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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
立稳国内民营医美的标杆

打造民族品牌 助力“医美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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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美产业大会召开前夕，四川大学生物治
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魏于全院士和杨莉教授一
直忙得脚不沾地。一项“能帮助有效护肤成分更好
地透过表皮渗入”的高科技生物专利，让魏于全团
队和深圳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结缘”，两者联合成
立的公司已经着手准备在成都建立这种生物新产
品的生产基地，杨莉教授这几天一直奔波在成都
医学城等地，代表团队处理工厂选址等事宜。

“在利用生物前沿技术为‘变美’服务这件事
上，如今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成都赶上了这波机
遇，未来一定还大有可为。”魏于全院士和杨莉教
授如是说。

未来：生物科技将扛鼎“变美”大计

“不论是人们日常使用的护肤保养品，还是在专
业医美机构内使用的药剂，都离不开生物科技进步
的功劳，”杨莉教授介绍，生物医药新技术逐渐在美
容护肤品中的研发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杨莉教授称，以即将成为“成都造”的这种生
物护肤品导入剂为例，它解决的是制约护肤品效
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护肤功
效成分更有效、更精准，同时更安全地渗透进皮
肤，到达真皮层发挥功效。而以物理、化学的方法
都没能安全解决的这个难关，最终被生物技术攻
克了：这种名为“柔性脂质体”的导入剂，是一种能

“变形”的分子，可以“携带”各种有效护肤成分的
大小分子安全地渗透过皮肤角质层细胞的间隙，
进入到真皮层下起效，而不会对皮肤造成破坏。

她表示，从去年开始，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允许

科研团队、高校和企业以直接参与组建企业的形
式，对科研成果开展市场转化，科研团队或个人在
技术股份中的比例最高可达90%，这样的变化带
来了生物技术向市场转化的“爆发性增长”。截至
目前，在魏于全院士整个团队的生物科研成果中，
已向市场转化的技术已达 200 余种，已创造或潜
在产值共计上百亿元，合作企业遍布四川、北京、
上海、深圳乃至海外。

目前，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通
过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除了提供对企业
的技术服务和直接向企业转让平台自主研发的技
术/产品以外，还可以应企业特定的产品需求，直
接从立项开始“定制”创新药。

干细胞技术为“美丽”服务 已在路上

杨莉教授介绍，2011年6月，美国FDA批准了
一种取耳后皮肤细胞，培养后用以改善法令纹的细
胞美容疗法，成为全球首个获批用于美容的干细胞
产品。杨莉教授介绍，作为生物科技“金字塔尖”上
的前沿技术，干细胞技术的应用一直是全球医疗界
追逐的热点，医疗美容自然也不例外。不过，由于安
全性、有效性、伦理等尚存争议，我国目前尚未批准
任何一种干细胞技术用于临床医疗和美容。

“但我觉得，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很远了，”
她透露，魏于全院士团队已在开展上述细胞美容
疗法的仿制研究，此外还有PRP自体血清干细胞
技术（用于美容可改善皱纹、面部松弛、毛孔粗大、
脱发等）的研究等。 （王欢）

今日，为期三天的第一届成都国际医美产业
大会暨“医美之都”高峰论坛正式拉开帷幕，这也
标志着成都市医美产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规范化、规模化的全产业链发展。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以下简称“中整协”）会长张斌介绍，本
届医美大会邀请到相关国家部委、四川省、成都
市领导出席，国内外医疗美容领域知名专家学
者、企业家、投资者将聚集成都，在大会主论坛和
约20个分论坛上，深入解读国家医美政策、国内
外医美上下游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

“五大亮点”
彰显医美产业新发展

“中国医美之都”今日正式授牌，学术论坛创
新，改变常规学术大会模式；并且在学术论坛中
加入产业论坛，围绕科研、技术、产品、商业、投资
方面进行全方面的交流阐述。大会上将对七部委
监督政策进行解读，会后在中整协的带领下成立

“行业管理与监督专委会”，长期持续地打击非法
的医美行为，规范行业标准，引导医美行业朝着
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

不少与政府规划达成共识的优质企业在大
会上正式亮相，并举办签约仪式，从成都市打造

“医美之都”的重心医美产业链中游（医疗美容服
务业），同时覆盖医美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吸引
企业来蓉发展，彰显成都“医美之都”打造招商引
资的新进展。

4月28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加快
医疗美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出台了19条具体
的奖励、资助、监管服务等政策，本次“医美大会”
上，召集了全行业300余位专家、中整协协会常
务理事会、各省整形协会的理事长、秘书长，召开
常务理事会，深度、全面解读“支持政策19条”。

医美根基牢固
成都医美做实事、有底气

“成都打造‘医美之都’，兼顾了经济发展和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成都医疗整形规模、产值、技
术都走在全国前列。”张斌会长说，“我到成都沟
通了两次。成都不仅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而且
做事脚踏实地。”他以成都相继出台多个医美产
业支持政策为例，“涵盖人才引进、培训、技术引
进，政府承担什么，提供的硬件是什么，每句都落
实，一句空话都没有。”

与中整协以往办的大会不同，本次会议是第
一次由政府和国际一级协会中整协共同主办的
盛会，同时改变了以往学术会议为主的大会模
式，将焦点汇集在产业本身的发展上。这也是成
都市提出打造“医美之都”之后的一个大动作。

“我们有一些统计，中国省会城市里，成都是
做医美最多的，成都是最爱美的城市。”张斌会长
说，成都提出打造医美之都，既符合市场现状，也
是城市发展上的高瞻远瞩。医美之都要做什么？
张斌建言成都发展医美之都，在他看来，有政府
支持，很容易就打造成产业链。

中整协项目落地
为“医美之都”建设添动力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的国家一级行业协会。协会
设立多个海外办事处，每年举办和参与国内外行
业会议近百场，积极推进国际间学术与经贸交
流。为促进中国整形美容技术和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促进中国医美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成都

“医美之都”建设，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将持续在成
都举办国际医美产业大会。

成都市为了打造“医美之都”，拿出了十分的
诚意，出台了“支持政策19条”，吸引优秀人才和
企业来蓉。为了做好孵化中心，中整协将成立一
个将近50亿规模的产业引导资金。据了解，“医
美大会”后，中整协将落地中国医美产业孵化中
心和三甲标准的专业整形医院的筹建。

（王英）

“国际一流专家、高校资源的引进，行业协会的
规范引导，都将是我们奋战2000亿目标，建设‘医
美之都’的优质助推器”，岑瑛说。作为四川省整形
美容协会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整形美容烧伤外
科学术主任，她从成都提出“医美之都”的构想开始
到相关政策发布，前后参与了多次论证，为政策的
专业性提供了保障。

向世界看齐
领军行业对标国际一流

6 月 1 日在成都举行的 2018 中美韩医美产业
国际创新合作高端对接会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外医
美产业趋势，为国内医美人才、企业和机构带来了
全新思考，为成都医美产业的创新发展把脉献策，
岑瑛作为行业专家代表参与了会议。

“医美之都大会的举行就是向全国、向世界
宣布成都这艘‘医美航母’正式起航了”，据岑瑛
介绍，由于地理环境和区位因素的限制，成都在
医美行业缺乏拿得出手的作品说话，缺乏影响
力；高端科研生产存在不足；配套产业链完善程
度不高，这些都是阻碍这艘航母顺利航行的关

键因素。
对接会结束后，岑瑛对于成都医美产业有了更

深的思考，四十余载医学生涯让她深知高校在产业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岑瑛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着手国
内高校的人脉关系，对接世界名校的方式，对标国
际高端人才，引进大腕级别的专家，引进世界知名
高校和研究室。医美产业的发展需要上下游全产业
链整合资源通力合作。

“协会对于行业的规范有着
显著作用”

一个产业的良性发展与产业协会的科学引导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8年会长生涯，岑瑛深刻明
白产业协会的职责所在。

“从专业角度制定从业医生的规培标准，专项
培养，严格把控从业医生的质量”，岑瑛认为协会不
仅需要辅助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为政策的出台提供
科学建议，当政府的相关职能下放到协会以后，更
需要建立成都医美行业的专业标准，引导行业良性
发展。同时，作为协会更需要配合政府进行行业拓
展，对外转化科研成果，落地科研项目，利用高校优
势引进世界人才，对内为从业人员提供法律、卫生
方面的专项培训。

“医师联盟的成立是
人才培养的一次创新尝试”

据了解，高新区日前为了配套整个医美产业，
努力打造成都医美行业的制高点，由高新区社会事
务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美容外科医生联盟。

“联盟的成立一方面可以在政府指导下改善产
业问题，规范操作章程，规范收费标准；另一方面还
可在联盟内为医生提供针对性培训，更加系统，更
加高端”岑瑛说。在岑瑛看来，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不
顺畅是公立医院与民营机构医生合作的问题所在，
医师联盟的成立对于医生多点执业的沟通交流很
有意义，在教学沟通中提升民营医院的业务水平，
同时对高级机构又施加了压力，互通有无，有助于
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医美之都，美丽蓉城。未来五年，我们必将看到
一个更加美丽的蓉城，一个走向世界的成都。

（廖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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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于全
当生物技术助力“医美之都”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张斌
医美大会项目落地成都，
引导医美产业发展新动向

岑瑛
借力高校与协会资源

助力“奋战2000亿”目标

岑瑛
四川省整形美容协会会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整形美容烧伤外科学术主任

张斌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会长

魏于全（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肿瘤中心主任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理事长
国家生物治疗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
国家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负责人

杨莉
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免疫基因
治疗实验室主任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秘书长

扫码关注四川名医
线上看医美大会

“不论是患者数量、消费额，还是医美机构数
量、开展的医美项目等种种指标来看，成都医美行
业这两年一直处于持续、高速发展的状态。”四川
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院长杨力院长介绍到，成
都正式推出“医美之都”名片后，6月8日，成都将
与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举办第一届成都国际医美产
业大会暨“医美之都”高峰论坛，汇集了海内外一
流的医美专家，共同探讨医美行业的发展之道。

医美行业标杆“立得稳”

走过20个年头的国内民营医美标杆，华美紫
馨医学美容医院，已获得德国莱茵 TüV-SQS
服务质量认证及中国5A级医美机构认证，并发
展为集医疗与教学为一体的全方面发展的医美
机构。而以华美紫馨为发源地的美莱集团，在全
国已有 26 城连锁医院规模，是国内行业规模极
大、从业人员多，服务客户人次多的医美机构，无
论是从市场占比，还是消费者数据来看，综合评
估数据远领先于第二名。而华美紫馨在美莱集团
内无论是顾客服务人数、医护团队建设、市场占
有率，多年来一直是第一名，是成都市医美行业
的“标杆”。

理性消费观念“转得快”

杨力介绍，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的包容度宽
松，消费者的理念也开始变化。消费者的年龄、审
美理念和消费层次的不同，决定了他会接受的

“变美方案”。他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
成都人在选择医学美容上越来越理性了，这是经
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教育后，观念发展的结果。”杨
力院长表示，成都人的消费理念先进、求美需求
旺盛，成都的医美市场未来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虽然医美热潮汹涌，但杨力认为这一两年来，大
众的理性程度也在明显提高，不仅体现在美容安全
意识的增强，审美取向也变得愈加个性化。“我们发
现越来越多的人来做美容前，开始提前‘做功课’，
上网学习相关知识，熟悉各种美容方法的优缺点和
风险。此外，青睐‘网红脸’的含义也开始变化，据统
计，目前医美消费的主力军转变为95后年轻人，占
比50%以上。”

杨力表示，作为整形医生，他对大众的这些变
化感到欣喜，一方面求美者与医生之间的交流会

更顺畅，另一方面求美者安全意识的增强往往意
味着品牌意识的增强，具有良好口碑的医美机构
更容易获得青睐。

“医美之都”名片“亮得出”

“把医美产业打造成为成都的名片，为成都
添光增彩的，对所有从业者来说都是巨大的机
会。将黑机构、无资质从业人员
剔除出去，规范、法制化医美市
场的氛围和环境，净化医美市
场，规范市场管理。”杨力院长
认为，打造医美之都，对医美从
业者而言，要有更多合规化的
培训，有正规的职称晋升渠道；
对于比如华美紫馨这样的医美
机构来说，
就 要 更 规
范 化 的 管
理，成为行
业的标杆，
引 领 行 业
规 范 、和
谐、稳定的
发展。

政 府
支持、市场
宽松，医美
市 场 的 资
金 和 人 才
流 动 更 快
了，有利于
市 场 的 更
新 换 代 和
良好发展，
这 同 时 也
要求市场上医美上下游
企业严格按照行业规范
运营，形成良性的竞争
环境，如何在强者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占领市
场，将会成为接下来各
大医美机构面临的有一
大挑战。 （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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