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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近２万元检测孩子基因
拿到手的报告像“天书”

近年来，基因检测市场日渐红火。记者
在某大型电商平台上搜索“基因检测”几个
字，出现 2000 多条相关产品信息。在企信
宝、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两家第三
方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记者发现，仅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杭州5个城市，公司名称中
带有“基因”二字的企业就有近千家。

有的企业在公司取名上颇费心思，突出
“天赋”“儿童天分”等标签。在网络上，不少
冠以“生物科技”的企业投放了有关基因测
序的产品广告。这些公司注册资本相差悬
殊，有的三五十万元，有的则千万元乃至过
亿元。

家住成都高新区的李女士，近日花近２
万元给孩子做了一整套关于天赋的基因检
测。公司称，抽一滴血就可以检测孩子未来
的发展潜力。李女士拿到手的报告像“天
书”一样，全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概念，只有

“基因”“概率”等熟悉的词汇认识。“这跟我
想象的结果差距太大了，有上当的感觉。”李
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在当前的基因检测市场，
测天赋、测性格已是“标配”，有的公司甚至
还能测婚恋。位于北京的一家基因技术公
司，推出所谓“男女性格、嗜好配对基因检
测”，称可以帮助人们尽快确定情投意合的
意中人。

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
靠谱吗？

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靠谱吗？四
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主任李涛说，基因检
测技术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基因检测公
司的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标准等都是空白，

不少机构存在夸大检测功能、误导消费者等
问题。

一位在基因测序企业工作的专业人士
说，所谓基因测天赋，主要依靠消费者提供
的基因样本与公司的样本数据库进行比
对。如果孩子某个基因表现优良的话，就认
定其在一些方面有特长、有天赋。

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遗传学教授刘奇迹
表示，天赋的确存在，但具体哪些基因带来哪
些天赋，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并不明确，更不
足以作为依据预测一个孩子的命运。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科研部主
任胡亮说，孩子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和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的作用甚至更大。一
些天赋基因检测项目，不过是对某些基因功能
相关性初步研究成果的曲解和放大。只检测
特定的基因就断定孩子是否有天赋完全不靠
谱，绝不能因此就给孩子贴标签。

事实上，很多检测机构根本就缺乏必要
的资质。记者查询发现，一些提供天赋基因
检测的基因测序公司，其工商注册经营范围
是“信息咨询”，却从事“医疗诊断”。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博
士、壹基因创始人王军一透露，目前做基因检
测的公司很多。正规的基因检测机构要有独
立的医学检验实验室；开展产前筛查与产前诊
断项目的实验技术人员，应具备产前筛查与诊
断的相应资质；开展遗传相关基因检测项目
的，至少有一名医学遗传学专业人员。然而，
目前，很多基因检测机构并没有独立的医学检
验实验室，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高龄孕妇越来越
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逐渐流行。一些医院
委托企业进行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而部分企
业根本没有相关临床资质。

除了上述乱象，基因检测的一个突出问
题是定价混乱。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同样
的检测项目价格差距很大，有的机构标价上
万元，有的则仅几百元。

基因检测并非万能
更不能用来“算命”

“基因检测是未来精准医学的发展方
向。”李涛说，“比如，对于肿瘤病人，基因测
序可以帮助其找到突变的基因，从而准确地
进行靶向治疗。”不过，基因检测并非“万
能”，更不能用来测婚恋、测未来等。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基因测序行业自
身存在发展短板。比如，有的基因测序企业
直接套用国外基因数据库，或自有数据库样
本量偏少，降低了测序结果解读的针对性。
此外，基因测序对人才要求极高，相关人员
既要有生物医学的专业素养，又要对基因测
序有深度了解。

基因检测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对于
相关企业还没有具体的管理办法。李涛建
议，国家应尽快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检测项目、检测价格、从业人员素质等
体系建设，尽快形成统一规范的行业标准。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医疗机构或相
关实验室所采用与人类基因检测相关的试
剂，需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注册或者办理
备案；开展基因检测业务，需向国家卫生计
生委申报临床试点，通过审批可以合法开展
相关业务。但对市场上目前出现的各种测
性格、测天赋等检测项目，国家还没有出台
具体的管理办法，不少企业因此打“擦边
球”。

刘奇迹等建议，消费者进行基因检测应
选择有专业实验室和服务资质的正规医疗
机构和检验机构，不要盲目相信各种宣称能
进行基因检测的宣传。基因检测机构除了
在基因检测报告中给予专业的检测信息外，
还应给出通俗易懂的解读。

专家指出，人类对基因的认知不过冰山
一角，不宜夸大基因测序实际功效，更要防
止概念炒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据新华社电）

3月 2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7年

《法治蓝皮书》。《法治蓝皮书》首次对县级政
府进行政府透明度指数评估，结果显示，上
海市、北京市、安徽省、广东省的区县政府透
明度水平较高。

201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共修改 21 部法律，国务院共修改 66 部行政
法规。全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制定了《电影产业促进法》《资产评估
法》《慈善法》等社会经济领域的法律，国务
院制定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等行政
法规。201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了 6 个已签署的国际条约，分别是：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巴黎协定》《〈关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
六溴环十二烷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
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表修正案》。

蓝皮书指出，2016 年，中国社会法治体
系得到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两批对 15个省、市、自
治区展开环境保护督察。主要督察对象是
各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实行党政
同责，严格责任追究。截至 12月，第二批中
央环保督察组已问责 687 人，罚款 6614 万
元。2017年，中国将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
制度，在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医保基金
预算管理、社保基金监督管理等方面都会出
台相应的制度文件，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
围，加强社会监督队伍建设，强化对医疗行
为、基金投资管理等方面的监管。

《法治蓝皮书》连续第八年对较大的市，
并首次对县级政府进行政府透明度指数评
估。结果显示，较大的市中排在前列的有：
厦门市、广州市、成都市、合肥市、宁波市、青
岛市、苏州市、济南市、杭州市和南宁市；县
级政府中排在前列的有：上海市浦东新区、
安徽省宁国市、安徽省怀远县、天津市武清
区、北京市顺义区、北京市房山区、上海市徐
汇区、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浙江省永康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从县级政府排名看，
上海市、北京市、安徽省、广东省的区县政府
透明度水平较高。 （据《北京晚报》）

据新华社电 为全面了解
产品质量法贯彻实施情况，围
绕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督促法律实施机关
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贯彻落
实法律有关制度和规定，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在多个省区市
开展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

记者从 3 月 20 日在京召
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产品质
量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获悉，这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组织开展产品质
量法执法检查，也是对2009年
进行个别条款修改后的产品
质量法首次开展检查，是今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一项
重要监督工作。

据了解，检查组将分成 4
个小组，于 3 月下旬至 4 月下
旬前往天津、河北、上海、浙
江、湖北、广东、重庆、甘肃等 8
个省（市）开展检查，同时还委
托辽宁、吉林、安徽、山东、河
南、湖南、广西、宁夏等 8 个省
（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对本行
政区域内产品质量法的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

据悉，5月下旬，检查组还
将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
修改执法检查报告。6 月下
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
审议关于检查产品质量法实
施情况的报告。

福建泉州鲤城盛皇工程
机械配件厂违法排放超过电
镀污染物排放标准240倍的电
镀废水,企业负责人因此被判
构成环境污染罪。这是环保
部今年以来通报的首例构成
环境犯罪的案件。

据环保部介绍,2016 年 6
月 27日,泉州市鲤城区环境监
察大队执法人员对鲤城区盛
皇工程机械配件厂进行突击
检查,发现工人王有洲正在一
间旧厂房内从事化学镀加工，
黄褐色的废液沿着厂房的小
水沟流向墙外的荒草地。

据 执 法 人 员 询 问 了 解,
2016 年 5 月以来,蒋宝宝在厂
区内搭建一间简易作坊,雇用
王有洲对该厂的机械配件进
行非法化学镀加工、售卖，从
而牟取暴利。生产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没有经过任何
处理设施直接外排,给周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监测结果
显示,该机械加工厂外排废水
中总镍浓度 241mg/L,超过电
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240 倍,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2016 年 6
月 29日,泉州市鲤城区环保局
对泉州鲤城盛皇工程机械配
件厂进行立案审查。

环保部说,泉州市鲤城区
环保局将案件依法移交泉州
市 公 安 局 鲤 城 分 局 立 案 侦
办。2016年 9月 30日,泉州市
鲤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判决
泉州鲤城盛皇工程机械配件
厂负责人蒋宝宝犯污染环境
罪,判处有期徒刑 9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1万元；判处王有
洲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
刑 7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5000元。 （据《法制日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
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

环保部今年首次通报
环境违法入刑案件

《法治蓝皮书》发布

县级政府透明度

一滴血就能测天赋、测性格、测姻缘？

基因检测乱象

抽一滴血就能知晓孩子是否“天赋异禀”，取一
滴唾液就能预测你的未来……近年来，基因检测市
场日益火爆，各种基因测序项目层出不穷。

多位专家在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
看似“无所不能”的基因测序项目，实际上不少是商
业利益驱动下的“高科技陷阱”。

首次评估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