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星制药株式会社 



公司概要 

东星制药经历了朝鲜半岛战争的艰苦时期，于1957年，肩负制药报国的时代使命创立而成。 
60余年间为国民健康和国家经济不断努力，是韩国医药业界最具代表性的制药企业。 
  
2018年，一直以来倾注心血开发的抗癌药物和糖尿病治疗药物获得了临床批准，从而倍受
关注。 
 
另外，东星制药通过与韩国政府机关——农村振兴厅联合研究开发，通过使用韩国天然成
分开发化妆品和医药品，并且使其商品化，为农户增加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星制药在过去60多年的经营活动中，并不只专注于企业的利润增加，而是分享来自客户
的爱，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在韩国儿童慈善机构给贫困青少年赞助学费等支援奖学金事业做了30多年，为努力做疾病
治疗和医药开发的国内外学者支援研究经费并且颁发“松荫医药学奖”做了20年，为老人
免费染发的活动连续做了30多年，以上这些社会慈善活动分别获得了“首尔市长奖”，
“保健福利奖”，“国务总理奖”等国家授奖。 
 
东星制药是1983年开始进行研发化妆品事业的，中国消费者并不熟知东星制药的原因是东
星制药的事业分布只限于医院，诊所和药店，并未向海外宣传过我司产品。 
 
很荣幸能通过这次机会，通过琅丝面霜为中国消费者介绍东星制药的传统和历史，也希望
今后大家对于东星制药和琅丝面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厚爱。 
                                                                                  谢谢！       
                                                    东星制药株式会社 代表理事  李 亮 求                                        



■ 设      立 : 1957. 11. 25 

■ 株式   生长 : 1990. 01. 19 

■资  本   金 : 24,756,574,000韩元(2017年 基准) 

■ 职      员 : 332名 (2017年 基准) 

■ 销  售  额  : 5.04亿 元 (2017年 基准)   

 

公司概要 



设立 

•1972  正露丸上市（上市第一年销售额达到50亿韩币） 

•1980  与日本若素制药公司正式签署技术合作,“东星若素”上市 

•1983  与美国O’Leary公司正式签署技术合作,“O’Leary Cover Mark 化妆品”上市 

•1990  股份上市, 注册资本金45亿韩币 

•1991  与澳大利亚Jesmond公司正式签署技术合作，最早无公害杀虫剂 “Bio-Kill”上市 

•1994  正式成立飘雪化妆品株式会社，设立东星奖学财团 

•1997  符合于KGMP的牙山制约厂竣工 

•1998  制定李善奎药学奖 

•1957  正式成立东星制药株式会社 
•1965  染发剂“杨贵妃”上市 

•1968  韩国第一彩色染发剂“Feminine”上市 

生长 

踔跃 

•2001  李阳玖会长上任 
•2006  成立Dongsung World Wide 美国分公司，在全国优秀中小企业人大会上荣获中小企业厅长表彰 
•2007  中国分公司汉门商业有限公司成立 
          与农业科学技术院签署共同研发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的协议 
 2008   签署胰岛素口腔喷剂国内独家经销协议 
•2009   Photodynamic therapy, Photolon 协议达成 
•2010  与农村发展局合作推出了“化妆品护理”“化妆品” 
•2011   获得首尔市政府的社会福利奖 
          荣获500万美元出口塔奖和知识经济大臣奖 
          蜂毒化妆品 Manuka Doctor 英国出口 
•2012   过敏性皮炎“ATO24”上市 
          农村振兴合作研究彩妆化妆品 
•2013   美白功能化妆品东星琅丝面霜上市 
•2014   第4届世宗大王分享志愿活动 荣获美丽的韩国人奖项 
          光动力癌症治疗光致发光剂“光子”被指定为稀有药物 

          易知安摇摆布丁染发膏上市（欧利芙洋独家入驻） 
•2016  第一届赢得卫生和福利部长的幸福分享奖 
•2017  东星制药研究所的大邱癌症中心完工 
•2018  光动力癌症治疗“Photoron”临床授权 

公司沿革 



主要 事业 

Health from Nature  
Basement: Nature Feel: 自然體感(Rawganic Fever) 

 

医学 

 

化妆品 

 

染发剂 

 

R&D 



 

 医药-OTC 
 
Cheong Ro Hwan, Ducaps. 
Minoxidil, Teethrol, Green-Q  
Sian etc. 

 准药物 
 

Insecticide – Bio-Kill 
Kinesiology Tape – Anapa Tape  

 染发剂  
 
Yang Qui Bi, Feminine, Seveneight,  
Bubble-B, ezn Pudding, ezn Milk 
Hey SEE:Real etc. 
 

 医药-ETC 
 
Photolon, Fluconazole, Ceclex  
Dongsung Simvastatin Tab. 
Dongsung Metformin HCl Tab. 
Dongsung Rabeprazole Tab. etc. 

核心产品和品牌 



 

 化妆品 
 

Rannce Cream Omarsharif Re20,  
a.c.care,  
ato24, BEESTOX etc. 

 健康食品 
 

BioGaia Protectis baby drop 
BioGaia Protectis easy drop 
BioGaia Gastrus chewable tablet 
BioGaia D3 chewable 

 日用品 
 

Wow sanitary pads, 
Medi Guard mask KF80, KF94  
Single sheet laundry detergent etc.  

 OEM 
 
Amway, Atomy(KOREA) 
MANUKA DOCTOR(New Zealand) 
KISS COLORS(U.S.A) etc.  

核心产品和品牌 



Core R&D 

癌症治疗剂 – 东星 Phptolon 口服胰岛素喷雾 - 奥拉林 



海外贸易网络 

日本 

越南 

美国 

欧洲 

中国 

香港 

德国 

泰国 

厄瓜多尔 

台湾 

新加坡 

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新西兰 

英国 



前途 

客户满意度 

好的产品和 
为客户服务 

挑战 

成功 可信度 

•负责任的管理 

•追求利润  

•公平竞争 

•追求共存 

•改变领导 

•指向至上 

•才华人的重要性 

•指向未来  

思考 

核心价值 

“ 一流的企业 “ 





皮肤 美人 



2013年 化妆品 东星琅丝面霜 

1995年 药品 琅丝面霜 





黑色素形成原因(皮肤色素沉淀) 
 

1. 紫外线 - 导致大约80％的皮肤老化 

2. 压力 - 刺激黑色素的产生和释放 

3.   怀孕  -  80％的孕妇会出现皮肤色素沉淀 

4. 激素治疗 - 女性荷尔蒙的变化可能引发色素沉淀例如：雌激素，黄体酮配制的避孕药 ，

激素替代） 

5. 药物治疗 - 某些药物可能会导致触发黑色素瘤的光毒反应 

6.   饮食 - 肉 -> 氧化身体 

       尼古丁 -> 破坏维生素C 

 咖啡因 -> 分离黑色素 



紫外线辐射(자외선) 

 UVA - 到达地球表面最普遍的紫外线辐射（高达95％）。  

         在皮肤老化和起皱 中起主要作用。 并可能引发皮肤癌。       

 UVB –导致皮肤变红和晒伤的主要原因。 

 UVC - 不会穿透大气。 

주름, 잡티
검버섯 

홍반, 화상 



 黑素细胞是位于人表皮的底层（基底层）的细胞，它产生黑色素并保护皮
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黑素细胞主要负责肤色; 然而，黑素细胞过度积累也会引起皮肤色素沉着，
如黄褐斑和雀斑。 

 黑色素会与皮肤细胞一起移动至表层皮肤附近，并在皮肤更新结束时与角
质细胞一起剥落。 

 由蜘蛛状黑素细胞合成的黑色素体趋向于均匀地扩散在皮肤中，并将黑色素
移动到接近皮肤表面，使肤色看起来暗淡和不均匀。 

      

黑色素(멜라닌세포)？ 



黑色素 

1. 黑素细胞刺激黑色素生成。 

2. 黑色素积累过多会引发皮肤色素沉淀。 

3.厚实的角质层可防止黑色素和干燥死细胞的消除。 

皮肤色素沉淀 原因 
 



4步提亮肤色 

랑스크림_영상180516/중문/랑스크림_3D_CHN.mp4


表层皮肤再生更新(피부재생주기) 

REFERENCE > https://www.otsuka.co.jp/en/health_illness/skin/01_mechanism.html 

Approx. 
14 days 

Approx. 
14 days 

新的细胞在称为基底层皮肤的最深层中产生。 随着细胞分裂，这些新细胞
移动到至近皮肤表面，然后变成角质细胞而死亡和剥落。这种皮肤再生周
期被称为皮肤更新周期，健康的皮肤更新周期大约需要28天。 

28 



동성 랑스림 – 핵심 성분 东星 琅丝面霜 -核心成分 



东星 琅丝面霜 -核心成分 









临床试验 

랑스크림_영상180516/중문/랑스크림_임상_CHN.mp4


如何使用 

(9月) (9月) 

(9月) (9月) (9月) 



户外广告 - 巴士总站 



户外广告 - 建筑 



户外广告 - 地铁站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