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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举措

自创刊以来，“聚学术精华，塑

期刊精品”始终是我们的办刊宗旨。

为更好地发挥专业媒体的导向作用，

2018年我们将汇聚国内外权威专家，

成立各亚专业专委会，定期召开各专

委会学术会议，以更有效且深入地交

流和传播专业知识；每期一个专题专

栏，聚焦学术热点和难点，纵深探讨

与交流专题应用研究最新进展；重新

搭建官网，开通在线投审稿与查寻系

统，缩短编校流程；打造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线上与线下矩阵服务网络，

全方位创建美容医学专业知识服务的

生态体系。 

2018年专栏：《埋线美容》（2018

年1期已刊）、《难愈性创面的临床修

复》（2018年2期已刊）、《光电治疗的不

良反应》、《自体脂肪移植》、《黑

甲的诊治》、《色素性皮肤病》、

《抗衰老美容》、《凹面型的病因与

治疗》、《唇腭裂的美容矫治》、

《烧创伤畸形修复》、《化妆品皮肤

病》、《寻常性痤疮的诊治》，欢迎

对某一专题感兴趣的专家赐稿或权威

专家来函商议组稿。

投稿通道：采用电子邮箱投稿

（zgmryx@163.com），并附第一作者

联系方式（手机和E-mail），以便与

作者进行稿件内容的沟通。

咨询电话：029-83659967

QQ：463267163

本刊编辑部

C
H

IN
E

S
E

 JOURNAL OF AESTHETIC

  M
E

D
IC

IN
E

中

国
美 容 医

学
CJ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