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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7年年初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2018年底

2019年6月

价格

1000美元

1万美元

近2万美元

4000美元

1181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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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肤也讲究“黑科技”？ 分析人士指出

需防止“黑科技”成品牌宣传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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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在出售旗下的食品和彩妆等业务

后，完成“瘦身计划”的宝洁开始盯上

“黑科技”领域，寻找下一个百亿美元行

业，在日前举办的“宝洁之家”活动上，

就推出了有“脸部打印机”之称的美容

仪。 不约而同的是，欧莱雅也把目光投

给了“黑科技”，欧莱雅中国于近日公开

了其肌肤微生态的研究进展，中国被视

为此科研的新腹地。 从“瘦身”到“转型”

到“聚焦”……未来在日化企业的新赛

道，将不仅仅局限于日化领域，更多或

将从研发着手为目标客户提供“黑科

技”产品。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消费

者需防止“黑科技”成为品牌的宣传噱

头。

“新领域”或成百亿美元行业

据宝洁方面统计，当前日化新品牌

很多，但能持续增长的却很少。 面对新

品牌的崛起和一度下滑的财报，宝洁开

始聚焦中国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宝洁

中国创新投资部门因此应运而生。

“去年 7 月成立的宝洁创新投资事

业部，目前有 10 个人左右。 我们的初衷

是希望可在两到三年后开始持续地为

宝洁中国贡献大概 10%的业绩增幅。 ”

宝洁大中华区男士护理品类及创新投

资部总裁何亚彬表示，“宝洁创投是一

个新的尝试， 是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

我们要帮宝洁中国找到新赛道，即新的

品类、新的细分、新的品牌、新的增长。 ”

据悉，宝洁创投目前聚焦中国消费

者的一些痛点突出的品类，以及在未来

充满增长潜力的细分市场。“有多个创

新领域可能是未来的百亿美元行业。 ”

何亚彬指出，宝洁创投的主要创新领域

包括个人健康、男性护理、关爱老龄化、

无毒无害家庭环境等，“这些不是宝洁

目前的核心领域，但这些赛道很有可能

在接下来的 5 到 10 年， 提供 10 到 20

倍的增长机会。 ”

利用微生物实现定制化护肤

在宝洁通过创投寻找新增长点之

际，欧莱雅则站在了化妆品、生物学、医

学等研究领域的交叉路口———肌肤微

生态。 日前欧莱雅在中国首次公开其肌

肤微生态研究进展。 欧莱雅表示，中国

作为欧莱雅全球六大研发和创新枢纽

之一，成为其肌肤微生态科研的重要腹

地。

据介绍， 众多研究已证明肌肤微生

态中不同微生物间的平衡可起到肌肤防

御、修复、屏障作用，与肌肤健康息息相

关。 而微生态的失衡则与特异反应性皮

炎、牛皮癣、粉刺、皮肤老化、敏感肌、头

屑、 异味等多种类型的肌肤问题存在关

联性。“肌肤微生态的科研将掀起全球化

妆品创新的又一场革命， 将支持我们通

过前所未有的视角来突破功效的极限。 ”

欧莱雅亚洲肌肤微生态科研负责人

Tarun Chopra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此次公开肌肤微生态研究进展

前，欧莱雅的技术孵化器在 3 月份宣布

与美国医疗保健初创公司 uBiome 合

作，就皮肤微生物组进行研究，并希望

籍此推动未来相关产品的开发，特别是

基于对消费者个体皮肤微生物组的深

入认识，开发个性化护肤品。

“黑科技”是否成营销噱头？

从两大老牌日化企业的布局来看，

“技术型护肤” 成为行业未来的发展趋

势。 其中，能辅助肌肤促进护肤品吸收

的美容仪，以及从根源调节肌肤问题的

微生物技术， 被视为品牌开拓市场的

“利器”。

欧睿信息咨询近期发布的数据显

示，从 2009 年~2014 年，个人护理美容

器销售增长率高达 270%； 预计到 2020

年， 美容仪器全球市场容量将达 3000

亿元，其中中国市场容量可观。

与欧莱雅一样，皮肤微生态不仅是

美妆护肤品牌厂商在发力，更多的原料

供应商也加入到这一领域。 化妆品原料

生产商德之馨在上月宣布与瑞典生物

工程公司合作开发基于益生菌的化妆

品原料。 而近年来，寡肽、多肽、胜肽在

护肤品中大行其道，并被很多国际一线

品牌使用，如雅诗兰黛、海蓝之谜等都

推出了含肽护肤品。

对此，有业内人士担心，所谓的“黑

科技”以及微生物技术在日化产品的运

用，是否会变成行业营销的新噱头。 此

前“肽”成分就被不少日化企业在宣传

中滥用，而国家药食监局禁止化妆品品

牌对药妆、EGF (表皮生长因子)、 干细

胞、细胞提取液、胎盘提取液等违法功

效信息的宣传。 而在多数消费者连日化

产品的基本原理和原材料使用都还不

清楚的时候，如果微生物技术被当作日

常护肤手段、宣传的概念，将会模糊化

妆与医学治疗之间的界限。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

随着

国内电子竞技产业的飞速发展，新的

就业机会和行业需求不断涌现。从教

育部补增电竞专业，再到中国传媒大

学等高校开办电竞专业，如今国内的

电竞职业化进程正在加速。 日前，超

竞教育与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签署电竞产业学院合作协议，双方

就共建电竞产业学院及共育电竞专

业人才达成合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迎来电

竞产业发展的最好时期。据企鹅智库

近期发布的《2019全球电竞行业与用

户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中国的电竞

用户预计突破3.5亿， 产业生态规模

将达到138亿元。 与产业高速发展不

相配的是，专业人才缺乏成为制约电

竞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截至2018年

底， 中国电竞相关行业从业者中，电

竞生态从业者7.1万人，只有26%的岗

位处于人力饱和状态，近15万劳动力

缺口仍未补足。 预计到2019年底，行

业从业者整体劳动力需求规模将会

达到33.15万人。

此次超竞教育与广州涉外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是由校企双方

各派相关负责人挂帅产业学院院长，

学校负责基础课程的教学和学生的

日常管理，超竞教育负责电竞专业课

程的教学内容。超竞教育将为学校提

供电竞专业的师资、课程内容（包括

理论课程、赛事实践课程、线上项目

课程等），并投入电竞实训基地设备，

为电竞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和推荐

就业机会。 首批拟招生50人。

电竞人才缺口大

校企共建电竞产业学院

据新华社电

比特币价格继上周突

破1万美元大关后继续维持涨势， 但近

期市场投机性有所增强， 空头力量抬

头。 分析人士认为，比特币和其他加密

货币距离广泛赢得市场信任尚需时日，

投资者应警惕比特币市场的投机性风

险。

比特币价格再次突破

1

万美元

今年以来，受经贸争端升级、全球

经济增速预期下调等多重因素冲击，全

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比特币显示出避

险资产特性，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目光。

此外，脸书拟发行加密货币Libra的消息

大幅提升了市场热度，吸引更多投资者

进入加密货币市场。

美国“比特币基地”公司数据显示，

25日比特币价格仍继续大幅走高，截至

美东时间20时单枚价格为11816美元，

当日涨幅超过6%。 自上周突破1万美元

大关后，比特币仍延续涨势，这也是自

2017年年底以来，比特币价格再次突破

1万美元。

比特币近期价格暴涨，吸引大量投

机资金入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期货持仓报告显

示，截至18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

易的比特币期货中，旨在获取投机利润

的非商业持仓大幅增加，为现货交易进

行套期保值的商业性持仓则没有变化，

意味着比特币期货市场的投机性有所

增强。

同时，在非商业持仓中多空持仓均

比上周有所增加，但净空头持仓量较前

一周有所增加，表明投机者看空比特币

的意愿正在升温。 同时，从总持仓数据

来看， 空头持仓也同样超过了多头持

仓。

警惕比特币市场投机性风险

分析人士警告说，虽然目前比特币

价格快速上涨，但投资者应警惕比特币

市场的投机性风险。这一方面是因为比

特币市场规模较小， 易于价格操纵；另

一方面是因为全球迄今尚未建立健全

的比特币市场监管机制。

截至25日，全球比特币市场的总市

值仅2095亿美元，不到微软公司市值的

五分之一。 美国区块链网络公司Con－

cordium董事长拉尔斯·塞伊尔·克里斯

滕森表示， 在比特币这个波动性很大、

交易量很小的市场，无须多大努力就能

把价格推高或压低1000美元。

近年来， 比特币价格波动剧烈：

2017年年初比特币价格尚不足1000美

元， 到年底时价格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

关，并快速逼近2万美元；2018年比特币

价格一路下跌到不足4000美元，直到今

年才重拾升势。

此外，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市场

还饱受黑客攻击、安全漏洞、市场欺诈、

监管不足等问题困扰。 例如，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近日发布报告说，加拿大一家

加密货币交易所存在挪用客户资金行

为。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也曾在

今年5月曝出7000多枚比特币被黑客盗

取的消息。

随着近期脸书公司宣布将推出加

密货币Libra，加密货币已引起部分国家

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注意。英国央行

行长马克·卡尼表示， 对加密货币保持

开放态度，但加密货币需要符合“最高

标准的监管”。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上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加密货币

的应用既有潜在好处， 也有潜在风险，

应站在安全、稳健的监管立场上对待加

密货币。

尽管比特币的新一轮上涨再度成

为市场焦点，但投资者看法仍呈现分化

态势：部分追捧者对其寄予“数字黄金”

的厚望， 但以沃伦·巴菲特为代表的传

统投资者视之为“赌博机器”。

美国维拉诺瓦大学金融学助理教

授约翰·谢杜诺夫认为，比起上次突破1

万美元大关，如今有理由赋予比特币更

多的信任，“但我仍然不相信这个价格

是可持续的”。

加通贝祥投资公司分析师迈克尔·

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比特币很有机会在未来被广泛使用，但

现在还是一项正在成长中的“草根实

验”。

比特币持续暴涨 投机风险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