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肤健康管理及轻医美研讨会

媒体支持

会议背景

9月11日·上海 

更高要求的市场  |  高压的政策整治规范  |  两极分化格局
可操作、容易扩张的“轻医美”市场下沉  |  大型医院，手术中心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扫一扫，关注
HappiChina公众号

扫一扫
加入讨论组

我国轻医美及功能护肤细分市场占比远低于欧美和日本

未来成长空间广阔。欧美地区功效护肤品牌较早进入中国市场

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本土品牌积极涌现。依托国内丰富的

中草药资源，国产品牌市场份额有望提升

2019皮肤健康管理及轻医美研讨会获得了参会代表的

一致好评，2020年荣格将带来有关轻医美及功效护肤

产品研发进展。



-  天然有机

-  成分精纯

-  无水配方

-  绿色环保

-  成分党

-  益生菌

-  安全有效

-  精简配方

热点聚焦：

-  药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  临床医学

-  细胞学

-  生化分子

-  微生物

皮肤学的跨学科研究

会议愿景

-  会议计划强调循证实践，教育创新，实际应用以及点对点:网络和协作。会议
   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方式提供变革性的专业发展经验

-  召集世界各地的科学专家，以促进和提高有关皮肤病学的科学知识，美容与
   美容医学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并促进和加强科学合作世界各地

-  召集社区领袖，科学家和政策领袖，以促进和加强计划合作，以更有效地
   解决区域，国家和地方对全球老年人的反应并克服限制获得护理和服务
   的障碍。



上届掠影

大会亮点

大咖助阵，日化专家+医学大佬为行业赋能
在我们的技术分会场，从化妆品研发专家及皮肤科医生获得第一手知识。 

交流形式多样化
专家演讲、茶歇自由讨论与商务晚宴交流相结合，会议形式丰富多样化

现场案例分析
探索创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盈利产品的策略

展览及新技术发布区
展示最新产品与技术，助您快速轻松了解技术创新及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

供需匹配交流
针对企业采购需求状况，将深入推进供需匹配会的服务，让您的参会价值最大化



热点话题

-  功效性化妆品原料安全性与配方设计：精准除皱，有效抗衰，抗敏修复，镇静舒缓
-  不同功效活性原料筛选
-  敏感性皮肤护理产品设计及评估
-  天然提取物在敏感性皮肤辅助治疗作用的临床观察 
-  明确肌理及成因， 针对性的治疗路径
-  产品耐受性及安全性，不良反应监测机制 
-  纯化技术，精简配方，安全防腐
-  化妆品成分的透皮吸收：纳米晶片无痛无创打开角质层路径
-  模仿肌肤角质层结构与成分的液晶乳化技术，真正做到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的冻干工艺等等
-  创新配方工艺：液晶乳化技术、脂质体技术、双凝胶技术、载体包裹技术、冻干技术
-  痤疮的临床表现与诊断，发病原因和机制，鉴别诊断及治疗 
-  基础研究：皮肤细胞紫外线辐射损伤的防护 明确机理及有效成分
-  强化皮肤免疫系统，修复皮肤屏障，抗衰老
-  激素依赖性皮炎的临床表现及分子机制 
-  械字号敷料技术评审要点及相关功效产品开发

谁将参加

-  化妆品/功效护肤品牌：械字号，医学护肤  
-  化妆品生厂商OEM/ODM企业  
-  医美机构：美容医院、科室、诊所，整形医院皮肤科 
-  医疗美容材料和耗材：玻尿酸和肉毒素等 
-  原料及设备供应商       
-  医疗美容器械：激光、超声刀等美容设备   
-  医美APP及SaaS平台类企业 
-  相关行业协会及检测认证机构



成为参展商的好处

上届数据分析及媒体曝光

-  向上千位活跃买家展示您的产品，服务或品牌
-  推出新产品
-  与您的主要客户群里会面，包括新的潜在客户
-  加深现有客户群的联系
-   在干货满满的会议上学习最新的行业技术
-   与其他参展商建立联系
-  现场直接达成销售
-   提高品牌对行业专业人士的影响力
-   广泛的媒体报道

与会代表 Attendees 260+
演讲嘉宾 Speakers  23

参与企业 companies  145+
展商 Exhibitors  10
合作媒体 Media Partners 14+



上届重磅大咖

拟邀发言嘉宾来自于

郑志忠 教授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皮肤专委会，主任委员
吉喆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皮肤专委会，秘书长
苏宁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化妆品技术中心主任
王飞飞     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冯春波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创新开发高级经理
鞠强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袁超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
冯年平 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教授
李奕恒    广州创尔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
邱晓锋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研发）
刘晓坤    亚缇集团(纽西之谜)，创始人
钱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激光中心主治医师



拟邀企业名单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皮尔法伯（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百互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佳丽宝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
台湾森田药妆有限公司
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高德美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福建片仔癀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浙江医院中医科
联合丽格第一医院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联合利华中国研究所
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怡佳美容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曼秀雷敦(中国)有限公司
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常磐植物化学研究所
贝亲母婴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滇虹药业
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丸美（中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丝宝集团（上海）科研中心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花王（中国）研究开发中心
普利制药集团
杭州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丁家宜
青岛法玛西可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陕西百年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美即控股有限公司
高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京日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开禧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联佳精细化工厂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汉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科玛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和泽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普利制药集团,杭州泽芙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必优兰日化有限公司
上海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与化妆品研究室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上海泛植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中德联合化妆品研究所
江南大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北京同仁堂麦尔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强生全球创新中心
青岛明月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美晟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彤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联佳精细化工厂（丹姿）
海本品牌/南海朗肽制药有限公司
欧莉典雅/杭州欧丽典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自然旋律/山东美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谢馥春/扬州谢馥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HomeFacialPro/广州蛋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佰花方/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半亩花田/山东半亩花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拟邀企业名单

贝曼姿/上海朗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艾诗可因/上海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泉琳/南昌欧泉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A·V 赛维/成都赛维芦荟制品有限公司
俪兰/上海福岚商贸有限公司
美人符/佛山市芳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四川贞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普司肽/广州市暨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品牌/广州皙易化妆品有限公司
Dr.magic魔法医生/深圳市维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夏堂/广州绿植化妆品有限公司 
GEZRLNY格姿兰/浙江易姿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Dr.magic/维真时代（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泊斯/珠海天浩器械有限公司 
萱蔻/广州洋帆进出口商贸有限公司
安诗堡/上海美莲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皮堂/江苏娇颜芭比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美/上海自然美富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面膜小屋/ 面膜小屋(香港)化妆品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兰蜜/深圳市昌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其心（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云精萃/上海思贝化妆品科技有限公司
珍妮姿艺/高丽雅娜化妆品（天津）有限公司
SY BEAUTY SKIN/安徽怡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丽堂/安徽媛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妍亿莎/安徽源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祯妍本纪/祯妍（苏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优思/上海夙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YLIFE圣韵优格/杭州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雅/广州市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朗芮/四川柯朗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芮施蒂臻/成都谊合倍爱科技有限公司
JIRA姬拉/上海赛雅商贸有限公司
安肤堂/广州安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韩雅（湖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拉丁/云南菌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肌遇/北京爱可丽美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芭王/上海美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敏优思/上海夙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杭州肌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姥秘籍/上海美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美寶美原/上海美宝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LAOZHONGYI/杭州奥莉维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LAOZHONGYI/苍南老中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萃诗/绿映（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瑞可可/浙江戴瑞可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瑞思/上海越诺贸易有限公司
云娇雨怯/上海翀松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漾/上海中翊日化有限公司
底束/连云港梗豆贸易有限公司
咿儿润/科丽思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泊芮蔻/广州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漾/杭州肌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咿儿润/上海怡而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敏泊斯/珠海天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CMM.Med+ /上海千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舒安/茗燕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泊芮蔻/浙江傅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极堂/南京八面来财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肌漾/苏州工业园区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莉/杭州欧丽典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美宝/上海美宝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冰溪/湖南冰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屏障大师因子/广州原素生物科技研究有限公司
冰溪（BINSIS）/湖南冰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D葡糖/芭蕾卡（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素YOU&PURE /东莞市羽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咿儿润/上海怡而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水和肌/上海上水和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初/徐州亦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初保湿屏障修复/徐州亦初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霓芬蚕丝修复/上海维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GEZRLNY格姿兰/杭州恩格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英妮寇/上海梦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百丽/湖南伊百丽医学美肤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茉妍秀/上海涵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届指导单位

上届合作媒体

联系我们

媒体支持

上届赞助商

上届协办单位

演讲、赞助及参会事宜请联系:
会议总监：邵敏 女士
电话：+86-21-62895533-208
邮箱：mandyshao@ringiertrade.com

会议策划： 张琛 女士
电话：021-6289 5533-357
邮箱：chenzhang@ringiertrade.com

会议经理：潘丽利 女士
电话：021-62895533-130
邮箱：lilypan@ringiertrade.com

扫一扫
加入讨论组

扫一扫
关注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