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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产业竞争力
促进医美蓬勃发展

全球增长型制药企业领导者艾
尔建公司受邀出席此次大会，将与成
都市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就筹建艾
尔建中国首家医美创新中心制定战
略规划。该创新中心将成为艾尔建全
球首个医美创新中心，将依托成都市
人才、产业、政策等丰富资源，有机结
合艾尔建公司作为全球医美领导者
的优势，整体激发中国医美产业创新
活力，推动行业发展迈进国际水平。

艾尔建高级副总裁，亚太中东非
总裁施杰盛先生表示：“此次与成都
市的战略合作，是艾尔建履行对中国
市场长期承诺的一次重要实践。艾尔
建希望依托成都的创新发展环境和
市场优势，筹建具有行业示范意义的
医美创新中心，不断增强产业竞争
力、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在助力成
都向医美之都转型的同时，多方面发
力提升中国医美行业发展水平和质
量，进一步促进中国医美产业整体蓬
勃发展。”

把握医美消费升级
打造医美之都

当前，中国医美产业呈现爆发式
增长。新氧发布的《2017年医美行业

白皮书》显示，自 2015 年起，中国医
美市场规模每年以40%的增速崛起，
超过全球 6 倍。其中，中高收入人群
的增加成为医美市场蓬勃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之一。据彭博社预测，从
2015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以上人
群比例将从33%上升到81%。在此条
件下，德勤《中国医疗美容市场分析
2017》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医美
市场规模将达到 4640 亿人民币，有
望成为全球第一大医美市场。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
对美的意识愈加强烈，中国医美行业
涌现了新一轮的“消费升级”：创新产
品更迭、个性化美学流行，体验性消
费占比加大等。求美者在选择医美服
务时也更趋理性，更注重产品功能上
的创新价值及医生的技术水平，安全
有效且与时俱进的医美解决方案和
个性化的服务体验成为求美新宠。

随着全国医美市场的积极发
展，西南地区医美市场的消费需求
也增长迅速，产业竞争力和影响力
持续增强。在此基础上，成都市政府
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成熟的市
场沉淀，率先提出了将成都打造为

“医美之都”的概念。成都市民具有
较强的医疗美容消费需求、且成都
市已经建立起成熟的市场体系及良
好的产业基础，聚集了众多科技创
新资源。成都市政府办公厅更于近

日印发了《成都市加快医疗美容产
业发展支持政策》，从医美人才引
进、企业创新、项目引进、产业环境
优化等政策层面全方位支持成都市
医美产业利用当前产业优势进一步
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医美名片。

艾尔建致力推动
中国医美行业提升

作为医美行业的领先企业，近年
来，艾尔建通过“开放式科学”研发模
式，将旗下领先医疗美容产品持续引
入中国市场，包括知名除皱品牌保妥
适®，知名玻尿酸品牌乔雅登®以及高
端隆胸假体品牌娜琦丽®等。同时，伴
随优质产品，艾尔建也将国际领先的
面部审美理念和注射方式例如 MD
CodesTM 和 MD ASATM 引入中国，全
面助力科学实现求美者的个性化及
安全性求美需求。

与此同时，艾尔建多年来依托
艾尔建学院等学术交流平台，在医
生教育领域持续投入，致力于以全
球前沿医美治疗理念、技术和专业
知识为中国医美行业培养更多值得
信赖的人才，提升中国医美行业服
务水平，从而帮助更多求美者享受
医美带来的自我美丽与价值提升，
创造生命无限潜能。

艾尔建高级副总裁、亚太中东非总裁施杰盛：

艾尔建拟在成都筹建
全国首家医美创新中心

66月月88日日，，由成都市人由成都市人
民政府民政府、、中国整形美容协中国整形美容协
会主办的第一届成都国际会主办的第一届成都国际
医美产业大会暨医美产业大会暨““医美之医美之
都都””高峰论坛在成都拉开高峰论坛在成都拉开
帷幕帷幕。。来自全球整形美容来自全球整形美容
领域的专家学者领域的专家学者、、医美产医美产
业链代表企业等齐聚一业链代表企业等齐聚一
堂堂，，就中国医美产业政策就中国医美产业政策、、
运营管理运营管理、、品牌营销品牌营销、、供应供应
链等众多热门行业议题进链等众多热门行业议题进
行广泛分享和深入探讨行广泛分享和深入探讨。。

2017年，超1000万中国
人通过医美变美，较2016年
同比增长高达 42%，远高于
7%的全球增速，中国成为全
球医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
家；2017 年，中国医疗美容
市场规模超过 4500 亿元且
每年以 20%的速度递增，预
计2019年将突破8000亿元。
按照目前20-45岁女性城镇
消费者占医疗整形美容消费
者的 64%比例估算，目前全
国医疗整形美容女性目标消
费群总数估计为九千万人，
每千人接受医美疗程的人数
为 1.7。这些数据显示，国内
的医美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这同时也给了医美产业发展
机会。

产业应该如何利用好
“医美之都”获得自身的发
展？产业如何参与成都打造
为“医美之都”？产业如何助
力制定能向全国输出的“成
都标准”？如何推动产业上下
产业链融合发展？如何健全
医美产业生态发展？

本次大会上，国内外数
十家医美金融资本、上百家
医美集团及国际知名品牌
供应商云云集，共同分享医
美创投经验与行业最新动
向。对于如何利用机会发扬
自身特色，成都市医美产
业协会会长、西婵整形董
事长张翼翔，艾尔建公司
高级副总裁、亚太中东非
总裁施杰盛先生，悦好医
学美容医院 CEO 覃兴炯先
生、四川娇点医学美容医院
院长姜宇禄先生和秀域董
事长李晓宁女士，有着他们
的独特见地。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特刊

16

企
业
力
量

﹃
医
美
之
都
﹄
城
市
新
名
片
，成
都
行
业
新
方
向

扫码关注四川名医
线上看医美大会

5 月 29 日下午，由成都市经信
委发起的成都市医疗美容产业协会
（以下简称协会）正式挂牌成立，整
合医学美容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助力成都政府打造“医美之都”，
协会由西婵整形董事长张翼翔出任
会长。

着力构建医疗美容产业生态圈
成都医美有底气！

协会成立后，在此前发布的《成
都 医 疗 美 容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8-2030 年）》中重点提及，政府
将通过系列措施，抓住消费升级机
遇，瞄准产业发展趋势，突出发展
医疗美容服务业，加快发展医疗美
容制造业，延伸发展信息服务等关
联产业，着力构建医疗美容产业生
态圈。

张翼翔介绍，整个医美行业是
以医疗美容服务业为旗帜，包括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包括医美设备、药
妆、生物材料，还有以干细胞、再生
医学等新技术为引导的康复医美，
同时也包括互联网技术 3D 整形机
器人，云端皮肤检测，此外，还包括
互联网金融、信贷，医美旅游业，医
美小镇、医美街区等医美产业聚集
区等完整而庞大的产业链，来实现

“医美之都”的全面达成。
医美服务业作为整个医美行

业的顶端，医美产业需要以服务业
为中心来筹建，才会起到汇聚效
应。有了医美服务业和大的医美消
费人群，形成这样的市场氛围，才
有利于引进大量的医美服务上下
游产业，围绕这些产业，形成医美
的第一圈层，第二圈层的配套产业
体系。

成都再做“领头羊”

开辟城市医美发展新里程

“作为拥有超过 5000 平米的大
型美容整形医院的数量远超北上广
的城市，成都的医美消费成熟度也
是最高的，大幅领先于中国其他的
城市市场”张翼翔说，很多代表中国
顶尖技术的医美机构，基本都在成
都有重要的投资布局。

据悉，在全国众多城市中，成都
市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成熟的
市场沉淀，率先提出了将成都打造
为“医美之都”的概念。成都积极引
进全球专业人才到成都短期执业、
支持国内外医美专家来蓉执教及学
术交流、为优秀医美人才提供安居
保障和奖励，并将推动医疗美容与
文旅、互联网、生活美容等行业的融
合，进一步完善基础配套、打造创新
创业载体。

协会成立助力“医美之都”
打造成都美丽新名片

从协会的角度，首先要做的就
是引导成都医美行业的规范和发
展，迅速建立成都医美的“行业标
准”，针对医疗美容服务进行规范化
管理，将国家标准细化，配合行政部
门进行资格审查、等级认定等多维
度评定，产业协会将在此基础上进
行细化，让成都医美行业科学、有序
地推进下去，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成都目前的医美‘土壤’已经具
备，只需要用全球产业博览会来引
爆”，张翼翔说，协会将协助政府引入
全球医美优势资源，将成都打造为

“亚洲医美高地”，让全球的顶级专家
到成都置业，吸引全球最有代表性的
医美科技企业，落户成都。

“成都‘医美之都’的整体形象
打造，对外宣传同样也不可缺少”，
张翼翔表示，协会除了让成都市民
能更客观科学得认识成都医美的现
状，同时也让全国、全亚洲、全球了
解成都医美，将成都这张名片打向
全球。

（王英）

张翼翔
成都市医美产业协会会长、西婵整形董事长

成都市医美产业协会会长、西婵整形董事长张翼翔

成都市医美产业协会成立
助力成都打造“医美之都”

“忙，非常忙”悦好医学美容医院创
始人兼董事长覃兴炯称，他每天要接
待、拜访很多人，从医院的人才吸纳、高
端设备的引进到医院管理运营等。成都
打造医美之都这样的利好消息对医美
机构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粗放型管理

的医美行业上半场结束，医美行业迎来
了规范、产业化发展的下半场，悦好一
定要抓住机遇快速发展。

成都医美行业起步早发展快，四
川省美容整形协会副会长、悦好医学
美容医院创始人兼董事长覃兴炯回忆
说，成都有深厚的医美基础，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成都整形行业萌芽，到二零
零几年大批整形美容机构涌入，群众
对医美接受度也得到大幅提高，如今
行业日渐成熟。到 2030 年，医美上下
游产业链，包括人才、贸易、旅游、金融
等，最终的产业价值将会大幅提升。覃
兴炯表示，成都打造“医美之都”的目
标是做到全球范围的专家、机构、市

场、政策、资金等要素在成都聚集，形
成产业高地，“医美之都”对从业者都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以前成都的医美机构只是星星点
点的分布，现在大街小巷遍布，从市场
占比就能看出成都医美产业发展的势
头有多足，我们现在是干劲十足，非常
有信心”，覃兴炯说。“从最开始做了整形
不愿人知道，到现在通过各种平台分享整
形经验，‘医美之都’最终实现的标准，可
能会是医美产业真正融入百姓生活，成为
日常生活调剂，而医美产业也发展为成熟
的产业。”，覃兴炯说，此外，大众的颜值审
美意识提升后也会拉动金融、时尚等产业
的发展，成都将兴起“美女经济”。

“医美之都”的筹划，是在西南地
区持续增长的医美市场消费需求和成
都市的重视下应运而生的。早在大多
数机构市场意识还欠缺的时候，悦好
就先人一步通过 JCI 国际医院认证，
对标国际医疗前沿，让医院实现标准
化运营，给老百姓带来更好的医疗服
务，助推成都医美产业的发展进程，也
为行业起到了模范作用。

今后，悦好也将在行业中以“思想
者”的身份，在政府的引导、行业的推
进下实现自身的发展，成为行业的“领
导者和变革者”。“奋战2000亿信心十
足，未来成都医美产业不可限量！”覃
兴炯说。 （王英）

成都提出“医美之都”构想以来，
姜宇禄院长和他的娇点一直在努力迎
接新一轮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成都医
美“十强”医院，他们希望在这场战役
中打出“娇点特色”，“我们一直希望医
美大会的举办能改变成都医美行业现
状，也希望娇点能成为未来标准化服

务模式的模范标兵”。
“这标志着困扰医美界多年的自

体脂肪细胞美容关键技术难题‘存活
率’获得重大突破，自体脂肪移植存
活率的突破性提升，对医美界的发展
价值巨大”。

据该项目成都实验室主任、四川娇
点医学美容医院院长姜宇禄介绍，这支
由生物科学家张永国教授团队领衔的
专利实验室落户成都，是为促进“医美
之都”建设，以科技为先导理念的率先
响应。这是2018中国医美之都高峰论
坛的重要一环，也是成都市“医美之都”
建设中率先引进专利技术、率先引进临
床实验室、率先引进医美人才。

“若干年来，自体脂肪移植的存活

率一直在30%左右，很多时候，整形医
生不得不采取少量多次的方法”，姜宇
禄介绍，“该专利技术通过GMP实验
室的提取，打破了困扰脂肪移植界多
年的存活率低的宿命，将通常细胞存
活率提升到超过85%”。

“娇点推出的蜜可斯mix美鼻，其
最终的效果就是：”亚洲人的模样，欧
洲人的轮廓“，就是“微混血风格”，四
川娇点整形总经理刘浩介绍，娇点是
一家由数十位不同行业的美学和医疗
专家组建的，全面注重术前设计的整
形机构。这也是娇点才成立三年，就能
跻身成都医美十强的原因。

据了解，娇点推出的一项“术前模
拟设计”特色服务，深受蓉城爱美女性

的追捧。术前为顾客提供术后设计的
“画像”，医生们“按图施工”，求美者信
心百倍地走上手术台。

培养一个专业术前设计所需的美
型设计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成本和时
间成本，美型设计师通过手绘影像图，
模拟术前与术后的对比画像供患者选
择，更清晰透明地给患者直观的反映。
这一方式可避免不必要的术后纠纷，也
代替了传统画师与医生沟通的环节。

四川娇点医学美容医院率先推出
“整形术前模拟设计”，在国内是一大创
举，深受求美者欢迎。谈及未来发展方
向，娇点希望能借此次医美大会的东
风，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成为行业的
排头兵，书写新的篇章。 （廖坤）

“其实，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不能
完全分开，消费者需要的是专业机构
给他们提供安全、有效、合理的‘变美’
方案”，联系上秀域健康科技董事长李
晓宁时，她说，秀域一直强调的就是给
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规模化、没
有整体规范，那么始终不能成气候”。
秀域董事长李晓宁说。目前，秀域集团
在全国 44 个城市有 940 多家秀域直
营，100多家秀域加盟店，20余家春语
医美机构等。

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医美发展得
非常迅速，而成都大型医疗机构数量
多，医美产业聚集，竞争非常激烈。在
此基础上，行业规范显得十分重要。有
了行业标准，消费者也能体验到更规
范有序的医美环境。

“秀域是从生活美容发展起来的，
从社区开始服务，服务对象是35到55
岁的中年女性。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家对美的要求

也更高。”李晓宁说，因此春语从创业
起就定位到科技含量更高的微整形，
以无创类的光电皮肤保养和注射美容
为主，医疗美容从低频的消费逐渐变
成了高频的保养类消费，使医疗美容
也将变得生活化。

“我们未来还是会在非手术的光
电皮肤美容方面持续发力，并聚焦整
个国内的专业人才，制定了长久的皮
肤科医生培养计划，未来会把春语定
位到专注于医美皮肤科这样一个相对
细分的医美领域。”李晓宁说。

“成都是秀域的起家之地，是秀
域的福地”，李晓宁笑着说。在成都秀
域有90多家美容院和2家门诊医院。
在完成重点城市整形医院的建设或

并购后，还将开设几百家光电皮肤美
容诊所，通过这样的三级梯队服务更
多客户。

“成都正打造医美之都，对医美行
业来讲是好事”，李晓宁说，一方面获
得了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成都市场
消费力比较强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
医美行业的重点城市。此外，医美之都
包括了广泛的四川医疗设备产品的生
产机构，使成都有很好的研发能力和
技术支持，对本地的医美机构来讲也
有推动力。

未来十年，成都仍然会保持激烈
的医美竞争市场，同时在竞争中诞生
真正的医美“领头羊”品牌。一句话，成
都医美，无限可能。 （王英）

四川娇点医学美容医院院长姜宇禄：
1172天，娇点打造特“丽”独“型”的创新服务

悦好医学美容医院CEO覃兴炯：
奋战2000亿，悦好整形布局医美“下半场”

秀域健康科技董事长李晓宁：
在竞争中诞生真正的医美“领头羊”品牌

李晓宁李晓宁

姜宇禄姜宇禄

覃兴炯覃兴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