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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华为 陈春花难消公众质疑一周内两次故障的神州专车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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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加入医美大军

“想让自己更漂亮很正常呀。”当问到双

眼皮手术的感受，小雨如此说道。

因看上去显眼小，小雨一直对自己的单

眼皮不是很满意。在进入大学前，小雨动了割

双眼皮的念头。“趁着暑期有时间恢复，然后再

以新样貌迎接大学生活。”小雨对父母说出上

述想法。在同样做过双眼皮手术的小雨妈妈看

来，目前双眼皮技术比较成熟，安全和价格都

是可接受的，便痛快地为孩子掏了这笔钱。

“00后”正成为医美消费新势力。新氧数

据颜究院发布的《2021医美行业白皮书》显

示，2019-2021年，25岁及以下人群是医美消

费的绝对主力。另据《更美2021医美行业白皮

书》，“95后”“00后”整体占据医美消费市场

54％，其中“00后”占比已经达到19％。

回想起此次手术，小雨并不觉得是件很

稀奇的事情。“双眼皮、清洁补水、玻尿酸还有

隆鼻，我身边同学做的医美项目可多了。”这

让小雨对医美项目接受度更高以外，也会让

她感到焦虑。作为艺术考生，小雨身边有太多

面容姣好的同学。“我们专业靠脸吃饭”，说到

此，小雨叹了口气，随后又说道，“只要不超出

经济能力范围内就好”。

新氧数据颜究院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国家政策的逐步完善、产业资本的

持续入局，为医美产业的蓬勃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产业环境，并逐步打破信息壁垒，增强对

医美的信任感。经过互联网文化的冲击与医

美行业教育，人们对医美的接受程度已大幅

提高。

医美咨询营销资深人士立夏表示，对于

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对自我形

象的要求可能已不再是学生气的要求，对容

貌提升和抗衰老产生了新需求，或者是对容

貌缺陷有进行修复的需求。因此，暑期成为

“00后”们进行医美项目的一个时间选择。

5万元的经费够吗

像小雨这样的“00后”还有米亚。“现在很

多人做医美除了自身原因外，外界也给予了

一些影响，我是觉得我的眼睛没那么好看，亲

戚朋友的一些观点也影响到我，加上漫天的

医美广告，让我更焦虑了。”对于手术，米亚有

着自己的期待。“如果项目成功，优势是大于

劣势的，这没什么不好。”

不同于小雨仅有双眼皮调整的需求，米

亚也想尝试玻尿酸和隆鼻手术。在得知各大

民营医美机构针对准大学生推出了优惠活

动，拿着家里给的5万元预算，米亚前去咨询

了一番。

凭借学生证、准考证可打8.5折是大部分

医美机构推出的促销方式，也有部分医美机

构的促销花样更多。在华韩整形，求美者可以

二选一，即选择8.5折的优惠或是高考分数折

现，如该考生高考分数为500分，一分即10元，

该考生可享受立减5000元的优惠。

想要完全享受到上述的优惠并不容易，

一些爆款项目是不参与活动的，小雨做的埋

线双眼皮手术就是爆款项目之一。不过，适合

米亚的双眼皮手术也并非埋线。由于大小眼，

其中一只眼睛的眼球没有完全暴露，米亚需

要全切，再开一下眼角，提提眉。用美莱医美

机构咨询师的话来讲，米亚的情况为“瞳孔暴

露率低、提肌无力”，由于需要做的项目更多，

手术综合下来的费用在1万多元左右。

如果想要院长为自己操刀的话，还需要

在1万元的价格基础上另加5999元。想达到闭

眼无痕的效果，即闭上眼睛看不出做过双眼

皮的痕迹，手术的费用将升至2万-3万元。

比起双眼皮手术，单次玻尿酸的价格不

算贵。遇上折扣活动，一针低端品牌的玻尿酸

基本在千元以内，但已经折扣过的项目无法

参与暑期优惠活动。一针高端品牌的玻尿酸

价格则在6000元及以上。

5万元的预算已经用去一半，再做隆鼻项

目的话，米亚可能需要更多的钱。隆鼻手术分

为耳软骨和肋软骨，手术的费用在2万-5万元

不等。其中2万多元的手术是耳软骨加上一个

假体，这是比较基础的一款。肋软骨加进口假

体，再对鼻头进行延长抬高的话，手术的费用

将更高。“材料以及技术难度的增加都会让项

目的费用变高。”某医美机构咨询师说道。

容貌连锁反应

米亚觉得5万元数目不小，没想到用于这

些项目远远不够。隆鼻手术可以再考虑一下，

但米亚已决心要做双眼皮手术。“大小眼除了

看上去无神，还让人觉得难以接近，大家觉得

我凶凶的。”

做完埋线的小雨对术后的效果很满意，

并已计划尝试新项目。“我觉得双眼皮的效果

还不错，后续我想打瘦脸针，了解了下价格在

1000-2000元左右，目前正在攒钱。”

“瘦脸针”是一种俗称，其学名为肉毒素。

根据东方证券研报，肉毒素是肉毒杆菌的分

泌物，是由肉毒杆菌在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一

种神经毒素蛋白。在医美领域，除皱和瘦脸是

主要应用领域。其中，瘦脸通过暂时麻痹两侧

咬肌肌肉，阻断神经与肌肉的神经冲动传递，

引起咬肌肌肉废用性蒌缩，达到雕塑脸部线

条的效果。

某整形美容中心相关人士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医美会有一种连锁性的审美反应，求美

者做完眼睛后，可能会觉得鼻子和眼睛不搭

调了，产生容貌连锁反应，求美者最终花费的

钱可能不止5万元。

立夏表示，求美是一种心理消费。“有些

人为了更美，动了以后还要动，要弄得更协调、

精致完美。术后不理想分为两种，一种是效果

不理想，另一种是医疗失败。效果不理想即大

家都觉得好看，但自己总觉得不满意，这种主

观的不满意后续就需要修复，再次进行调整。

比如有些人做完鼻子后，眼睛的形状发生了变

化，他可能就想再做一个眼部手术，但这些其

实不做也可以，真的是一种心理需求。”

部分医美机构也抓住了求美者的心理需

求。上述整形美容中心相关人士给出了一个

行业术语———升单。“求美者可能找了一个

3000元的项目，但部分民营医美机构可能会

根据求美者的自身条件说，‘你不适合我们

3000元的项目’，在求美者原有的预算上提高

30％左右，推荐更高价的项目，从而产生一种

升单行为。”

在立夏看来，“00后”目前在22岁左右的

年纪，还很小，如果有一些如大小眼容貌改善

需求，需要解决功能性、缺陷性问题，那可以

采取一些医美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要正确

接纳自己，不要有容貌焦虑。

修复手术代价高

无论是效果不理想还是医疗失败，都意

味着整形预算的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另

一笔支出。

在过度宣传、虚假夸大的医美营销下，市

场乱象时有发生。2021年12月，北京市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7起因“双眼皮修

复手术”失败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上述7人

为了追求美都曾做过双眼皮手术，因对效果

不满意，她们希望继续通过医疗美容手术进

行完善。

通过网络上搜索等多渠道了解，她们在

北京某医疗美容机构花费数万元到数十万元

不等进行了双眼皮修复手术。最后却分别出

现了双眼下睑皮肤松弛、下睑及卧蚕消失等

症状。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医疗美容

机构的不当诊疗和虚假宣传行为构成侵权，

医疗美容机构当庭被判支付7名原告赔偿金

17万-80万余元不等。

据医美相关从业人员介绍，根据修复项

目、医生专家的不同，费用也不一样。整形修

复手术是最为复杂且最有难度的项目。“双

眼皮修复手术差不多5万元起，难度越大费

用越高。”

“Z世代接触网络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广

泛，相较‘80后’‘90后’，Z世代愿意尝试新鲜

事物，对钱的概念不深，选择进行医美消费

时，Z世代要注意分辨，多对比多倾听，进行

理性决策。”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生命科学与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

文波建议道。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

容貌焦虑，最容易看到、最容易评估，或许也最容易改变。在进入大学前，“00后”小雨用父母给的5000元做了埋线双眼皮手

术，提起这次手术，小雨似乎并不满足，“我们班还有同学做隆鼻、打玻尿酸呢”。像小雨这样趁着暑期进行医美项目的“00后”并非

个例，足够长的恢复期、各大民营医美机构给出的大学生折扣都进一步催热了暑期市场。

不过，5000元可以覆盖埋线双眼皮手术的费用，仅仅是“小雨们”的第一步，过往那些看起来夸张、极端的案例，其实不过是这

个社会整容大潮低龄化的冰山一角，现实中这样普遍的案例更多。在“变美”这条路上，他们困惑、猎奇、焦虑，又饱含期待。

停更一年的神州专车官微，最近因

App无法正常使用连发多条致歉微博。继

7月28日因光缆故障造成神州专车App短

时无法使用后，8月3日神州专车官微再发

公告称，由于光缆故障再次导致App无法

使用。作为网约车平台，一周内两次宕机，

引发众多用户不满。

曾经，凭借自营模式与先发优势，神

州专车在主攻中高端出行市场占据较大

份额。然而，随着“神州系”爆雷以及曹操出

行、T3出行等黑马杀入，神州专车市场份

额逐渐被分食，目前已跌出网约车平台订

单合规率排行榜前十位。业内人士认为，神

州专车在安抚用户、重拾消费信心的同

时，更需面对如何重新追回份额的难题。

光缆两次干瘫App

神州专车8月3日发布公告称，“我司

机房主干光缆出现故障，导致系统网络异

常，故障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目前正在修

复，预计今日中午前可以恢复”。

值得关注的是，这已是一周内神州专

车App第二次出现故障。7月28日，多位网

友发帖称：“神州专车App软件显示网络

异常、请检查网络重试，无法叫车。同时，

神州专车官网也无法打开，在网络正常情

况下显示‘服务器内部错误’。”

对于故障原因，7月29日神州专车发

布公告称，起因为酒仙桥部分路段施工导

致两个IDC机房间的通信光缆被挖断，影

响神州专车服务器正常连接，当时立即联

合相关机房部门全力抢修，但因故障点所

处酒仙桥主要路段，车流较多，无法在晚

高峰时段围挡下井维修，已在凌晨对损坏

的光纤完成熔接修复，同时增加一条备用

线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一周后，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神

州专车方面在公告中表示，8月3日中午前

App可以恢复功能。但北京商报记者发

现，直到下午3点半以后，神州专车App功

能才恢复正常。记者在神州专车微博公告

评论区内看到，有网友留言称：“为何神州

专车出问题，刚刚才充值，就不能叫车了”

“还没修好吗，都两点半了”“预约好的接

机，差点耽误事”。

中国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

辉表示，短时间内App两次出现故障，给

不少提前预约车辆的人造成不便，所以也

引起用户不满，企业也应该尽量安抚这部

分用户，以免影响到企业的口碑。

竞争对手挤压空间

不仅用户不满，神州专车更要面对不

断升温的竞争压力。

资料显示，神州专车为神州租车联合

第三方公司优车科技推出的互联网出行

平台，于2015年1月28日上线。与Uber、滴

滴等主要由私家车接入的C2C（个人私家

车服务个人消费者）模式不同，神州专车开

创一种新出行模式：B2C（网约车企业服务

个人），其所用车辆均来自于神州租车及其

他第三方租赁公司，司机为雇佣的全职专

业司机，打出“安全”和标准化服务的差异

策略，市场定位在高端商务出行人群。

凭借模式上的创新，神州专车也受到

资本市场的青睐，2015年7月-2016年6

月，神州专车完成4轮融资。2016年7月22

日，神州专车主体公司———神州优车挂牌

新三板，成为全球专车第一股。2018年上

半年，神州专车营业收入22.39亿元，净利

润为1.43亿元。

不过，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神州专车

也被美团打车、曹操出行、高德打车、T3出

行等竞争对手步步紧逼。而在聚合打车领

域，华为推出“Petal出行”，腾讯依托微信

生态入局网约车，此外高德、美团、百度入

局聚合打车领域。

虽然市场扩容，但竞争对手却没给神

州专车留下机会。数据显示，去年12月订

单量超过30万单的网约车平台共17家，其

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为享道出行，最低的

为花小猪出行。其中，订单合规率增长前

三名的依次为T3出行、携华出行、帮邦行；

增长最后三名的依次为招招出行、及时用

车、神州专车。今年6月，订单合规率前十

位已不见神州专车的身影。业内人士认

为，如今竞争对手的崛起迅速抢食网约车

市场这块“大蛋糕”，曹操、T3等出行软件

背后是有传统车企支持，而美团、腾讯也

均是大型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与平台入

局后也在挤压神州专车的生存空间。针对

如何应对市场变化，北京商报记者联系神

州专车方面，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刘晓梦

北京商报讯（记者 金朝力 王柱力）围绕着

陈春花与华为的纠纷仍未完结。

8月3日，陈春花发布长文，回应与华为的关

系、自身有无炒作以及网民关心的自身学历问

题，就在同一天，北大方面发布声明称收到陈春

花的辞职申请，终止其聘用合同。抛开华为与陈

春花的是是非非，可以明显看到，舆论场中“专

家”的身份、言论愈发受到公众质疑。

今年7月6日，华为方面发布声明称其与陈

春花教授并无关系，表示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

可能了解华为，当日陈春花方面就针对此声明

做出简要回应，称网上多篇炒作其与华为关系

的文章并非其本人手笔，作为研究经营管理领

域的学者，华为仅是其研究案例之一，对于不实

信息，陈春花将诉诸法律手段维权。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陈春花教授在网

络上的形象与华为深度捆绑，网上有不少文章称

陈春花为“华为军师”“华为海军司令”，更有文章

称任正非亲自开车接送陈春花教授，而陈春花如

何为任正非指点迷津，如何为华为公司运筹帷幄

等内容更是俯仰皆是，从当时的舆论风向看，既

有部分网络用户认为陈春花长期“蹭热度”，也有

不少用户指出双方皆是网络谣言的受害者。

自陈春花伴随着华为的一纸声明被推到台

前，网民的目光就集中到了她的身上，除了其与

华为真实的关系外，陈春花学历背景的真相与

受聘北大的过程更被大众所关注，而陈春花也

一一做出回应。

陈春花在声明中称，华为并不是其研究的

重心所在，她真正研究的是“中国本土企业成长

模式”，宝钢、海尔、华为、联想、TCL这5家知名

本土企业均是陈春花的研究案例，对于这5家企

业成长模式的总结，已被收录于陈春花所著的

《领先之道》中。

实 际 上 ，1964年 出 生 的 陈 春 花 ，在

1992-1994年才开始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她

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此后留校

教授马哲八年，她第一个与管理相关的专业是新

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之后，陈春花称经

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指点，她就读于爱尔兰欧洲

大学DBA，而苏东水仅是其论文指导老师，并获

得博士学位，当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

台后，陈春花才知道其博士学位未被国内认证。

尽管学位问题悬而未决，2016年，陈春花称

自己还是应北大国发院姚院长邀请入职北大，

期间严格经历了党政联席会讨论、学术委员会

投票等程序。

然而，北京大学人事部同日就发布声明称：

“我校国家发展研究院受到了陈春花老师的辞

职申请”“学校按程序终止其聘用合同”。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指出，目前市

面上有大量的海外博士课程，以海外大学之名

颁发博士证书，但实际上完全无需出国就读，不

仅身在国内，其学习时间更是在周末由国内高

校教师授课，这样的课程不可能拿到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认证，这不是水分有多大的问题，

实际上，这已经牵涉到学位真假的问题。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认为，随着公众认知水

平的提高，无论当事专家对此是否知情，这种行

为均已很难收割受众，随着正规媒体报道增加，

信息愈发透明，大部分受众已经明白，对于企业

而言，决策是个系统化过程，所谓某某高人左右

企业决策，甚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过是

杜撰出来的戏剧化情节，长期来看，加强投资者

教育也是打击不良信息，促进市场公平、透明的

重要环节。

医美市场规模
2021年

中国医美产业规模达到

医美消费人群增长

同比增长21.6％

1846亿元

医美消费人群画像

荨2021年

医美消费人群超过1813万
同比增长19.3％

▲2022年

医美消费用户规模预计突破2000万人
维持近20％增长

其中“00后”占比

已经达到19％

30岁以内消费者，尤其是

25岁以下人群，依然是医

美消费的绝对主力

54％
“95后”“00后”

整体占据医美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