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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建创新
中心承载着医美
人才诊疗技术培
训和医美消费者
体验及教育的两
大核心职能。一
期项目引入了全
球先进的3D立
体教学技术，为
中国医美人才提
供线上技术培
训。今年，艾尔建
创新中心二期消
费者体验中心也
将投入运营。通
过“沉浸式”的医
美科普教育体
验，帮助消费者
全方位了解医美
知识，在成都定
制求美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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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月16日就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
灾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向
全体法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巴黎圣母院是
法兰西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人
类文明的杰出瑰宝。中国人民同
法国人民一样，对此次火灾深感

痛恻。相信在法国人民努力和国
际社会支持下，巴黎圣母院一定
能顺利修复、再现辉煌。

相关报道详见08版

●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和 V2future B.V 签 约 达 成 极
米-V2future欧洲战略合作。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联
合总商会和马来西亚干细胞健康
保健有限公司签约在川投资，推
动抗衰老和健康治疗产业落地。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联
合总商会与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四川阿波罗太阳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约马来西亚年
产2x120MW碲化镉薄膜发电玻
璃项目。

●上海顾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和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约，
将投资建设绵阳“康养医学中心”。

●博茨瓦纳里程集团和四川
瑞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约，将在
非洲博茨瓦纳建立医疗设备厂。

加码成都
7个月完成一期投运

昨日，成都高新区与艾尔建签订
艾尔建中国药品贸易总部项目协议，
艾尔建将加快其全球领先的创新产品
进入中国。

这是艾尔建再次加码成都，公司于
2009年进入中国，并于2018年将艾尔建
中国创新中心签约落户成都高新区。

为何数次加码投资成都，艾尔建
全球执行副总裁兼国际部总裁彭睿康
表示：“从正式与成都高新区签订合约
到一期项目投入运营，全球首家艾尔
建创新中心仅用了7个月，这有力地诠
释了艾尔建布局中国，投资中国的重
要承诺。期望创新中心能够携手政府
及医美产业上下游，共同加速中国医
美行业高质量的发展进程，让更多中
国医美消费者实现美丽梦想。”

建全球化数字教育平台
引入3D立体教学技术

据介绍，中国医美行业进入高速
发展期，与爆发式增长的市场需求相
比，医美专业人才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供需不平衡问题愈发严重。

在艾尔建全球副总裁兼艾尔建中
国区总裁王炜看来，“医美的本质还是
医学，专业的医美人才和正规有效的
产品，是医美行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创
新中心的启用，将为医疗美容领域的

专家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助推中国医
美行业整体竞争力和美誉度的提升。”

记者获悉，艾尔建创新中心加入
了前沿技术。在艾尔建学院，引入了全
球先进的3D立体教学技术，成都技术
平台将无缝联接全球艾尔建学院，从
而联动艾尔建全球专家和医学资源，
为中国医美人才提供线上技术培训。

共建国际化医美之都
二期今年也将投运

根据规划，成都医疗美容产业营
业收入将在2025年达到1000亿元，2030
达到2000亿元，成为全国领先、全球知

名的“医美之都”。
依托成都“一带一路”国际门户枢

纽和生物医药供应链节点城市的区位
优势，艾尔建首单通过成都的医疗产
品已于15日顺利通关。该批医疗产品
从欧洲和美国发货，通过蓉欧班列、航
空联运抵达成都，其市场价值超过1亿
元人民币。未来艾尔建还将把更多从
欧洲或美国发出的货品经成都通过，
覆盖中国市场，积极推进成都作为全
球生物医药链节点城市的建设。

人才培养方面，艾尔建创新中心
一期项目艾尔建学院（AMI）计划于
2019年陆续开展110余场针对塑形、
面部诊疗技术等系统化的医学培训，

预计覆盖超过3400名医生。其中，医
生基础培训包括医美知识科普，医美
诊疗知识教育、临床基础解剖、面部
评估教育、产品注射技巧等课程。与
此同时，艾尔建学院将不定期邀请海
外经验丰富的顶级专家举办培训交
流会，搭建产、学、研为一体的医学交
流平台。

据悉，艾尔建创新中心二期的消
费者体验中心也将在今年投入正式运
营，该体验中心将通过“沉浸式”的医
美科普教育体验，帮助消费者全方位
了解医美知识，消除对医美的误解和
顾虑，在成都定制求美旅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习近平就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
致法国总统马克龙慰问电

“一带一路”再添川企身影
6项目签约 川企借华商峰会走出去

“医美之都”又有大项目加码
全球首家艾尔建创新中心启用

16日，2019“一带
一路”华商峰会正式拉
开帷幕。峰会由四川省
政府、中国侨商联合会
主办，中国侨联支持，四
川省侨联、四川省商务
厅、四川省文旅厅、四川
省经合局、四川省工商
联、四川省贸促会联合
承办，300余名来自4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侨商代表、中
国侨商联合会代表、海
外华文媒体代表、在川
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上午，企业对口洽
谈会率先举行，现场签
约6个项目，涉及科技、
环保、医疗、健康等领
域。成都市极米科技有
限公司、成都中建材光
电材料有限公司、四川
阿波罗太阳能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等川企纷纷签
约，迈开“走出去”的步
伐。

下午，5名“一带一
路”访谈嘉宾从不同角
度，就“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华侨华人如何持续
推动四川与驻在国深入
交流合作，带动越来越
多的川企“走出去”发展
与“一带一路”侨资企业
合作共赢进行了探讨。

现场签约6
个项目，访谈嘉
宾就带动川企
“走出去”发展与
“一带一路”侨资
企业合作共赢等
话题进行了探
讨。其中，成都市
极米科技有限公
司签约达成极
米 -V2future 欧
洲战略合作。成
都中建材光电材
料有限公司、四
川阿波罗太阳能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签约马来西亚
年产 2x120MW
碲化镉薄膜发电
玻璃项目。四川
瑞朗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将在非洲
博茨瓦纳建立医
疗设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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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之都”再添大
项目，前日，成都全球生
物医药供应链服务中
心揭牌，西部首单空铁
两运医疗产品通关。昨
日，全球首家艾尔建创
新中心在成都正式启
用，这是中国首个提供
医美医生专业培训的
教育基地。

记者获悉，艾尔建
创新中心承载着医美人
才诊疗技术培训和医美
消费者体验及教育的两
大核心职能。一期项目
启用后，将利用全球化
的数字教育平台，引领
医美专业人才培养。
2019年内举办110场培
训，预计覆盖专业医生
超过3400人次。

今年，艾尔建创新
中心二期消费者体验中
心也将投入运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员张燕生：

成渝城市群有望竞争“一带
一路”的战略支点

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
席研究员张燕生以《扩大开放与一带
一路》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张燕生告
诉记者，根据他的观察和研究，四川、
成都区位有不利的地方，“我们过去常
说蜀道难”，因而四川和成都的营商环
境从总体上看，相较上海、深圳等地区
还有差距。

但相应的，他发现四川人的思想
却很开放，同时很拼很努力。仅从交通
上看，“我从北京赶过来，到成都的航
班都是大飞机执航，同时，中欧班列
中，成都也是重要节点。”成都从西南
交通枢纽，发展为西部交通枢纽，下一
步还将上升到国际级交通枢纽。

结合这些因素，张燕生认为，在做
好区位优势的基础上，成渝城市群将
有实力与长三角、珠三角等一道竞争
世界级城市群，更进一步，成渝城市群
有望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徐飞：
科技、人才驱动创新，成都势头正猛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徐飞受邀参加这次峰会。他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要‘走出
去’，做好功课非常重要。”

徐飞认为，“成都作为新一线城
市，要想实现弯道超车，最后都要落到
科技创新、创新创业发展上。”同时，

“一带一路”要建设成创新之路，发展
之路，共赢之路，关键是以高质量人才
支撑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人才驱动

创新。”徐飞表示，四川是人力资源大
省、科技资源大省、高校资源大省，但
还不是强省，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转化
成产业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徐飞表示，成都是南丝绸之路的
起点，东西部发展的交汇点，也是向南
发展的关键之地，从这一层面上看，成
都又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徐飞表示 ，目前，成都发展势头
很猛，展现出做大做强的底气，无论是
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还是营商环境优
化上都下足了力气。接下来，还需要时
间来看具体落实情况，既要保证宏观
上的合理，也要落到细节上的有效。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联合总商
会创会总会长叶潍鸣：

期待与四川一道打造世界第
三航空制造商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联合总商会

创会总会长叶潍鸣是马来西亚第五代
华侨，其商会服务覆盖中国、东南亚和
南亚“6小时”经济区，涉及35亿人口的
市场。“只要我们经营好亚洲区的市
场，就相当于经营好了半个地球的市
场，其中蕴含巨大的经济活力。”他说。

叶潍鸣已经第三次来四川参加峰
会，这次他带来两笔“大单”。其中，马来
西亚干细胞健康保健有限公司将在四
川建基地。同时，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
有限公司、四川阿波罗太阳能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将走进马来西亚，投建碲化镉
薄膜发电玻璃项目。叶潍鸣表示，希望
能将发电玻璃成熟生产线引入到马来
西亚，覆盖东南亚、南亚市场。

叶潍鸣还透露，目前，他正努力推
动几个航空项目落地成都，旨在共同
打造世界第三航空制造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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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引入保险机制 及时有效发挥维修资金保障作用

成都首创维修资金“电梯维修险”模式
故障受理响应仅需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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