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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酸灵牙膏灌装车间冷酸灵牙膏灌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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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先发优势化成领跑实力

“冷热酸甜，想吃就吃”——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语将“冷

酸灵”这个国产牙膏品牌带进了千家万户的视野。全球最大

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调查显示：冷酸灵拥有中国抗敏感牙膏

市场逾60%的份额，是名副其实的细分市场“冠军”。

在外资品牌强势抢占中国牙膏市场、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的背景下，冷酸灵靠什么逆势突围，赢得市场话语权？近日，

经济日报记者来到冷酸灵牙膏的制造商——重庆登康口腔护

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登康口腔”）一探究竟。

满足多样化需求

登康口腔坐落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其前身为重

庆牙膏厂，是中国最早的四大牙膏生产企业之一。

上世纪 80年代，重庆牙膏厂自主研制出中国第一支氯化

锶抗敏感牙膏，并以“冷酸灵”命名投放市场，产品销量快速增

长。1999 年，在拒绝了外资并购冷酸灵品牌的提议后，重庆

牙膏厂开始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并于 2001年成立了重

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从工厂向股份公

司的跨越。

近年来，国内牙膏市场蓬勃发展，各大品牌产品层出不

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冷酸灵如何重塑竞争力？在登康口腔

的产品展厅，火锅牙膏、新国宝牙膏、防菌牙膏等各种个性化

的冷酸灵牙膏产品令人目不暇接。登康口腔党委书记、董事

长邓嵘说，近几年来，企业立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打

出创新“组合拳”，通过产品个性化、营销互联网化、研发数字

化、生产智能化、管理信息化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为冷酸

灵这一老字号国货品牌注入新活力。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产品创新，是冷酸灵成功突围的

“法宝”。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登康口腔聚焦品牌年轻化、专

业化和国民化，全力推进产品创新、产品结构升级，先后打造

了多款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多样

化需求。比如，登康口腔携手小龙坎老火锅推出含有标准中

度辣、川渝微微辣和传闻变态辣三种口味的冷酸灵“火锅牙

膏”，这款个性鲜明的产品，迎合了年轻消费群体尝新欲望，一

上市就供不应求。再比如，在儿童牙膏细分市场领域，登康口

腔研制推出了贝乐乐“天然安全”儿童牙膏和 7 彩儿童套装，

让儿童每天都可以用不同口味的牙膏刷牙，满足了成人和孩

子的差异化需求，销量位居全国儿童牙膏品类前列。在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登康口腔针对消费者对“防菌”类产品的需

求，研发出冷酸灵牙膏、牙刷、漱口水等 8款防菌类新产品，投

放市场不到2个月，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

研发高科技产品

产品推陈出新、不断赢得市场的背后，是登康口腔技术创

新的力量支撑。

记者在冷酸灵生产车间采访时看到，制膏、灌装、包装各

条生产线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制膏车间里，配料制膏系统实现

了全封闭自动化生产。

依靠核心技术攻关和生产智能化“两条腿走路”，登康口

腔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2020 年，冷酸

灵牙膏销售收入实现 9.63 亿元，同比增长 6.57%；今年一季

度，冷酸灵牙膏日产量达 70 万支，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发展

态势。

记者了解到，2003 年，登康口腔首次从修护和舒缓双途

径解决牙齿敏感问题，在行业内率先将含钾盐和锶盐的双重

抗敏感技术运用于产品中，在抗牙本质敏感技术领域取得重

大突破。以该技术为支撑的冷酸灵品牌产品，销售收入已累

计超过100亿元。

2009年，登康口腔成立了全国首家抗牙齿敏感研究中心

——“冷酸灵抗牙齿敏感研究中心”，随后成功创建了重庆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六大科

技创新平台，围绕口腔大健康产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获得专

利140余项。

登康口腔副总经理邓全富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积极与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搭建协同共享创新平台，构

建起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目前，公司正与西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在黄连牙膏、新型抑菌材料研究方面展开合作，并建立了海外

专家工作站，与多地口腔企业及科研机构加强合作，全面整合

资源，开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水

平迈上新台阶。

登康口腔还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启动实施了“智慧登

康”项目，建设了 40 多项智能制造项目，加大力度推进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着力打造数字化生态平台，更好地服务

消费者。

“公司计划用4年至5年时间，全面打造智能化工厂，最终

实现产能提升 40%以上，劳动生产率提升 30%以上，生产数据

采集率提升到 90%以上，能耗节约 10%以上，仓储能力提升

120%。”登康口腔总经理赵丰硕说。

开展立体化营销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冷酸灵推出了新的广告语：“细菌少

才能口腔好，冷热酸甜吃得了。”细微的变化向消费者传递出

了冷酸灵顺应市场变化推出的新功能价值主张：从单纯的抗

敏感功效升级为全方位保护口腔健康。

去年以来，登康口腔已经在北京、上海、重庆等 10多个城

市累计超过 10 万部电梯里，进行了新一轮楼宇广告投放，提

高品牌曝光度，把新的品牌理念传递到千家万户，提升消费者

对“防菌又抗敏，就用冷酸灵”的品牌认同感。

与时俱进的营销创新是冷酸灵打开市场并充分占有市场

份额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为赢得“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

消费群体的青睐，登康口腔启动了冷酸灵品牌年轻化策略。

2019 年，登康口腔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跨界联合，推出了

一套冷酸灵“新国宝”牙膏，选取了 5 款经典的国宝文物与冷

酸灵的爆款单品相结合，充满国潮文化底蕴的外观设计，赢得

了消费者热捧。登康口腔还与多个年轻用户喜爱的影视 IP

跨界合作，提出“爱有冷热酸甜”“敏感时刻，有我陪你”等一系

列品牌理念，为冷酸灵品牌注入情感元素，拉近与消费者的

距离。

“冷酸灵用亲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寻找传统 IP 文化与

现代生活产品最恰当的结合点。”邓嵘说，公司还不断优化品

牌的传播渠道，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整合微博、微信等社交

媒体以及线下传播渠道，采取“短视频+直播+电商”的网络营

销模式，实施全媒体推广，构建起立体化营销新格局。

“好产品是冷酸灵最大的营销！”谈及未来发展，邓嵘表

示，公司将持续强化口腔基础性研究，深入开展前瞻性生物材

料和智能技术在口腔中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推动企业向价

值链中高端迈进。

小 牙 膏“ 挤 ”出 大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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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月21日广州市荔湾区出

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起，广州 11

个区陆续开展多轮全员核酸检

测。在这轮大规模核酸检测中，

第三方医检机构龙头企业——金

域医学发挥出强大检测能力，以

专业技术和运营能力支援疫情防

控，高效开展筛查工作。

近日，金域医学运营的“猎鹰

号”气膜实验室再次提升产能，将

气膜舱实验室从4组增加到6组，

日检测产能从 12 万管提升至 18

万管。至此，金域医学在广东省

的日核酸检测产能可达 60万管，

若采用 10 合 1 混采技术，每日最

高可检测 600 万人份核酸样本。

据统计，5月 21日至 6月 15日，金

域医学在广东省累计完成核酸检

测超 1849 万人份，其中在广州累

计完成检测1051万人份。

金域医学何以为疫情防控提

供充足底气呢？

依托广州具备全国领先的医

疗资源优势，金域医学在广州打

造了总部中心实验室、“猎鹰号”

气膜实验室和“猎鹰号”移动实验

室“三位一体”联合作战方式，持

续推动检测全链条效率提升。

“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和移动

实验室由金域医学联合广州实验

室、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等机构联

合共建，由金域医学全面运营。

位于广州体育馆的“猎鹰号”气膜

实验室日检测产能达 18万管，主

要用于大规模检测，可以保证结

果在 24 小时内发布。目前在广

州荔湾、南沙、白云机场停驻着 3

台“猎鹰号”移动实验室，以满足

快速响应、及时出具结果的应急

检测需求。其中，大巴“猎鹰号”

移 动 实 验 室 实 现 日 检 测 产 能

2000 管，2 台集装箱“猎鹰号”移

动实验室每天可检测合计 1万例

单管。

利用联合作战方式，金域医

学将广州地区的日检测产能提升

至 52万管，成为目前全球核酸检

测日产能最高的单体机构。

“要真正完成大规模核酸检

测任务，检测技术更新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检测全流程的技术方法应用、实验室运营和

全链条运营管理能力上的创新。”金域医学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耀铭告诉记者。

据悉，金域医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参加过多场各

地区的大规模筛查任务，积累了丰富的大筛查检测经验。

此次广州疫情暴发之初，梁耀铭就要求参与 2020年全国抗

疫的技术骨干和物流人员随时待命。集团供应链和后勤保

障部门立即启动备战计划，确保试剂耗材的有效供应。金

域医学“全国一盘棋”调配资源，从江西、湖南、贵州、黑龙江

等地的中心实验室调集超 200位富有经验的检测人员支援

广州，累计共投入超 1100 名检测、物流人员，调配、购买超

960台检测设备，迅速提升了产能。

“粮草”和“兵力”齐备之后，金域医学持续推进流程创

新，优化物流配送网络，升级实验室信息系统，各板块密切

联动；不断优化检验方法，采用开盖机、自动核酸提取仪等

设备提升自动化程度，“人机配合”开展检测。通过流程优

化、技术整合、信息升级，金域医学推动检测全链条效率提

升，成为这次广州疫情核酸检测的主力军，发挥出第三方医

检机构的社会化力量，切实有效切断传播链条。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企业研发能力明显增强，产品质量水平明显

提高，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六年位居世界

第一。其中，今年 5 月份市场渗透率超过

10%，L2级智能驾驶装载率超过 15%，在全

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 6

月 13 日 2021 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工信部

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罗俊杰的发言引发听众

共鸣。

得益于国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超前眼

光和战略布局，经过 20 多年的精心培育，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体量初具规模，具备了

一定产业比较优势。中汽协发布的最新数据

也显示，今年 5月份，在汽车总产销量同环

比均出现回落的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双双突破 20万辆，同比增长 1.5倍。以

至于有机构将此前预计的全年 200万辆销量

调高至 240万辆，显示出其对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强大信心。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零

部件生产企业，“电池一哥”宁德时代市值

也在近期突破万亿元，成为创业板首个万亿

市值公司。万亿俱乐部是各个市场里的明

灯，指引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在港股和美股

市场中，这个俱乐部成员主要是科技、互联

网公司，在 A 股更多是白酒和金融类企业，

而宁德时代作为科技型新万亿元公司的独

苗，同样折射出资本市场对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的巨大期待。

在看到产业变化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虽

然智能电动汽车不再需要发动机和变速箱，

但换个角度来理解，门槛的降低意味着企业

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更难了。事实上，从传

统内燃机汽车到智能电动汽车，降低的只是

动力系统门槛，而车身、底盘、电子电气等

系统，以及制动、转向等基本功能的要求一

点都没有降低。如果我们自身产业基础不

牢，核心技术掌控不够，同样存在着从先发

到被人赶超，甚至落后的危险。

更何况，从整车企业来看，无论是造车

新势力还是传统车企，当前我国还没有一家

能全面抗衡特斯拉的企业，撼动其一家独大

的局面。尽管遭遇“车顶维权”，但 5 月份

特斯拉销量高达 3.34 万多辆，重返销量第

一，实力不容小觑。尤其是在产品结构上，

除了蔚来汽车和广汽埃安等个别车企，本土

车企产品大部分仍以中低端为主，很多是赔

钱赚吆喝。这表明，我们的品牌缺乏溢价能

力。没有溢价能力，就难以占据价值链高

端，引领市场走向。

如果从产业链供应链来看，那么挑战同

样严峻。目前，虽然我国已培育出像宁德时

代这样的动力电池巨头，但在新能源汽车及

智能网联汽车部分核心部件上，自主研发能

力依然不足，存在被“卡脖子”风险。比

如，车规级芯片、中高端车用传感器等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被一些国外企业垄

断；车载操作系统、车辆专用设计与模拟仿

真软件等软件平台基本被外企掌控。显然，

这不仅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而且必须下

大气力突破。

造车不是百米冲刺，而是漫长的马拉

松。一时的抢跑，并不等于在后面的赛程中

就能持续领先。要看到，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汽车“智能化和电

动化”浪潮汹涌。目前，大众、通用等国际

汽车巨头也在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就连一

直对纯电动汽车不屑的丰田也将发展重点转

向电动汽车。去年，欧洲反超中国，成为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因此，面对全球汽车

产业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和国外汽车巨头的后

续发力，我们唯有保持强大的战略耐心和政

策毅力，通过创新驱动，拓宽和加深自己的

“护城河”，把“先发优势”夯实成核心竞争

力，才能真正领跑未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
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
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国华大厦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02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37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2月09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首层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7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裕翔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3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39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8月11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澳景园四区2号楼1至8层101内1层101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8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七家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6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35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8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英才南一街3号院2号楼102、103房间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8日

以 上 信 息 可 在 中 国 银 行 保 险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网 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深圳市惠鑫橙
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拍卖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友利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市惠鑫橙
贸易有限公司。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深圳市
惠鑫橙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
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深圳市惠鑫橙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和相应担
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圳市
惠鑫橙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借款人

陈增培

宁佐成

剩余本金

4500000.00

5800000.00

利息

542201.28

329500.31

担保人

陈增培

宁佐成、胡敏、
深圳市古稻林
同泰餐饮有限
公司

案件判决案号

（2020）粤 0304
民初25278号

（2020）粤 0304
民初53555号

基准日：截至2020年12月29日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深圳市惠鑫橙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
深圳市惠鑫橙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