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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构建医美产业生态圈

据统计，成都高新区目前有整形美容机构
39家，约占全市的22%，其中医疗美容医院3家，
美容门诊部18家，美容诊所18家，美容主诊医师
约200人，从事整形美容护士约1000余人。

按照成都高新区的医美产业规划，将打造6
街1园1镇“的医美布局：6街即天府一街到天府
五街，打造国际一流的医美专业特色街区；围绕
肖家河中医街道，打造知名中医美容示范街区。
1园即中韩创新产业园，打造国际化医美产业园
区。1镇即天府国际生物城“医美小镇”，打造全
球知名的医美产品研发、智造基地。

按照这份规划，成都高新区的医疗美容产
业，将以医疗美容服务业为主、协同发展医疗美
容制造业和医疗美容信息服务业。未来的成都
高新区将成为全球医疗美容人才聚集地、铸造
世界级医美产业创新与智造之都、建设国际一
流的医美服务社区。预计到2021年，成都高新区
医疗美容机构总数超过80家，医疗美容全口径
总产出达到80亿元。到2030年，成都高新区医疗
美容产业全口径收入超500亿元，成为全国领
先、全球知名的医美产业聚集区。

投资：
签约50亿医美产业基金

6月1日举办的“2018中美韩医美产业国际
创新合作高端对接会”上，成都高新区宣布将50
亿医美产业基金揽入怀中，并签约两大医美项
目：来自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整形

与修复外科主任、研究项目负责人伯恩教授与
四川省创新创业促进会签约了“成都医美创新
工作室”战略合作协议，拟在培训、国际技术交
流、运营诊疗中心等领域开展合作。

四川省创新创业促进会宣布联合社会资本
发起50亿的医美产业基金，将用于投资成都高
新区天府国际生物城医美产业园区开发打造、
医美技术、设备研发、专科医院及干细胞研究等
领域，助力成都“医美之都”建设。据悉，这也是
成都提出打造“医美之都”以来，首支签约的医
美产业基金。

而根据此前披露的消息，在今日开幕的国
际医美产业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艾尔建公司
也拟签约落户成都高新区。

智造：
打造医美产品研发中心和产业园区

医美产品研发企业的聚集，是目前成都高
新区得天独厚的优势之一，蓝光英诺、迪康药
业、奥泰医疗等企业在3D生物打印、医用材料、
医学影像设备等全国领域内，具有较强竞争优
势。截至目前，累计签约生物医学产业项目98
个，协议总投资超过900亿元。

未来，成都高新区将集聚全球医美行业发
展最快的五个国家（美国、韩国、日本、巴西、
中国）顶尖医美机构、人才团队，共建“天府医
美”品牌，将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全球医美融
合高地。以人才团队为引领，构建国内一流的
从“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全周期、
全链条的医疗美容产业高地，打造医疗美容
行业标杆。

国际医美
小镇、医美一条
街、中韩医美产
业园、首个医美
50亿产业基金、
医疗美容医师联
合会、互联网医
美 教 育 平 台
……2018年成
都国际医美大会
召开前，成都高
新区动作频频，
探索医美产业新
经济创新发展模
式，助力成都“医
美之都”建设。

医美小镇规划图

人气：医美机构云集 聚八方求美者

武侯区是中西部医疗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之
一，大健康是武侯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着力打造
具有区域特色的大健康产业生态圈是武侯区经济
发展的长期目标。医美产业既是大健康产业的细
分产业，也是武侯区要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

武侯区目前有各类各级医疗卫生机构1024
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9家、三级乙等医院3家，
全区千人医师数和千人护士数分别为8.75人和
10.05人，千人床位数为14.46张，已达到发达国
家水平；拥有健康科技、健康管理等大健康产业
链企业1973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院、华西口腔
医院、华西第二医院、华西第四医院，即“一校四
院”都聚集在武侯区一环路以内1.5平方公里的
核心地带。

武侯区将10家医疗美容医院、42家医疗美
容门诊部、32家诊所聚集在区内。除了四川西婵
整形、米兰柏羽、成都大华韩艺等在全省、全市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的医学美容医
院之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口腔医院等部
分大中型医院也设有医疗美容（整形）科室，医
疗水平保持领先。

雄心：要做“医美之都”的核心区

去年底举办的2017成都·武侯医疗美容产业
推介会暨发展论坛上，武侯区首次明确提出，要

创建“医美之都”核心区。在成都市《医疗美容产
业发展规划（2018-2030年）》发布后，武侯区也发
布了本区的医美产业发展方向和规划，强调总体
发展目标是要把武侯区打造成为“医美之都”核
心区和美丽经济典范区。

在促进技术创新转化方面，武侯区强调将
依托区内最重要的医疗资源——华西医院临
床、科研、教学等优势，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在“环华西国际智慧医谷”及周边区域打造
医美先进技术示范和推广基地、医美前沿产品
研发和转化基地、医美骨干人才培养和输出基
地以及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医美机构，全面带
动医美服务提档升级。

在医美消费行业监督方面，武侯区承诺将从
政府层面加强行业监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同时，引导医美企业和机构加强行业自律，建
立医疗美容信息公开、质量承诺、消费维权等机
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优化医美消费环境。

在医美产业的综合支撑体系上，明确了一
个医美产业工作专班，组建武侯区大健康产业
推进办，制定颁发了一套《武侯区促进健康产业
发展若干扶持政策》，承诺医美企业并购重组最
高可补贴1000万元，引进先进技术最高可补贴
50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最高奖励800万元，拟
成立一支总规模不低于50亿元的大健康产业发
展基金，落实了武侯产业发展集团作为区级国
资平台参与大健康产业发展。

如今，武侯区撑
起了成都市医美服务
业的“半壁江山”：截
至2017年底，共有医
疗美容机构90家（其
中，医疗美容医院9
家、门诊部44家、诊
所37家），占成都市
的一半以上，2017年
医美产业收入超过
15亿元。

武侯医美机构地图

“医美之都”
扶持政策

《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30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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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温江区作为“健康花园城市”和“最美中
国·生态旅游、自然（养生）旅游目的地城市”称号
获得者，具备实现“医疗美容+旅游”的优势，为求
美者打造的“美容之旅”更具有吸引力。

区位优势明显 创新资源丰富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温江区内有医疗美容
机构7家、生活美容机构约500家、医美器械配套生
产企业11家、化妆品生产企业10家，产业规模在1亿
元左右。同时，温江区为成都市新中心城区，交通顺
畅快捷，不仅为医美制造业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有
国色天香乐园、鱼凫温泉、金马国际体育城马术公
园区等著名休闲旅游度假景区。为医美服务消费创
造了潜在大市场，具备“旅游+医美”发展优势。

温江区坚持“三医两养一高地”的主导产业定
位，大力建设健康产业高地，与医疗美容产业的发
展目标高度契合，相比其他地域有充分的比较优
势。特别是温江城镇非常集中，人口集中，工业配
套和生活配套完善，是极为理想的医美产业聚集
发展区域。温江区高校密集，辖区内共有高等院校
19所，能为医美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和智力
支持。成都医学城（科技园）积累了充足的研发机

构、制造企业，能够为医美制造业健康快速发展提
供强大后续保障。

温江医美特色标签：一部一谷一廊一环

一部：依托成都健康服务业集聚区（现代服务
业园区），布局医美总部，承载研发孵化中心、展示
营销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公共服务中心、教育培
训会务中心等，聚集和引领带动西部地区医疗美
容产业的发展，打造标志性的医美综合体。

一谷：依托成都医学城A区，布局医美制造业
和相关产业链生产制造基地，重点发展医疗美容
的材料、药品、化妆品（医美美妆）和医疗器械、公
共检测中心、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等；统筹产城一体
的模式，打造“生态、美态、富态”的最美中国美谷
产业园，打造“西部美谷”品牌，严格筛选高科技含
量、高起点、低能耗、低污染的项目入驻。

一廊：打造“健康服务业特色楼宇”，以干细胞
抗衰老服务和私密医美等项目为特色，打造医美
特色走廊。一环：依托成都都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园（生态旅游区），布局高端康养项目、医美旅
游，打造一批精品酒店、三合院四合院和民宿，打
造特色精品的北部旅游环线。

【人才奖励】
国际顶尖人才，最高资助1亿元

对来蓉从事医美产业创新创业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等国际顶尖人才（团队），可最高综合资助
1亿元；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专家，或在医美产业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地创
新型企业家、科技人才，给予相应的创新创业支
持；对入选“蓉漂计划”的顶尖创新创业团队可最
高资助500万元、个人可最高资助300万元。

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给予安家补贴

对医美产业领域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人才，
按其贡献给予不超过其年度个人收入5%的奖励；
对医美机构（企业）新引进的急需紧缺专业技术
人才和高技能人才，3年内给予每人最高3000元/
月的安家补贴。

人才培养机构，最高可获2000万元补贴

对符合条件的在蓉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根
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医美学院（系、专业）设置，
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对医美机构（企业）与符
合条件的高校、职业技术院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
给予最高500万元补贴，合作建设学生实训（实
习）基地给予最高100万元补贴。

【企业扶持】
新引进注册医美企业一年内达到成都市

总部企业标准的
给予企业及其高管最高5000万元奖励

支持医美龙头企业（机构）联合高校院所以
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施产业集群协同创新项
目，开展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并给予最高
1000万元资助。

对新引进注册的医美企业一年内达到成都
市确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综合型（区域型）总
部、功能型总部等总部企业标准条件的，可给予
企业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最高5000万元奖励。

对新获批建设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给予最高300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国
家级医美孵化器，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资助；对新
建的医美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分别给予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资助。

为支持医美项目引进建设，《支持政策》提出
——对市外新引进协议投资1亿元（含）以上且在
签约后1年内开工建设的医美产品制造项目，按2
年内固定资产投入的3%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对固定资产投入达1000万元（含）以上的技术改
造项目，按项目投入的5%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支持政策》还提出，支持医美企业租赁营业
场地，对新引进注册的医美总部企业，在成都市
无自有办公用房，且租用超甲级、甲级商务写字
楼自用的，可给予连续3年租金补助，第一年补助
年度租金的50%，第二年补助年度租金的30%，第
三年补助年度租金的20%，每年补助金额最高不
超过300万元。

【产业环境】
支持建设医美街区
最高补助5000万元

在支持医美产业环境优化方面，成都鼓励发
展“互联网+医疗美容”，支持建设大数据共性技
术平台、大数据开源社区技术创新平台等。

根据《支持政策》，成都支持相关区（市）县建
设特色鲜明、企业聚集、功能完善的医美街区或
医美产业园区，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每年
按实际投入的3%给予最高5000万元补助；支持开
发以医疗美容服务为主体的旅游休闲产品，可按
当年项目建设经费的10%给予最高50万元补助；
鼓励医美机构向生活美容领域延伸，为消费者提
供医疗美容、生活美容等全流程服务；支持设立
医美消费金融、保险、创投、教育等基金，引导社
会资本投资医美产业；支持引进、策划组织国际
性、全国性、专业化的医美产业展会、峰会、论坛、
学术交流等活动，可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

《支持政策》还提出，成都将加强医美行业监
管服务，规范医疗美容机构审批，优化办事流程，
在国家、省相关行业标准基础上，制定实施更为
严格的医美行业地方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武侯区
撑起成都医美服务的

“半壁江山”

温江区
为医美打造一座“城”

今年4月28日，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加快医疗美容产业发展支持政策》（以下简称《支持政
策》），展示了这座城市对发展医美产业的决心。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会长张斌曾高度评价这份《支持政策》，
称：“涵盖了人才引进、培训、技术引进，政府承担什么，提供硬件是什么，每句都落实，一句空话都没有。”

《成都医疗美容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8-2030年）》中
明确的成都市“三区
两城多点”医美产业
空间布局体系中，温
江区是“两城”之一的
成都医学城所在地，
规划目标更与温江区
“三医两养一高地”的
主导产业定位高度契
合，有利于发挥温江
区产业研发实力强、
制造基础扎实、基础
配套完善的优势，在
短期内实现医美产业
的突破性发展。

成都医学城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