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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肌肤护理专家
韩国药妆领导品牌 - 艾珂薇
艾珂薇是韩国BNH化妆品株式会社潜心研制的韩方草
本药妆品牌，以韩国医学宝典《东医宝鉴》中的配方为基础，
将传统古法美颜智慧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重视从根本上改善肌肤，温和呵护敏感性肌肤，
从内在调理敏感肌肤，专为敏感肌肤设计的品牌。
2017年签约朴素丹为艾珂薇品牌形象代言人，
成为艾珂薇品牌专属模特，展开大规模的市场
营销活动，艾珂薇现有明星产品‘艾珂薇镇
定效果强化水份霜’再度受到市场的持续追捧。
艾珂薇镇定效果强化水份霜是一款比婴儿面
霜还要细致柔和两倍的、具有强效镇静及修复
皮肤的补水面霜，可有效镇定舒缓肌肤，
24小时持续补充水分能量，最适用于缺少水份
和敏感而导致肤色暗哑或骚痒的皮肤。

BNH化妆品株式会社旗下品牌纪梵尼为打造夏日完美裸妆，
带来清凉夏日，与纪梵尼空气感粉底液形象代言人
Apink成员郑恩地共度携手，让夏日的裸妆更清凉迷人。
纪梵尼空气感服帖粉底液目前已被YouTube美妆达人与各
大美妆店评选为最佳底妆产品，
也是2017年带动纪梵尼品牌发展的主打产品.纪梵尼空气
感服帖粉底液打造量身定制般的妆容与遮瑕效果，干爽滋润，
长久自然不脱妆，令妆容持续鲜活绽放，服帖，遮瑕，
持久能力方面都已得到验证。
纪梵尼各系列产品在韩国欧利芙洋、LOHB’
s 、屈臣氏、Boots均有销售。

镇定肌肤
有效舒缓
霜
强化水份
镇定效果

www.e-giverny.com
QQ:359038793
dtl165104699
82-80-6277-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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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珂薇各系列产品在韩国欧利芙洋、LOHB’s、
屈臣氏、Boots均有销售。

打造量身定制般的妆容与遮瑕效果，干爽滋润，
长久自然不脱妆，令妆容持续鲜活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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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第一名粉底霜
粉底霜部门连续两年位居第一

ESSENCE COVER PACT
SPF50+ / PA+++

内含68%的精华
超级透明质酸精华
粉色拿铁, 白色拿铁
遮瑕
抗皱、美白
防紫外线

清爽,防水
24小时皮肤保湿
·卫生许可 未取得

www.age20s.co.kr

渴望看起来小一岁，返回到20几岁的皮肤状态

www.instagram.com/
age20s_official/

我们珍视女性想让皮肤看起来小一岁的渴望，通过一滴滴高效能成份
和经过严格筛选的原料，研究如何才能回到20多岁光滑有弹力的肌肤状态，
追求充满生命能量的美丽人生。

akglobal@aekyung.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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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闪光亮白肌肤!!
·内含牛奶蛋白质提取物
·内含保湿粉(钻石)

缔造粉红色活力肌肤!!
·内含粉色提亮专利粉
·内含保湿粉(红宝石、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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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p transformation type of
BALM → OIL → FOAM
BRILLAR TRIPLE STICK CLEANSER

TRIPLE STICK CLEANSER
STEP 1

BALM

STEP 2

OIL
STEP 3

FOAM
Brillar Triple Stick Cleanser
FashionN 美容节目《Follow me8》介绍李珠妍的
人生美容产品——Brillar Triple Stick Cleanser

www.brillar-skin.com
purchasing@
jsglobalcorp.com
82-70-4259-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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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35种人体适用实验!
已完成清洁力、提升、保湿&护肤相关测试
自带纤细洁面刷，
使用小于毛孔而且有着32万个微细毛的刷子进行深层毛孔清洁

终极童颜边正秀
亮白透彻肌肤的洁面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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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ETIC VENTURES

送
学霸的 给
甄选好
礼

聪明润唇膏
含有聪明汤成分，保湿效果持久双唇像饮用聪明汤一样，提神醒脑的润唇膏。

聪明润唇膏的
聪明汤的故事
聪明汤的故事和效果
《东医宝鉴》里提到，聪明汤
是由远志、石菖蒲和、白茯神等
醒脑和提高集中力的药材和符
合人体体质的韩药材制成，过去
准备科举考试的儒生就喝此汤。
《东医宝鉴》里记载，常喝聪
明汤的人，一天可以背诵千
句文，可见这处方功效奇佳。

聪明润唇膏的效果
香气疗法及效果

聪明汤的效果
因心理不稳定和学业压力，超负荷的大脑若想恢复正常，
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香气通过鼻黏膜，传递到大脑，
即鼻子吸收香气粒子，可有效冷却超负荷的大脑。
在韩医学里除了像现代芳香疗法一样，饮用韩药之外，
还会提炼韩药材，用鼻子嗅或者将药草放进洗澡水里，
通过皮肤和鼻黏膜吸收香气。
聪明润唇膏采用聪明汤的药材原材料，拥有醒神之效，
同时每次涂抹润唇膏，都能将香气传递到大脑。

①白茯苓
据悉，黄真伊也曾为了管理皮肤，使用
“茯苓”
，尤其是白茯苓可让肌肤充满
光彩。另外，具有卓越的宁心安神功效。

甜杏仁油

芒果籽油

②远志
远志具有改善健忘症、失眠症、记忆力
下降等症状从而定心的功效。而且，
有助于缓解因燥热引起的皮肤压力。

www.cosmeticventures.com
ceo@cosmeticventures.com
82-2-544-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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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汤的芳香疗法 : 含有聪明汤的主要成分石菖蒲、白茯神和远志，
从而通过芳香疗法，每次涂抹在嘴唇上，就仿佛饮用聪明汤般，被Wake up。

•植物性成分的保湿效果 : 含有能够呵护最薄且最易缺水的嘴唇的植物性
油和精油，可锁住嘴唇的水分，形成保护膜，保持嘴唇的湿润。

牛油果脂

聪明润
唇膏的保
湿效果

白池花籽精油

③石菖蒲
聪明汤原材料之一的石菖蒲具有
提升记忆力，改善耳鸣的功效。另外，
《东医宝鉴》里提到石菖蒲可以改
善褐斑、雀斑等皮肤问题。

葵花籽油
狗牙蔷薇果油
石榴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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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魔法的知名品牌

神秘魔法双
眼皮贴系列
想要的
位置！
想要的
形状！

想要的
大小！

只需一个双
眼皮胶~~
就可以简单粘贴假睫毛与双眼皮

www.dark21.co.kr
080-428-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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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睫毛&双眼皮胶，双眼皮贴的代表品牌“DARKNESS”
•以顾客安全为首要条件的管理系统，假睫毛和双眼皮胶已通过美国
FDA皮肤测试并已登记成为FDA认证产品。
•
超过1500种化妆工具与化妆品在国内销售并出口海外。凭借丰富多样的产品与
对品质的认可与品牌知名度，已入驻各大Road Shop，并提供OEM服务。
13

韓國朵可麗
韓國著名醫學級護膚品牌，由韓國頂級皮膚科醫院院長－李周赫醫生推薦，
針對肌膚不同需要，研發出一系列優質護膚產品，解決各種肌膚問題。
產品亦已獲得中國進口化妝品衛生許可證，可於國內市場銷售。

2

3

朵可麗黃金柔嫩系列
系列加入高含量24K黃金配方，
以黃金的超強傳導力，
把珍貴護膚成份導入肌膚，配合蓮花幹細
胞及多種專利成份，為肌膚注入活力，
延緩肌膚衰老，回復年輕緊緻。
1.黄金睡眠面膜 (80ml)
2.黃金柔嫩眼霜 (15ml) 3.黄金眼部精華液 (15ml)
4.黃金柔嫩面霜 (50ml) 5.黄金柔嫩精華水 (130ml)

1

5
4

2

朵可麗高水份緊緻系列
高水份緊緻套裝針對乾燥缺
水及鬆弛的肌膚而設，以多種珍貴
成份為肌膚保濕、抗皺及緊緻，
為你打造完美的韓系水光嫩肌。
1.高保濕抗皺眼霜 (30ml) 2.保濕舒緩精華液 (30ml)
3.高保濕緊緻面霜 (45ml) 4.高保濕緊緻精華水 (130ml)
5.高保濕緊緻乳液 (130ml)

www.dreamskinkorea.com
www.drleekorea.com
www.dreamskin.com.hk
82-2-1661-4365
852-2366-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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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Dream Skin Korea為專營韓國護膚及化妝品業務的公司，於韓國
擁有自家工廠，嚴格管理產品品質，其下子公司為香港皇冠商業有限公司。
•皇
 冠商業有限公司旗下的化妝、護膚品牌有Dream Skin夢詩肌、DR.LEE@KOREA 朵可麗、
Back to Sixteen伯蒂詩麗，牙膏品牌有KORELABO康研莉寶，所有產品均為100%韓國製造。

5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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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reate beauty

www.coson.co.kr
82-2-3454-0276
86-20-87096030

COSON Head Office

COSON R&D/Factory

Guangahou COSON Co,.LTD.

#6F Dongwon Bd 333,
Yeougdong-daero
Gangnam-gu, Seoul, Korea
Tel. +82.2.3454.0276

40-20 Gajangsaneopseobukro Osan-si, Gyeonggl-do,
Korea
Tel. +82.31.378.7861~2

NO.9 Kaituo Road,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Guangzhou, China
Tel. +86. 20. 8709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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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ellmade是拥
有医院，研究所，
化妆品为一体医美集团

针对亚洲人肌肤的
最新皮肤管理方法，
在韩国医院可进行
020营销模式。

承揽政府有关于痘痘，
特异性皮炎，抗衰老
课题研究并且获
得支援金额600万元

韩国TV（KBS，MBC，MBN）
介绍的皮肤管理方法
皮肤黄老师治疗室的故事
在韩国以“不服用药物的痘痘治疗”
而闻名的医院在管理和治疗敏感性肌肤，
问题性肌肤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虽然好产品有很多，但是添加肌肤自身真正需要的
成分的产品却没有多少，这也正是为什么要找
皮肤专家进行肌肤检测的理由。

韩国TV（KBS，SBS）
介绍的产品

高端生物洁面水
“温和清洁，补水保湿的洁面水”

高端
生物精华素
“为肌肤细胞提供养
分能量，展现柔嫩亮
白肌肤的精华素”

在韩国富人区狎鸥亭
洞深受欢迎和喜爱

高端生物爽肤水
“调节皮脂平衡，
控油补水的多效爽肤水”

高端生物脂质面膜
“晚间及时修复受损肌肤，让肌肤
如婴儿一般光滑柔嫩的多效面膜”

www.the30mall.kr
hellothe30@163.com
82-2-511-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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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最高学府是北京大学，韩国则是首尔大学
我是第7个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女性皮肤科专科医生

水分王/
美白王/
弹力王
面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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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废物清理干净让肌肤充满生机”
抗氧化效果极佳的银杏叶，饱含银杏叶的有效成分，
将毛孔内的代谢废物清理干净，给肌肤深层补充滋润与生机。

Ginkgo Natural 的护肤系统
用清新的银杏叶萃取物 更健康！
不仅含有以抗氧化效果出名的银杏叶萃取成分，
还有多种植物性成分让在刺激中疲惫的肌肤变得健康舒适。

丰富细密的泡沫 更干净！
细密的泡沫将毛孔内堆积的代谢废物与妆容残留物，
雾霾等污染物清理整顿干净，还您透亮干净的肌肤。

保湿&镇静 植物成分 更滋润！
婵真独有的植物性特许成分榆根皮萃取物
（特许 第407455号）
给皮肤提供滋润，柿子树叶萃取物
（特许 第367563号）让皮肤富有弹力

cos.charmzone.co.kr/cn
weibo.com/u/6092488983
82-2-3485-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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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给予的清新礼物 自然能量，Ginkgo Natural

· 丰富细密的泡沫将毛孔内代谢废
物清洁干净的洁面乳

· 整理角质紧致毛孔的
清爽型化妆水

· 含 银杏叶萃取物 600mg

· 含 银杏叶萃取物 650mg

· 银杏叶萃取物保护肌肤滋润
健康的乳液

· 多种保湿、营养成分打造健康美
丽肌肤的面霜

· 含 银杏叶萃取物 1300mg

· 含 银杏叶萃取物 1200mg

为受外部刺激变得敏感的肌肤而生的自然力量，
现在开始体验Ginkgo Natural给肌肤带来的清新能量。
21

改变肌肤的惊人力量。
皮肤改善型化妆品--伊雅索
伊雅索
（IASO）是希腊神话中“治疗的女神”的名字。

高品质抗衰老化妆品：
伊雅索岁月修复系列

好皮肤，
不一定要天生的
伊雅索是从对皮肤正确的理解作为出发点，
只选择好的化妆品，秉承“无论是谁都可以做到虽不
是天生的，但也能拥有满意理想的好皮肤”
这一哲学理念，创立于2001年。
精心挑选的成分和尖端的化妆品科学技术相结合，
作为高性能改善肌肤的伊雅索产品，
越使用越会觉得皮肤得到根本的改善，
使皮肤恢复健康，呈现年轻健康态。

高性能皮肤改善化妆品：伊雅索

低刺激药妆化妆品：迪特 伊雅索

本着打造“无论是谁，都能拥有理想的美丽肌肤”
这一理念的热情以及顾客的满意，
伊雅索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韩国，
乃至海外多个国家都作为拥有最高品质的
韩国名牌化妆品受到大众的欢迎与喜爱。

专注于皮肤和美容技术，专属于伊雅索的肌肤护理“三部曲”
为了让皮肤专家们推荐的最好的皮肤管理方法--角质管理（祛角质）专业性和多样化，
伊雅索以祛角质产品作为起点，再通过微细工艺（纳米脂质体）技术，细致地填补肌肤内部的漏洞，
改善皮肤损伤，使肌肤恢复本来的力量，能够抵御外部刺激，更加健康。

www.iaso.co.kr
www.iasocosmetics.com
82-2-2695-2510
82-070-8656-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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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Souel”
首尔市政府认证的优秀品牌

今年的优秀
外观设计
（2003年，
化妆品部门）

2016年
消费者满意指数
第一名
（基础化妆品 部门）

第一步 角质管理

第二步 补充营养

第三步 治愈

中国卫生许可证注册情况 |•已经注册：23个 产品 •产品延续进行中：17个 产品 •新产品注册中：8个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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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男士皮肤增加力量！
做得到的男士与做不到的男士区别就在与自信

改善眼霜—用1个解决眼部问题
黑眼圈+眼袋 +皱纹+ 综合美白
·完成了改善黑眼圈人体试用试验
·
缩氨酸，腺苷，神经酰胺，海藻糖，透明质酸
·无香料、无着色、未添加对羟基苯甲酸酯(防腐剂)

SPF50+ /
PA+++ 60ml

防紫外线 (UVA / UVB Protection) /
不会受到汗液和水的影响
·含保护皮脂及毛孔的成分,使皮肤清新
·保湿,使皮肤有营养,包含镇定成分

从眼睛到脸颊的强化治疗
黑眼圈，眼袋，抗老防皱，美白

Power
Relaxing Gel
100ml

腰, 脖子，肩膀, 胳膊肘, 膝盖, 脚脖子,
小腿等男女共用专家用放松按摩胶

以来自大自然的天然成分为原料制成，
让皮肤恢复自身机能的天然药妆品
( Natural Cosmeceutical)

www.isfren.com
livestap@nate.com
82-2-337-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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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内！让手臂、大腿等部位凹凸
不平又粗糙的鸡皮变得光滑平整。

·Marintox 75.0% ~69.8%
·风兰组织培养提取物 (专利10-0931768号)
·丹宁酸复合物(收紧作用 & 毛孔收缩→调节皮脂)
·完成皮肤刺激测试人体适用试验
·Woody Spicy Citruss Floral (树香、橙花香)

在在3S——安全(safe)、科学(science)、使用简单(simple)
——理念的指引下不断进行产品研发，简化护肤步骤，省去繁琐，
立即见效的强效功能性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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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美与纯净洁白
自然之感美丽追求！

LA MUSE
美白Ｃ＋安瓶
LAMUSE WHITE C+ AMPOULE

使用4周就能见证透明
弹力肌肤的维C安瓶精华。
非常微小的粒子更容易吸收，
由含有13%预防色素沉积
的纯维C（ascorbic acid）
粉末与饱含10种纯
天然成分的精华组成。

LA MUSE
防晒 CC气垫

LA MUSE CORRECT CARE COMPLETE CC CUSHION

展现象征韩国女性健康
肌肤的高端光泽。
轻薄贴合肌肤，保留自然肌肤的颜色与纹理，

LA MUSE
泡沫平衡爽肤水
LAMUSE MICRO FORMING
BALANCING TONER

丰富的泡沫由里到外给肌肤
补充营养与水分的爽肤水。
基础护肤的第一步产品。

提高肌肤自然光彩的LA MUSE署名产品。

LA MUSE
水润遮瑕霜

LA MUSE
日常精华再生面霜

LAMUSE AQUA COVER BALM

LA MUSE DAILY ESSENTIALS REGENERATING CREAM

让自然健康肌
更鲜活的透亮肌秘诀。

唤醒肌肤流逝的时光~

为了保持肌肤光泽，
含有10种以上天然成分。

LA MUSE 补水滋养面霜
www.lamuse.co.kr/
yklee@skinisgood.com
82-070-8676-8111
26

内在美&纯白
年龄不过是个数字,给追求美丽的女性带来最纯最灿烂的美.
以SKINISGOOD独步的技术为基础,传播代表亚洲女性水润光泽肌的护肤、
水光妆、居家护肤的诀窍并引领居家护肤的亚洲-全球市场。

LA MUSE HYDRO PLUS NOURISHING MELTING CREAM

任何肤质均可使用的四季版产品。
给肌肤内部补充水分与营养，
给肌肤表面形成保护膜，长时间维持肌肤健康。

坚实的保湿膜与光滑的肌肤纹理为肌肤
形成保护膜，缓解老化现象的弹力面霜。
含有被称为“植物性蜗牛粘液”的“植物粘液”
成分-山药根萃取物，与酵母的卓越弹力效
果配合Skin Smoothing Barrier技术为肌肤
提供能量和高保湿力，让肌肤维持
犹如覆膜般柔滑肌肤的机能性面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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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以简单
使用的居家美容美妆品牌

水·分·炸·弹！不能更水润！

LET ME SKIN
胶囊面膜

LET ME SKIN

奶油空气感染唇液

Let Me Skin Ultra H2O Modeling Mask

LET ME SKIN CREAMY AIRFIT TINT

居家享受SPA馆的护理！

奶油般的触感与哑光效果，
展现轻薄自然生机的唇部产品。
不突显唇部角质与唇纹，内润外柔的表现力。
所有肤色都可以轻松搭配的
“玫瑰粉”
,“豆沙色”
,“复古红”
,“亮肤橙”4种颜色。

所有产品均以高保湿、降热、营养、
保护为基础，增加了根据肌肤状态的集中护理。
包装盒和质地颜色的统一，
方便区分不同肤质对相应产品的使用
-粉色，蓝色，绿色 3种颜色组成,
不同颜色含有不同高浓缩精华。

玫瑰粉

豆沙色

复古红

亮肤橙

使用方法

将1剂（啫喱状）和2剂（精华状）
倒入胶囊形状容器中混合使用。不仅
最小化时间和繁琐，糖果色的包装还
可以当做收纳盒使用，收藏价值颇高。

产品结构
●

粉色-提亮+生机+改善肤色

含有 甘草，生姜，五味子，绿茶，米糠，
来檬果提取物，洋蔷薇水
●

绿色- 镇静+保护+营养

含有 积雪草，黄连，狭叶越桔果，母菊，
柳兰花提取物，牛油果籽油
●

蓝色-水分+弹力+强化肌肤屏障

透明质酸钠，鲟鱼子酱，鱼腥草，绿茶，
裙带菜提取物，牛油果树

www.letmeskin.com
yklee@jyooncosmetics.com
82-070-8676-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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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护也要简简单单, 享受最轻松的居家护肤！
为了让繁忙的现代人,仅投入1分钟也可享受到院级般的护理效果,减少了步骤提高了
功效. 相比表面的即时性效果更着重于增强肌肤自身力量的基础护理，对每天
都在变化的肌肤做出最机智的解决方案, 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接触到居家护肤.

前所未有的多功能
机能性气垫

LET ME SKIN
珠光光泽BB气垫
LET ME SKIN
GLOWING WHITE PEARL
BB CUSHION
让肌肤由内而外健康靓丽的
多功能双重提亮气垫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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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S T

I te m

www.lohasys.com
lohasys88@lohasys.com
82-2-545-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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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们是“L Design”
我们不仅从事化妆品相关的设计工作，还有开发后的品质管理,
商品宣传用VMD咨询到宣传物制作等的全面交流工作。希望各位可以牢记，
“L Design”
的品牌力是多元化专业性的不断加强与为顾客提供便利而至今为止不间断的努力。
通过自信与信任共同促进合作，希望可以缔造一段良缘。

2000年 第30界
POPAI-JAPAN SHOW 功劳奖

2002年 第32界
Japan POP Festival 银奖

2016年
益盛汉参功劳奖

主要业务内容 产品设计
（化妆品全产品）
，平面设计（海报、宣传册、传单、其他印刷物）
，

化妆品包装盒设计，VMD部分，其他相关业务。

主要合作伙伴 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TONYMOLY，LEADERSKOREA，BVLGARI，JOYCOS，starluxe 等其他多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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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优质蜜粉
化妆同时改善肌肤的双重功效 SYSTEM

罗莎无暇透亮蜜粉
Rosa Davurica Loose Powder
产品特征

含有水解胶原蛋白有效防止肌肤老化，
并保护肌肤不受紫外线伤害。
极细球状粉末，有效抑制肌肤油光
与过多的皮脂，控制肌肤水油平衡。
多孔性粉末微粒完美贴合毛孔，
将毛孔与肌肤凹凸不平的部分完美遮盖。
含有紫水晶粉末，珍珠粉末，细微的
五色珠光粉，有美白效果与隐约的光泽效果。
含有植物成分野玫瑰萃取物让肌肤毫
无负担，含有丰富的维C可以改善肤色。
2011年GET IT BEAUTY 修颜散粉部门第一位

#21

#23

#violet

罗莎无瑕气垫BB霜
Rosa Davurica Powdery Cushion

Beauty

in Your Life!

产品特征

NO.
21

只需一层遮盖就可以打造光滑瓷白肌肤！
代替纯净水，使用了100%野玫瑰萃取物，
让肌肤毫无负担。
多孔性粉末清爽不油腻，完成粉感妆效。

NO.
23

含有玫瑰维生素整日保持生机皮肤。
虽然轻薄却很服帖，有效遮盖肌肤瑕疵。

助您生活更美丽的 Beauty Advisor
3重功能性

3重层叠遮瑕

www.lotreeshop.com
jinney@lotree.co.kr
82-262079760
82-107337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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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REE品牌是随着2003年罗莎无暇蜜粉的推出同时诞生的专业美妆品牌。
为不断追求美丽新生活的女性而存在，励志成为让自身了解美的真谛与特性的美
丽导师。LOTREE不仅有长期畅销的罗莎蜜粉（GET IT BEAUTY 盲测第一）
还有更多其它多样的美妆产品与专业美妆工具，13年间一直深受顾客喜爱。

毛孔、红血丝、
瑕疵，完美遮盖

3ZERO SYSTEM
没有暗沉、结块、
脱妆，
长效持久

防紫外线，美白，
皱纹改善，已通过
食药监审核

清爽的使用感
减油光
加细嫩

滋润保湿
代替纯净水
使用了野玫瑰
萃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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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干渴肌让水润一触即发
打造全天候无暇水光新体验

ESSENCE
WATER PACT AD
SPF 50+ PA+++

WATER Fit 水润服帖

蕴含68%高浓缩水分精华

Glow Fit 光感十足

5种透明质酸 美白/抗皱

COVER Fit 完美遮瑕
24小时长效持妆

r
Powe ct
u
Prod

H it I te m

www.akbeauty.co.kr
facebook.com/cosmetic.LUNA
instagram.com/luna_cosmetic_kr
www.weibo.com/lunachn
080-024-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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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YOUR RUNWAY
LUNA’ brings out your personality and creates a confident,
elegant look in response to ever-changing trends.

1

用粉扑轻轻沾取适量产品

2

顺着肌肤纹理轻推涂抹

3

轻拍收尾

展现完美肌肤的 KEY!

Long Lasting Tip Concealer

PRO – Conceal Founde

PRO – Conceal Palette

完美遮盖瑕疵，痘痘和黑眼圈，
展现净白无瑕肌肤的韩国No.1遮瑕膏

细致的服帖感与极强的遮盖力，
演绎光滑肌肤，化妆包中必备的遮瑕粉底液

根据脸部各个部位定制的颜色与质感，
可以遮瑕、提亮、打阴影的多功能遮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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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系列
多数年轻女性都存在毛孔粗大的问题，这正是肌
肤初老的体现。毛孔粗大是由于皮脂过剩、角质
堆积以及弹力下降所造成的。若不加以关注，将

青春，毛孔就要“紧”
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系列

导致未来肌肤快速老化。梦妆针对引起毛孔粗大
的皮脂、角质、弹力问题，给出有效解决方案：

净皮脂

年轻肌肤往往油脂分泌过度，加之清洁不彻底会

去陈焕新弹润紧致肌肤

造成彩妆残留、皮脂过多、黑头堆积及痘痘肌等

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精华水
150ml/RMB189

问题。芍药鲜肌紧颜系列中特别添加桃花蕾提取

双倍紧致精华加乘毛孔紧致

物，帮助清除皮脂，令肌肤清爽不油腻。
毛孔周围皮肤老化角质的过度堆积，肌肤纹理因
去角质

此变得不清晰，引发毛孔粗大的问题。对此，梦妆
在芍药鲜肌紧颜系列中添加了水杨酸成分，有助

卓效净化盈润赋弹
梦妆芍药鲜肌紧颜润肤乳
125ml/RMB199

于去除老化角质，使肌肤更加净透。
由于肌肤弹性下降，毛孔周边的表皮出现凹陷。
赋弹力

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精华乳
40ml/RMB259

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精华乳不仅富含双倍芍药
紧致精华(精华乳中含有两倍于本系列乳液的
芍药紧致精华)，有效收缩毛孔、帮助形成毛孔
支撑，还能舒缓肌肤松弛，紧致毛孔周围皮肤，
让肌肤焕发青春光彩，还您弹性鲜活面容。

毛孔失去弹力，会引发毛孔粗大，造成肌肤松弛
和衰老。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系列中富含芍药紧致

明星
产品

精华Pore-Lifting™，帮助毛孔回复弹力，形成
毛孔支撑，令肌肤呈现润弹紧致。

内养外护细腻弹润
梦妆芍药鲜肌紧颜细致霜
50ml/RMB219

www.mamonde.com/cn
400-820-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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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妆，发现花朵的美肌奥秘
花不仅是美丽的象征。花是土壤与水与风与阳光共同成就的生命。
花不仅仅是代表美丽，更是自然的生命力和充满活力的存在。从根茎
叶到花瓣，梦妆潜心研究每株花朵中蕴藏的自然智慧，创造女性美。

发现！芍药花的紧致力

历经25年研究解开芍药紧颜之秘

芍药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冬季能破硬土而出，萌发坚韧的嫩芽；
对毛孔有较强紧致作用。

提炼出芍药紧致精华 Pore-LiftingTM, 形成毛孔支撑，
回复毛孔紧致与肌肤弹力。

传统火炒工艺

超高压萃取法

保留珍贵的芍药精华，使效果提升。

同等于海底10000m的高压萃取，
大程度保护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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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帝丝藻类SPA面膜软膜水库H.C胶原蛋白
将专业美容院的奢华与效果集中在一盒面膜中的家庭美容院式护肤体验。

爱帝丝藻类SPA
面膜系列 5款产品
可以自主分泌精华的特殊软膜剂型让
爱帝丝产品初次崭露头角，产品推出
2周内，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掀起了
售罄风潮，在居家美容领域刻上了属
于自己的印记。在韩国首屈一指的
电视购物中也取得了最好的销售成绩。
曾在CJ O Shopping中占据回购率第
一位（2016）的产品，在新世界电
视购物中面膜部门排行第一（2017）
。
老式片状面膜无法比拟的深层补水
与提拉功效同时作用于肌肤，
还有镇静肌肤等多种功效,满足消
费者们严苛的需求。不仅如此，
工具与产品都整理好放在多合一小
盒里，分成1次的用量，让消费者没有
负担的购买，最大化提高消费者的
便利性。 维他命修护，毛孔修护，
弹力修护等根据肌肤问题分为
5类产品。爱帝丝软膜可以在乐天，
新罗网上免税店，美妆连锁屈臣氏，
LOHB’s等购买。

B E S T

AQUARICH layering Cream

CLARITEA PERFECT CLEAN

爱帝丝的保湿系列产品AQUARICH推出。
为了时下最流行的分层护肤法而研发的特殊
分层面霜,一颗一颗小分子颗粒让肌肤可以
层层吸收的水分面霜。10种植物性精油
与植物水成分强化肌肤壁，含有非常珍贵的
白松露成分，是补充弹力的新概念护肤品。

为敏感的肌肤而准备的低刺激系列产品CLARITEA。
可以将妆容与肌肤的代谢物温和清洁干净的溶解式洁
面霜。不需要双重洁面的完美清洁力，防水彩妆也能
清洁干净的卓越功效洁面霜。洁面时仿佛用牛奶洗脸的
温和感，让肌肤感觉非常舒服，特别含有茶树叶精油和
白松露成分，还能净化肌肤给肌肤一个完美的洁净体验。

水凝喷雾面霜

www.mdspick.co.kr
82-2-3152-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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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Result at Home

Prestige Peel-off Modeling Mask

I te m

高清完美 洁面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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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迪惠尔水润保湿面膜(升级版)
Mediheal N.M.F Aquaring Ampoule Mask EX.
许可
卫生

水分强化·毛孔收敛

缓解干燥肌肤的饥渴，同时又具有收敛肌肤效果，
增强肌肤弹力的N.M.F面膜。
● 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修护面膜(升级版)
Mediheal E.G.T Timetox Ampoule Mask EX.
许可
卫生

皱纹改善·集中弹力

帮助改善肌肤皱纹的同时，保护肌肤维持在健康状态，
令肌肤饱满紧实的E.G.T面膜。
● 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茶树面膜(升级版）
Mediheal Teatree Care Solution Essential Mask EX.
许可
卫生

舒缓肌肤刺激·镇静肌肤

有效护理油腻肌肤、毛孔粗大肌肤与敏感的肌肤，
有效舒缓受刺激肌肤的茶树面膜。
● 24ml/LP2

美迪惠尔胶原蛋白面膜(升级版）
Mediheal Collagen Impact Essential Mask EX.

卫

可
生许

肌肤能量·提供活力

为极易干燥且功能薄弱的肌肤构筑滋润的精华膜，
是一款赋予肌肤活力的胶原蛋白面膜。
● 24ml/LP2

美迪惠尔维生素面膜(升级版）
Mediheal Vita Lightbeam Essential Mask EX.

http://medihealcos.cn
jigang.sun@medihealcos.com
070-4165-1287
86-137-1894-6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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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气面膜品牌美迪惠尔（MEDIHEAL)

提亮肤色·洁净无瑕

使粗糙黯淡的肌肤变得白皙透亮的维生素面膜。
许可
卫生
● 24ml/LP2

着力专研多种亲肤因子，平衡肌肤肌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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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迪惠尔保湿乳液面膜
Mediheal D:NA Proatin Mask
水分强化·毛孔收敛
许可
卫生

给疲劳肌肤提供充足水分与营养，赋予肌肤活力，
塑造水润光泽肌肤的水分蛋白质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弹力乳液面膜
Mediheal P:EP Proatin Mask
弹力修护·亮光效果
许可
卫生

赋予肌肤活力，增强肌肤弹力，
打造丝滑肌肤的营养蛋白质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舒缓乳液面膜
Mediheal A:PE Proatin Mask
镇静修护·洁光效果
许可
卫生

强化肌肤障壁，有效舒缓受到外界刺激的肌肤，
塑造健康肌肤的舒缓蛋白质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润彩乳液面膜
Mediheal R:NA Proatin Mask
美白修护·润光效果
卫

可
生许

为饱受压力与有害环境污染的疲劳肌肤提供能量，并有效改
善暗沉肌肤，提亮肤色塑造润彩肌肤的白色蛋白质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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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l/LP3

45

美迪惠尔恋朋水润保湿面膜
Mediheal l Line Friends N.M.F Aquaring Ampoule Mask
水分强化·毛孔收敛
许可
卫生

给肌肤强效补水、集中营养的恋朋保湿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恋朋清澈透亮面膜
Mediheal l Line Friends I.P.I Lightmax Ampoule Mask
美白强化·肌肤润泽
卫

可
生许

集中美白、提升肤色功效的恋朋清澈透亮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恋朋舒缓面膜
Mediheal l Line Friends P.D.F A.C Dressing Ampoule Mask
镇静肌肤·肌肤修护
许可
卫生

镇静舒缓肌肤，缓解肌肤压力的恋朋舒缓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美迪惠尔恋朋修护面膜
Mediheal l Line Friends E.G.T Timetox Ampoule Mask
皱纹改善·集中弹力
许可
卫生

改善肌肤皱纹，助于提升肌肤弹性的恋朋修护面膜。
● 美白·改善皱纹 功能性

25ml/L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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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药妆品牌

“成为您可靠的合作伙伴”

专业化妆品OEM·ODM企业
BB霜/基础化妆品/彩妆

INTA 通过企业附属研究所（株）INTAGLIO生物纳米融合研究所，
利用最强的研发技术为开发最合适的天然成分产品而不断努力。
为了成长为国际知名品牌，每年为研发投资销售额的10%以上。
以最优秀的研发人员与高含量天然萃取物成分，
为改善肌肤而不断努力的INTA。

光滑的
肌肤纹理

有弹力的
肌肤
（株）
INTAGLIO

ISO 22716&专利证书

水润的
水光肌肤

改善
肤色

光滑的
毛孔以及
均匀的肤质

“13项专
利注册”
过敏/粉刺/生发/橘皮组织/干细胞/镇静肌肤/
美白/皱纹/蜗牛萃取物合成物 等

296, Doyak-ro, Bucheon-si, Gyeonggi-do, Republic of Korea
TEL. +82-2-543-80000 / FAX. +82-2-541-8003
E-MAIL. oeo@inta.kr / info@inta.kr http://www.inta.kr/

-卫生许可 申请中(2016.10.)

-卫生许可 已取得

www.natural-korea.com
www.omedi.co.kr
82-32-821-2641
Hong Soo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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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传统的皮肤再生能量
含有韩国唯一的“济州产”海马提取物
济州海马抗氧化功效已完成测试(济州大学换装品科学研究中心, 2016年 3月)

济州岛产海马提取物, 济州矿物质熔岩水, 山茶花油,
仙人掌提取物, 橘皮提取物, 欧洲猫儿菊, 丝瓜提取物, 油菜提取物

B E S T

www.peaceofskin.com
www.weibo.com/rarita

•
含有韩国唯一的“济州产”海马提取物

rarita@peaceofskin.com

•
8种抗氧化成分配方 •纯净济州岛产8种高级原料

rarita8888
82-10-5643-6696

- 拉芮塔 海马抗氧化面霜 卫生许可 已取得

I te m

海马抗氧化面霜

海马水油平衡面膜

抗皱美白双重功效

抗皱美白双重功效

海马抗氧化水凝胶面膜
抗皱美白双重功效

利用在纯净的岛屿济州养殖海马的
天然肽等成分, 具有 强效抗氧化和改善血
液循环效果, 预防皮肤老化, 海洋胶
原蛋白和24K纯金令肌肤更加细嫩亮丽。

含有济州海马提取物和济州发酵马油,
使肌肤达到水油平衡的最佳状态,
修复受损肌肤。
纯净济州高品质原料赋予
肌肤丰富营养, 打造透亮健康肌肤。

8种预防皮肤老化的抗氧化复合物
济州岛产海马提取物,
六胜肽, 槲皮素, 法国海岸松树皮
提取物, 马奇果提取物,
艾地苯醌, 虾青素, 醋酸生育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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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nly

让时光逆转的蚕丝之力！

the
Skin
that can return to

20

皮肤保湿能力提升，皱纹改善功效

莉艳蚕丝再生精华素
REVIVE SILKY SERUM

赋予皮肤弹力和生机的精华，
改善皱纹功效的化妆品。
使用高浓缩技术只需一滴，
就能给皮肤带来保湿和营养。
赋予皮肤活力，
提高下一歩使用的产品效果。

莉艳蚕丝洁面者哩
essential silky cleansing gel

去除皮肤角质,提供水分的洁面奶。
对于敏感皮肤也安心使用。
荷荷巴提取物能够有效
去除皮肤表面老化的角质。

莉艳蚕丝保湿营养霜
hydro silky cream

蚕丝蛋白在皮肤之间填
满保湿感，赋予蚕丝光泽效果。
有助于皮肤保湿的蜂蜜成分，
使皮肤变得光滑滋润。

·卫生许可 已取得

·卫生许可 已取得
·卫生许可 已取得

dongsung-pharm.com/
user-china
82-2-6911-3856

‘莉艳(Re20)’是东星制药与韩国农业振兴厅共同研发，
含有天然蚕丝萃取物蚕丝蛋白的抗衰老基础品牌。
莉艳(Re20)是(Return to 20)的缩写.意思是让女性皮肤回到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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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明星推荐爱用的护肤品

韩国小姐金郑珍介绍的
去除黑头方法

01

素颜美女李珠妍推荐的
特别的管理毛孔方法

为您鼻子、眉间、
下巴部位的黑头和白头进行集中护理
一次性去除黑头、白色粉刺、角质!
清除毛孔内的黑头、白色粉刺、角质、
帮助你有个干净、柔软的皮肤

简单! 快速! 方便!
轻轻的揉就可以清除黑头、白色粉刺、角质的任何担心！

镇定皮肤&保湿功能!
摄取自然有机提取物，不仅可以镇定皮肤还可以起到保湿功能

02

降低肿起皮肤的温度，紧致毛孔
蕴含冰岛的冰川水
蕴含矿物丰富的冰岛冰川水, 会为浮肿下垂的毛孔 提供滋润清爽的水分

收缩毛孔的效果
单宁提取物(栗子皮、酸枣树、柿子树叶提取物等)
对于下垂毛孔具有细致收敛效果!

www.rire.co.kr
purchasing@
jsglobalcorp.com
82-70-4259-3631

正在向日本、新加坡、中国、中国香港、泰国等约15个国家出口
成功进军OliveYoung、CREEMARE、A1 Tax free卖场
新加坡Qoo10类别综合排名第一 日本Qoo10类别综合排名第一
中国M18美容类别排名第一

完成改善肤色临床试验!
改善因为毛孔粗大下垂而暗沉的肌肤!

缓解水肿临床试验!
临时降低肌肤温度, 缓解水肿, 使肌肤更具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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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亮秀发之吕，始于健康头皮
吕 Ryo-滋养韧发密集莹韧 洗护系列

高丽人参卓越功
效赋予发根强韧有力!!
吕 滋养韧发密集莹韧系列产品，蕴含能够帮助改善头皮环
境的韩国自然草本成分。强韧秀发，改善发丝纤细易断裂的
同时有效改善由于压力所导致的头皮不适现象。以高丽人参
为核心原料的人参EX强健发丝，甘草EX能够帮助平衡头
皮油脂，提升头发光泽。洁净头皮，改善头皮环境，帮助头
皮更好地呼吸，强韧秀发，令头发从头皮开始健康盈亮。

发根与头皮是导致发丝
脆弱脱落的关键
大部分的掉发和不健康的发质均起源于发根和
头皮，发根与头皮营养均衡失调，发根就会
变脆弱，从脆弱的发根生长出来的发丝就会纤细、
无力，最终导致头发易掉，发量稀疏的现象。
吕 滋养韧发密集莹韧系列专门针对脆弱松弛
的发根，通过激活毛囊细胞，毛乳头细胞，
毛母细胞等细胞的活性，强健脆弱的发根，
盈韧细幼的发质，有效防止掉发，重塑丰盈之美。

B E S T

I te m

高端韩国护发品牌“吕”

www.ryohair.com.cn
400-820-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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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哲学中将天之气韵称为“律”
，地之灵气称为“吕”
。如果说头发是
“律”
, 那么头皮就是头发的大地，即称为“吕”
。
“吕”以高丽人参为主要成
分，结合韩国传统精髓并倾注了爱茉莉太平洋尖端科技，致力于从头皮开
始护理，有效解决头发问题，帮助每一位女性展现优雅高贵的东方魅力

滋养韧发
密集莹韧洗发水

滋养韧发
密集莹韧精华

富含高丽人参浓缩精华，
赋予头皮健康，发根强韧
·98RMB/400g

均匀涂抹于头皮，高丽
人参浓缩精华深透，为头
皮与发根提供深层营养
·118RMB/7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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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ERAZENA.COM
WWW.SERAZENA.COM/CN
serazena@sc-eng.com
82-80-012-5522
82-2-6370-4010
62

实现童颜高级护肤品的赛拉真丽可以在韩国新世界免税店、
63大厦Galleria免税店、首尔的明洞总店、赛拉真丽网店CJ网店、
新世界网店等购物。在国外的西班牙名牌百货店、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
克罗地亚、立陶宛等全球市场供应也受到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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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保湿打造水光肌！
爱神菲(SNP)海洋燕窝补水安瓶精华面膜
2014年7月推出后，销量突破1亿4千万张的SNP化妆品代表性畅销产品。
含有在中国当高级食品的燕窝成分，让受刺激的肌肤得到舒缓水润的效果。

最畅
品
销产

·已获得CFDA认证

·已获得CFDA认
证

证
·已获得CFDA认

·已获
得
CFDA
认证

安瓶面膜系列 —— 燕窝补水安瓶面膜（中间）
安瓶面膜系列是由燕窝，钻石，黑珍珠，黄金等珍贵原料制成的SNP化妆品代表性面膜系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燕窝补水安瓶面膜在全世界已达到1亿4千万张以上的销量，成为SNP化妆品最具代
表性畅销产品。含有丰富维生素与蛋白质的燕窝萃取物，让肌肤更透亮，让肌肤代谢周期恢复正常状态，
有助于合成胶原蛋白。除此之外还含有积雪草萃取物，甜菜碱，北美金缕梅提取物等，
有助于肌肤再生，保湿，毛孔缩小等。面膜纸采用天然纤维素原料，降低刺激提高贴合力。

H I T

I te m

Bird’s
Nest Aqua
Eye Patch

www.snpcos-china.com
weibo.com/snpkorea
021-6071-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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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艾思迪生命工学研发的SNP化妆品是以皮肤专家的经验与科
学试验为基础，为健康美丽的肌肤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的品牌。
以卓越的产品力为基础，向中国，新加坡等23个国家出口产品。
代表性的产品有滋润肌肤的“燕窝补水安瓶面膜”。

所有的产品进行CFDA认证

Ampoule
Modeling
Mask

含有燕窝萃取物与玻
尿酸，滋润干燥眼周肌
肤的产品。即刻感受
清凉感，镇静敏感肌肤。

使用浓缩营养精华能
量的居家SPA软膜。
体验在专业美容院享受
皮肤管理的效果。
已推出保湿，弹力，
舒缓3款产品。

Ginseng
Essence Mask

Fresh Vita
Jelly Mask

富含红参，人参，
山参中提取的珍贵营养
成分的精华面膜。
采用100%纯棉面膜纸，
柔和紧密贴合肌肤，
提高有效成分的吸收率。

复合维生素浓缩成啫
喱的面膜，富含肌肤所
需的必要营养成分是该
产品的卖点。浓缩维生
素成分对夏季变得敏
感的肌肤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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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古韵 匠心传承
连续10年大众韩方品牌第一,
元祖韩方品牌——秀雅韩 (Sooryehan)

众多化妆品品牌都在讨论新的原材料，
并在遥远的自然中寻找美丽秘密的时候，秀雅韩则一直守护着
传统的智慧，那便是美丽的根源藏在传统的韩方之中。
朝鲜时代绝世美人黄真伊和美丽的宫中女性们为拥有水润肌
肤而使用的高丽人参和韩方成分，其珍贵价值都完美地蕴含在秀
雅韩的化妆品中。源于绝世佳人养颜秘方的秀雅韩品牌是
由韩国韩医药研究院与开创驰名韩方品牌“后”和“秀雅韩”
的LG生活健康韩方研究所共同研发。蕴含正统韩医学之精髓的
秀雅韩全线护肤品，均甄选人参等天然名贵药材，
融合世界先进技术与传统医学智慧，从根本上为肌肤提供全面优
质的滋补调理，使肌肤恢复健康平衡，焕发青春光彩。

秀雅韩连续10年始终位列大众精品韩方品牌第一，
拥有韩方化妆品一流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是其一直位居前列的原因。
韩方的智慧和现代技术的融合打造而成的秀雅韩秘方，
一直以来不仅呵护韩国女性的肌肤，也致力于打造全世界女性
www.sooryehan.co.kr
sooryehanofficial.com
080-023-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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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鲜以“全球生态”为理念，收集地球各地凝聚的智慧，
发现多样生活文化中所隐藏的美丽秘诀，从化妆品的成分，使用感，香味，
环保容器设计都从大自然获得灵感。通过生态研究，开发更优质的原料，
主要原料为新西兰亚麻，特洛皮，黑珍珠。

肌肤的美丽。随着品牌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2017年秀雅韩以全
新升级的包装和品质更专业的守护世界女性的美丽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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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雅韩真生精华乳

秀雅韩凝颜白玉镜垫粉底液

秀雅韩NO.1明星产品——真生精华乳

纯净智异山天然野生人参中提取出的人参皂苷33™成分，
可以让皮肤重现润滑和弹力，秀雅韩真生精华乳将人参精华
完好无损的渗透进肌肤深处，由内而外的为肌肤补充

高遮瑕力

源源不断的生气和活力。天然野生人参中人参皂苷的含量
是普通人参的五倍，可更有效的调理肌肤，帮助改善肌

24小时持久贴合肌肤

肤老化等多重问题，体验3天即可感受到肌肤的惊喜变化。

金属银盘抗菌卫生

天然韩方成分，温和无刺激，适用于各种肤质。秀雅韩真

改善皱纹,美白,防晒
（SPF50/PA+++）三重功能

生精华乳每日清晨还您童颜肌肤，开始肌肤的第二次全盛期！

秀雅韩凝颜白玉镜垫粉底液
21/23号，15g+15g, 43,000韩币
改善皱纹,美白,防晒SPF50/PA+++

独有人参皂苷33™
全面抗衰老功效
3天即可感受肌肤的惊喜变化
秀雅韩真生精华乳，
使用三天即可感受肌肤的惊喜变化！
精粹真生能量，续写真生肌肤
体验肌肤3天的惊喜改变！

1

让肌肤展现透亮光彩
糅合了人参、麦冬等珍贵韩方成分，
能够有效对抗底妆氧化，轻松打造柔亮通透又富有光泽的妆感。

50毫升/85,000韩币
改善皱纹功能性护肤品

2

LG独家技术——抗菌金属银盘
可维持粉底液的水分和温度，有效锁住珍贵底妆成分，
同时赋予抗菌效果，保持每次使用时干净整洁。

3
使用1天后 感到肌肤变得滋润。
使用2天后 感到肌肤变得富有光泽。
使用3天后 感到有肌理整顿效果，肌肤变得更加柔滑。
*调查机构：Global Research *调查时间：2014年8月25日~27日 *对象：成人女性 50名

68

24小时保持肌肤匀净透亮
每次上妆均可享受水润如初的柔滑触感，上妆轻快令肌肤自由呼吸，
润泽妆容超持久贴合，在遮盖肌肤瑕疵的同时呵护美肌，24小时妆容始终如初。

4

最后一滴也新鲜的秘诀
容器内部的气泵能有效保证最后一滴粉底液也能新鲜水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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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之王
-得鲜新西兰亚麻保湿系列”
蕴含来自清净区域的新西兰 凝聚天然保湿能量的新西兰亚麻

“新西兰亚麻保湿系列”
具有比芦荟更强的保湿力，
以及镇定肌肤的效果。新西兰
亚麻源自清净地区的新西兰，
具有清爽保湿的效果，

2

并分为清爽保湿功效的
“清爽保湿系列”
，温和保湿功效的

1

“保湿系列”
，美白保湿的功效的
“美白系列”
，深层保湿功效的

3

“亚麻跟保湿系列”
1.得鲜亚麻保湿乳液
2.得鲜亚麻保湿凝露
3.得鲜亚麻保湿精华乳

B E S t

www.thesaemcosmetic.com/cn
jchoi1410@
thesaemcosmetic.com
82-2-3218-7585 (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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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鲜以“大自然生态”为理念，凝聚全球大自然植物成分，
发现生活中隐藏的多样美丽秘诀。从产品的成分、使用感、香味、
环保包材设计等，都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通过生态研究，研发更加优质的原料，
如新西兰亚麻、红火球帝王花、黑珍珠等主要成分。

得鲜爱可精华
水润清透气垫
含有35%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水，
刚喷过喷雾般保持整日水润的气垫。

得鲜丝滑遮瑕液
完美的遮瑕力与
优秀的持久度，
被誉为“国民遮瑕液”

I te m

得鲜爱可
纤细眼线笔
2mm超细眼线笔
展现刀锋刻画般灵动的眼线

得鲜珍珠亮肤面膜
氧气泡泡净化肌肤，
将角质与代谢物
清洁干净的水洗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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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靓白，更水润，更有弹力！
TONYMOLY 护肤系列。
THE BLACK TEA
LONDON
CLASSIC SERUM
2X FIRST ESSENCE

托尼魅力倍润肌底精华液

“双倍增加后续护肤品效果”
沙棘树果实发酵萃取液与微细植物油胶囊

TIP
➊ 洁面后用化妆棉沾取充分量的产品，
顺着肌肤纹理擦拭，有助于去除角质。
➋ 放冰箱冷藏后，用化妆棉取适量
产品敷在肌肤上，有助于镇静肌肤。

托尼魅力经典皇家
红茶精华液

红茶防护，

黑酵母填充的双效改善护肤品。
通过TONYMOLY自有研发技术
诞生的红茶与黑酵母的复合成分！
从红茶的抗氧化效果到由内而
外深层补充营养的黑酵母的
优秀保湿力，实现强力双效改善
肌肤的效果。
推荐松弛，缺乏弹力的问题肌使用！

THE CHOKCHOK
GREEN TEA WATERY CREAM
托尼魅力多酵润绿茶保湿面霜


“使用手工发酵绿茶，保湿更安全”

EWG 1~2 等级安全原料配方，实现更滋润，更纯粹的护肤。
使用自然发酵绿茶“靑苔錢”为原料，
比生绿茶具有更优秀的抗氧化&保存水分效果。

www.etonymoly.com
www.etonymoly.com.cn
托尼魅力_Tonymoly
TONYMOLY官微
1510404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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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发酵绿茶开始的(安全保湿)
THE CHOKCHOK GREEN TEA WATERY CREAM
请认准EWG GREEN等级成分，安心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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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压群雄的显色力，任君挑选的颜色！
TONYMOLY 唇部彩妆。

PERFECT LIPS
LIP CASHMERE

托尼魅力温感丝滑唇膏
“2017 GET IT BEAUTY
粉色黄色色系唇膏部门BEST”
犹如在嘴唇上围上了羊绒般柔和的涂抹感与亚光的色感。
使用了可以根据体温变化的成分，
在接触嘴唇的瞬间与之融为一体打造立体的唇妆。
2017 GET IT BEAUTY
–粉色黄色色系唇膏部门BEST

PERFECT LIPS SHOCKING LIP
托尼魅力美唇固色染唇液

24小时固色，这就是完美震撼表现！
彰显非同一般的色感与持续力的新概念唇彩。
涂一次就可以维持24小时以上，更方便快捷的唇妆神器。
维生素E，玫瑰果油等保湿复合成分让嘴唇更水润，
使用食用色素配方，已通过肌肤安全测试，
谁都可以放心使用。
彰显强烈鲜明色感的01号震撼粉，02号震撼红，
与自然亮眼的03号震撼红宝石等，共5种颜色可选。

LIP TONE GET IT TINT HD
托尼魅力咬唇水润染色唇液HD

2015年夏季推出后，因鲜明的显色与超大的容量得到“人生必须品”
，
“国民染唇液”爱称的唇色提亮染唇液精油版！
犹如给嘴唇赋予了HD颜色般鲜明的高光显色效果。
从柔嫩的桃色到强烈的红色，按照个人喜好有8种颜色可选。

76

77

无暇妆容的基础，
TONYMOLY BCDATION
全效亮泽粉底液 & BACK GEL眼线胶。

BCDATION
CUSHION +

托尼魅力贝晰佳气垫粉底液
越拍越想自拍的净白无暇基
础底妆，有“自拍肌气垫”
爱称的气垫粉底。
轻拍即可感受获得凝胶护层
般滋润底妆效果。

BACK GEL EYE LINER
托尼魅力明眸眼线膏

各种美妆大赏与盲测中荣获殊荣！
闪耀10冠王的热销产品。

托尼魅力碧栖粉底霜

柔和的触感，化妆时柔和画出鲜明效果，
持久保持鲜明眼线不晕染。

打造获得蚕丝护层般光滑无暇的肌肤。

防水型产品可以生活防水，
最小化由汗与皮脂引起的晕染。

含有4种能量籽精华胶囊与胶原蛋
白导入液，在化妆时给肌肤赋予水
润与光泽的多效合一粉底液。

内含一体型刷子，提高使用的便利性。
2010年推出就得到了
很多化妆师与明星的喜爱，
并获得“明星眼线胶”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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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ATION +

润白，皱纹改善，防紫外线等3重
功效粉底液，减少遮盖厚度与用
量也能打造轻薄底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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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ROVE Cream Expert
从温度变化中保护肌肤的新概念保湿面霜

VPROVE
Cream Expert
海藻防尘霜
SPF30 PA++
保护肌肤免受雾
霾侵害，打造散
发光泽的水润肌
肤的日护霜

因温差而备受刺激的肌肤
确认
后
H it
I te m

VPROVE
Ampoule
Expert Beta
葡聚糖舒
缓安瓶
维持肌肤状态，
使肌肤倍感
舒适的舒缓安瓶

VPROVE
Mist Expert
蓝色保湿滋
润喷雾
含有夏威夷海洋
深层水的保湿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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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prove.com
www.cosmocos.com

依靠温度克服™面霜，重塑因温差而失去生机的肌肤。

021-6126-5871

VPROVE面霜专家-红景天能量面霜

含有50%的西伯利亚高山地带原生植物红景天萃取物
有效克服10度以上的急剧温度差带来的肌肤刺激

VPROVE
Mask Master
丝滑片状 红景天
红景天提取物
提升肌肤力量，
使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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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感更丝滑，表现更出色！

Woodbury
是韩国专业彩妆品牌。

“woodbury”产品在韩国 OLIVE YOUNG，屈臣氏，LOHB’
s, Boot’
s,
SHINSEGAE CHICOR 等1000多个门店销售，颇受消费者好评。

合理的价格，
与世界著名品牌同样的品质
Woodbury的产品是在韩国，德国，
意大利，日本，法国等世界闻名的厂家生产。
Woodbury 的生产厂家与Christian Dior，
NARS, MAKE UP FOR EVER,
MAC 等品牌相同，并以相同品质标准制作。

Woodbury Ultra HD
Stylish Cushion
(卫生许可 申请中)

Made in Korea

评为2017
上半期GLOWPICK
专业美容大奖
优胜者（100%消费
者评价为基础，
眉笔部门）

Woodbury Smoothie Velvet Lip Tint

Woodbury
Power
Upgrade Eyeliner

Woodbury
Creamy
Gel Super Slim

Woodbury
UHD Long and
Long Brush Liner

Woodbury
Color Spot
Liquid Eyeliner

Made in Germany

Made in Japan

(卫生许可 申请中)

Made in Germany

www.woodbury.co.kr
woodbury_makeup@naver.com

Made in Korea

特别是Woodbury眼线产品满足了作为优质眼线产品应具备的
所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得到消费者最高认可的眼线产品品牌。

Woodbury
Eyebrow
Hard Texture

(卫生许可 申请中)

Made in Korea

Made in Japan

Woodbury UHD Lip Pencil
2015 LOHB’s 最佳销售（唇妆部门）
Made in Italy

Our
Retailers
920 stores

132 stores

90 stores

2 stores

3 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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