方面，高端产品实现增
长，而占据塔基的低端产品则在下降，这表明
国内啤酒行业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

李光斗：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啤酒消费人群
主要集中在蓝领人群，属于群体性消费。从全
世界范围来看，啤酒销量的波动必定伴随着相
关经济现象的出现。啤酒销量下滑背后的主要
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蓝领少了。从中可以总
结出一个啤酒指数，当经济萧条的时候，低端啤
酒的销量随之下滑；经济回升的时候，低端啤酒
销量也随之回升。比如当美国汽车产业衰落
时，啤酒销量就大幅度下降；又如奥运会或重大
足球赛事举办的时候，啤酒销量就会反弹。整
个啤酒消费的塔基是中低端啤酒，大众消费人
群对啤酒价格更敏感，而商务人群、中产阶级对
啤酒价格不敏感，他们需要的是特殊风味的小
众化品牌，这也给高端啤酒带来了市场空间。 赵禹：中国啤酒品牌想要得到更多

消费者的认可，首先需要进入理性健康
的状态。过去，很多国内啤酒企业生产
的个性化产品比如果啤，是很受市场欢
迎的，但在行业整合的过程中，为了适
应竞争需要逐渐被淘汰。现在，我们需
要重新在产品层面，把个性化、差异化、
中高端产品捡起来，满足真正的市场需
要，解决供给侧问题。近几年，各个企
业都认识到这一点，在调整产品结构的
同时，也在消费渠道自我再造，整体更
趋于理性化。

酒的种类多、专业性强，消费者辨
别能力不够，如果酒类市场无序竞争，
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从政策层面
来讲，要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建议把酒
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专业化管理。

方刚：未来整个啤酒产品的结构，应
该是从金字塔向橄榄形过渡，低档萎缩、
腰部增加、高端部分继续拉长。目前，就
主流啤酒来说，国内企业拥有庞大的渠
道和消费体系，“防守”应该没有问题，但
是在碎片化消费、潮流啤酒消费需求对
接，以及个性化产品研发方面，还存在一
定的短板。高端、超高端将是啤酒行业
的机会和红利，也是国内啤酒企业一定
要及时跟进的。这不是一种“功夫”就可
以应对的，企业不仅要有地面作战能力，
还要用现代思维来对接消费者需求，提
升高端产品研发能力。

最坏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机遇，国
内的主流啤酒应该感谢进口啤酒。进
口啤酒帮助我们培育了个性化高端消
费人群，也为我国啤酒行业提供一个很
好的可以追赶的目标。

杨英杰：企业要想发展壮大，还是

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自身做
起，扎扎实实把产品做好。产品质量上
去了，理性的消费者自然会选择国内产
品。目前，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支持中国制造，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不光是服装鞋
帽，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将
走向世界。希望啤酒企业能够抓住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真正把产品质
量提升上去，真正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
求。从大环境来讲，政府要构建好质量
监督体系和法制环境。另外，通过第三
方权威认证的方式，让老百姓看到国产
品牌的产品质量绝不低于国外的同类
产品，纠正消费者的不理性偏好。政府
要从市场环境、法制环境、制度建设、监
督环境等多方面着手。

李光斗：国际化包含两个层面的问
题，改革开放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如
何把中国产品卖到全世界，现在面临如
何把中国品牌卖到全世界。中国品牌
目前正处在上升期，所以我们的智能手
机在国外卖得很好，这说明中国品牌有
了文化优势，开始慢慢渗透。我国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有自己的国家品
牌战略，要有全局性的眼光。

消费者升级换代了，企业的制造能
力能不能升级换代、法律法规能不能跟
上监管的要求，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供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既包括资金供
给，也包括劳动力和产品供给、制度供
给、科技供给、品牌供给。尤其互联网
时代的渠道愈加发达，消费者需求在国
内得不到满足，自然会诉诸国际市场，
过去依靠区域形成的壁垒在今天已经
不存在了。

应对全球化挑战
有观点认为，国际啤酒巨头入资我国本土企业，试图掌控中国

市场。如何看待资本在我国啤酒行业发展中的作用？

行业从量变走向质变
2014年，我国啤酒产销量出现负增长，结束了我国啤酒行业连续20多年的增长

势头。2015年我国啤酒市场连续第二年出现负增长，成为下降幅度最大的酒种，引

发市场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加强高端产品研发

扩大有效供给大势所趋
有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进口啤酒总量的增速连续5年超过50%。为

什么进口啤酒增长这么快？这种快速增长是不是已经对国产品牌形成了威胁？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啤酒消费市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进口啤酒的发展势头迅猛，引起业内外广泛关注。如何

客观分析这一现象？新常态下未来啤酒行业将呈现哪些发展趋势？推动啤酒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其他快

速消费品有何启示？《经济日报》邀请有关专家来到演播室，就此展开交流——

未来，我国啤酒市场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啤酒企业应如何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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