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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特大型企业，始于1903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啤酒生产企
业。青岛啤酒是享誉中外的国际著名品牌，自1906年慕尼黑世界博览会获得中国第一枚世界金
奖至今包揽无数国际国内大奖；青岛啤酒现已行销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第五大啤
酒酿造公司。目前，青岛啤酒在全国17个省市拥有60多家啤酒生产基地。2018年青岛啤酒品
牌价值1455.75亿、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出口创汇等多项指标均居国内同行业首位。作为行
业领头羊，青岛啤酒为中国啤酒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司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COMPANY

青啤文化
01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青岛啤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现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4年,文化公司以青啤百年品
牌为依托，以青啤博物馆为核心资源，致力于开发以青
啤百年文化为精髓的工业旅游和啤酒文化旅游产业。

工业旅游发展模式:

工业企业 - 文化事业 - 文化旅游产业



青啤文化
01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工业旅游与文化产业 特色啤酒销售 TSINGTAO社区客厅

做大、做精工业旅游与文化产业项
目，引领中国工业旅游的发展

聚焦产品差异化和渠道创新，打造文化
特色啤酒定制式产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品质品牌升级，打造四位一体全新商业
及品牌传播模式，引领消费新趋势

青啤文化公司主要业务模块



鲁尔工业区

波音公司雪铁龙工业区 曼切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 中国工业博物馆

青啤文化
01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工业旅游的起源



1996年
之前

工业旅游雏形
开始免费接待来自全国
各地的学习考察人员，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工
业企业。

1996年
-2002年

工业旅游的确立
设立了专门的旅游接待室，有
偿接待接待欧美、东南亚及旅
游团队。青岛市旅游局、青岛
市外办批准开展工业旅游。

打造标杆 产业升级
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
特色工业旅游品牌和啤酒
文化产业基地

工业旅游高速发展
建立博物馆，整合青啤一厂、二厂
旅游资源，组建专业化运营主体，
全面推向市场。青啤工业旅游收入
及接待人数都有数倍增长。

青啤文化

2003年-
2012年

2012年
-

01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青啤工业旅游的发展历程



青岛啤酒博物馆作为世界五大啤酒文化殿
堂之一、全国首家工业旅游示范点，始终
致力于发展中国工业旅游产业、传播青岛
啤酒品牌文化，构建中外沟通桥梁。
2017年，青岛啤酒博物馆接待总量突破百
万新高，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

携程旅游大数据显示，青岛啤酒博物馆
和兵马俑、故宫博物院，位居中国博物馆
入园数前三名。2018年国家旅游局公布的
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仅
后于故宫，位列第二名。

青啤文化
01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青啤博物馆基本情况



青啤文化
——工业旅游主要效益01 工业旅游 企业简介

2006-2017工业旅游（博物馆）接待量及收入数据

总计：809万人

总计：3.8亿元 6700

96



第二章

打造青岛名片 讲好青啤故事



上合峰会，展中国品牌风采

青啤文化
02 打造青岛名片 讲好青啤故事

博物馆：最
美、最经典
、最具传播
价值及最佳
口碑的国际
一流博物馆

文化旅游部雒部长对青岛啤酒和博物馆赞
不绝口，赞赏青啤博物馆是“工业与旅游
完美的结合”。对青啤博物馆创建一级博
物馆和5A景区的的事宜给与支持。

2018年，上合峰会在中国青岛

召开，青岛啤酒博物馆成为三大官

方指定游览购物点之一、商务考察

点备选单位，接待来自各地的国家

政府领导、企事业代表、3000余家

国际级媒体等参会嘉宾。作为闻名

世界的中国品牌传播窗口、青岛啤

酒博物馆通过国际标准的品牌形象

、展馆品质、服务标准，向世界展

示中国品牌的实力。



在上合峰会场馆内，青岛啤酒博物馆经官方授权筹建青岛啤酒文化体验馆，供国家元首参观交流。在峰
会全球媒体中心、志愿者服务中心以及相关展馆，青岛啤酒博物馆均设立青岛啤酒文化体验项目。项目高度
浓缩展示青岛啤酒作为中国知名品牌的发展历程与实力、包含品牌历程、啤酒体验、产品展示等内容， 向
世界展示中国品牌实力，助力国家开展啤酒外交，打造“世界水准、中国气派、山东风格、青岛特色”的
2018上合峰会。

青岛啤酒时光坊：
最隆重、最具品质
的艺术空间

青啤文化
02 打造青岛名片 讲好青啤故事

啤酒外交，建品牌文化展馆

媒体中心：最具吸引
力、最热闹的地方



青啤文化
02 打造青岛名片 讲好青啤故事

助力推介：用青岛啤酒连接世界

青岛啤酒作为具有世界知名及影响力的青岛地方代表

品牌，成为青岛旅游推介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2008—

2018年，先后参与了北美、东南亚、日韩等世界各地的文

化及旅游推介活动，成为中国.青岛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元

素。2017年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外宾接待比例占整体接待人

数24%，远高于同业景区。即上合峰会后，2018年青岛啤

酒博物馆作为青岛旅游界代表将独家赞助香山旅游峰会；

世界旅游联盟峰会等重要国际旅游活动。



第三章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愿景

打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
特色工业旅游品牌和啤酒文化产业基地

使命
传递激情 创造快乐

经营理念 服务理念

品质导航 创新服务 特色发展 快乐 惊喜 共享

青啤文化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文化引领



品牌价值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评选

105.89亿元

青岛啤酒博物馆影响力迅速提升
正式入围中国500强百亿品牌行列

青啤文化

l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l 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

l 世界五大啤酒文化殿堂之一

l 中国首家啤酒博物馆

l 游客满意度全国第一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文化引领



传播文化，成为青啤文化传播的最佳窗口

青啤文化

博物馆以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魅力，吸引了

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宾客纷至沓来，游客满意度达

到98%。期间，成功接待了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王

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为青岛啤酒

赢得了荣誉。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文化引领



中
国
工
业
旅
游
的

旗
帜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刚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中
国
工
业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的

典
范

青啤工业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青岛啤酒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青啤文化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文化引领



★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 全国首家工业旅游示范点

★ “情醉百年”服务品牌荣获
山东省质量服务名牌称号

★ 景区已通过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山东省服务业旅游标准化景区

★ 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单位

★ 讲解员团队全国五一巾帼文明标兵岗

★ 山东省文明旅游先进单位

★ 携程最佳战略合作伙伴

★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评选活动金奖

★ 青岛好导游大赛第一名

★ 中国最美博物馆

★ 旅游诚信示范单位

★ 青岛市文明服务示范窗口

★ 山东省旅游服务名牌

★ 智慧旅游优秀单位

★ 第二届青岛市旅游文化商品创新设
计大赛商品类优秀奖

★ 青岛市工人先锋号

青啤文化
荣获奖项

积极贯彻国家旅游局推行的旅游标准
化创建工作，以质量管理为基础、以
工业旅游为特色，继续深化管理、细
化标准，率先通过并获得“旅游标准
化示范单位”称号，为中国工业旅游
树立样板，为青岛啤酒赢得荣誉。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文化引领



专业化塑造 彰显青啤职业精神

青啤文化

赞助历届旅游局举办的讲解员大赛

青岛啤酒博物馆成功夺冠

青岛好导游大赛蝉联第一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品质导航



积极整合各方有利资源，搭建高效工
作平台，展开全方位、立体化、多层
次、标准化的各项培训工作。
主动参与青岛啤酒集团公司的管理培
训、省市旅游局组织的专业培训及社
会组织举办的各类培训班，抓住一切
机会组织培训。

青啤文化
注重培训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品质导航



2017年顾客满意度95.82分

游客
满意

经典
品牌

百年
文化

专业
服务

经营
创新

以品牌为引领 以顾客为中心 创新文化产品

倡导快乐体验 持续优化服务 追求顾客满意

顾客
满意度
测评
维度

顾客留言

顾客投诉

问卷调查

监控检查

网络评价

青啤文化
顾客满意度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品质导航



青啤文化
修缮升级

青岛啤酒博物馆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得国家专项修缮资金支持，同年10月开展史
上最大规模最高标准的修缮升级，历时7个月。尊崇着修旧如旧的文物修缮原则，通过研究史料、
精细修缮、严格施工，对每块砖瓦
进行修复，还原珍贵原貌。
为青啤博物馆十五周年献礼。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品质导航



博物馆对展陈进行全面升级力图

在发展新阶段，以新面貌满足游客日

益提升的互动体验新需求。

青啤文化
展陈升级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品质导航



2017年创接待量新高
2018年力争突破100万

青啤文化

年复合增长率15%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品质导航



青岛啤酒博物馆 青岛啤酒二厂纯生之旅 青岛啤酒外埠工业旅游

青啤文化
工业旅游体系

运行十年的博物馆实
现了创意升华，体验
升级，展陈硬件不断
更新，品质提升，让
百年青啤文化焕发新
的生机

青岛啤酒“纯生之旅”始创于
2008年，是一座展示青岛啤酒文
化和青岛纯生啤酒生产工艺的现
代化工业旅游景点。2014年，青
岛啤酒“纯生之旅”经过全面改
造升级，以“绿色、时尚、未来
”为创意理念，融入现代化科技
元素，注重参观互动体验，通过
艺术化展示纯生啤酒的生产工艺
，为游客生动演绎青岛啤酒的创
新魅力和“绿色”境界。

山东青岛啤酒五厂、江西九江工
厂、浙江千岛湖工厂、黑龙江鸡
西工厂、江苏徐州工厂、上海闵
行工厂的旅游线路对接，将陆续
开门纳客。

青啤工业旅游模式逐渐成熟，对
内全新打造青啤五厂工业旅游，
对外积极帮扶外地梦工厂的创建
，通过一系列的对外推介拓展，
成功将青啤工业旅游的文化品牌
做大做强。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



新业态【夜场经营】：
“TSINGTAO1903”旗舰酒吧餐厅
满足游客餐饮需求。

01
智慧+购票

02
智慧+导览

03
智慧+互动

05
智慧+营销

04
智慧+购物

06
智慧+推广

青啤文化
博物馆业务拓展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

新渠道【电商平台】
纪念品：官方淘宝旗舰店、微商城
作为宣传、销售新渠道
票务：与全国知名电商平台的签约
，拓宽客源渠道
随着线上旅游的迅猛发展，旅游客
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团散比例
由原来的7：3逐渐趋于5：5。

新技术【智慧旅游】
在国家大力推进“互联网+”的时
代背景下，打造“智慧旅游”成为
青啤文化公司近年来的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在全面整合线上营销渠道
，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等技术，形成
智慧营销、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
大体系，在提升游客的体验满意度
的同时，还将拉动工业旅游营业收
入的全面增长。



差异化创新是由消费者驱动的创新模式，只有创新供给才能激活和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青岛啤酒文化衍生纪念品】
成立新品开发专项小组 构建多元化的产品体系
联手专业第一手生产商 增加特色专属定制服务
深度挖掘品牌文化故事 提升产品品质及附加值

【特色啤酒销售】
特色口味产品：七天鲜、IPA
旅游产品系列：风光罐系列
文化创意产品：星座铝瓶、桃园结义、桃园与美人罐

8大品类
300余款产品
3000余万元

鸿运当头版保温杯500ml

青啤文化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



2014山东省旅游局主办的第十二届山
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在17个参赛
城市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由我公司开发
人员开发的瓶型酒心巧克力、青岛啤酒专
属杯系列（奥古特，纯生，黑啤）、青岛
啤酒足球杯 荣获铜奖；青岛啤酒海洋风丝
巾荣获优秀奖。

青啤文化
新品开发 屡获殊荣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



北京上海机场火车站

青啤文化
TSINGTAO 1903 创新项目

项目以青岛啤酒博物馆品牌为引领，以城市特色
人文生活为依托，用创新思维打造的青岛啤酒专
属资源渠道，打造集品牌传播、社区销售、文化
休闲、互动体验为一体的全新商业模式,创建家门
口的青岛啤酒“社区客厅”。

◢ 开创全新商业模式，带动社区经济发展
◢ 传播啤酒文化，提升城市品牌美誉度及影响力
◢ 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创业就业提供更多机遇
◢ 好啤酒慢生活，引领消费新趋势，倡导生活新格调

1218
销售收入

30
门店数量

03 文化引领 品质导航 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



第四章

创建标杆 展望未来



青啤文化
04 创建标杆 展望未来

3、打造全国十大精品展

1、致力打造5A级旅游景区

2、打造国家一级博物馆

成为引领工业旅游和啤酒文化产业发展的标杆



4、率先推进智慧景区建设，借助“互联网+”

增强顾客互动体验，提升品牌影响力

5、继续提升改造展馆，完善参观流线，增强顾

客体验。

6、全国开拓社区客厅

7、引导“梦工厂”，复制工业旅游运营模式

8、开发升级文化旅游产品

青啤文化
04 创建标杆 展望未来



9、借助2018世界
旅游城市联合会青
岛香山旅游峰会契
机，创世界工业旅
游标杆示范景区

10、与旅游局进
行战略合作升级：
博物馆将配合政府
打造中国唯一的啤
酒休闲商务区：以
青啤品牌为依托、
啤酒文化为主题的
集吃、住、行、游
、购、娱为一体的
综合商务区。

青啤文化
04 创建标杆 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