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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现由韩国美光美容学校(教育事业)和LBL综合美容沙龙
(加盟事业部门)组成。探究全世界时尚流行趋势,掌握最领先美容
技术,并以拥有业内经验丰富的院长讲师组为基础传授业 
内美容秘诀,培养着最优秀的美容人才。 

以此为背景,将所有美容学者的开店梦想衔接起来,把最高级的LBL
综合美容沙龙加盟事业进展顺利,让拥有创业梦的美容人才们成功
发展视为首要问题。 

为让中国人们在国内就能享受到韩国最顶级的美容技术以及服务,
我们公司将竭尽所能提供最优秀的技术以及各方面教育。

LBL是Luxury Beauty Lounge的缩写,正如其中文意思奢华美容沙
龙,提供最顶级奢华服务和顶尖美容技术,以获得中、上流层顾客
的满意为目标。附有将韩国美容技术传播于中国,为所有人的美丽
而做最大努力的深层含义。 

店内所有技术和产品100%Made in Korea。

品牌形象



韩国公司介绍-公司现状 

公司名: 美光 半永久美容学校 

代表：安熙相 

总公司所在地：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 

 

公司名： LBL 

成立年份：安熙相 

总公司所在地：首尔市龙山区梨泰院 

 

现 2016年 8月 

世界特许权开设现状 

韩国地区：10个 

泰国： 1个 

中国：2个 

销售额 ：10亿元 (韩币) 

成本      :   5亿元  (韩币） 

员工数  :   50名 



●营业执照 ●办学许可证 ●保险证券



 

 

金和伶 院长 

 

半永久化妆 Semi-permanent 

大家好！ 

我是韩国美光美容学校 

半永久化妆院长金和伶 

希望能与中国的学员共创 

美容领域的未来 

裴智慧   

 

彩妆专家 

顶级 TOP 

大家好！ 

我是韩国美光美容学校 

彩妆专家 裴智慧 

黄美润  

 

脱毛专家 

实务Practice 

大家好！ 

我是韩国美光美容学校 

蜜蜡脱毛专家 黄美润 

朴艺琳 

 

半永久化妆专家 

大家好！ 

我是韩国美光美容学校 

半永久化妆专家 朴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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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互联网大数据统计，预估到2018年中
国半永久化妆年营业额占到整个美容行业。
4900亿元的25%，即1200多亿元。预计今
后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因此，参考
综上分析，中国半永久化妆行业未来就业
前景非常好，离真正的火爆以及饱和还有
一定的时间。

中国市场前景



 2014年底对韩国整形美容医疗性机构，皮肤科及微整形机构都开设
了与整形美容相关联性的产业项目。其中韩国定妆术（即：韩国半
永久化妆术）的开设比例最高，达到87,5%以上。并且都培养了专
属与自己医院的半永久化妆技术团(Technical team)。在统计数据中，
部分医院由于在半永久化妆术的月盈利超过整形美容项目带来的盈
利，甚至将半永久化妆项目做为主推性业务项目。

 韩式半永久定妆术2013年进入国内市场以来，风览全国，成为爱美
女性的轻松驻颜，提升颜值的法宝，也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爱美女性们也给予半永久持久状积极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国内催生
众多的半永久定妆人才及半永久定妆技术培训机构。到底市场有多
大，前景有多好，很多人都在观望，今天小编就根据对专业人士的
调查交流得出一些结论。市场简介 半永久国内是属于刚刚兴起的，
很多省，地，县级市场还是空白，所以市场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考
虑去专业的学校学习。



事业动机
中国的美容行业,现处高速发展中状态。已不是曾经量的发展而是质的发展。并且因各种媒体

的进步发达,中国人民更是注重享受生活。不久前签约的FTA协议,中韩两国已成为世界数一的

兄弟国家。非常荣幸的是现今这种状况以及中国国内的韩流风从未冷却过。各种韩剧、韩星、

K-POP、化妆品、整形、韩流热风最终火热到有“韩式”二字都会让人关注的程度。至今以来中

国国内美容院都会划分为皮肤管理SPA、美甲店、美发店等等。 

我们公司看破这种现代生活模式,要将我们LBL加盟于中国各地。虽店面在中国,内部设施以及所

有设备、技术100%源自于韩国。客户们不用大动干戈来韩国就可以在国内享受到韩国的技术设备

以及韩国的服务。 

以体系的预约制和韩国美容技术来服务顾客,让顾客们体会到像出国在韩国享受一样的幸福感。 

提供高质量顶级服务,让每一位顾客感动是我们的服务目标。



营销策略
 B2B合作: 用韩国的优秀的半永久师资力量，和
国内的美容合作开短期半永久课

 公关宣传：利用公司内的拥有公关方面积累着
知识的员工力量，在各大媒介进行宣传

 网络宣传：利用已经学过的学员的口碑效果进
行宣传，对介绍有偿补助

 节假日促销：基于很多与院已经有自己的工作，
在节假日进行短期培训

 其他



WHY

HOW

WHAT

为了做美容。为何到处

能否在一个地方接受需要的
全部服务呢

韩国优秀的美容界院长和并
相互共识后创建高级品牌

上流社会的交流平台

韩国美容界知名院长们的互
动产物-高级品牌

细分化的target层

消费者

Y字结构进行-积累散步的情
报与资源来应用

为带动持续性消费的多样化
产品

20岁

30岁

40岁

One stop service total care 
system

奢华美容美妆沙龙

让人想过来享受的好地方

比如是战场，男人要武装，
女人要化妆

Luxury Beauty Lounge



 完美的服务管理

 系统的管理及施术，关于经营及店铺开业时

彻底的目录教育和施术的优点和对比，总公司

直接访问指导及检验的系统化管理

 新技术及装备的教育

 以新技术和装备的推荐和周期的教育管理，

始终具备最新装备和技术

 消耗品

协助美容业运营必备的装备和消耗品的购买，

直接介绍优秀企业或供货从采购团队验证的制品



1, LBL综合美容沙龙内所有产品均是韩国产正品(本社直接空运)。
2,以韩国最高级服务教育提供至上的韩国美容服务

(*每2个月1次及包含网络教育）
3, Korea LBL 不是韩式美容, 而就是韩国美容沙龙, 虽然置于中国
但实际上客人进LBL时，可以感受到韩国高级奢华美容沙龙。

4, 外观设计以韩国传统设计方式来装饰。
5, 韩国专家亲自来做美容以及管理。
6, 习得韩国体系的美容技术和提供关联的一切服务。
7, 进行体系的事前预约制(为给每位顾客提供至上服务)。
8, 完全针对中，上流层顾客。
9, 提供顾客管理系统，事后体系管理每位顾客。
10, 提供体系的项目表，所有服务体系化。
11, 需要韩国专家技术时本社随时派遣。
12,可做韩国整形代理(明码价，以韩国人的价格进行)。
13, 定期开创技术交流会提供新美容技术。
14, 出售专家用韩国化妆品(正品)。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3.81%

64.76%

21.43%

0.00% 0.00%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很差

LBL赢得顾客一致好评

2015年 韩国美光美容产业调研



完美的广告宣传援助

公司帐号运营来进行持续的广告
通过各种新闻媒体的版面广告
通过百度等网络的广告
区域信息刊物的纸面广告
开业时无偿提供彩色传单3万份
通过地区商业圈及居民密切政策的广告
总公司直接支援的精炼招牌
总公司直接制作支援的目录
对地区开设店的宣传尽全力



签约加盟时提供项目
▶ 韩国半永久化妆(眉毛、眼线、嘴唇、发际线、MTS) 
   专家养成课 + 基本产品 

▶ 韩国睫毛延长 

   专家养成课 + 基本产品 

▶ 韩国蜜蜡脱毛 

   专家养成课 + 基本产品 

▶ 韩国美甲 

   美甲护理机器课 + 基本产品 

   甲胶设计课 + 基本产品 

▶ 韩国美容机械教育(购买美容仪器时,免费教育) 

▶ 提供基本项目表(目录册) 

▶ 实施应对顾客服务课程(韩国式)



签约加盟时基本提供产品

提供睫毛延长基本产品

提供蜜蜡脱毛基本产品

提供半永久机器和针头

提供半永久全套产品

提供美甲基本护理机器及钻头

提供70余种颜色甲胶



签约加盟时基本提供产品

提供韩国原装甲胶70余种

提供MTS高级精华

提供半永久天然色素

提供LED美容面罩

提供MTS基本精华

提供美容高级精华液



门店形象温暖奢华



LBL独特的优点
•在中国就可体会到韩国奢华美容服务的长处 
•以最高技术和服务,针对VIP顾客 
•预约制体系地管理顾客 
•高级设施装备使顾客感到舒适 
•在一处就能体验所有美容项目的方便性



期待效果
▶ 新式多功能概念综合美容沙龙的成立 
▶ 将韩国所有技术传授过去,在中国国内提供所有韩国技术和服务

向后前景
▶ 受韩流影响会有很大程度的成长 
▶ 以提供韩国技术、材料、服务增加顾客满足度 
▶ 形成交流圈,作成中、上流层的社交场所 
▶ 持续开发新技术并提供新技术、服务、产品等 
▶ 以新模式美容服务期待增大最高收入

签约后与本社的协力关系
▶ 定期派遣韩国专家监督管理并提供服务教育 
▶ 定期开创技术交流或技术课堂提供最新流行项目 
▶ 提供最新产品保持最新流行 
▶ 开发市场享受最高的广告宣传效果



韩国综合美容院在中国的竞争力
▶ 半永久化妆、睫毛延长、蜜蜡脱毛、美甲、美容等国内唯一的综合美容沙龙 

▶ 所有的技术都来自韩国,正宗韩式,技术差别化 

▶ 韩国服务模式,服务差别化 

▶ 针对中、上层消费圈的营销模式 

▶ 只用优质的韩国产正品产品以及材料 

▶ 以完美的教育传授顶级技术,专家的态度获得客户的满意 

▶ 提供韩国顾客管理程序,提供优质的服务



品牌加盟与店铺运营
整店输出      全程指导     共同发展



加盟流程

•找店面,了解租金、面积、水电设施 
•确认可办理营业执照

•店面评估、筛选 
•签约加盟,确定经营范围

•办理证照       •招聘员工,提前培训 
•装修店面,配置设备

咨询房主 
当地工商

咨询 
市场专员

装修开店



加盟商战略
▶ 协商运营资金 

▶ 咨询银行贷款 

▶ 分析商圈 

▶ 加盟商事先需知: 

 详细地址 

 店铺面积 

 店铺租金 

 是否可办营业执照 

▶ 周边市场分析 

▶ 向后前景 

▶ 掌握周围详细业种



一，工商局名称核准登记 

二，刻章 

三，银行开立验资户 

四，验资 

五，申请工商营业执照 

六，质监局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 

七，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证 

八，银行开设基本户 

九，领开户证可证销验资户 

营业执照及许可程序 



合同书（申请书）制作

选择为止及确保店铺

装修及设施

初次商品进店

GRAND OPEN



统一标准的店面装修布置
▶ 按照统一VI标准装修: 

▶ LOGO相关用品由公司 

▶ 统一购置 

▶ 店员服装 

▶ 灯箱招牌 

▶ 产品设备



专家用韩国化妆品销售



本社定期开创新技术交流会



区分 金额 % 备注
销售额 月平均销售

销售成本

销售总利润 特别奖励

管理与销售费用

租赁费

通信费

水电气费

广告宣传费

其他

营业纯利润

特许权月平均投资效果



区分 金额 备注

设施，装修 招牌，家具set以外

加盟金

加盟保证金 合同履行保证

总需要金额

加盟店投资内容



www.mikwang.net 查询更多信息请浏览韩国美光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