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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年，新冠疫情并未完全阻挡住求美者的脚步，“颜值经济”

依旧火爆。与以往不同的是，“互联网+医美”赋能“颜值经济”。具

体来看，疫情倒逼医美线上化进程加速发展，多家医美机构开展线上

服务，医美服务线上覆盖率有所提升；“他经济”成为行业风口，男

性医美服务订单有所增多。 

线上线下医美机构的蓬勃发展在拉动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滋生

出“黑医美”、虚假宣传、“整容贷”套路求美者、消费者整形信息

被泄露等问题。针对医美行业暴露出的“痛点”，国家卫健委、国家

药监局、中央网信办等 8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

管执法工作的通知》，国家卫健委、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等 9 部委发布《关于印发 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

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对医美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整治力度。 

在这一背景下，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运用定量、定性方法，回顾

2020年医美行业热点舆情，并根据医美行业舆情态势，梳理出医美行

业七大舆情“痛点”，分析医美行业存在的舆情风险，并对此提出舆

情处置建议，为医美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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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诊：医美行业五大热点舆情事件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参照舆情事件热度和敏感度两个维度，按照

事件发生及媒体报道时间顺序，梳理医美行业热点舆情、敏感舆情、

监管政策。事件轴如下： 

◆ 1 月，西安一女子在酒店客房操作割双眼皮手术，被警方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刑事拘留；

黎女士在成都天府新区名府医学美容门诊部做隆鼻和面部填充手术后左眼失明。 

◆ 3 月，上海智美颜和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利用“某某卫视主持人”等 19 名患者的

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展示患者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 

◆ 4 月，国家卫健委、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 8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

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上海警方会同市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部门和医疗美容行业

协会深度排查医美行业违法违规现象。 

◆ 5 月，蒋女士在四川友谊医院做面部吸脂手术后，嘴部出现严重歪斜；600 多名女性去

黔宸公司面试被诱导贷款整形，贵阳南明警方对黔宸公司和薇莱美医院进行查处；四川

圣丽整形美容医院对外宣称暂停营业后，突然关门，供应商、医院员工、消费者集体维

权，分别追讨货款、工资、手术费。 

◆ 6 月，国家卫健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 9 部门发布的《关于印发 2020 年纠正

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表示深入清理医疗行业乱

象，医疗美容成为重点治理领域之一。 

◆ 7 月，央视“3·15”晚会曝光可诺丹婷美容院推销套路，央视记者暗访发现，美容院连

环计诱骗消费者购买医美项目；一女子在大连艺星医疗美容医院隆胸身亡，其丈夫收到

《医疗事故鉴定书》，鉴定结果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完全责任；歌手张美美

（化名）因“整容失败”向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索赔 120万被斥“医闹”；陕西正硕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免费将普通人打造为主播艺人名义，诱导多名签约主播贷款整形；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曝光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如成都武侯怡脂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

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低化创痛感 无针眼 不留痕迹 无创塑性 不动刀 无创痛”等

宣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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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深圳保丽圣瑞医疗美容门诊部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活

动，被罚 42 万；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关于联合开展“医美行业自律联盟在行动”

的通知》；一女子在重庆市赛格尔医疗美容门诊部整形后，发现主刀医生系口腔医生；

南京河西美容医院被指诱导消费者申请“美容贷”；江苏一名母亲带 15 岁刚初中毕业

的女儿去整容，引发舆论关注“学生族整容呈低龄化趋势”话题。 

◆ 9 月，女子在成都温妮莎医疗美容机构“免费整容”后“被贷款十几万”；广州市公安

局天河区分局捣毁一个以免费医疗整形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特大团伙；宁波公布虚假违法

广告典型案例，鄞州春语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发布的广告内容含有“1次水光注射

≥100次普通面膜护理”“1次水光注射≥99次普通美容院补水护理”等。 

◆ 10 月，徐州 21岁女孩小娇（化名）在常州瑶瑶慕妍医疗美容门诊部进行隆胸、隆鼻及

M 唇手术却意外死亡；陕西西安 24 岁女子小王做双眼皮后，两只眼皮宽窄不一，院方

回应称，手术允许偏差。 

◆ 11 月，陈女士在南京某整形医院做两次鼻部整形手术，因鼻头被撞发生肿胀，便在网

上求医咨询，其鼻部照片在网上流传；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典型违法广告案例，

山西南亚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广告中含有“瞬间提拉即可见效”“见效快无创伤有保障”

“安全恢复快无痛”等内容。 

图 1：2020 年医美行业舆情图鉴 

梳理 2020年医美舆情事件发现，热度排名前五的事件为： 

表 1：五大热点舆情事件 

舆情事件 热度 

央视“3·15”晚会曝光可诺丹婷美容院推销套路 1262.8 

女歌手张美美在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整容失败”，索赔 120 万 784.7 

广州天河警方捣毁一个以免费医疗整形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特大团伙 527.4 

徐州 21 岁女孩在常州瑶瑶慕妍医疗美容门诊部手术过程中死亡 170.9 

一女子在大连艺星医疗美容医院隆胸身亡，医院承担完全责任 124.6 

说明：舆情热度指标包含报刊、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APP）

七类媒介形态，权重分别为，报刊：0.2311；网络新闻：0.2348；论坛：0.0442；博客：0.0455；

微博：0.1369；微信：0.1716；APP：0.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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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断诊：2020 年医美行业七大舆情“痛点”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在医美行业大数据的基础上，以微博热搜、

抖音热搜、知乎热榜、头条热榜、百度热榜上的话题为重要参考，运

用聚类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梳理出医美行业舆情“痛点”，为监

管部门与医美机构提供舆情警示。具体如下： 

 

图 2：七大医美舆情“痛点” 

（一）“黑医美”乱象丛生，求美者被精准围猎 

“黑医美”乱象较多，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选取“黑诊所”“黑

医生”“黑产品”“黑 APP”四方面问题进行特征分析。 

1.“黑诊所”：资质不足，违规执业 

“黑诊所”（资质不足、执业不规范的医美机构）主要存在两方

面问题：一是医美机构违规经营，二是美发店等冒医美之名开展医美

项目。例如，深圳保丽圣瑞医疗美容门诊部在未获取《医疗机构执业

“黑医美”乱象

丛生 

医美广告涉嫌

虚假宣传 

医美事故多发 

“整容贷”套路深 

整容低龄化 

医美机构疑似“跑

路”，相关人员

“维权难” 

消费者整形信息被医美

机构或医生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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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的情况下，借用其他手术室进行医美手术。上海警方会同市

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部门和医疗美容行业协会，排查发现美容美

甲店通过开展微整形业务获取高额利润。 

2.“黑医生”：真假医师（生）难辨，非法行医问题屡禁不止 

“黑医生”（不具备执业资格的医生）行医并非孤例，2018年，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就直指“黑医生”违法行医行为，并与中国数据研

究中心联合发布《中国医美“地下黑针”白皮书》，称中国合规的医

美行业执业者大约有 17000 名，但非法执业者数量超过 150000 名，

几乎是合规医师的 9 倍。2019 年，“医美乱象调查之三：九成都是

‘黑医生’”话题再次被《新民周刊》提及。2020年，西安、重庆等

地曝出无行医资质的“医生”为他人做整形。医美医生非法行医类案

频发，或促使公众对该群体形成不良的刻板印象。部分医美医生或被

舆论贴上“黑医生”标签。 

3.“黑产品”：药械真假难辨，山寨产品对消费者造成伤害 

假药品、假器械等“黑产品”（医美项目所涉及的假药品、假器

械等）流入医美机构。2020 年 8 月 21 日，微信公众号“医美视界”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新闻中心的委托机构，发布协会相关信息）发布

《医美乱象三宗罪永无可恕，为求美者叫屈，为医美人叫屈！》文章，

其中提到，美容假药销售团伙或从国外“人肉带货”，或邮寄进入国

内，或通过网络销售假药，最终流入非法医美机构。另有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皮肤科、激光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张振以热

玛吉（一种面部皱纹改善仪器）为例，表示正版国外进口的仪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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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万元，而某些国产仪器只需一万余元，正版仪器的激光头有固定

的发数限制，一旦使用次数达到上限，就必须更换激光头才能继续使

用，而一些便宜的山寨仪器，激光头根本不需要更换，可以一直用下

去。张振还以蜂巢皮秒仪器为例，表示国内唯一一个既有 FDA证书又

有 CFDA 认证的，是 755nm 波长的 Picosure 蜂巢皮秒仪器。据核实，

赛诺秀公司仅向上海地区出售了 60台仪器，而上海地区约有 2000家

各类机构声称使用了该公司的仪器。张振还称，这些劣质仪器可能对

求美者的皮肤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4.“黑 APP”：医美 APP 刷单造假、资质不足的医美机构入驻 APP  

2020 年，疫情倒逼医美线上化进程加速，医美垂直类 APP 发展

也随之加快步伐。APP平台或存在对入驻商家及其发布内容审查把关

不严、允许资质不足的商家入驻等问题，为医美 APP 乱象埋下隐患。

有媒体报道称，假案例、假日记的“刷单”现象在新氧等医美 APP上

屡见不鲜。 

（二）医美广告涉嫌虚假宣传，求美者“雾里看花” 

医美机构广告涉嫌虚假宣传舆情高发。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

典型违法广告案例，医美机构广告问题多次被曝出。问题主要集中在

广告用语与广告素材上。例如，上海智美颜和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

司利用“某某卫视主持人”等患者的名义或形象作推荐证明，展示患

者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违反《广告法》相关规定；山西南亚医疗美

容有限公司广告中含有“瞬间提拉即可见效”“见效快无创伤有保障”

“安全恢复快无痛”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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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美事故多发，医美机构与消费者各执一词 

2020年，割双眼皮、面部吸脂、隆胸、鼻部整形等医美事故均被

曝出。医美事故可依据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果判定是否构

成医疗事故，若构成医疗事故，医美机构品牌形象受损，医美机构与

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或自行协商方式解决。例如，一女子在大连艺星

医疗美容医院隆胸身亡事件中，某女士丈夫收到大连市医学会出具的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事件被确认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

承担完全责任。某女士丈夫表示医院推诿责任，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涉事医院不仅品牌形象折损，还可能因此流失部分客源。 

另一种情况为鉴定结果未知，消费者未做鉴定，被指讹诈医美机

构。典型案例系歌手张美美因“整容失败”向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

索赔 120 万，双方协商进行鉴定后却因鉴定机构选取问题发生矛盾，

张美美退出鉴定程序，随后，医院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反索赔 150万元。

双方各执一词，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截至 2 月 22 日，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未检索到相关判决书。 

（四）“整容贷”套路深，医美机构被质疑诱骗消费者贷款 

消费者在医美机构被诱骗以贷款方式进行整形，如西安一家传媒

公司以免费将普通人打造为主播艺人名义，诱导多名签约主播贷款整

形；南京河西美容医院在手术前诱导消费者申请“美容贷”；成都温

妮莎医疗美容机构为女子“免费整容”后，女子“被贷款十几万”等。 

从媒体曝光的事件看，“整容贷”的出现并非偶然，既与医美机

构或医院的营销方式有关，又与消费者缺乏理性消费观念有关。有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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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出，“整容贷”背后存在一条灰色产业链，医美机构、贷款机构

等主体参与其中，谋取利益。 

（五）整容低龄化导向下，舆论担忧青少年审美价值观扭曲 

整容低龄化现象日益凸显，微整形项目受到青少年追捧,多地准

大学生暑假扎堆割双眼皮。其中，江苏一名母亲带 15 岁的女儿去整

容一事引发关注，舆论认为，整容低龄化趋势，与用人单位的招聘标

准、社会评价标准以及学生自身“通过外貌改善以获得事业发展”的

畸形成才观有关。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青少年的审美价值观或被扭

曲。 

（六）医美机构疑似“跑路”，相关人员“维权难” 

部分医美机构疑似“跑路”后，员工被拖欠工资，消费者已交的

手术费用无法被退还，从而滋生群体维权事件。例如，四川圣丽整形

美容医院的供应商、员工、消费者集体维权，追讨货款、工资、手术

费。从网络公开信息看，该舆情事件处置不佳，相关信息未提及维权

结果。 

（七）消费者整形信息被医美机构或医生泄露 

信息泄露问题在医美领域并不少见，部分消费者的整容照片未经

个人允许被医美机构或医生在网络上传播。泄露的消费者信息或用做

整形效果宣传，或系同行恶性竞争。例如，陈女士在南京某整形医院

做鼻部整形手术，因鼻头被撞发生肿胀，便在网上求医咨询，随后，

其鼻部照片在网上流传。对此，涉事医美机构称，或是恶意竞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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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方：医美行业舆情风险与应对策略 

在行业监管趋严、医美机构缺乏舆情意识、消费者权益备受关注

的情况下，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从监管部门、医美机构、消费者三大

主体入手，分析医美行业舆情风险，并提出相应建议，供相关部门、

机构参考。 

（一）监管承压，依法合规经营成立足法宝 

相关部门颁布政策文件和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是对医美行业施行

监管的常见形式。 

从政策文件看，多部委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

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 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

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前者从强化自我管理主体责任、

积极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着力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强化社会监督

推进社会共治四方面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作，治理舆论所诟

病的“黑医美”乱象。该文件发布后，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通过微信公

众号“医美视界”发布《医疗美容网络舆情与风险预警简报》，定期

发布医美行业存在的舆情风险，促使医美行业自律。后者明确表示要

深入清理医疗行业乱象，医疗美容成为重点治理领域之一。据 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点任务

分工表显示，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别

牵头开展打击医美行业违法违规执业行为相关工作。 

从专项行动看，相关部门通过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规范医美广

告、价格监管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对医美机构进行专项检查，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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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美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面对监管日趋严格完善的形势，依法依规经营成为医美机构立足

之根本。正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

所要求，医美机构需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首位，按照相关制度

标准，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在具有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买药品、

医疗器械，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按照适应证合理使用，严格毒性药品

和麻醉药品使用等。 

（二）宣传争议不断，正确价值观引领广告宣传方向 

在“颜值经济”升温的当下，求美者深陷宣传广告之中，难以甄

别医美机构正规与否。尽管监管部门已重拳出击医美机构的违法虚假

广告，但从公开信息看，医美广告仍然存在夸大整容效果、侵害消费

者肖像权等问题。 

另有《北京青年报》评论称，矫正整容低龄化须打破“颜值经济”

误区，并指出专家、医生不赞成未成年人过早整容，整容对尚处身体

发育阶段的孩子存在健康风险；审美角度不能只停留于察言观色、以

貌取人的外在观感，更需注重来自心灵与气质方面的内在之美。舆论

将整容问题上升至审美观念的差异，担忧未成年人审美观念被误导。 

对此，医美机构需依法依规开展宣传工作，如依据《广告法》和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规定，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查后，按照审查

核准的内容发布医疗广告；同时以嵌有正确价值观念的医美广告引导

公众客观看待整容一事，避免出现整容低龄化导向的广告，谨防广告

引发舆论掀起审美观之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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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者权益话题热度走高，法律成为维权重要武器 

综观医美舆情“痛点”，这些事件均触及消费者权益。医美事故

中，消费者轻则整容失败、重则失去生命；信息泄露事件中，消费者

个人隐私遭侵犯；虚假宣传广告中，消费者的知情权被侵犯。 

值得警惕的是，消费者的明星、网络主播等身份标签或推高医美

舆情热度。拥有一众粉丝的明星、网络主播等公众人物对整形的需求

较高。若此类群体在医美机构发生医美事故，可能抬升该起医美事故

的舆情风险。 

针对此类舆情，医美机构应保护消费者和自身权益。例如，医美

医生以过硬的业务能力满足消费者的求美诉求，从源头上遏制医美事

故舆情的产生，以高质量的服务赢得顾客信任；医美机构若遇消费者

疑似冒医美事故之名牟取利益，需通过机构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及

时辟谣，同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权益。此外，相关部门应适时介

入，保障消费者权益，并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四）医美机构舆情应对意识不足，提升舆情素养是关键 

从多起曝光的医美事故、“整容贷”舆情事件看，医美机构在舆

情应对中表现不佳，存在推卸责任、协商“请媒体删稿”等不当处置

行为，刺激舆情发酵。 

比如，蒋女士在四川友谊医院整容后嘴部变歪斜一事中，院方与

该女子协商结果是，医院承担治疗费用，请媒体删稿。医院的这种处

置方式存在违规之处，还引发公众质疑医院存在过失，“一删了之”

的公关方式更是招致舆论反感。再如，西安女子小王双眼皮手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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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一事中，涉事整形医院回应称，手术允许偏差。这一话语，引发

舆论质疑医院不负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女歌手张美美因“整容失败”

向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索赔 120万一事中，鹏爱医疗美容集团法务

部总监的“人没死，100多万是随便给的”话语遭到舆论诟病；医院

在张美美退出司法鉴定程序时未及时公布相关动态，错失挽回医院声

誉良机。 

从上述回应看，医美机构舆情应对意识不足。在日益复杂的网络

中，舆论环境倒逼医美机构提升舆情素养。医美机构应客观认识舆情，

主动评估舆情风险、及时应对舆情、积极防范舆情，避免企业陷入舆

论漩涡。 

 

 

 

 

 

 

 

 

 

 

 

 

 

 

 

 

 

 

免责声明: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出具的各类网络舆情分析报告均是基于互联网上的各类公

开信息数据撰写，数据中心力求但无法保证上述信息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人民

网舆情数据中心提供的各类网络舆情分析报告仅作为贵单位舆情工作的参考素材，并不构成

对贵单位的决策建议，请贵单位自行斟酌并决定是否需要呈送相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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