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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明星面膜每8秒就卖出一瓶

济南系化妆品
靠啥让市场“给面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宗兆洋

“小而美”新秀崛起

“朵拉朵尚应该是我认识最
早的济南系化妆品，最开始是做
手工皂的，后来做身体护肤。”济
南市民孙女士是最早接触朵拉朵
尚的一批“朵”粉，在她的印象中，
这两年济南系化妆品越来越多，美
誉度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近年
来一些“小而美”新秀品牌。

以半亩花田为例，这一品牌
2010年诞生于济南平阴。市民武
凌琳最中意的就是它的磨砂膏，

“2019年我在抖音看到的，买来用
了效果还不错”。事实上，2019年
天猫6·18期间，半亩花田成为一
匹黑马：总成交额破亿，成为天
猫身体护理品牌销量的TOP1。

“自然旋律的小绿泥清洁泥
膜很好用，推荐给大家，在2020
年下半年，这是天猫销量第一的
面膜……”王晨已经连续两次推
荐这款来自济南的美妆品牌，她
是短视频平台的“美妆博主”，拥
有近5万关注者，“粉丝”虽然不
多，但大多是忠实的美妆消费
者。自然旋律所属公司山东梅晔
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亓金亮曾表示，这款明星面膜产
品“每8秒售出一瓶”，很多复购
消费者是“00后”。据相关报道，

“自然旋律”2019年度销售额破5
亿元，2019年“双11”单日成交额
超1314 . 2万元。

王晨曾经在上海一家化妆
培训学校担任教师助理，她能够深
深感觉到国货美妆的崛起。“以前我
们学校是没有国货化妆品的，近几
年，才进来一些国产品牌的化妆品，
发现有一些确实还不错。”

而李晓冉所用的颐莲就是出
自山东福瑞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下称福瑞达美业）旗下的第一个品
牌。根据官网介绍，创立于2003年，
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和配方调整，
2004年颐莲推出首支玻尿酸护肤
品。也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济
南开启了“美丽经济”。

而福瑞达美业旗下另一品
牌，瑷尔博士在2019年入驻天猫
平台，一年间就完成从零到亿的
增长。2020年“双11”当天，瑷尔
博士天猫旗舰店仅用22分钟单
店实现销售额近千万元，荣登

“双11”品牌飙升榜TOP5。

拥抱流量扎根科研

济南系化妆品“新秀”崛起
的优势在哪里？业内人士介绍，
一个是研发，一个是流量。

研发是最酷的武器，在化妆
品行业，科技成就“颜值”，这也
是新时代国货新锐撕开跨国大
牌市场的硬道理。福瑞达美业的
相关负责人曾多次在公开报道
中表示，用制药的技术和质量控
制的标准来指导化妆品的研发，
形成一些新产品，“这是很多非

制药企业不具备的。”
颐莲就是在福瑞达早期对

玻尿酸的专注之下诞生的品牌，
其第一支产品上市，可以说是凝
聚了福瑞达多年的研发成果，因
此在2004年成立之初，颐莲便因
为强大的玻尿酸产品矩阵而受
到消费者青睐，颐莲首先取得了

“玻尿酸+活性炭”的突破，当时
在国内首创将活性炭成分添加
到洁面乳产品，并于2004年获得
国家创新专利，即活性炭加透明
质酸的配方专利。

福瑞达旗下的另一品牌瑷
尔博士诞生之初就极具市场竞
争力，品牌的名字就带着一股搞

“学术”的认真态度。
而半亩花田又代表了线上

销售的另一个阶段玩法。和老牌
化妆品公司不同，半亩花田这一

代国货美妆深耕小红书、B站、抖
音、淘宝直播这些社交平台，每
一步都踩在了平台的爆发点
上。在2019年凭借磨砂膏，半亩
花田在抖音出圈，先后发力小
红书、直播平台等；签约关晓
彤、鞠婧祎作为代言人，并与多
位女艺人合作，以明星翻包、短
视频种草等形式打造“明星同
款”产品矩阵。

记者注意到，“自然旋律”还
从互联网到线下拓展，据亓金亮
介绍，2019年12月，自然旋律与屈
臣氏达成合作，专供款果酸丝滑
嫩肤身体乳和净透光感身体磨
砂膏入驻屈臣氏全国3800家线下
门店，正式在线下渠道大批量上
市。2020年，自然旋律又与娇兰佳
人达成合作，在北京、重庆、成都等
各大城市入驻娇兰佳人600家线下

门店，实现了“线上+线下”双规
发展的路径。

来自“产业链”的底气

比起北京、上海，济南其实
并不处在美妆产业的核心。为何化
妆品新秀频出？化妆品新秀崛起的
背后，不得不提的就是济南的生物
医药产业。事实上，济南生物医疗
产业一直是支柱产业之一。

以透明质酸行业为例，山东
具有绝对话语权。“世界透明质酸
看山东，山东透明质酸看济南”。据
了解，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熙生物)是全球最大
的透明质酸(俗称玻尿酸)研发、生
产和销售企业，占据全球透明质酸
原料39%的市场份额。

3月10日，济南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华熙生
物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联
手建设“世界透明质酸谷”。记者
了解到，该项目将联合济南高新
区引入合成生物学及微生物发
酵、终端消费品开发、消费者体验
中心等基础研究与终端应用机构，
以及透明质酸相关上下游平台企
业。项目计划引入包括合成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20余家国
内外中高端专业研究机构及20余
家有集群带动效应、与生命健康产
业相关的国内外知名企业，预计可
带动产值超万亿元，实现产业链
集聚式发展。

业内人士称，美国硅谷是最
早研究和生产以硅为基础的半
导体芯片的地方，是电子工业和
计算机业的王国，聚集了全球的
高科技产业及人才。而此次建设的

“世界透明质酸谷”，将可能成为汇
聚全球顶尖技术及人才、以透明质
酸为核心的生物科技国际中心。同
时“世界透明质酸谷”也将成为济
南市与华熙生物携手打造透明
质酸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标杆样板，并释放巨
大的产业价值。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农
工党山东省委主委段青英围绕医
药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交了
多个提案，并给出了具体建议。她
提出，“充分利用华熙生物、福瑞达
等化妆品原料优势，建设广州白云
区、上海东方美谷、齐鲁美妆化妆
品产业集聚区，推动化妆品产业高
质量发展，在各自贸区实现国家
医药产业审批分中心，形成大健
康医药产业集群。”

仍需“乘风破浪”弯道超车

虽然济南系美妆品牌发展
迅速，但是摆在这些品牌面前的
挑战是类似的：如何实现更高品
牌溢价、如何在基础研发能力上
与国际大牌竞争。与长期占据美
妆市场的国外大牌相比，济南本
土品牌仍有不小的追赶空间。

调查中，不少企业坦言，在
一些领域尤其是高端产品的品
牌竞争中，济南系美妆品牌与国
外竞争对手仍有较大差距。

“相对于国际化妆品品牌，济
南的化妆品企业在品牌知名度、品
牌运营经验及销售端等方面相对
不足，产品品牌知名度有所欠缺，
尤其在高端产品领域的竞争中，处
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山东省化妆
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牟云帆说。

牟云帆表示，近3年来，山东
本土化妆品集团和品牌积极探
索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技术，尤
其是通过电商等方式延展产业
边界，探索化妆品业态中的全新
商业模式。

“瞄准市场需求，推动济南
系化妆品企业的技术创新，用更
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制造国产
商品，深入挖掘文化价值，国产
品牌将赢得更大市场，实现国产
品牌弯道超车。”牟云帆说。

济南姑娘
李晓冉没有想
到，这几天她
跟 闺 蜜 疯 狂

“种草”的颐莲
玻尿酸补水喷雾竟然是家门口
生产的。近年来，以瑷尔博士、
半亩花田、自然旋律、朵拉朵尚
等为代表的济南系化妆品“新
秀”崛起，济南本土美妆产业初
露锋芒。 部部分分济济南南系系化化妆妆品品。。

华熙生物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推出的“故宫口红”受到不少人喜爱。

“等待时机拆违建”，这是发的哪门子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李萌博

南京玄武湖北侧有一处30
多层高的双子公寓楼，近日，有
业主因家里油烟味太浓，忍不
住航拍，竟然发现楼顶有两层
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违建玻
璃房。物业表示，违建在他们来
之前就有了。公寓前管委会称，
违建被出租办公，他们也无奈。
而街道办和城管部门则表示，
他们接到过多次举报，但现在
不是拆除这一违建的时机。

很难想象，在南京玄武湖边，
竟然会有这么触目惊心的违法建
筑。据相关人士介绍，这座楼因为
违建的存在，整个楼的消防通道
和安全通道都没有了，楼顶通道
封死，居民没法到楼顶，一旦发生
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两层
近3000平米的玻璃违建房对整座
楼的质量难免也会造成破坏。

人们不禁要问，这一违建危
害性这么大，当初是怎么建起来
的？在建筑过程中，相关部门是没
有发现还是熟视无睹呢？建成之
后，相关部门又为什么不依法整治

拆除呢？正如有网友戏言的那样：
普通百姓哪怕在楼顶搭个棚子，都
会很快被城管监测到，接着就会来
处罚，可为什么南京的这座楼上这
么大的违建这么长时间却“安然无
恙”？违建的主人是谁？背后又有什
么背景呢？

近年来，违法建筑早已经是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拆除违建也
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遵
循。一旦发现有人盖违法建筑，物
业应该制止，并及时向相关部门
举报。而接到群众举报后，城管等
部门应该依法查处，可以采取断

水断电等强制措施，并及时拆除。
具体到南京这一高层公寓

违建上，显然公寓的管理方及物
业是失职的，对违建的成因都在
闪烁其词，虽然意识到违建的安
全隐患众多，但在如何解决违建
问题上显得无可奈何。

按说拆违应该是当地城管
等部门的职责所在，发现违建，
拆就是了。然而，根据当地城管的
说法，他们接到过多次举报，但由
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去拆除，现
在不是拆除这处违建的时机。

拆违居然还得等时机，当地

城管部门对这处违建的暧昧态度
让人质疑。既然已经明确是违建
了，又存在那么多安全隐患，不管
背后是什么原因，只要不去拆，就
是不作为。而这种不作为的后果可
能随时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
管违建的主人是谁，政府职能部
门在拆除违建的问题上没有犹豫
不决的理由。对于拆除违建，不需
要等什么最佳时机，有了群众举
报，既然确实是违法了，那就得抓
紧行动，把违建彻底拆除，给群众
一个满意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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