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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琳凯发起“微笑 1000”行动

目标帮助一千名唇腭裂女童绽放微笑

与此同时，玫琳凯中国也启动了本年

度爱心唇膏微笑接力活动，旨在唤起更多

人对唇腭裂患儿的关注。 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只要消费者购买

玫琳凯任意款口红一支，玫琳凯中国感

恩专项基金将拨付 10 元用于唇腭裂女

童的免费修复手术。

6 月 18 日，2021 玫琳凯专场唇腭裂

公益救助手术之旅在陕西西安交通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开启第一站。 近 60 名唇

腭裂患儿在通过筛查后接受了修复手

术。 由数十名玫琳凯美容顾问组成的微

笑志愿者队伍在筛查及手术等候区域

担任引导员，协助患者家庭进行登记筛

查，并为等待手术的患儿和家庭带去鼓

励和安抚。

在中国部分地区，因医疗条件的限制

或是家庭经济原因，有些唇腭裂宝宝会错

失接受修复手术的最佳时间，一次及时的

手术往往就能改变他们一生。玫琳凯感恩

专项基金唇腭裂女童救助项目通过持续

地与专业机构及全球顶尖医疗专家队伍

通力合作， 截至 2020 年已为 769 名唇腭

裂女童送去了免费的修复手术，捐赠超过

400 万元。 未来两年，玫琳凯计划通过持

续的公益行动， 累计完成 1000 例唇腭裂

修复手术， 用 1000 张纯真的笑脸庆贺玫

琳凯公司成立 60 周年。

为了使这群唇腭裂患儿得到救治，玫

琳凯美容顾问们的“微笑接力”行动也已

经持续了 7 年，她们不仅通过捐款及义

卖，带动顾客们一起为关爱唇腭裂女童

贡献力量，还不遗余力地来到各地手术

现场担任志愿者。 在今年的世界微笑

日，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授予了玫琳凯

美容顾问“全新全熠奖”。

“感恩乐施是玫琳凯的核心价值观。”

在玫琳凯感恩专项基金负责人看来，“玫

琳凯的美容顾问们遍布在全国大江南北，

通过她们每个人实际的感恩行动，已经串

联起了一股巨大的社会正能量。她们正在

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为身边的社区创

造更大的价值。 ”据悉，自 2014 年，玫琳凯

感恩专项基金及感恩在行动志愿者项目

成立以来，玫琳凯销售队伍参与公益捐款

超过 35 万人次， 同时还自发地组织及参

与公益活动， 贡献了 40 万小时志愿服务

时间。

玫琳凯中国感恩专项基金日前宣布发起“微笑 1000” 行动， 目标在

2023年玫琳凯公司成立 60周年之际， 累计为一千名需要帮助的唇腭裂女

童完成修复手术，帮助她们绽放自信微笑。随着手术在各地的开展，玫琳凯

分布在全国的销售队伍也将担任非医疗志愿者，在手术现场协助医疗队为

患儿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和关爱。

▲微笑明天慈

善基金会授予

了玫琳凯美容

顾问“全新全

熠奖”

爱心唇膏开启微笑接力

玫琳凯的微笑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植发生意好赚吗？ 一个毛囊20元

雍禾医疗冲刺“植发第一股”

□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脱发让人头秃， 而植发价格较贵，

一个毛囊就要10~20元， 一次植发需花

费2万元以上。 但植发产业或将催生一

家上市公司。 日前，植发连锁机构雍禾

医疗向港交所递交了上市申请， 冲刺

“植发第一股”。 这不禁让人好奇，植发

行业会有怎样的市场前景呢？

初中毕业的创始人

目前，雍禾医疗可以说是植发领域

的“龙头企业”。 招股书显示，2018~2020

年，雍禾医疗的营收分别为9.34亿、12.2

亿、16.4亿元，复合年增长率32.4%；归母

净利润分别为0.54亿、0.36亿和1.63亿

元，毛利率常年维持在70%以上。

雍禾医疗的发家史，还得从其创始

人张玉说起。 招股书显示，张玉今年仅

35岁，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目

前拥有公司42.66%的股权。

2001年，张玉毕业于安徽省宿州市

泗县大庄初级中学，他来到北京，在一

家杂志社从事美容整形的广告销售工

作，接触了大量的整形医院，感受到医

美行业需求量大、利润高，于是决定切

入植发市场。

2005年4月， 张玉找来了医生、护

士，在北京雍和家园一间三居室的阳台

开始了雍禾植发的初代诊所经营模式。

随后几年，他还成立了雍禾植发技术研

究院、版图不断扩大，并推出了植发质

量标准化体系。

2010年，张玉正式创立雍禾医疗。与

此同时， 市场上的植发机构也在逐步增

多，并引来了资本的关注。 2017年9月，中

信产业基金宣布投资雍禾植发， 但并未

公布具体投资金额。招股书显示，IPO前，

中信产业基金拥有雍禾医疗21.59%的股

权。目前，雍禾医疗已在我国50个城市经

营51家医疗机构， 为中国最大及覆盖面

最广的连锁植发医疗机构。

平均获客成本超万元

根据招股书， 雍禾医疗的营收从

2018年的9.34亿元增长到2020年16.4亿

元，净利润从0.5亿增长至1.63亿元，这3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75.1%、72.6%、74.6%。

然而， 高毛利率并不代表高净利

率，2018年~2020年， 扣除其他成本后，

雍禾医疗相应的净利率分别仅有5.7%、

2.9%和10%。 在业内看来， 出现这种情

况，主要在于营销成本。 植发是一项复

购率极低的消费，需要投放大量的广告

进行市场教育。

2018年~2020年， 雍禾医疗销售及

营销开支分别为4.64亿元、6.5亿元和7.8

亿元，年均复合增幅高达29.67%，占各

年营收的比例分别为 49.6%、53.1%和

47.6%。 根据其3年总治疗人数17.6万人

来算，平均获客成本为每人10795元。

同时，伴随着植发行业的竞争愈发

激烈，营销费用高、净利受到侵蚀，以及

竞争对手的增多， 这对雍禾医疗而言，

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另外，虽然脱发人群庞大，但目前

植发的渗透率不高。 招股书披露，2020

年， 在中国进行的植发手术仅约51.6万

例，渗透率为0.21%。

和君咨询合伙人文志宏向记者表

示， 植发只是治疗脱发的方式之一，不

同的人基于自身的情况会选择不同的

方式。 另一方面，植发的费用相对较高，

通常是按毛囊数量来计费。 国内一般一

个毛囊10~20元， 一次移植一般是2000

个毛囊或者更多，花费需要至少2万元。

文志宏还提到，植发也需要医疗资

质， 这方面的医生本身还比较缺乏，再

加上行业的营销成本高等因素，导致目

前市场渗透率还不高。 他指出，“这是一

个新兴的行业， 目前行业的规范性、透

明性还不够，鱼龙混杂。 ”

业内声音

率先抢占优质赛道至关重要

植发带有医美属性， 具有医美行业

高增长和抗周期的特点。

目前， 雍禾医疗主要竞争对手包括

其他民营植发机构、 公立医院及美容服

务提供商的植发部门。据招股书披露，雍

禾医疗所属的大型连锁植发机构占了

23.9%

的市场份额。

德邦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植发属于

专科模式，业务集中度高且医师培训快

（医师需执业医师资格证， 比如雍禾医

疗的每位新聘医师系统培训约

4~6

个

月， 包括院长一对一监督下进行为期

3

个月的临床实践培训）。 品牌效应下，单

店盈利强回收快 （新开店

3

个月可达收

支平衡 ， 平均现金投资回收期为

14

个

月）。未来在

IPO

募资

+

品牌力提升下，雍

禾医疗有望实现加速规模化开店。

企查查数据显示 ， 我国目前现存

1104

家植发相关企业， 其中广东以

175

家位列第一 ，贵州 、云南紧跟其后 。 目

前，植发需求已成规模 ，具有相当可观

的商业价值。 分析人士指出，植发机构

率先上市 、抢占优质赛道 ，对未来发展

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