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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血含造血干细胞，可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80多种疾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新昌 实习生 张纯 文图

对准妈妈而言，总有人会私下推荐您自存“脐带血”。随着二孩潮儿的到来，以及生活
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宝妈不惜花重金保存脐带血以备不测。然而，珍贵的脐带血或许
还没入库就已经被污染了，郑州的郑女士最近就遭遇了这样糟心事。

讲述：
脐带血取走两周左右
被告知受污染

郑女士介绍，2018 年 9
月初，她在郑州圣玛医院住院
待产，医生建议她找专业机构
存“脐带血”，并介绍了一系列
好处。“生孩子是高兴的事，脐
带血也是不可再生的，希望给
孩子留点儿啥，多一份保障就
同意了。”郑女士说。随后有
来自河南和泽干细胞基因工
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医
院和郑女士沟通细节。9月
14日，郑女士顺利生产，“脐
带血”也被取走。此时，郑女
士已支付了7380元检测制备
费。7月29日，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看到了郑女士支
付检查费时的收据，收据显
示，服务项目是围产期造血干
细胞 II代，检测制备费7380
元，收据盖有河南和泽干细胞
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公章，而合
同文本上显示有“中源协和”
字样，但合同上并没有存放单
位的签字或盖章。而按照合
同约定，郑女士存放脐带血的
总费用为1.9万元，如果血液
正常入库，郑女士需要补交一
万余元。

“大概两周左右，我还在医
院坐月子，河南和泽干细胞基
因工程有限公司来电话说，‘脐
带血’被污染了，无法入库，还
说要扣除1000多块钱的检查
费，其余部分能退还。”郑女士
说。当初不惜重金保存的“脐
带血”，怎么就污染了？郑女士
多次到涉事公司沟通，也没弄
清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求证：
入库前被细菌感染了
愿意全额退款

29日下午，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电话采访了河南
和泽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
司市场部经理姜玲丽。“郑女
士这个事我知道，在入库前综
合检查时发现‘脐带血’被细

菌感染了，本着对顾客负责的
态度，入库存放也不能用，就
尽快通知了郑女士的母亲。”
姜玲丽说。至于哪个环节被
污染了？姜玲丽表示，由于

“脐带血”采集时，操作过程接
触到空气，存在被污染的情
况，“特别正常，凡是涉及操
作，就有被污染的风险”。

郑女士所存的“脐带血”，
为啥从采集到被告知受到污
染中间相隔了近两周时间，姜
玲丽表示，“脐带血”采集后，
需要一系列检测，两周左右时
间告知郑女士也很正常，“当
时考虑到郑女士还在坐月子，
担心接受不了，先告诉了郑女
士家人”。姜玲丽表示，公司
方面可以全部退还费用，包括
退还1000元左右的检查费，
甚至可考虑其他资源供郑女
士使用。郑女士称，存储公司
曾承诺，存储的公共库的其他

“脐带血”也可供郑女士备用。

调查：
涉事公司
有采集、储存的资质吗？

“脐带血”被细菌污染，这
种情况常见吗？姜玲丽说，国
际上经检测，合格入库的概率
占 97%，而国内入库率占
97%至98%，他们公司，入库
率约 80%。郑女士这种情
况，属于 20%的意外范围。
根据“天眼查”信息，记者了解
到，河南和泽干细胞基因工程
有限公司合同上提到的“中源
协和”，实际上是中源协和细
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办公地址为天津市南开区
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12号，
主攻生命科学技术开发和干
细胞基因工程产业化，与著名
的“北京协和医院”并无从属
关系。姜玲丽称，河南和泽干
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是“中
源协和”的直属子公司。

采访中，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获悉，河南和泽干细
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并无省
内卫计部门颁发的执照。对

此，姜玲丽表示，“天津总部那
边有国家卫计部门颁布的证
件，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展存储

‘脐带血’的业务，但不能采集
‘脐带血’，我们在河南只负责
储存，并不采集”。而郑女士
表示，“在生产时，正是该公司
工作人员来医院采集的血液，
公司说要么是亲自采集，要么
是培训医生采集”。

在宝妈群体中，已有不少
人做了‘脐带血’保存业务，王
女士就是其中一位。王女士
回忆，在待产期间，有脐带血
储存公司的业务员多次进入
病房向他们推荐该业务，“医
护人员看到也不阻拦，有的还
帮着附和，告诉我们留脐带血

‘很有必要’，当时我就在想，
他们和医院是不是有利益关
系？”不过后来，她和丈夫商议
后还是顺利将“脐带血”在河
南省人类遗传资源中心（干细
胞库）入库，“我当时是剖腹
产，脐带血储存公司的工作人
员根本不能进产房，是医院医
护人员采集的，至于顺产啥情
况，我就不知道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河南和泽干细胞基因
工程有限公司与河南省人类
遗传资源中心（干细胞库）并
无隶属关系。

科普：
昂贵的“脐带血”
自存有必要吗？

保存“脐带血”费用为1.9
万元储存22年，面对如此花
费，宝妈宝爸们是否有必要保
存。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查阅公开资料获悉，脐带血指
的是胎儿娩出、脐带结扎并离
断后残留在胎盘和脐带中的
血液。姜玲丽介绍，保存“脐
带血”很有必要，脐带血中含
有可以重建人体造血和免疫
系统的造血干细胞，可用于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80多种
疾病。“造血和免疫系统疾病
中，5%为先天性，自存的脐带
血不能救治，但能缓解；对于
非先天性遗传，受外界影响引
起的疾病有作用。”她介绍说，
如今，全国已有40万份入库
案例，截至目前，已有1800例
出库案例，即 1800份“脐带
血”用于救治患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脐带血库分为自体库
和公共库。而这次报道中涉
及的为自体库，为自体及亲缘
间使用，需要支付费用。在公
开报道中，也有不建议储存的
原因，比如存活时间短，已知
脐血冻存15年后还可以保持

活性，但没有保存更长时间的
相关数据；潜伏性疾病：自体
脐血中可能含有未被检测到
的异常或恶变细胞，导致日后
发病等。不过，有专家建议，
家中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建议
保存自体脐带血，分别是孩子
的兄弟姐妹（同胞）所患疾病
（白血病、淋巴瘤、血红蛋白
病、骨髓衰竭综合征）适于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孩子父母
中有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并
且父母和孩子有共同人类白
细胞抗原时，才适用。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家
长想要储存自体脐带血，选择
正规储存机构也很关键。毕
竟脐血的采集、冷冻和保存都
至 关 重 要 。 脐 血 在 液 氮
中-196℃，可以使细胞数量
质量基本保持不变。但是一
旦取出复温冻融以及稀释清
洗时，就可能受到影响。目前
国内仅有山东、北京、上海、天
津、广州、浙江、四川七家合法
的脐血库。

百度搜索“河南脐带血储
存”，会弹出很多广告，比如河
南省人类遗传资源中心（干细
胞库）、河南和泽干细胞基因工
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该行
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在河南
至少有十家公司从事脐带血储
存业务，但各公司利用的平台、
技术、资源等仍是来自山东、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浙江、四
川七家合法的脐血库。本次事
件中涉及的河南和泽干细胞基
因工程有限公司是来自天津地
区的“中源协和”。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2016年发布
《关于延长脐带血造血干细胞
库规划设置时间的通知》的解
读中称：“目前脐带血库公共
库的存储能力基本满足临床
需求，我委决定在2020年以
前，不再新设置脐带血库。同
时，积极筹建国家脐带血库。”

郑女士所存的“脐带血”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涉事公司
是否有采集、储存资质，本报
将继续关注。

据《齐鲁晚报》2011
年 8 月报道，山东李先
生儿子出生时，向山东省
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
司交了 16880 元脐带血
储存费后，被告知因采集
过程中被污染失去保存
机会。

据《南 方 新 闻 网》
2007年3月报道，上海一
位妈妈为自己孩子花费
万元留存的脐血被神秘
电话告知已经污染。事
件牵出了上海垄断脐血
储存的公司大量进行有
偿私人脐血储存。上海
市卫生部门表示，没有发
现脐带血受到人为污染，
同时，经过调查，脐血库
初、复检结果均未发现人
为篡改的迹象，另外，上
海市采集自体脐带血有
5000 多份，其中有数百
份因检测不合格而未予
入库保存。

据《金陵晚报》2007
年 2 月报道，刘大权、赵
敏夫妇的一对儿女却成
了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据了解，为治疗儿子突患
的重型再生障碍型贫血，
他们决定用创造生命的
方式来挽救生命，女儿降
临人世，赵敏女儿的脐带
血则成了挽救儿子生命
的唯一机会。可让谁都
无法接受的是，脐带血样
本检测结果显示：脐带血
已受到污染，无法用于治
疗儿子的重病。本应该
健康成长的儿子奄奄一
息，本不该出生的女儿嗷
嗷待哺，这就是刘大权、
赵敏夫妇目前面临的“绝
境”。

分娩当天，郑女士交了7380元检测制备费

要花1.9万存脐带血 结果样本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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