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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牙膏市场竞争

非常激烈，由于外资企业大量投入

广告而不受监控，形成对国产牙膏

品牌空间的挤压，一直坚持走民族

品牌之路的两面针公司到底采取如

何对策，日前， 《中国企业报》 记

者专程对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管理层进行了采访，由此得以

对这个承载几十年历史的民族品牌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两面针”品牌发展至今已经

走过了32个风雨春秋，积淀与传承
30多年企业文化底蕴，品牌价值也
上升到了数十亿元。在80年代改革
开放之初，“两面针”就已举起民

族品牌之旗奋战在竞争激烈的国内

市场，迄今已是中国牙膏品牌史上

老字号。当许多同类品牌或消亡或

被兼并时，“两面针”在行业另一

新领域再一次找到了发展空间：

“两面针”酒店牙膏用品在国内一

枝独秀，目前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超过 50%， 2012年销售额有望达 3
亿元。“小产品赢得了大市场”，

“两面针”酒店牙膏用品已经赢得

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和青睐。 “两

面针”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两面针”产品被国

家质监总局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

号。

民族品牌抒发民族情怀

两面针人具有领先一步的市场

眼光和敢为人先的魄力。1978年，
两面针的科研人员从一张小小的民

间验方发现了商机，将具有活血、

止痛、解毒、消肿的两面针用于牙

膏，从而诞生了中国第一支中草药

牙膏。中药是国粹，基于这样的产

品创新，两面针牙膏以“中药护

龈”功效诉求得到全国人民的喜

爱。在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两面

针最先以远见卓识做起了广告，那

时的广告成为许多人童年时代不可

磨灭的印记。很快，两面针成为牙

膏行业的第一品牌，企业则迅速从

既无品牌又无规模的困境中走出

来。1985年，两面针牙膏销量首次
突破1亿支。

上世纪90年代，外资日化巨头
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内日化业掀

起一股合资风潮，不少民族品牌落

到外资企业手中，外资企业为了扩

张品牌不计成本，对民族品牌进行

压缩，许多国产品牌淡出视线。面

对外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强势进

入，两面针拒绝与外资联合，而是

坚持走自主自强发展之路。“扎根

民族沃土、培育民族品牌、弘扬民

族文化、创造世界名牌”是两面针

的产业理想。

1983年到2002年，两面针连续
20年雄踞全国同类产品销量冠军；
1993年，在国家消费者协会、轻工
会等国家六部委举办的国货“金桥

奖”评比中名列前茅。1997年，两
面针在国内牙膏行业中率先获得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出厂
产品优质品率达到100%。2012年，
两面针公司还获评为全国16家“中
小学生质量教育基地”之一，是广

西区唯一一家入选的公司，公司产

品质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据两面针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国内牙膏品牌都遭遇艰难

处境，在外资品牌进入中国时，由

于国有企业在广告预算上有较为严

格的限制，不能投入太大的广告费

用，而外资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在

广告、终端上的投入都很大，狂轰

滥炸式的广告和极有针对性的宣传

直接淡化了国内民族品牌。在超市

等终端市场特别是外资的卖场，国

产牙膏进入门槛较外资品牌更高，

往往被摆放在最边角的位置，这对

于广告费投入小的国产品牌来说，

无疑是销量下滑的最重要原因之

一。

不可否认的是外资品牌无论是

在品牌宣传还是在市场推广方面都

具有雄厚的实力，民族品牌牙膏被

外资品牌挤到市场边缘，现阶段牙

膏市场正朝着高端化、细分差异化

的方向竞争。两面针公司意识到只

有对市场反应敏锐，并积极应对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两面针公司已拥有口腔

护理用品、医药、精细化工等八大

产业板块，产品畅销各省区，并远

销北美、西欧、东南亚、非洲等国

家和地区，被认定为“国家质量标

准示范产品”和“全国用户满意产

品”，并被评为“中国最受公众喜

爱的十大民族品牌”。两面针旗下

两面针 （扬州） 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自2006年产品投入市场以来，
就快速占领市场，A套装“只需9
毛9，名牌产品我享有”更是深受
广大酒店、宾馆所推崇，为酒店节

能降耗降低酒店运营成本做出积极

贡献，2011年其酒店用品的销售额
就高达2亿多元。两面针果断出击，

在小小酒店用品市场上占据了绝对

的优势，避开了竞争激烈的“大牙

膏”市场，抢占到“小牙膏”市场

的先机。

江苏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

限公司是两面针旗下发展最为迅猛

的盈利企业之一。2007年，全球最
大的三氯蔗糖生产商泰莱公司在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337”知
识产权诉讼，起诉中国3家三氯蔗
糖生产企业专利侵权，而捷康公司

一开始并不是这项“337调查”中
的被告，但鉴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有可能发出“普通排除令”，捷

康公司防患于未然，主动申请加入

调查，以证明自己的生产工艺专利

不受侵权。经过23个月的艰苦谈
判，捷康最终取得胜诉。这是自中

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唯一
一家主动要求加入“337调查”并
最终胜诉的中国企业，有关专家称

捷康公司此举树立了中国高新企业

主动保护知识产权的典范，树立了

民族品牌的榜样。作为三氯蔗糖制

造企业后起之秀，捷康公司迅速跃

居全国第一、全球第二，成为美国

三氯蔗糖市场的第二大供应商，去

年销售达3亿多元，利润近2000万
元。今年发展势头更好，截至6月
份，利润已达2500多万元。由于市
场供不应求，企业正加大扩能速

度。因此，两面针这一民族品牌抒

发着民族情怀和尊严，为企业快速

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

科技创新
助推企业快速发展

两面针作为一个民族品牌，一

直以来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两面

针别名是“入地金牛”，以中药护

龈与其它品牌有效区别开来，同

时，自始至终，两面针非常注重对

产品品质的提升，并坚信质量超群

的产品才能最终赢得市场。在广州

的洁银、上海的白玉、杭州的小白

兔等过去人们熟知的品牌淡出视线

后，两面针却一直保有一定的市场

份额，正是以超群的质量所支撑。

32年来，两面针从一个只生产牙膏
的企业发展为一个综合性企业，对

质量的严格追求无疑发挥了枳极作

用。

对质量的追求，离不开技术的

支持。至今为止，两面针是行业内

最早拥有临床数据的中药牙膏，最

早拥有临床数据证实有效减少牙龈

出血的牙膏。2005年，博士后工作
站在经过两年的刻苦研究后找出了

两面针发挥镇痛、抗炎和止血功效

的活性成分。这一发现为科研人员

在两面针牙膏中检测有效成分含

量、控制和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了坚

实的科技支持与保障，两面针曾荣

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两面针对生产和技术设备进行

了4次大规模改造。2004年全面发
动牙膏技改工程，从德国、瑞士引

进国际先进生产线，2008年投资上
亿的新型洁齿牙膏技改项目完成，

至此，两面针拥有了全世界一流的

全套牙膏生产设备，成为全国一流

的中草药牙膏企业之一。为了保证

原料供应“好”，得到好的中药原

料，公司采用世界发达国家的GAP
农业种植模式建成了10万亩种植基
地，规范两面针药材种植全过程。

2010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正式下文，成立全国口腔护理用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草药牙膏分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两面针公

司，由两面针公司牵头承担中草药

牙膏标准的制订，因此掌握中药牙

膏标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提升自

身在行业内的影响力，整体提升两

面针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据两面针高层领导介绍：“两

面针之所以能够生存与长足发展，

正是因为具有特色的技术含量，以

特色的技术产品区别于竞争对手。”

民族品牌
依靠企业文化做强

32年风雨征程，这一路走来，
见证了全体员工的齐心共勉，如今

的两面针依然坚守在自己民族品牌

的战线上。

第一支中草药牙膏的面市，就

代表了两面针特殊的民族情怀，中

草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

源，两面针始终坚持以中草药为根

本，致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做大做强两面针民族品牌任

重道远，特别是在目前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中国经济企业的时候，我们

做大做强民族品牌的决心没有变，

虽然中国文化的世界认同度还不

够，中医中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

一，中药牙膏自然含有丰富的中国

文化。我们科研技术、产品质量都

不亚于外国的品牌，甚至要领先于

外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的发展，

需要更多企业的努力，需要所有人

的支持”。两面针高层接受采访时

对民族品牌的建设有着更深远的认

识。

从记者深入两面针实地采访以

及对员工近距离的接触中，我们感

受到两面针企业创新进取的企业精

神。“致力于应用天然、健康和安

全的植物原料来改善和提高人们生

活品质”，这是两面针的企业愿景，

两面针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在各

个领域得到延续，坚持走安全环保

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届广西企业文

化节在两面针举行， 《同一首歌》

剧组到两面针慰问，捐赠百万元成

立下岗再就业培训中心，向汶川大

地震灾区捐助150万元，不遗余力
帮助贫困学子完成心愿等，由此可

以感受到两面针企业积极健康的社

会责任心和见证两面针灿烂的企业

文化生命之树。 “人第一、质量

第一、科技第一”的两面针企业核

心价值观折射出企业以人为本的理

念，两面针历经30多年锻造出公平
竞争、团结协作、勇于进取的企业

文化，充分发挥每一个员工的主观

能动性，从而产生强大的企业凝聚

力，为完成企业目标而奋力拼搏。

“创世界品牌，为民族争光”，

两代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该公司视察

时勉励两面针人，希望两面针成为

人民健康的卫士，民族品牌的骄

傲，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之际再创

新的辉煌。

赵迎晖 本报记者 程中军

两面针：铸造民族品牌不动摇
小产品赢得大市场，酒店牙膏用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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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奥马哈经贸论坛组委会主办的“2013奥马哈经贸
合作论坛（OETC）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此次主题
为“融资、融智、融天下”，将于 2013年 5月 5日正式在美国内
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主办方奥马哈经贸合作论坛组委

会负责人黄淑妮表示，将在全国邀请各领域上市企业及拟上

市企业总裁从香港为出发地前往奥马哈，论坛期间参会的中

国企业家有机会与美国金融、投资、贸易、科技及能源 /不动产
等五大领域的企业家定向对接。

资讯

1月 18日，由中国质量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品质
杂志社承办的 2012年“中国杰出质量人”推选活动揭晓盛典
在北京举行。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位民，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CEO詹纯新等 10位在质量领
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企业家荣膺 2012年中国杰出质量
人。中国杰出质量人的推选活动自 2012年 5月启动以来，通
过对引导优秀组织走向卓越的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对于提高

中国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

推动作用。

1月 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37 周年之际，由华佗论箭首
席专家、太平洋商学院院长严介和倡导发起的以“感恩之旅、

化文之旅、灵心之旅”为主题的“第三届富民感恩华佗论坛”在

周总理的家乡———江苏淮安拉开帷幕。与会嘉宾在严介和的

带领下，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商学媒界精英代表千余人，齐聚

古城淮安，在倡导全民共怀感恩之心，感恩时代，感恩改革开

放，缅怀总理的同时，就“改革创新”、“新时期民营经济发展”

等话题展开讨论，共谋富民强国大计，共议民营经济转型发展

的新路径。

日前，由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辉煌中国·时代精英人物”表彰会暨中国创新文化和科

学成果高层论坛分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国家行政学院隆重召

开。国资委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执行会长刘延宁、国家科技部原

副部长韩德乾，国家行政学院国际部处长刘淑阶，中国国际经济

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秘书长滕道阳、中源科（北京）国际信息技术

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大会副秘书长谢寅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侨

联副主席阿地利江等领导出席活动，并作了精彩报告。

日前，在第七届生物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生物工

程学会名誉理事长杨胜利院士透露，主题为“生物资源，产业

机遇”的“第七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将于 2013 年 6月 20日
至 23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近年来，昆明市生物产业以“外
向型生物经济”为发展主线，紧紧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

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五大生物领域，全面推进生物

种业、生物制造、信息物流、加工装备、博览会展、研发创新等

六大基础工程。

近日，全球领先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宣布，近
期在北京与中国自动化学会举行签约仪式上，双方共同启动

了由 ABB独家赞助、中国自动化学会主办的“第六届 ABB 杯
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论文大赛”。本届论文大赛以“自动化

创新与产业升级”为主题，ABB 离散自动化与运动控制业务
部北亚及中国区负责人顾纯元表示：“ ABB 和中国自动化学
会共同促进国内行业前沿技术交流与经验成果分享，提升中

国自动化行业的技术和研发水平。”

1月 20日，“微波辐射法生产水溶性壳寡糖技术工艺汇
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行业内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

讨上海栎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微波辐射法生产水

溶性壳寡糖技术。据介绍，上海栎烁经过多年探索，研发出“一

种将壳聚糖制备成水溶性壳寡糖的方法”并申请国家专利，后

取名为微波辐射法生产水溶性壳寡糖的方法。该技术被称为

是第三代生物技术，可广泛地应用于医药、农业、食品、化工、

能源、环保等领域。

1月 20日，由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商务部研究院信
用评级与认证中心联合举办的“2013中国企业科学发展大会
暨诚信盛典”在京隆重举行，主题是“诚信的力量”。大会发布

了 2012中国企业信用 100 强，并同期发布《中国企业信用发
展报告 2012》。据悉，这是国内首次推出中国企业信用 100强
分析研究报告。同时，表彰了 2012年度“中国 AAA 级信用企
业”、“全国文明诚信示范单位”和“全国优秀诚信企业家”。

2013奥马哈经贸合作论坛将办

中国企业科学发展大会举行

水溶性壳寡糖技术工艺研讨会召开

ABB杯全国自动化论文大赛启动

第七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春城将办

“辉煌中国·时代精英人物”表彰会举办

“第三届富民感恩华佗论坛”召开

2012年“中国杰出质量人”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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