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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数千元甚至数万元
买份“天才儿童培养说明书”

湖南的简女士在一位医生朋友
的推荐下，花了1万多元给5岁的儿
子做了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她将儿
子的唾液样本寄送到北京，之后收到
一份详细的报告。简女士相信：“这
种检测靠的是大数据推理，应该有一
定道理。”

在一家大型电商平台，某网店推
出了四种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套餐，标
价从4600元至33600元不等，33600
元的套餐包含48项，有人际关系、交
际能力、责任感、早熟、亲和力、音乐
天赋等。另一家门店一款号称全面
儿童DNA唾液基因检测套餐的产
品，售价高达69800元。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大力推广儿
童天赋基因检测项目的公司本身并
不具备检测能力，只是商业代理。

在网上搜索“天赋基因检测”，会
检索出大批招商加盟信息，它被宣传为
一个“投资小、收益快、操作简单”的“千
亿蓝海市场”。有信息称，加盟成为天
赋基因检测的代理商具有“低门槛、零
风险、高回报”的优势，如果平均一天能
销售一个产品，年回报将达到50万元，
专卖店投资回报率高达230%。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儿童天
赋基因检测的销售渠道以代理为主，
大部分公司本身并不具备检测能力，
他们只是负责拉人头，让消费者寄送
样品到能做检测的机构，赚取高额市
场推广费用。“芯片技术成本很低，只
有几百元，测序略高一些，也很便
宜。如果找第三方公司代测样本，样
本多的话，成本更低。”

天赋基因并无充分科学依据
当心“因基施教”贻误孩子成长

儿童天赋基因检测靠谱吗？“天
赋基因决定孩子未来发展是一个伪
命题。”北京大学医学博士、科普作家
王承志认为，天赋基因并无充分科学
依据，其逻辑是基于一些发表的基因
和表型相关性分析，即使一些有明确
科学依据的和某种能力相关的基因，
也无法代表一个人的天赋。

王承志说，“例如‘辅机动蛋白3’
基因常被用来检测运动天赋。这种
基因的R型变异可能让人体生成一
种存在于快肌纤维中的蛋白质，为人
体提供爆发力，而X型变异则会抑制
这种蛋白质的生成。被检测有R型
变异的人会被称为‘有运动天赋’的
人，但一个人是否会成为运动健将和
是否携带该变异并无直接联系，人的
每个能力都由很多因素决定，每个基
因的贡献都并非决定因素。”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基于目前的
技术，将基因检测结果直接推导为儿
童的天赋是不准确的。“仅靠一个基因
去推测孩子是否有相关天赋是不负责
的。”某高校一位分子与遗传生物学领
域教师表示，片面地通过几个或几十
个相关基因位点检测确定孩子的天赋
十分不靠谱，因为基因检测需要大量
临床样本，且需要证实和证伪，后天的
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比天赋重要得多。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
卫认为，如果检测项目缺乏科学依
据，一些儿童天赋基因检测产品可能
涉嫌夸大宣传，建议消费者理性看待
相关检测，避免因此影响孩子的健康
成长。新华社长沙3月18日电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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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两万平方楼房出租统一标配

全装修13803842223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商

●郑州西大片荒山寻合作，交通

方便租金少50年13343783087

转让

●土地加油站转15093293899

声明

●郑州皓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101050572
1689XE）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钱渊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毕

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10484
1201306000388,声明作废。

●刘运运（4114241995110737
72）购买紫荆半岛项目17-31-
3103房，由于本人不慎，将由

河南鹏程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收据丢失，首付款收据号：

0001193，金额小写：236984元
大写人民币贰拾参万陆仟玖佰

捌拾肆元整，维修基金收据号：

0003062，金额小写：5552元大

写人民币伍仟伍佰伍拾贰元整，

现声明原收据作废，若由此产

生的经济纠纷由本人全部承担，

与河南鹏程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无关。

●郑州市郑东新区一分利烟酒

洋果行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号22378297,声明作废。

●常加强，产权证上064765号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李伟博，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2016届毕业生遗失三方就业

协议，编号:7056630，特
此声明。

●缴款人张晓鹏于2018年12月
25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7300元所出具的票号为333535
38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因

本人保管不善导致收据联不慎

丢失，现需要办理退费，声明

原件作废，如产生任何经济纠

纷由本人承担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无关。

●遗失声明:宋丽梅遗失商丘职

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专业：市

场营销，证号127451201606
550552，声明作废。

●冯艳梅，中央司法警官教育

学院毕业证书不慎丢失，证

书编号6197636，声明作废。

●熊霖琳遗失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毕业证书,编号13780
1201705001865,声明作废

●洛阳昊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编码4103250006
383,合同专用章编码410325
0007816,声明作废。

●郑州天亨园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丢失纳税号：41010567413
7628，声明作废。

●张威郑房权字第0101006468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张威郑房权字第0701026107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遗失声明：曾维连，执业药师

注册证丢失，证号：41221615
0530，声明作废。

●开封市千鸿置业有限公司股

东胡国显，请于2019年4月4日，

到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议。

●河南大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财务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百松保单增值税发票丢，

保单号P320000022889105
发票号15037793作废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王

静,毕业证遗失,证书编号512875
200606020279,特声明原件作废。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7日电 美
国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交通部正在对
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安全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失进
行调查。

据新华社旧金山3月17日电 美国
《西雅图时报》网站17日刊文，深入分析
了印尼狮子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两架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失事的可能
原因。参与737 MAX系列飞机安全
评估的美国联邦航空局安全技术人员等
匿名对该媒体表示，737 MAX飞行控
制系统的安全评估存在严重缺陷。

第一，多年来因资金和人力短缺，美
国联邦航空局一直授权波音公司承担证
明其自身飞机安全性的工作，将737
MAX系列大量安全评估工作交由波音
进行。因此，波音的工程师在联邦航空
局的授权下代表航空局为MCAS做系
统安全分析，并得出该系统“符合联邦航
空局所有适用的规章”的结论。

第二，波音向联邦航空局提交的
关于737 MAX飞行控制系统的最初
安全分析报告数据与实际不符。初始报
告文件显示，MCAS控制水平尾翼的极
限倾斜幅度为0.6度，但波音随后发现，
需要更大幅度调整水平尾翼倾角避免飞
机失速，0.6度的指令极限实际被增大至

4倍，达到2.5度。直到狮航空难后，波
音才首次向相关航空公司证实MCAS
指令极限为2.5度。

第三，MCAS本身存在诸多设计
缺陷。该系统可被反复触发，每次触发
都会对水平尾翼倾斜幅度进行控制。
MCAS反复多次被触发后，飞机就可
能达到俯冲状态。此外，虽然 737
MAX系列飞机装有两个传感器，但
MCAS仅根据一个传感器读数触发工
作，而没有对两个传感器进行比对。狮
航空难初步调查显示，在起飞前滑行和
飞行阶段，失事飞机两个传感器显示的
飞机姿态读数都相差约20度，系统本
可据此判断传感器出现故障。

第四，波音未向客户提及MCAS
的存在，飞行手册也没涉及，波音也未
对737 MAX系列飞机的飞行员进行
严格针对性培训。狮航飞机坠毁后，世
界各国的737 MAX系列飞机飞行员
才首次知道MCAS的存在。飞行员和
航空专家称，在MCAS运行时，737
MAX的手动功能受限，以往的正确处
置方式对飞机失效，这必然会使失事客
机飞行员对发生的状况困惑不解。

根波音公司11日发表的声明，波
音将对737 MAX系列飞机进行一系
列软件升级,还计划加强飞行员培训。 一滴唾液能测出孩子天赋?

专家称天赋基因检测无充分科学依据 可能会贻误孩子成长

通过唾液就能测出孩子具备哪种天赋，并以此作为孩子的“培养说明书”，
培养出某个领域的天才……名为“儿童天赋基因检测”的项目，近来在各地悄
然流行。虽然有的收费高达数万元，但还是受到不少父母的追捧。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推广儿童天赋基因检测项目的公司本身其实
不具备检测能力，只是通过招商代理牟取暴利。受访的多位专业人士表示，天赋
基因检测并无充分、严谨的科学依据，只是高价商业项目披上的“科学外衣”。

美媒刊文称美国联邦航空局因资金和人力短缺

让波音自证飞机安全
美国交通部对安全认证过程展开调查

上图是3月18日无人机拍摄的海南海文大桥。
3月18日，中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大桥——海南海文大桥

建成通车。海文大桥（原名铺前大桥）连接海口市演丰镇和文昌市铺前镇，
全长5.597公里，其中跨海大桥长约3.959公里。大桥通车后，从海口到文
昌铺前镇的路程将由原来的1小时30分钟缩短至约20分钟。新华社

我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跨海大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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