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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gonna be your 

SPEEDY HEPLER! 

MISSION 

01. 
For your successful business, we are willing to be your SPEEDY HELPER. 

CELPER 

Concept + Helper 

我们从产品推出的第一 

纽扣、产品理念开始、 

按照最新趋势和客户 

的方向性进行规划 

DELPER 

Develop + Helper 

从原料概念到产品质地,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要提 

供定制型服务 

PELPER 

Performance + Helper 

我们承诺产品上市后、 

通过质量保证持续表现成果 



持续 

我们会坚持到底 

我们将为了顾客的满意而尽最大努力 

加速 

我们会提速 

准确掌握顾客的要求、  

加快产品推出速度 

约定 

我们会遵守承诺 

我们会以我们的产品的心态遵守 

生产优秀产品的约定 

ACTION PLAN 

02. 
We are supporting your business with all our heart. 



2011 2012 2013 2015 2016 2018 2019 2020 2021 

▶ (株)韩国碧恩碧法人成立 
    建立富川制造工厂& R&D 研究所 
▶ ISO 9001, ISO 14001, ISO 22716 认证 

▶ 风险企业认证 

▶ 并且引入子公司 JL Ventures 
▶ 成立JV4个公司 

▶ 仁川检丹CGMP工厂竣工  
▶ 企业附设研究所首尔搬迁 
▶ INNO-BIZ认证 

▶ Synerge 招商引资 
▶加强研究人员并激活全面的ODM销售 

▶ 新设新剂型开发组 
▶ 开始OBM营业 
▶ 与(株) Wise Midea Commerce签订MOU 
▶ 与德国DERMA 品牌freiol签订MOU 
▶ 与NS电视商场签订MOU 

▶ 获得医药部外品制造业许可 
▶ 获得动物医药部外品制造业许可 

▶预计将获得天然· 有机化妆品认证 ▶ 格丽松马油霜上市 
▶ 九朵云祛斑霜上市 

HISTORY & TIMELINE 

03. 
We are constantly growing with various business expansions. 



制造设备 

制造设备 - POP系统隔绝人为的
失误和ERP联动 

 
乳化机3,000L / 乳化机2,000L2台 / 乳化机
1,000L / 乳化机500L / 乳化机200L / 水箱
2,500L / 水箱2,000L 3台 / 水箱800L / 
水箱500L / 水箱400L / 水箱200L / 水箱
150L / 水箱80L / 分散机2台 / 三辊式滚轧

机 / 混合机 / 喷雾机2 

60^ 

生产设备 

基础自动生产线、软管、面膜贴、
气垫等  

 
Cream Filling Capping machine 2台 / 

Cream Filling machine 2台 / 4头多充填机 
/ Air Cushion Filling Machine / 

Tube sealer / 护肤霜充填机/ Tunnel 
Sealer / 带热合机 / Tube sample sealer/ 
粉体填料装置 / 爽肤水充填机/ 洗瓶机 / 
输送器12m, 10m, 5m / 粉底加热充填机 / 

口红垂直加压充填器/ 加温 
充填机(stick制造) /双管填充机/ 吸嘴袋填

充机/切瓶机 

60^ 

品质设备 

为了开发符合优秀化妆品制造及
质量管理标准的产品，拥有以下

制造/生产设备 
 

[微生物实验室] Incubator 2台(25℃, 35℃) 
/ 电子秤 1台(0.01~2200g) / 恒温恒湿机 / 
Clean Bench 2台 / Auto Clave 1台 [仪器分
析实验室] GC-FID / HPLC / 水银分析机 / 
ICP-OES / Microwave [实验室] 粘度计 / 超
纯水蒸馏设备 / 超音波清洗机 /Fume Hood / 
pH Meter / 电气回火炉 / 水分测定仪 / 冰
箱1台 / Incubator 3台 / 电子秤 2台 / 排
气形式机柜 / 离心分离机 / VACUUM oven 

60^ 

研究设备 

具有最新R&D研究设备 
 

[剂型研究装备] FUME HOOD / 真空烤箱 / 恒
温水箱 / 电干燥机 / 培养箱 / 酵母搅拌机 
/ 分散机 / 电子秤 / 加热搅拌器 / 净水机 
/ 真空泵 / 三辊式滚轧机 / 实验用压片机 / 
粉饼搅拌机 自动压热器 / 净化台 / CO2 培
养箱 / 离心分离机 ,粘度计 / pH计 / 恒温
恒湿机 / 人脸图像分析仪 / 皱纹测量仪 / 
皮肤测量仪(皮肤弹力度测量仪, 皮肤水分含
量、 经表皮水分蒸发量, 皮肤黑色素 / 红斑, 

皮肤酸性度, 油分测量仪) 

60^ 

为最高质量的稳定生产设备基础 
可灵活应对急迫而可变的生产 
 
 
 

 
 
第1工厂 (15年新建, 制造/生产, CGMP 设施, 3,418㎡ / 1,036py) 
第2工厂 (生产/包装, 1,645㎡ / 498py) 

ISO 22716:2007 ISO 14001:2015 ISO 9001:2015 
仁川黔丹位置 CGMP认证 月生产CAPA 

500万个以上 

STRENGTH 

04.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Stable production base 



化妆品 

工业品 
纤维香水、藤条香薰、刷具清

洁剂、杀菌剂、杀菌纤维香水 

动物医药部外品 

医药部外品  
消毒杀菌剂 

有机· 天然化妆品 
(下半年开始) 

STRENGTH 

04. 

可制造商品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Stable production base 



顾客 项目经理 
相关部门 
有机合作 

STRENGTH 

04. 

          品牌合作开发           快速定制式开发 OBM ODM 

从品牌概念策划到剂型进行客户定制式开发(与客
户的业务方向和市场趋势相匹配) 

协助客户完成产品概念/命名/印刷文案(标记文
案)、剂型及原料提案等整个开发过程 

根据剂型和容量提供多种自由模、2周内快速提出
包装设计(2D和3D均可) 

搜寻符合客户需求的各种新原料(按概念、按功效、
论文/专利原料等)  

选定临床试验项目、讨论临床效率性等、事前提
供咨询、实现对比费用有效的临床试验 

通过FD项目快速提出提前准备好的多种时尚剂型，更迅
速地进行开发 

获得ISO和CGMP认证、按规范化质量生产  

可生产化妆品/工业品(纤维香水/芳香剂等)/医药外品
(消毒剂)/动物医药外品/天然· 有机化妆品等多种类别 

有机管理可制造/生产的产品、最大限度减轻库存负担  

快速共享新的法律政策并建立对策  

准确掌握客户的各种需求、调整内部工作、迅速、
准确地传达与产品开发相关的信息 

商品 
开发 

设计 

研发 

营业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Stable production base 



FD 项目 

FD: Fast second & Development(迅速的第二名战略) 

What is FD? 

STRENGTH 

04. 

快速掌握市场上推出的新产品、预测会流行的剂型、提
前开发剂型并向客户推荐 

完善第一次推出的一等产品、策划超越一等的二等产品 

以多样的原料和剂型开发、实现产品概念差异化  

掌握趋势，提高竞争力 

Why FD? 

在趋势飞速变换的美容市场上、“速度”是最重要的竞
争力  

单凭制造客户想要的产品根本无法提高制造商的竞争力、
先于客户一步开展市场调查及开发剂型，预先给出提案、
让客户的产品能够快速上市才是竞争力 

对于趋势的触角比客户更敏锐，快速掌握新剂型和原料
是关键  

商品开发组 

How we work? 

不断开展线上/线下市场调研、掌握市场趋势、每周召开
开发会议(每个月开发10种产品的新剂型/策划新品牌概
念) 

发行BNB Monthly letter(介绍BNB新产品、介绍新开发
的剂型、介绍新原料、 共享趋势资料) 

运用剂型、原料、品牌策划等积累的资料、为客户进行
量身定制提案 

R&D 

在研究所内特别建立“新剂型开发组” 、每周与商品开
发组召开开发会议   

专门负责开发新剂型、调查和采购新原料、探索特殊工
艺等、为剂型增加专业性的轴心作用  

根据功效、将论文中提及的和有专利许可主要原料、包
括公司使用的(可使用的)原料录入数据库进行累计管理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Special develop resources 



Monthly Letter 

把当月电视购物趋势及新产品/新原料/当月其他公司的主要新产品/B&B韩国的新产品/新剂型等内容如下总结、 
每个月向主要客户提供更新的资料。 

每个月不停地与顾客分享各个流通渠道的重要话题或新产品上市现状和趋势信息，定期提供通过FD项目
开发出新剂型及新原料采购信息  

发挥Helper的作用、提供关于新产品开发的多种见解 

STRENGTH 

04. 

Special develop resources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速度经营 
强化营业权限 & 缩小决策结构 

销售、商品开发、研发和最终决策者都位于首尔办
事处、构造快速对应方案及决策结构(加强应对能
力) 

以销售为中心的业务体系、强化销售团队的权利 

销售 
团队 

S 

S 

STRENGTH 

04.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Speed & dynamic D/M system 

销售 R&D 商品开发 高管 



与子公司在开发、流通、营销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创造协同效应，谋求共同发展 

· 目前在纤维香水品牌行业稳居第二 : 纤维香水、Hair&body香薰品牌 

· 大部分产品已入住网上商城. 线下商城包括olive young，超过1,350家线下商店在售 

· 与MIMI BOX、Marymond 、Doraemon等多个公司合作推出新产品。最近与多个偶像团体（INFINITE、女朋友等）合作推线限量版新产品 

· SBS 网络综艺节目‘访问贩卖少年团’、‘2018超级模特选秀’PPL  

· 2018.07第1季「身体喷雾」在Home＆Shopping播出（已累积销售350,000瓶 ) 

· 2018.11第2季「油身体喷雾」在Home＆Shopping播出 

· 2019.06第3季「精华身体喷雾」在Home＆Shopping播出 

· 2019年、’Lovey Dovey 纤维香水’的产量超过120万 

· 2020.07 loveydovey首个护肤品牌be.和体验团abler上市 

· 2020.10 欧利芙洋两款纤维香水“Keep Calm”和“Red Sunset”新品上市 

STRENGTH 

04.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Create synergy & win-win cooperation 



皮肤细胞健康解决方案 (Skin Cell Vitality Solution) 

· 产品入住于全国 20多个皮肤科及整形外科 

· 入住agbe编辑店和新世界免税店、仁川机场免税店等 

· 此外还入住于乐天商城、Skinny X、Weizide、选美皇后、亚马逊等 

· 基于SNS平台, 包括机上营销在内的各种营销活动正在积极进行中 

· 2020年3月“核酸24靓颜喷雾霜”在Wadiz上市、基金目标额达成300% 

· 2020年5月在乐天电视购物推出“核酸安瓿30天解决方案” 

· 2020.06 入驻美妆品牌店“ON AND THE BEAUTY”乐天世界塔店 

· 2020.10 核酸安瓶30天解决方案在乐天电视购物上创下连续5次销售一空的记录 

· 2020.12 Super Glow Red Propolis Spray Cream在现代电视购物上推出 

· 由皮肤专家创造的优质抗衰老品牌 
· 品牌理念：细胞'Cell +'世界（Monde）。 “从细胞中解读最美的意义” 

STRENGTH 

04.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Create synergy & win-win cooperation 



高贵优雅，时刻追求新颖的功能性化妆品专业品牌 

· 入驻AGB等品牌店、新世界免税店总店和东和免税店  

· 入驻公司直营商城、AK商城、乐天i-Mall、Interpark、Wemakeprice、11号街等  

· 正在协商入驻泰国美妆店（正在办理泰国卫生许可）、此外还在推进出口越南、欧洲、南美 

· 2019.01 “高档素颜霜”产品在台湾第一档K-Beauty节目《拜托女神》中当选素颜霜单元第一名 

· 预计入驻台湾屈臣氏 

· 2019.09 nouveaute美白霜在蒙古电视购物上销售 

STRENGTH 

04.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of product with the strength of B&B Korea. 

Create synergy & win-win cooperation 



APPENDIX 

05. 
Major Clients and Launched products 

· 基于SNS平台赞助著名名人和名人的营销 

· 获得中国卫生许可(9种)、所有产品获得 CPNP(除防晒霜和气垫) 

· 入驻欧洲大型在线流通网“Privalia”、继中国、美国、俄罗斯到欧洲区域、
积极出口至约20个国家 

· 2018年5月7日、在马来西亚电视购物“GO SHOP”推出 

· 2018年11月在现代电视购物推出集中护理精华液喷雾和眼霜 

· 2019年4月在GS电视购物推出水润防晒精华 / 2019年9月在CJ电视购物推出含霜
面膜 

· 2019年10月在GS电视购物推出高端集中精华液 

· 2020年6月在CJ O Shopping推出黛尔珀(d'Alba)白松露舒缓精华 

· 2020年6月在美国四大电视购物频道HSN上推出White Truffle Intensive Serum  

White truffle  
First spray serum 
180ml/100ml/50ml 

White truffle  
Nourishing intensive 

cream 
50g 

White truffle  
 Double layer 

revitalizing serum 
30ml 

Peptide no-sebum  
Mild gel cleanser 

300ml 



· 在2016年推出后、开始流行起来、它以“银瓶”而闻名、一年销· 售额达到700
亿韩元，单一产品销量超过100万 

· 2017年、推出了含有更多活性成分的'Peptide Volume Essence 

· 2018年11月独家推出电视购物节目GS Home Shopping 

· 2019年4月入围韩国品牌首选化妆品精华部门(多肽精华) 

· 2019年11月中国网红璐璐在光棍节直播中销售、创下仅15分钟便 

· 售出3万支的记录 

· 2020年11月与台湾网红HALO MAVIS进行光棍节直播、售出2万个 

APPENDIX 

05. 
Major Clients and Launched products 

Dr.Pepti  
Peptide volume essence 

2.0 
100ml 

Dr.Pepti  
Centella toner 

180ml 

Dr.Pepti  
Galacto cleansing foam 

110ml 

Dr.Pepti  
Intensive cream 

100ml 



· 2009年推出的品牌、在Agabang创立40周年和品牌10周年到来之际更新了包装
及所有产品 

· Putto产品累计销量达到300万个、在韩国拥有700家销售店铺正在开发品牌套
装整体设计(共8种产品、策划套装、大容量套装等）  

· 增强皮肤屏障及保湿保护膜复合成分BSBC™(Baby Skin Barrier 
Complex)中含有BNB专利成分等皮肤脂质成分、正在开发原料名及注册商标 

· 持续开发与更新前的产品不同的多种高品质剂型，扩大产品种类  

· 所有产品均获得德国Dermatest最高等级“Excellent” 

APPENDIX 

05. 
Major Clients and Launched products 

Putto 
Secret shampoo & bath 

300ml 

Putto 
Secret lotion 

200ml 

Putto 
Secret soothing gel 

100ml 

Putto 
Secret cream 

100ml 



· 演出数字营销专门公司，为风险企业、中小企业、特许经营、电商企业提供专门
服务 

· 运用wise media commerce的营销秘诀，推出多样的新产品并签署协议 

· 积极运用WMC通过多样化营销经验累积的秘诀和媒体电商平台 

· 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消费趋势和反映消费者需求，推出对生产——营销具有效率、
战略性的产品（多样种类少量生产） 

· 2019年7月签署MOU后、推出首个新产品BRILLISKIN的“柔和珊瑚粉三重护理”面
膜 

· 2019年9月推出BRILLISKIN的“Eyelenol” 眼霜 

· 2020年5月推出Eyelenol第二季“Brilliskin Eyelenol S” 

·  2020年11月推出“BRILLISKIN Eyelenol R”  

APPENDIX 

05. 
Major Clients and Launched products 

Brilliskin 
Eyelenol 

15g 

Brilliskin 
Eyelenol R 

15g 

Brilliskin 
Eyelenol S 

15g 

Brilliskin 
Soft coral 3 full care 

100ml 



· 从事海外批发零售进出口、化妆品、护肤品、海外市场业务的Serendi 
International自主经营的家庭护理化妆品品牌Serendi Beauty 

· 凭借代表产品兼热销商品“气泡面膜(Sparkling Pack)”声名大噪 

· 2019年4月入驻现代百货店网上免税店  

· 2019年12月在美国推出了可以轻松、方便地接触到博客和Instagram道具市场
产品的道具市场“Your Market”的海外版“Serendi Market” 

· BNB Korea推出了13种ODM产品和3种OEM产品、并且正在持续开发产品 

APPENDIX 

05. 
Major Clients and Launched products 

Red propolis 
Triple ampoule 

30ml 

Reviving  
Centella ampoule 

12ml*4ea 

Red propolis 
Perfect make up starter 
SPF50+, PA++++Blended 

UV Protection / 30g 

Sea water 
Algae cream 

50g 



· 拥有200万用户的高级食品商务平台  

· 以经营食谱内容为基础、扩大商务活动  

· 拥有自主制作高品质内容的基础(包括摄影棚)  

· 拥有230万名SNS订阅者和74万名YouTube粉丝  

· 除了食品之外、还计划超越以25~45女性为目标的厨房/家居范畴、向健康/美
容范畴拓展 

· 考虑到妻子的餐桌现有的用户群体和目标市场等，与最近兴起的容易接近(拓
展)的环保趋势相接轨、开发增添“妻子的餐桌”独特色彩的PB品牌 

· 通过单独合同、独家使用本公司的品牌之一“Liclean”  

· 通过符合环保、可持续性、伦理性消费等理念的剂型和辅材料提案等，推出泡
沫洗面奶和护手霜 

APPENDIX 

05. 
Major Clients and Launched products 

LICLEAN 
Pure bubble foam 

cleanser 
300ml 

LICLEAN 
Moisture hand cream 
greenfore/melliday, 50ml 



· 福来是诞生于德国纽伦堡历史最长药店Walter Bouhon的、拥有570年传统的药
妆护肤品牌 

· 包括德国、在欧洲、北美、韩国等20多个国家年均销售600万个以上 

· 通过德国和美国大学临床试验的严格质量管理，其安全度和可信度已被认证 

· 为战略技术合作与持有药妆品牌福来（freiol）的福来公司（Apotheker 
Walter Bouhon GmbH）签署业务协议 (freiol与亚洲地区化妆品企业签署第一
份MOU的案例) 

· 以福来的商标、专利技术等为基础，通过企划和开发符合福来品牌概念事业方
向的针对性产品，定期举行研发会议提高两家公司的开发竞争力 

· 预计2021年以“Dr.Bouhon”的品牌在亚洲市场推出多种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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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Bouhon 
Waterful sun serum 

SPF50+, PA++++ Organic 
UV Protection / 30ml 



· 运用透明质酸及Polydeoxyribo nucleotide(PDRN)原料的生产及应用开发核心
原创技术，开发化妆品和专业生物医药产品的企业 

· 蕴含Humedix技术的公司自主化妆品品牌“Derma Elravie” 

· 2019年3月入驻现代百货店免税店 

· 2019年11月取得中国卫生许可,正式进军中国市场  

· 2020年5月与BNB Korea合作的Atoferon Calm Cream在Wadiz上市、 
1小时筹资达300%，最终以2,124%完成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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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 elravie 
Atoferon calm cream 

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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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始于皮肤细胞单位的GM SKIN LAB为基地，
根本性解决皮肤问题的皮肤科概念 

Real Derma品牌 

A.Repair cream 
cushion 

SPF 50+,PA++++ Inorganic 
UV protection / 15g 

Pink tone up 
ampoule 

SPF 50+,PA++++ Inorganic 
UV protection / 30g 

呵护饱受忙碌生活压力之苦的皮肤，集中
满足皮肤的需求、追求舒适护肤的品牌 

Natural repair 
serum 

120ml 

pH Hylauron gel 
cleanser 

200ml 

Fresh tone-up sun 
cream 

SPF 50+, PA++++ Inorganic 
UV protection / 50ml 

拥有谜尚、Apieu等14个品牌的专业化妆品
制造和流通企业 

无泡沫价格、蕴含植物性成分、解决皮肤烦恼
的自然主义美妆品牌 

Willow care mask pack 
21g 

Real silk hair treatment 
400g 

A’PIEU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moisture, fresh / 330ml 

MISSA men’s cure simple  
7 all in one  

essence 150ml / face & body wash 3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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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医生吴佳娜院长推出的高级皮肤化妆品品牌 

Sky Blue Serum Drop 
30ml 

Sky Blue Toner 
130ml 

从事宠物行业20多年，拥有各种流通网(宠物美容学院、
宠物协会、宠物店、宠物酒店)和流通渠道的企业 

拥有60万粉丝的网红、2万5千个成功案例等拥有10
年经验的专业市场营销咨询企业 

DERMA PLAY  
Black Spider Whip 

120ml 

拥有31.7万粉丝的Instagram网红推出的护肤品牌 

Spirulina  
Solution Ampoule 

30ml 

Derma Pet  
Shampoo 
50ml / 500ml 

Derma Pet  
Skin Treatment 

500ml 



从现在开始跟韩国碧恩碧公司建立合作吧！ 
韩国碧恩碧公司和拥有多个销售渠道的100多个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友挥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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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FORMATION 

事业本部(工厂) 
仁川广域市西区道潭路176-4 

首尔事务所, R&D中心 
尔特别市永登浦区仙游路13路25 A
ce High Tech City 2次 14楼 

公司主页 
www.bnbkorea.co.kr 

032)674-6879 02-2602-6879 

代表理事 
咸奉春 

职员人数 

79名 (研究员比率占 39%) 

http://www.bnbkorea.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