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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妆”不能提了，EGF不能用了

医美产品走大众渠道或属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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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当地时

间1月8日~11日，索尼公司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与全球媒体、 索尼粉丝准时相约

2019美国消费电子展（CES），再次为大

众带来一场现场感、 科技感十足的视听

娱乐内容盛宴。据现场媒体和观众称，索

尼展台一如既往人气火爆。 因新品发布

节奏的原因， 这次索尼只有电视产品高

调推出树立行业标杆的新作， 但在企业

品牌定位、索粉社群打造、娱乐王国构建

与品牌硬件业务方面做出布局， 四大战

略线索相互交织，同样引发大众关注。

提出“创意娱乐公司”定位

1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索尼公司

总裁兼CEO吉田宪一郎提出“索尼是一

家创意娱乐公司” 的鲜明定位，“在索

尼， 我们和内容创作者合作制作的音

乐、电影、电视节目和游戏，吸引了全球

数十亿人的视听及情感。 索尼专业级技

术支持娱乐业创作者制作出令人惊叹

的内容。 ”创意娱乐公司的定位并非空

穴来风。 2019CES展前，吉田在接受《纽

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娱乐是索尼公司

的DNA。 索尼的音乐业务已发展了50

年，电影业务有30年，而游戏业务也已

超过25年。 在上一财年，三项业务贡献

的营业利润占索尼67亿美元总营业利

润的47％， 而索尼也创造了72年历史上

最高利润记录。

围绕索粉开展兴趣社群建设

吉田还介绍，围绕索尼全球领先的

娱乐内容和硬件产品，例如PlayStation和

αTM可更换镜头数码相机，已形成了拥

有相似兴趣、 情感价值和体验的人群，

即“兴趣社群”。

据了解，PlayStation是索尼旗下最大

的“兴趣社群”，它以PS4的优势为基础

不断发展。 PS4近期在全球实现超过

9160万销量，PlayStation Network全球月

活跃用户超过9000万。 未来，索尼将借

助PlayStation平台，推进影视、音乐、动漫

等娱乐业务的协同发展，全面提高娱乐

内容循环创利能力。 索尼硬件产品立足

高端、高附加值区段，个性化、体验化的

口碑营销在业内首屈一指。 索尼将继续

加强与其广阔业务领域中各个最具价

值的兴趣社群的沟通与互动，不断布局

线上线下的接触融合点，用建立在体验

基础上的品牌情感将索粉牢牢吸引。

索尼娱乐王国“异常团结”

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电影业务集团

董事长 Tom Rothman 以及 SPE 索尼影

视动画公司总裁 Kristine Belson 也出现

在今年 CES 上的索尼发布会， 大赞索

尼专业技术给影视内容制作带来的

“跨时代” 变革， 并以蜘蛛侠衍生电影

宇宙为例介绍了立足于成熟 IP 的索尼

影视内容策略。

现场还公布了一条喜讯： 由美国

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美国漫威公司和

美国索尼影视动画公司联合出品的

《蜘蛛侠： 平行宇宙》 斩获第 76 届金

球奖最佳动画长片， 打破了迪士尼蝉

联最佳动画的局面。 这也为下定决心

发力影视业务的索尼注入了强心剂。

黑科技连接创作者和用户

索尼发布会上传递最透的信息是：

索尼在专业领域不断引领行业技术变

革， 在消费领域始终坚持价值创造，

从镜头到客厅， 索尼黑科技忠实记录

并完整再现创作者的的意图， 为用户

传递实时、 充满现场感的优质体验。

CES 站台现场展示了索尼 CineAlta

VENICE 摄像机和全画幅微单 α9 用于

电视节目和电影制作的系统解决方案

等， 还展示了全新发布的 8K Bravia 画

谛系列电视， 吸引了大量行业目光。

本次发布会另一大黑科技看点， 当属

刷新音乐体验的“360 临场音频” 技

术， 该技术为音乐爱好者量身打造，

实现以听者为中心的空间音频体验。

现场设置的体验区外， 相关爱好者像

往常一样排起了长队， 争相体验。

索尼主要展出产品及原型机

索尼展台由若干分区组成， 例如

“视觉娱乐”、 “音乐娱乐”、 “α” 和

“PlayStation”， 每个分区都展示了索尼

通过最新的硬件和技术连接创作者和

用户、 为用户提供极致娱乐体验所做

出的努力及产品。

索尼展台中心设置有一个舞台。

每日舞台都会安排一些特别的脱口秀

节目和视频放映， 传递出各种内容创

作者的艺术表达， 包括一位获得格莱

美奖的音响工程师和一些专业摄影师

等。 这些节目涵盖利用索尼最新产品

和创作者创作时的思路所制作的内容

的示例。

吉田宪一郎表示， 计划利用这个

备受瞩目的平台， 展示索尼的电影、

电视节目和音乐。 他透露， 他任期内

的索尼不仅不会放弃任何上述业务，

还将给予这些业务从未有过的优先发

展级别。

黑科技 +娱乐王国

从 2019CES看索尼一手“好牌”

索尼在

CES

上的展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记者

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获悉， 为

进一步规范化妆品监督管理工作， 国

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在整理了化妆

品监督管理的常见问题后， 昨日发布

了 《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

（一 ）

》

（下称 《解答 》）

， 在美妆行业

激起千层浪。 《解答》 对企业今后使

用“药妆” 名称做宣传和EGF原料的使

用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 业内人士表

示， 以后医美行业或成高风险区， 走

大众渠道的医美企业应及时调整战略

部署。

以“药妆” 作宣传被违例

其实， 在我国现行 《化妆品卫生

监督条例》 中已有规定， 化妆品标签、

小包装或说明书上不得注有适应症，

不得宣传疗效， 不得使用医疗术语，

广告宣传中不得宣传医疗作用。 《解

答》 则对“药妆” 监管再次升级， 指

出企业今后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备案

的产品， 对外宣称“药妆” “医学护

肤品” 等“药妆品” 概念的， 属于违

法行为。

《解答》 一出， 对于行业， 尤其主

攻“药妆” 的企业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呢？

“近年来， ‘药妆’ 一词作为噱

头， 被很多企业使用得有些泛滥， 这

或许是国家此次提出杜绝用‘药妆’

宣传的原因。” 上海群优

（旗下有 “礽

心”、 “征服”、 “裂博” 等个护品牌）

负责人陈明建表示， 这说明国家更加

关注日化行业发展的规范性， 而群优

作为以“药” 起家的美妆企业， 其实

更期待国家未来能出台完善的政策来

规范“什么产品能称之为‘药妆’， 比

如能有政策明确规定通过什么渠道获

得证明、 ‘药妆’ 必须具备什么成分

等。 随着‘成分族’ 的崛起、 信息的

透明化， 未来消费者更加看重的是产

品的功效而非单纯的宣传。 因此， 做

好产品才是企业发展和应对国家政策

调整的关键。”

陈明建表示， 按照国家规定， 群

优一直未用“药妆” 等字眼为产品做

宣传。 欧莱雅集团内部人员也告诉记

者， 公司一直将具备医疗功效的产品

称之为“活性护肤产品”。

化妆品不能添加EGF成分

除了“药妆”， EGF

（人寡肽

-1

，

即表皮生长因子 ）

在 《解答》 中也被

点名。 从2017年起， 美妆行业就刮起

了“医美风暴”， 让活跃在专业线领域

的EGF开始在日化线

（面膜等产品）

备

受追捧， 也这一成分进入了国家监管

部门的视野。

《解答》 表示， 寡肽-1和人寡肽-1

（EGF） 非同一种物质。 寡肽-1收录于

我国 《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

（

2015

年版 ）

， 一般作为皮肤调理剂

使用 。 而人寡肽-1 （EGF） 未被收

录于该目录， 一般在医学领域使用较

多， 临床适应症为外用治疗烧伤、 创

伤及外科伤口愈合， 加速移植的表皮

生长。

由于分子量较大， EGF在正常皮肤

屏障条件下较难被吸收， 一旦皮肤屏

障功能不全， 可能会引发其它潜在安

全性问题。 因此， 在 《解答》 中， 明

确提出EGF不得作为化妆品原料使用。

在配方中添加或产品宣称含有EGF的，

均属于违法产品。

《解答》 还对化妆品原料和进口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备案等做出规定。

对医美企业影响或较大

对于国家药监局昨日解答的重点

问题， 日化专家张兵武告诉记者， 由

于现在很多企业会向日化、 电商等

渠道引入药妆品， 甚至对医美产品

功效宣传的情况比较普遍 ， 所以国

家药监局的点名会对医美企业的影响

较大。

“可以预见， 在2019年， 化妆品行

业的监管将会更加严厉， 包括不能对

化妆品进行过度宣传， 尤其不能宣传

成医药产品进行贩卖。” 张兵武介绍，

近年来， “药妆” 和医美产品成为大

众渠道的常客， 甚至包括医疗器械类

产品， 都被企业钻了空子， 消费者都

能通过大众渠道购买到， “未来， 这

一行为将被严厉管制， 在非认可的渠

道售卖医美产品将成为国家打击的对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