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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出圈？哪吒汽车玩砸了
一张微信截图，两份致歉声明，8月3日深夜哪吒汽车的一轮“头脑风暴＋营销快闪”来得猝不及防。事件起因源自一张疑似哪吒汽
车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截图，群成员正在讨论要不要官宣请吴亦凡做代言人，还称“
5分钟必出圈”。哪吒汽车与投资方360公司灭火神速，
而作为事件导火索的哪吒汽车市场部负责人彭钢捎带半个公关团队也求锤得锤，留下一地鸡毛。同时，哪吒汽车陷入了整个事件为自
我炒作的舆论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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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为民造车还是为钱造车
杨月涵

事件
梳理

网上出现一张“
【哪吒】品牌中心管理群”的微信群内

360公司的微博转发哪吒汽车上述声明并表示，“作为哪

截图，根据截图显示，该群内一名为“彭钢”的群成员

吒汽车的投资方，坚持反对这种恶意炒作行为，严重违

提议，“是不是给吴亦凡一个机会， 官宣请他做代言

反了360坚持的主流价值观， 也严重损害了哪吒的品牌

人”？ 群内其他员工做出回应称，“就是要不断制造热

声誉， 对此公司坚决要求开除该市场团队及负责人，确

点，做错了也可以成为热点，道歉还是热点”。

保哪吒汽车坚守主流价值观”。

8月3日晚

议请吴亦凡
代言被开除#
登上微博娱
乐热搜榜。

一夜之后，火是火了，恶评如潮。8月3日晚，一张截图让
汽车圈内的“小透明”哪吒汽车成功出圈。
“是不是给吴亦凡一个机会，官宣请他做代言人？哪吒
的精神就是给所有人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位昵称为“彭钢”
的群成员也顺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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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车新势力的榜单上，哪吒一直没有风火轮。
#哪吒高管建

8月4日
8月3日23：58

“给我一个机会，以前我没的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无间道》里，刘德华恳请被放过。可惜，得到的答案是，“对

哪吒汽车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在品牌工作群讨论内容

哪吒汽车CEO张勇对此回应：“这帮人觉得瞎炒作的代价无

时，公司个别员工提议请吴亦凡做代言人的相关言论严重

非就是开除一个临时工，我们的回应是把出这个注意的市场

挑战社会价值观，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决定立刻开除市

负责人和参与讨论并发表不当言论的半个品牌公关团队开

场负责人彭钢，群里所有发表不当言论的人员同时开除。

除掉。让他们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

不起，我是警察”。
当娱乐圈的瓜交给了法律，就没人能给吴亦凡机会了。
这是营销的底线，蹭流量要讲“武德”，不踩踏法律红线，不
践踏社会公序良俗，不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
哪吒的精神没错，无论是不畏强权，不 破 不 立 ，敢 作
敢当，还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亦或是“给所有人重新做人

同时，作为哪吒汽车投资方，360公司在转发哪吒
汽车上述声明的同时发布声明表示，“作为哪吒汽车
投资方，坚持反对这种恶意炒作行为，严重违反了360
坚持的主流价值观，也严重损害了哪吒的品牌声誉，
对此公司坚决要求开除该市场团队及负责人，确保哪
吒汽车坚守主流价值观”。
三份公告发出后，有网友调侃称，“黑色幽默的
是，被开除的人建议说‘大不了开除相关人员’，结果
把自己开除了”。

开除半个公关团队

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机会，正在娱乐圈以
外的地方应验。8月4日，哪吒汽车一度登上微博娱乐
热搜榜首位，话题为#哪吒高管建议请吴亦凡代言被
开除#。
事情源于8月3日晚，网上流传的一张“【哪吒】品
牌中心管理群”微信群内截图显示，该群中名为“彭
钢”的群成员提议，“是不是给吴亦凡一个机会，官宣
请他做代言人，告诉大家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坏人
自导自演的营销把戏？
也需要机会，你们觉得呢？”
不过，三份声明的效果并未按照哪吒汽车的设想
他还补充道，“哪吒精神就是给所有人重新做人
的机会。这事5分钟出圈，其实可以试试，大不了，回头 发展，网上开始出现质疑声。有网友表示，聊天记录被
官方道歉开除相关人员”。在该提议发出后，群内其他 曝出才不到两个小时，居然就出现三份声明，这难道
成员回应称，“就是要不断制造热点，做错了也可以成 不是提前预备的？更有网友表示：“完全按照剧情（疑
似指彭钢开除临时工言论）来啊”“还真是，跟群里说
为热点，道歉还是热点”。
该截图引发网友不满。有网友称，确实出圈了，但 的一致，先出圈，再制造热点，最后再道歉和开除相关
车也更没人买了。随着截图在社交平台传播并引发高 人员。”
除质疑声明发布速度等，哪吒汽车声明发布的
度热议，哪吒汽车、360公司及哪吒汽车CEO张勇火速
在当晚通过官方认证账号发布声明称，开除所有发表 多次修改，也加重了炒作嫌疑。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不当言论人员。哪吒汽车发布声明称，在品牌工作群 到，在8月3日晚上23点19分哪吒汽车最早发布的声
讨论内容时，公司个别员工提议请吴亦凡做代言人的 明中，对于彭钢的职位表述为“公司特别顾问”。但8
相关言论严重挑战社会价值观，带来极其恶劣的影 月4日凌晨，哪吒汽车对该声明进行修改，彭钢变为
响，决定立刻开除市场负责人彭钢，群里所有发表不 “市场负责人”。
据了解，“特别顾问”在企业中仅为提供意见并没
当言论的人员同时开除。
张勇则回应称：“这帮人觉得瞎炒作的代价无非 有决策权的职位，而“市场负责人”则是具实权可以做
就是开除一个临时工，我们的回应是把出这个注意的 出决策的职位，两个职位之间具有明显差别。这意味
市场负责人和参与讨论并发表不当言论的半个品牌 着，哪吒汽车在发布声明时连彭钢的职位都未弄清，
公关团队开除掉。让他们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 便将声明发出。有网友称，这样的乌龙耐人寻味。对于

声明中彭钢的职位变化，哪吒汽车方面并未作出解
释，并且对其微博进行控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被质疑营销炒作时，8月3日下午
哪吒汽车官方微博曾发布宣传海报称“高能预警，明
日有大事发生”，海报中在一辆仅有外观轮廓的汽车
上方注明“明日头条已预订”。
热搜能否换销量

虽然登上热搜，但本轮事件对C端销量刚现起色
并冲击IPO的哪吒汽车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数据显示，今年7月哪吒汽车交付量达6011辆新
车，同比增长392%，该品牌月交付量也首次突破6000
辆。同时，今年前7个月哪吒汽车累计交付量达2.71万
辆，连续六个月刷新单月交付纪录。虽然相比头部玩
家“蔚小理”，哪吒汽车仍存差距，但其高销量增速也
被业内视为有希望跻身国内造车新势力第一阵营的
潜力股。
此外，哪吒汽车方面曾表示，计划在2021年实现
IPO。天眼查显示，2017年以来，哪吒汽车持有者合众
新能源已经历7轮融资。
同时，相比此前哪吒汽车过度依赖B端的销量结
构，今年7月该品牌个人用户交付量比重已接近九成。
这意味着，哪吒汽车的销量结构开始向C端倾斜。中国
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表示，无论本次
事件是营销还是意外，确实将哪吒汽车推上舆论风
口。目前开始增加C端销量比重的哪吒汽车正是树立
品牌力的时候，但此时出现的负面影响，尽管车企积
极应对，但仍会对后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的机会”。
哪吒汽车把这精神用错了。“就是要不断制造热点，做
错了也可以成为热点，道歉还是热点。”截图里，目标直白而
露骨。或许在那个群里面，热点就是哪吒汽车“一跃成名”的
捷径。
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热点成了珍贵的资源，裹挟着
大量的流量，任谁都想蹭上一把，然后一炮而红，平步青云。
放在品牌方上，“唯热点论”“唯流量论” 又显得更为畸
形，尤其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往往意图用最低成本
的破圈方式博取关注。
造车新势力里，蔚来、理想、小鹏稳居第一梯队，即便在
第二梯队里，哪吒汽车占有一席之地，但与头部玩家相比，
仍存不小的差距。
无论是交付量还是知名度都差人一等， 如今国民好感
度一落千丈，哪吒恐怕先要给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了。对企
业来说，踏踏实实发展或许比任何营销来得都管用，毕竟好
口碑才是最好的招牌。
营销要有创新，有巧思，产品要有实力，有竞争力。过去
这些年， 太多企业在营销上面重蹈覆辙，“老司机” 频频翻
车。借势天灾人祸、擦边性暗示乃至挑衅法律，类似的做法
在营销圈子里屡见不鲜。
“这事5分钟出圈， 大不了回头官方道歉开除相关人
员。” 火速道歉，立即开除相关人员，与当初预设的剧本一
致，依旧覆水难收。一切都精准地踩在了众人的雷点之上，
汽车圈的低俗营销名不虚传。
几个月前，哪吒拿到了30亿元D轮投资，誓言“为人民
造车”。几个月后，“民”被抛到了脑后，想红的哪吒为了蹭流
量不惜赴汤蹈火。
万万没想到，如果方向错了，一切便是背道而驰。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医美行业资本涌动 伊美尔赴港再谋上市
医美赚不赚钱，伊美尔的招股书给出答
案。8月3日晚，私立医美机构伊美尔向港交所
递表。目前伊美尔的注射美容诊疗、其他医美
手术服务等主营业务毛利率均超50%。
业内人士表示，行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各家都有获客焦虑。通过上市可以提升品牌
知名度，但上市具有两面性，上市后更透明，
财务合规、索赔等利空消息都将对公司股价
和品牌造成影响。据了解，伊美尔曾多次因虚
假违法广告被罚。如天津伊美尔因发布“出血
更少，更安全”等内容曾被罚23万元。
扩张再扩张

伊美尔此次上市拟募资用于升级现有医疗
美容机构，包括装修及维修青岛医院、西安医院
等，扩建北京健翔医院及北京长岛医院；在北
京、西安及三亚新设医疗美容机构，收购业务业
绩良好，且有丰富获客渠道的医美机构等。
无论扩建、新设还是收购，“扩张”成为伊
美尔冲刺资本市场的关键字。作为私立医疗
美容机构集团，伊美尔的业务重心在北京。截
至目前，伊美尔拥有并经营的9家医疗美容机

构有5家位于北京。招股书援引弗若斯特沙利
文数据称，以2020年医疗美容服务收益计，伊
美尔在中国北部所有私立医疗美容机构集团
中排名第一。
北京君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命
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竞争压力越来
越大，各大医美机构都有获客焦虑，如医美跨
界企业冲击焦虑以及服务升级等焦虑。伊美
尔通过上市获得融资从而进行扩张，或进一
步打开品牌知名度。
近年来，上市公司跨界医美行业的例子
不在少数。今年5月，医疗IT领域的麦迪科技
宣布收购江苏区域性美容院，进一步加码医
美产业布局；特一药业宣布拟投资1亿元设立
子公司，布局医美服务领域。
伊美尔也在招股书中坦陈，随着医美服
务行业在国内快速发展，可能会吸引更多的
国内或国际从业者加入，因此公司也将面临
日后市场进入者的竞争。若公司无法在与竞
争对手的竞争中取胜，公司的市场份额可能
减少、增速可能放缓或业务可能减少，继而可
能对业务、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及前景造成不

体毛利率分别达53.7%、51.6%以及53.6%。
医美一直被外界视为暴利行业，但位处下
游的医美机构赚钱能力远比不上上游厂商。今
年6月，玻尿酸供应商爱美客宣布拟发行H股
并申请在港交所挂牌上市，其毛利高达90%。
在张文波看来，目前医美行业竞争多，且
价格越来越透明，医美机构的获客成本太高。
毛利率达50%
一方面是手术医生等人力成本，另一方面是
头顶“中国北部所有私立医疗美容机构 市场营销获客成本。整形医院的直客模式导
集团第一”光环，伊美尔还要向外扩张。这背 致运营成本较高。
后是巨大且增长快速的医疗美容服务市场。
运营成本高反映到盈利层面，伊美尔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中国医疗美容 2018-2019年连续两年亏损。数据显示，
服务市场的总收益由2016年的776亿元增长 2018-2020年，伊美尔的净利分别为-3853万
至2020年的1176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1%， 元、-6024.7万元以及3218.4万元。2016年，伊
并预计由2021年的1353亿元增长至2025年 美尔曾挂牌新三板。根据彼时数据，伊美尔
的2781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9.7%。
2015年实现营收6.1亿元，但净利润却只有
市场前景下，位处医美赛道的伊美尔业 3014万元，其广告宣传费达1.2亿元，大部分
绩也逐年增长。目前，伊美尔提供的服务包括 用于百度等搜索引擎投放广告。
注射美容诊疗等在内的医疗美容非手术服
务，以及美容整形手术在内的医美手术服务。
触碰广告红线
2018-2020年，伊美尔的营收分别为6.61亿
通过广告拓客是伊美尔提升机构知名度
元、7.39亿元以及8.11亿元。同期，伊美尔的医
疗美容非手术服务和医疗美容手术服务的总 的方式之一，但报告期内伊美尔曾多次触碰

利影响。
针对公司上市的原因以及未来业务发展
规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伊美尔，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处于静默期，不便接
受采访。

广告红线。
2019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
2019年第二批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件。其中，
伊美尔100%控股的天津伊美尔医疗整形美
容专科医院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被罚23
万元。根据通报，天津伊美尔通过自有网站发
布含有“出血更少，更安全”“切口无痕，恢复
快”“20余年美胸经验、零事故、零担忧”等表
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内容的广告，
同时在网站上发布含有医疗技术人员名义、
形象和患者整形前后对比照片等内容，违反
了《广告法》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2015-2020
年，全国消协组织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从483
件增长到7233件，五年间投诉量增长近14倍。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伊美尔全国各地的分
支机构多次发生医美事故，仅青岛伊美尔国
宾整形外科医院就发生了6起医美事故。
张文波表示，上市具有两面性，行业头部
美誉度带来象征性价值，但财务合规、欺诈索
赔等利空消息也将对公司股价以及品牌造成
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