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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6 年靠卖中信证券股票保壳 两面针走下神坛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黄林夕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邢雯芳

艰难，原因不外乎体制、市场反应速
度、团队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也使

盖生活用纸、纸浆等，但这一产业的

但整体并没有回暖的迹象。 ”

规模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依然非常
小。 预计 2016 年，我国规模以上造

陷多元化“围城”
这些年两面针业绩的下滑，正

忆。

是伴随着主营业务范围的不断扩
展，自然而然牙膏业务也随之衰退。

曾经开创了中药牙膏先河的两
面针， 一度是中国牙膏市场的佼佼

经过近八年的发展， 虽然产品线涵

其业绩逐年缩水。 尽管曾经自救，
“一口好牙，两面针。 ”
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如今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 可能只剩回

面针的造纸产业始于 2009 年前后。

传统的主业优势不再， 多元化

纸和纸制品业可实现销售收入达万
亿元。从目前来看，全国范围内排名
前 10 位的造纸企业产能占到全国
总产能的 30%左右，前 100 位占到
全国总产能的 60%。 而两面针纸业

者，但在外资冲击、品牌老化的魔咒
下，作为主业的牙膏逐渐衰弱，而开
始多元化投资后， 不断亏损的子公
司又拖累着两面针的业绩。

的布局， 让两面针在亏损的泥淖中
越陷越深。
2004 年，两面针在上海证券交

在牙膏市场上， 自 2007 年起，
两面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易所挂牌上市， 成为牙膏行业内首
家上市企业。

在一些日化行业人士看来，两

润就多年处于亏损状态， 即使在
2016 年，两面针亦是靠出售证券资

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到大量资金

面针作为知名度非常高的民族品

后， 两面针开始拓展自己的商业版

牌， 本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对
中国消费者习惯的了解， 在产品创
新、 深耕细分市场方面做得更好。
但两面针却“不务正业”，“放弃了不

图，向日化、药业、金属材料等领域
进军。

产止损。
有意思的是， 与此同时， 多年
来，两面针进入的房地产、造纸等领
域，不但全线亏损，并牵制了其相当

自 2004 年， 出资 2945.2 万元
人民币投资扬州旅游用品有限责任

的精力和财力。
多条腿走路的昔日国货牙膏大
王，因此一步一步走下神坛，被市场
边缘化……

东方 ＩＣ 图

星张嘉译代言，重金在央视打广告，

目前销售规模约为 4 亿元， 市场占
有率较低。

能否重回巅峰？

该放弃的主业， 盲目进入到自己并

公司开始， 两面针投资领域涉及房
地产、三氯蔗糖、日化、建筑工程设

不擅长的房地产、造纸等业务，造成
顾此失彼的困境”。

备租赁、药业种植、卫生用品、造纸、
进出口贸易等产业。

日化专家陈海超表示，一方面，
两面针品牌固化、 老化， 历史经验

2007 年，两面针通过内部会议
提出，“无产品经营不稳， 无资本运

足，但产品策略不如云南白药，产品
创新不足， 尚未跟上消费者的升级

作不富”的理念。
由此，两面针除了投资实业，资

需求。 另一方面， 两面针 “不务正
业”，靠卖非主业其他方面投资获利

本运作上的投资也一样非常惹眼。
当年， 两面针注入 1.5 亿用于申购

保壳，而且多年来形成习惯。曾经的
自救措施也未带来应有的回报，企

新股、投资证券和基金；投资 2 亿元
参股了南宁市商业银行 （后更名为
北部湾银行）； 出资 1000 万元参股
柳州市商业银行等。

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失败的。
“未来如果两面针集中精力，回

2690.3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可
两面针靠的却不是牙膏业务， 而是
出售资产及投资项目分红。
2016 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两
面针出售中信证券股票 1162 万股，

导刚刚上任， 公司尚有很多内部事
宜尚在处理当中， 目前产品规划还
没酝酿好。
在日化行业人士看来，“这些年
由于证券投资的分红和股价上涨，

感。

实现投资收益约 1.6 亿元； 出售长
风路 2 号危旧改土地及地面附属

出售手中持有的中信证券股票是两
面针净利润为正的惯用手法。 ”而

当时牙膏市场上各种功能型和
高端型牙膏早已饱和， 如云南白药
等品牌更受商超和专营店青睐，两

物， 获得处置收益 1239.1 万元，获
得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分红 1597.41 万元。

主业亏损严重的两面针， 手中若没
有中信证券的股权，估计公司早就
面临退市危机。 “一旦账面出现问

面针并未像预想的那样重回巅峰。
与此同时， 两面针将目光投向

这不是两面针第一次靠卖资产
止亏， 中信证券已经成为两面针的

题，卖股票就可以立即补亏”。

钻煌为董事长，并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务， 兼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了酒店，欲开拓其为重要销售渠道。
虽然两面针试图通过铺设宾馆

“提款机”。
早年两面针投资中信证券，曾

“第一”的陨落

至此， 两面针已初步形成多元
化战略格局。

海超表示，对于两面针而言，很多消
费者对其印象还停留在 21 世纪初，

委员。 而原董事长钟春彬则被提议
辞去职务。

酒店用品市场来打翻身仗， 但是挑
选的酒店比较低端，牙膏短小，不足

经一度是其十大股东之一。 2007
年，两面针开始高位抛售中信证券

在很多中年消费者心中， 两面
针的广告语“一口好牙两面针”深入

然而， 多元化并没有给两面针
带来其所期望的直接效益。

年轻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
实际上， 两面针不仅在主营产

两面针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杨敏
向《国际金融报》记者确认了上述情

旅行装，又属于一次性耗材品，品牌
曝光度不够，客户认知度被削弱，两

股票。
记者梳理发现，从 2010 年开始

以柳州两面针纸品有限公司和

况，而其董秘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切以公告为准，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

面针牙膏的销量并无明显好转。
一位上海区域的两面针经销商

到现在， 两面针六度抛售所持有的
中信证券股票。

人心， 早年占据电视广告的黄金时
段， 但近年来却听不到了。 许多城
市的终端难见两面针的产品，两面
针牙膏渐渐销声匿迹。

品上与市场脱节，被严重边缘化，更
大的问题在于经营决策和管理上困
难重重。
“从产业角度来说，两面针品牌

计划，暂不接受采访。
2013 年初，钟春彬成为两面针

向记者透露其困境：目前，品牌酒店
不让进驻， 主要靠维护老客户来销

2011 年， 两面针将 1791 万股
股票的账面财富落袋。

董事长， 这位新掌门人曾经在广西
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售两面针的产品， 生意是越来越难
越做。

2012 年 两 面 针 出 售 1498 万
股，获利 1.18 亿元。

钟春彬的改革结果并不如人
两面针在品牌和渠道的推广优
势逐渐丧失， 逐步被边缘化。 而随

2013 年抛售 1732 万股， 获利
1.49 亿元。
2014 年抛售 1000 万股中信证
券，获利约 2.58 亿元。

着钟春彬离任， 两面针能否沿着其
在任时定下的战略方向继续往前也

2015 年，两面针再度抛售中信
证券股票，换取 1400 万元。

成为未知数。

“柳工奇迹”难复制

并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 拓展销
售渠道。 两面针年报披露，2013 年
新品共产生销售收入 2700 多万元，
实现毛利 1000 多万元。

困境中的两面针， 不断寻找救
赎的方法。
就在 11 月 25 日， 柳州两面针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面针公
司”） 发布关于选举新董事长的公
告。 公告称， 两面针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 选举林

柳工） 创造出产值 3 年翻 5 倍的战
绩。
然而， 在柳工创造奇迹的钟春
彬，并没有把好运气带到两面针，在
其掌控之下， 两面针业绩丝毫不见
起色。
钟春彬上任之后， 也曾雄心勃
勃，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上任后，钟
春彬一方面精简产业板块， 让两面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

意。

卖资产得心应手

两面针今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
告显示，其营业收入为 10.77 亿元，
较上年度同比下降 5.29%； 净利润
亏损 7035 万元。
早在 1978 年，两面针前身柳州

柳州两面针纸业有限公司为例，数
据显示，最近 3 年，两面针纸品公司
和纸业公司亏损额少则 7000 多万
元，多则上亿元。
柳州两面针纸品有限公司成立
的第一年，实现了 8625.3 元的净利
润，但第二年便开始亏损。

归到主业牙膏上， 营销激活老品牌
效应，焕发新生，机会还是有的。”陈

相当可惜。 其顶层设计高管团队比
较固化，人员需要调整；中层营销策
略，应注重品牌扩张和活化，目前差
不多只在柳州能看到两面针产品的
身影，全国范围很难见到；底层创新

市牙膏厂成立， 随后研制出中国第
一款中草药牙膏——
—“两面针药物
牙膏”， 开创了国内中药牙膏市场
的先河， 此前一直蝉联国内牙膏市
场销量第一长达 15 年之久，其市场

而柳州两面针纸业有限公司从
第一年，便开始以七位数亏损。
两面针 2015 年年报显示，其合
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共 8 家，
其中仅两面针（江苏）实业有限公司
和广西亿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两家

2016 年，两面针出售中信证券
股票 1162 万股， 实现投资收益约
1.6 亿元。

占有率排在上海中华、 广州高露洁

实现盈利， 当期净利润分别为 345

两面针而言， 立竿见影的方法是需

之后，是民族品牌第一。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 目前消费

万元和 173 万元。 相比之下，另外 6
家子公司的亏损额则大得多， 其中

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注入新鲜血液，
带入新鲜的营运模式， 回归主营业

需要提出一个新的卖点来符合主流
消费人群的诉求和喜好， 创新的金
字塔需要同步进行， 比如主打中医
药文化概念， 两面针品牌的重塑还
是有一定希望的。 ”朱丹蓬认为，对

针重心回归牙膏主业， 提高经营效
率；另一方面，推动两面针品牌升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两面针走

对于出售股票的原因， 两面针
对外多次公告称： 为解决公司的资

者常用的牙膏品牌中， 两面针鲜有
提及，两面针的使用率或地位大幅

柳州两面针纸品有限公司的净利润
亏损接近 1.13 亿元。

务，发挥优势，只有这样，没落的两
面针才能起死回生。

级，全面提升品牌盈利能力。
彼时， 两面针推出全新高端新

上了一条卖资产的 “常态” 发展之
路。

金问题，支持公司经营发展，补充流
动资金。 可反映到财务报表上，则

下降。
在品牌营销专家朱丹蓬看来，

2014 年，两面针牙膏业务的销
售收入仅仅只有 1.06 亿元，不到两

截至记者发稿前，两面针仍未
就发展战略规划、 目标作任何说

品的中药消痛牙膏系列， 还高调宣
布两面针将以售价 59.9 元/支的牙

以 2016 年为例，两面针年报显
示，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62 亿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完全是为扭转净利润的亏损。
对此，两面针公司办表示，现在
这个时机不太合适接受采访， 新领

“两面针曾经在口腔护理这块做得
非常有建树， 中医配方也很受国人
欢迎，但这么多年来整体运营相当

面针总营收（11.87 亿元）的 10%，
被其他品牌牙膏远远抛在后面。
作为多元化经营的一部分，两

明， 未来公司经营状况是否能好
转，将是摆在新董事长面前的一个
难题。

膏回归主业。 同时， 两面针签约明

涨价、核心高层疯狂减持 洋河还值得买吗？
国际金融报见习记者 ｜ 黄林夕

随着接近年底， 高端白酒涨价
的声音越来越大。 11 月 30 日，洋河
曝出涨价计划。 有消息称， 春节前
梦之蓝价格预计会上涨 50 元左右/
瓶。 一时间，引起外界极大关注。

一直保持低调节奏的洋河如今也加
入到涨价大军中来。在时间节点上，
洋河此次涨价选择在元旦和春节这
两个销售旺季。
据相关媒体报道， 洋河梦之蓝
此次涨价可能将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12 月 1 日起，M3、M6 出
厂价分别上涨 5 元/瓶、10 元/瓶，这

15.34%。 然而，相比之下，洋河追赶
的目标五粮液表现则更为抢眼，前
三季度业绩增幅达到 24%，净利润
增长 36%。 贵州茅台的营收和净利
增幅分别为 59.4%和 60.3%。 可以
看出， 原本落后的洋河在业绩增长
上仍处于苦追的尴尬地位。
市场层面除了遭遇茅台、 五粮

据了解， 在各个地区洋河都设
有负责销售业务的办公处， 办公处
下辖众多的业务员，业务员的主要
任务是帮助众多经销商进行销售活
动。而终端的客户被业务员所接触，
极大地削弱了经销商对终端的掌
控， 而洋河直接控制终端的渠道消
费，经销商就处于较为尴尬的局面。

界质疑。 11 月 10 日，洋河股份连续
发布两份减持公告，宣布公司董事、
副总裁周新虎在 8 月 31 日至 11 月
7 日期间累计减持 50 万股。 而洋河
股份 10 月 27 日披露的三季报显
示， 洋河集团前董事长杨廷栋于三
季度进行减持，退出十大股东名单，
减持数量最少为 178 万股。

原因为个人资金需求。
对于高管减持套现的做法，洋
河股份方面对外公开表示， 主要是
因为高管个人资金需求， 并且不会
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白酒板块前期已到高位，继续
支撑板块上涨的基础已不存在，而
且市场资金也在开始从白酒板块流

洋河最近新闻不断。
排行国内白酒老三的洋河业绩
增速上与茅台、 五粮液逐渐拉大差
距；与此同时，洋河股份遭核心高层
减持。 11 月 10 日，洋河高管董事副
总裁周新虎高位套现， 合计减持
48.96 万股，套现金额 4605 万元，而
这并非个例。
此外， 近日洋河酒瓶生产企业

是目前经销商已经收到的确定消息。
第二步，2 月 15 日，M3、M6 出
厂价再次上调，幅度较第一次更高。
第三步，明年 6 月份左右，将会
再次适度提价。
在白酒营销专家蔡学飞看来，
洋河年底的备货与销售任务已经完
成， 现在提价是对明年市场信心的
一种提振。

液第一梯队的压制， 还有来自白酒
第二梯队的虎视眈眈。
“洋河今年在业绩上最大的一
个特点就是以江苏为核心的华东市
场， 经过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后进入
调整期， 如该区域内的今世缘和古
井贡酒都有一定的快速增长，直接
对洋河造成了一定的内部压力。 ”
蔡学飞表示。

对此，蔡学飞认为，可能有终端
不满洋河的强势管控， 但是考虑到
此时年底备货已经完成， 经销商小
型化对原有经销商与洋河的合作关
系影响不大。
不过， 在白酒行业专家肖竹青
看来， 一般大经销商们都会有固定
的人脉渠道，可以加强商务渠道的
消费， 过度地削弱大经销商并不理

在这两份减持公告的背后是洋
河股份近几个月来股价的上涨。
无独有偶，11 月 27 日，山西汾
酒发布了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减持
公司股票的公告，而在本月初，山西
汾酒也发布了公司副总经理武世杰
减持的公告。 在这背后同样是山西
汾酒股价的持续上涨。
而洋河股份除了上述已经减持

出，所以逢高减持，对于高管而言是
最合理选择。”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
萌认为。
近日， 洋河旗下江苏蓝色玻璃
集团带病违规生产 7 年之久才因被
居民投诉污染严重， 被环保部门下
达行政处罚，勒令整改。江苏蓝色玻
璃集团是上市公司、 著名酒企江苏
洋河的酒瓶生产大户。 该公司承担

智， 尤其是削弱经销商不利于产品
的高端化发展。

的高管外， 公司其他高管的减持也

核心高管频繁减持

正在路上。 洋河股份近日发布 《关
于公司副总裁郑步军先生股份减持
的预披露公告》，公告显示，近日公

了洋河酒厂 35%至 40%的包装瓶
生产任务， 不管是对消费者还是对
投资者而言， 这样的洋河还能像茅
台酒一样具备储藏价值吗？

在资本层面， 近日洋河还遭遇
公司核心高管持续减持， 也引发外

司收到公司副总裁郑步军的股份减
持计划，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减持 7.14 万股股票，而减持的

针对涨价以及高管减持等问
题，记者给洋河方面发去采访函，但
截至发稿未有回应。

大户江苏蓝色玻璃集团因生产污染
受到行政处罚。
这样的洋河还值得买吗？

终端渠道直控引争议
今年酒企相继开启涨价模式，

有经销商告诉记者， 洋河的主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洋河

要产品利润差距很大程度上是靠销
量的上涨来弥补。对于经销商来说，
不涨价意味着利润不能上涨。

的经销商正在核心终端进行直接把
控，并在三四线城市进行渠道下沉。
“现在洋河对市场经销商的掌控基

2017 年前三季度，洋河股份营
收 168.78 亿元，同比增长 15.08%；
净 利 润 55.8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本是深入一些县城， 找很多小经销
商， 等于动了此前洋河大经销商的
奶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