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消费者是否能够

向医美机构主张权利？

实践中，许多消费者在做医美手术前并未与
医美机构签订书面合同。在手术后，如果对医美
效果不满意，没有签订合同的消费者是否能够向
医美机构主张权利呢？

1.医美机构向消费者提供了医美服务且消

费者为此支付费用的，医美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已

通过实际行为订立了医美合同。

《民法典》第46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第471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

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包

括口头、书面等方式形成合同关系，是否签
订书面合同并非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
合同关系的唯一依据。因此，即使消费者并
未与医美机构签订白纸黑字的合同，只要
医美机构向消费者提供了医美服务、消费
者支付了相关费用，那么就可以认定双方
已经通过自身行为实际订立并履行了医美
服务合同，医美机构违反合同约定的，应当
向消费者承担法律责任。
实践中，法院也会通过合同是否履行来

判定消费者与医美机构间是否存在服务合同
关系。例如，在上海某激光美容中心有限公
司与徐某某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案【案号：
（2020）沪 01 民终 5915 号】中，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认为：徐某某至某公司的分公司
门诊部咨询并接受医疗美容服务，双方当事
人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双方当事人
系口头达成医疗服务内容，根据在案的徐某
某病历记录、植入性医疗器械使用志愿书、知
情同意书、术后注意事项等签字情况，可以确

定……的约定。
2.如果医美机构的服务涉嫌侵犯消费者身

体权、健康权的，消费者可以直接以侵权为由

向医美机构主张权利。

《民法典》第1003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身体
权。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
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
权。第1004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健康权。自然
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因此，如果消费者在医美机构接受手术的

过程中，出现了身体伤害的，则可以直接根据
上述规定向医美机构提起侵权诉讼，而无需
再考虑消费者与医美机构间是否形成了医美
服务合同关系。但如果消费者仅是对整形后
果不满意，并未涉及身体本身健康情况的，则
消费者仍需以违约为由，要求医美机构承担
相应责任。

机构允诺还是自担风险

医美机构及消费者的承诺

各自有什么法律效力？

1.医美机构的术前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消费者在进行医美手术前，一般都会经历
术前咨询的过程。在咨询过程中，医美机构
可能会就医美服务内容进行介绍、推荐，并进
行一定程度的效果允诺，如“术后十年不反
弹”“效果保持一辈子”等。但实践中，很多医
美机构的术前承诺不仅不能兑现，很多消费
者在接受医美后甚至比术前更加糟糕。那
么，医美机构在术前对消费者的效果允诺，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基于医美机构与消费者

之间存在的服务合同关系，医美机构在整个服
务过程中的承诺均应被视为其服务内容的一
部分，医美机构违反承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如果医美机构在承诺时存在欺诈行

为的，则可能会引发是否需要进行惩罚性赔偿
的问题。对此，我们将在医美专题的后续系列
中予以探讨。

2.消费者允诺风险自担，医美机构能否因

患者承诺免责？基于医疗美容行业的高风险
性，很多医美机构会在手术前要求消费者作出
“对手术后的一切风险自行承担”的承诺。那
么，如果医美手术后确实出现了相关风险，医
美机构能否因消费者允诺而免责呢？
能否免责的关键在于医美机构对于消费

者承诺本身的性质及后果是否进行了清楚有
效的告知。基于医疗界“告知后同意”的法
则，医美机构应在消费者接受手术前，将诊疗
过程中的一切医疗资讯告知消费者。在消费
者本人被医美机构详尽、确实的告知“病情”、
治疗方案及风险等义务的情况下，如果消费
者明确同意接受一切手术后果的，则相应承
诺应被视为消费者的风险自担，医美机构可
以依此作为抗辩理由。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西施变东施”后

我的损失谁来买单？

1.消费者对医美手术效果不满意，可以提

出哪些主张？实践中，就“医美手术效果纠
纷”，消费者的诉讼请求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主
张返还医疗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给
付后续治疗费、主张惩罚性赔偿（即适用《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医疗费损失赔偿）、主
张赔礼道歉及主张继续履行（实施修复行为、
继续医疗美容项目服务）等。在同一案件之
中，消费者可能会同时提出上述几项请求。

2.消费者因不满美容效果提出的索赔主

张，哪些可能得到支持？医美机构违反术前承
诺，应向消费者承担违约责任。但实践中，受医
美纠纷取证难、相关资料难以掌握等客观因素
的影响，消费者因对医美效果不满意提出金钱

类索赔主张的，法院多会因“没有证据证明具体
损失数额”“具体精神损失费无法证明”等原因
驳回消费者的请求，导致消费者就医疗美容效
果不满意金钱类的索赔请求，能得到法院支持
的比例不超过50%。
例如，在陈某与北京某美容整形外科门诊

部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案[案号：（2017）京 0108
民初29276号]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认
为：陈某在某门诊部进行医疗美容，某门诊部
具有医疗美容资质，双方建立合法有效的服务
合同关系。陈某认为美容效果不佳，并给其
造成损害后果，陈某应就其主张提交证据证
明。首先，陈某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
主张，且经本院释明，其也不申请对于医疗过
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本院无法
直接认定陈某主张的损害情况与某门诊部的
美容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陈某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产生纠纷后双方达成
解决方案，并已按照解决方案前 3项进行履
行，对于第4项，因双方产生矛盾，未进一步履
行，但双方为协商处理纠纷所作努力不能直
接认定为某门诊部认可自身存在违约行为，
以及同意对陈某主张的损害情况承担赔偿责
任。最后，陈某虽称某门诊部同意退还美容
款项，但未就此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对此
无法采信。综上，本院认为，陈某就其主张的
某门诊部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的
主张，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
予采信，就其要求某门诊部赔偿相关款项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笔者在此提醒医美消费者，在接受医美服

务的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好包括诊疗病历、沟通
对话、术后修复材料等相关证据，以便于在与医
美机构发生纠纷时，有相对充足的证据材料去
证明自身的损失。

罗瑞芳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胡安琪系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

务所律师。

罗瑞芳 胡安琪

“美，是成功的加分项”。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人人想变美、人人追求美已经成为了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后

天的医疗美容手术为自己人生成功进行加分。但是，医疗美容手术不是简单的换装捏脸游戏，本想通过手术变美但最终反而

给身体造成伤害的案例比比皆是。那么，在医疗美容手术中，医疗机构术前描述的形象与术后实际效果存在很大差距，消费

者该怎么办？本来预想通过手术变西施，结果却变成了东施，消费者的损失究竟谁来买单？本期起，我们将就“医疗美容法律

纠纷”开启系列专题，本期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先来聊一聊消费者对医美手术效果不满意后的医美纠纷问题。

法律支持 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养老院未尽到管理注意义务，导致失

智失能老人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案情：

80岁的赵某因患有小脑萎缩症，生活
不能自理，子女将其送入某老年养护院。
因老年养护院未尽到看护职责，赵某在看
护期间误服洗衣液，被送至医院抢救，经
抢救无效死亡。经法院调解，老年养护院
一次性赔偿赵某家属因赵某死亡产生的
各项损失共计18万元。

提示：

养老院的服务管理水平，事关老年

人群体福祉，通过司法案例的警示教育

功能，督促养老院谨慎细致规范履行职

责，提升服务质量，对保障老年人晚年安

宁幸福具有积极意义。

与老人争吵引起老人突发疾病死亡，

可能虽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可能基于

公平原则承担补偿责任。

案情：

老人李某与老人刘某因生活琐事产
生矛盾，发生激烈言语争论，但无辱骂和
肢体接触。争论过程中李某突发身体不
适被送入医院，后因脑出血死亡。李某家
属向刘某索要赔偿共计 76 万余元。经
查，李某患高血压五六年了，血压最高达
180/90mmHg，其平素未服药控制将自身
陷入危险状态，是本次意外事件发生的内
部原因，作用力不低于80%。争吵是本次
意外事件的外部诱因，作用力不超过
20%。法院认为不存在侵权行为，基于公
平原则，判决刘某补偿李某亲属1万元。

提示：

我国社会一向有尊老敬老的传统。

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衰弱，健康状况不

稳定，日常与老年人相处，应尽量保持宽

容克制，避免争执争吵，遇事多寻求平和

解决途径，以免发生本案中令各方懊悔

不已的结果。共建和谐邻里关系，营造

尊老爱幼的友善氛围，是老人之幸，也是

社区之福。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供稿

保护老年人权益

营造尊老氛围

漫
画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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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以案说法医美法律纠纷专题系列一

西施变东施，谁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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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养对虾

创新增收路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马旭 寇正

让绿色成为发展最美底色
——西青区辛口镇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日前，生态环境部向第五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授牌，西青区辛口镇榜
上有名。作为沙窝萝卜的故乡和我市“菜篮子”
基地，辛口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并以沙窝萝卜特色
小镇、葫芦特色文化产业以及第六埠村田园综
合体等为品牌，推动以农业为核心纽带的生态
旅游业，推动生态经济绿色发展，带动农民致富
增收，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小萝卜”拉动“大产业”
农业插上腾飞翅膀

“沙窝萝卜赛鸭梨，甜脆多汁惹人爱……”
眼下，正值沙窝萝卜丰收上市的好时节。

辛口镇小沙沃村及周边村庄的萝卜棚里每天都
是忙碌景象。种植户们一边紧着收萝卜，一边
搞起了网络直播。
“来，大伙儿看看咱这沙窝萝卜。轻轻一磕

就碎，脆不脆？再看看这芯里面的颜色，绿不
绿？我给大家尝一口，特别脆甜！”种植户小郭
每天都在棚里拍上一段小视频，上传到网络平
台上获得不少网友点赞。
小沙沃村及周边村庄历经多次黄河泛滥，

大量泥沙及有机物在此积沉，形成特有的上沙
下黏土壤，俗称“黄金土”，造就了品质独特的沙
窝萝卜。近几年，辛口镇党委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以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为着力点，以沙窝
萝卜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将沙窝萝卜品牌资
源及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系统整装，加速提升传
统产业，带动以沙窝萝卜为核心的蔬菜产业全
面升级，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
目前，辛口镇沙窝萝卜种植面积达6000

亩，年产量为3000万公斤，销售收入达到1.2亿
元。2020年，辛口镇大杜庄村的200多亩地上
种植了30多种葫芦，年产值超过600万元，村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万元。辛口镇与新
希望集团、京东集团在品牌价值提升、智慧农场
建设、传统沙窝萝卜品种振兴等领域开展深度

合作，实现农业生产由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的
转变，进一步推动“菜篮子”跨向“金篓子”。

以乡村旅游为核心
吹响乡村振兴冲锋号

掰玉米、收稻谷、钓螃蟹、学习农业知识
……丰收时节，第六埠村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

会迎来参加“农事体验”的中小学生。他们当中大
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农村、第一次走进田间地
头。新奇的体验、丰富的趣味活动以及劳动时付
出汗水都给孩子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让他们在
劳动中收获了成长。
辛口镇第六埠村地处子牙河、大清河、独流减

河“三河交汇”处。近年来，为了治理工业遗留的
环境问题，第六埠村全力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新建污水泵站，改造地下管网，实施农村改厕、雨

污分流工程；全速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全面开展清
脏治乱工作。与此同时，第六埠村大力发展现代旅
游，打造千亩蟹田稻生态种植基地、万亩绿色蔬菜
生产基地，形成了特色产业格局。
2020年，第六埠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单，全年接待游客6万人，解决村民就业100
多人。

镇域经济全面绿色转型
统筹建设生态康养绿镇

辛口镇曾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但随着一
些污染企业集聚，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近年来，辛口镇深刻认识到“只有绿水青山、才
有金山银山”，通过关停散乱污、治理黑臭水体等措
施，恢复了往日的乡村风景。
现如今，辛口镇生态景观资源丰富，东淀、莲花

淀自然生态区是天津西南部的天然氧吧，与沙窝萝
卜种植园、国家级万亩无公害蔬菜高新科技园、万
亩无公害蔬菜特色种植基地等基地，形成了独特的
田园资源和景观资源。当城遗址、沙窝萝卜、南运
河等独具地方魅力的历史文化资源，是辛口镇的特
色品牌。辛口镇充分发掘区域内的自然生态资源，
修复、重建生态系统，构建生态骨架，注重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塑造具有辛口镇特色的生态型
都市农业名镇。
与此同时，辛口镇不断创新机制体制，为“两

山”转化保驾护航。辛口镇立足本土特色，深入挖
掘沙窝萝卜文化，强化突出大运河文化，精心打造
红色文化，精准培育乡愁田园文化，实现“农品变礼
品，农田变景观，农舍变旅店，农事变体验”。
在沙窝萝卜标准化栽培、特色葫芦繁殖培育等

方面，辛口镇坚持科技引领，与国内外先进单位合
作，规范生产标准，引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为
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经过多年努力和实
践，辛口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两山”转化成
效显著，绿色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带动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和富裕程度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大
幅提升。
辛口镇将进一步探索“两山”转化模式，创新

“两山”转化路径，完善“两山”转化制度，推动绿色
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让绿色产品、生态产品
成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生态和经济的绿色高质
量发展。

眼下，天气渐凉，但静海区团泊镇的
天津市佳丰水产养殖合作社的温室大棚
内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却依旧活蹦乱跳，
生机勃勃。
温室种菜很常见，温室养虾却是一

件新鲜事。合作社负责人李洪军告诉
记者，传统的养虾模式以外塘养殖为
主，由于温度的限制，一年只能养一茬，
这样池塘就会有几个月的闲置期，造成
资源浪费。
通过去外地考察，李洪军了解到温

棚养虾这种模式发生病害几率小，且一
年可以出三茬。通过调控水温，还可以
提前进行苗种的引进、培育等，在保证养
殖周期不变的情况下，把南美白对虾的
成熟时间提前。
说干就干，今年4月份，李洪军开始

尝试温室养殖对虾。从育苗，到控制温
度、水质等精细化管理，如今，第二茬商
品虾也即将成熟，再加上区农业科学技
术研究所专家们的悉心指导，养殖虾的
信心越来越足了。目前，佳丰水产养殖
合作社已经建有20个大棚，每个棚的产
量可达750公斤。
“从10月中旬开始，外塘的虾已经不

多了。但是，温棚养殖的水温能达到
22.6℃，白天积温，晚上散热，正好可以满
足南美白对虾摄食、生长的需求，从而延
长成熟上市时间。”正和李洪军一起观察
对虾长势的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推广
研究员赵立明介绍说。
从传统池塘养虾到温棚养虾，佳丰

水产养殖合作社养殖模式上的转变，为
静海区的水产养殖蹚出了一条发展新
路子。
赵立明说：“温棚养虾是区农业科学

技术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会持
续深入跟踪，在把项目细致完善的同时
形成一套规范的养殖模式，以此在全区
推广，带动广大养殖户增产增收，同时推
动静海水产养殖绿色、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