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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
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
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
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
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王一方说，代

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
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
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
猫”是不行的。

（本组稿件据人民日报）

2001年，原卫生部曾
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
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
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
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
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
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
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
会管理带来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薛军认为，代孕过程中，即
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
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性
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
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
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
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
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
愿放弃，造成归属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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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食品
冒充药品
四川侦破特大假药案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近日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侦破
一起涉及新疆、辽宁、吉林、云南、上
海、四川、重庆、湖北等15个省份的特
大制售假药案，涉案金额达1100余万
元。4名犯罪嫌疑人中，3人被逮捕，1人
被刑事拘留。

据了解，执法人员在开江县某连
锁药店检查时，发现一种“痹疼舒康冬
虫草全蝎胶囊”，其批准文号为“豫卫
食证字”，但外包装及说明书却明确标
示着与药品相同的内容，极为可疑。经
检验，“痹疼舒康冬虫草全蝎胶囊”中
铬含量为226毫克/公斤，超出中国药
典规定的上百倍，为有毒有害食品冒
充药品，对人体危害极大。

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后，
在开江县公安局、检察院的支持配合
下，通过追踪溯源，在成都将供货商凡
某某成功抓获，并在其库房查获涉案
药品32件。经查，从2009年至今，凡某
某销售疑似假药产品多达30个品种规
格，其销售网络覆盖四川省内10多个
地区以及重庆市万州区，涉及金额上
百万元。

调查中，专案组还发现，凡某某的
上线供货商或假药厂商位于河南郑
州。在郑州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的支
持下，专案组在河南省郑州市龙湖镇
鸡王村一出租民房内将正在从事假药
生产的嫌疑人刘某某、衡某某（女）当
场抓获，现场查获“痹疼舒康冬虫草全
蝎胶囊”“木瓜蝮蛇胶囊”“帝皇丸系
列”等假药37个品规，查获假药13万余
瓶、丸剂药品150余公斤、成品瓶装药
4.2万瓶、假药标签10余万张、运输车
辆一台及塑封机、包装机等生产工具，
涉案金额达1100余万元。

初步查实，刘某某、衡某某在未取
得药品生产、销售相关资质的情况下，
从郑州药品市场上购买原料、包装、生
产工具，从事假药生产活动，并通过物
流发货的方式销往各地。

“在现场，我们发现这两名人员并
没有取得药品生产的资质，本身也并
不是医药专业人士，现场只发现几本
医药专业书籍，这就是他们配方的参
考。”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此前查
处的制售假药案件显示，假药的配方
其实很简单，黑面、酵母粉都有可能是
原料，而经初步查实，刘某某、衡某某
在未取得药品生产、销售相关资质的
情况下，从郑州市药品市场上购买假
药原料、包装、生产工具，从事假药“痹
疼舒康冬虫草全蝎胶囊”等生产活动，
将生产出来的假药通过物流发货的方
式，销往各地。

办案人员介绍，生产一盒“痹疼舒
康冬虫草全蝎胶囊”成本仅两三元，而
在市场上的售价却高达30元左右。记者
在网络上搜索，发现该药的买家遍布全
国各地，有不少网友反馈周边的老人都
在吃，并且很有效果，吃了一个多月就
不疼了，但有刺激胃的副作用。但更多
的网民反映，买回去查询后发现这个不
是药，提醒其他网民不要上当受骗。

犯罪嫌疑人对生产假药的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衡某某、凡某某已被逮捕，开江某药店
负责人陈某某被刑事拘留，涉案物资
也全部被扣，案件仍在继续侦办之中。

（新华社、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全国符合二孩条件的家庭中，50%的女方年龄在40岁以上
人民日报讨论“代孕是否可放开”

一个信号
放开代孕？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
施以来，至今已满一周年。
《人民日报》日前推出了
“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
报道。在最新的一期中，
《人民日报》指出，全国符
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
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
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
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
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
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
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
心病。不少医生因此呼吁，
适当放开代孕准入。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
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
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
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
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
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
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
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年龄越大，生育能
力越低，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以及环境污染、
电磁波辐射、化学品的影响，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
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加，生育
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
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年
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
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
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流产率升高。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
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
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
形态异常。男性中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
加，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男性的
生育能力。相关统计表明，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
量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
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
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
对。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药物治疗、试管
婴儿、人工授精等。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
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
精的怀孕率为15%～20%。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
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

■符合生育二孩
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
庭中，60%的女方年
龄在35岁以上，50%
在40岁以上。

现实

9000万家庭
一半人“很难怀上”

声音

■关键词1 “防止商业代孕”

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
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
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
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

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
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
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
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
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
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
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
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
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

的生育问题。
对于代孕，耿琳琳感触特别深。汶川

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
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
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
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关键词2 “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

■关键词3 “不能任意行驶”

我国，
明令禁止代孕

■我国高龄孕妇
的比例，1995年为
0.9% ，2005 年 为
4%，2015年为10%。

井喷

数据

专业人士呼吁适当放开
先从志愿代孕开始？

日前记者了解到，涉释永信被举报经
济等相关问题调查有果。

就网络举报的七个方面内容，调查组
负责人逐一回应了调查核实情况。

网络举报：释永信向释延鲁索要
财物700余万元，其中包括索要200万
元赔偿刘某明，以释延鲁使用少林寺

房屋为由索要200万元，以及其他索要车
辆和借款事项。

调查组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调查，少林
寺、释永信与深圳商人刘某明并无经济往
来。经调查释永信没有购买刘某明制造的
佛像，有关释永信向释延鲁索要200万元赔
偿刘某明查无实据。释延鲁使用少林寺房
屋属实，但释永信及少林寺未收到过房屋
租金等款项。作为释永信弟子，释延鲁曾于
2010年、2012年春节前分别给过释永信供
养钱。作为弟子，年节时给师父供养钱符合
佛教传统。经调查组查证，此两笔供养钱被
释永信用作了寺院发展和学僧的学习费用
等。另经调查，没有证据证明释永信向释延
鲁索要过车辆、借款和其他财物。

网络举报：释永信持有河南少林
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80%股份，转移
少林寺相关公司产业的股份至韩某君

名下，可能伪造账目，2013年少林寺欢喜地
有限公司亏损400多万元，侵吞少林寺资产。

调查组负责人表示，释永信确实持有
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份，但
属于“代持”：依据该公司章程，持股者签署
承诺书，承诺对股份没有所有权、处置权和
收益权，不分红，不拿工资，不参与管理，
因故离开少林寺或辞世时，要无条件将股
权转给少林寺。少林寺欢喜地（登封）有限
公司从2007年成立至2013年累计负债400
多万元，主要用于改扩建经营场所、装修、
购买设备和软件配套等支出，并非一般的
经营性亏损，网络举报该公司2013年亏损
400多万元不属实。“我们在调查中，未发现
利用持有股份获取分红等个人收益的情
况，未发现转移股份、伪造账目、个人侵占
少林寺资产问题。”调查组负责人说。

网络举报：释永持负责烧高香两
年多，收入都交给了释永信。

释永持已于2008年自行还俗离开了
少林寺。经调查组对释永持等相关人员调
查并核查相关账目资料，无证据证明释永
持负责烧高香两年多，无证据证明释永信
侵占高香收入。

网络举报内容：释永信曾以铸
造世纪大钟为名，筹集善款高达千
万元。

经调查有关人员、调取相关账目、查
询银行账户，查实少林寺对铸造世纪大钟
项目有单列账户，注明共募集资金57万余
元。调查组未发现其他高额善款收入，未
发现个人从中敛财问题。

网络举报：释永信购买多辆百
万级豪车，车牌靓号。

经调查，少林寺名下登记有15
辆车，产权全部属于少林寺。

网络举报内容：南阳市三家建
筑公司实名举报释永信担任法人代
表和院长的河南佛教学院拖欠农民

工工资。
释永信并非该学院法人代表。河南佛

教学院部分工程由南阳市三家建筑公司
承建，网络举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系
这三家建筑公司与河南佛教学院在工程
结算上发生的经济纠纷，与释永信无直接
关系。

网络举报内容：释永信拥有双
户口、双身份证。

经调查，释永信拥有双重户
口。其中一个户口登记姓名为释永信，身
份证号4101251965xxxxx054，住址为河南
省登封市少林办事处少林寺常住院1号
院，登记时间为1985年。调查材料显示，
释永信另一户口登记姓名为刘应城，身
份证号3412261965xxxxx076，住址为安徽
省颍上县慎城镇，为1965年出生登记。据
调查，释永信自出家以来未使用过该户
口和身份证。调查组负责人说，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有关规定，
公安机关已注销了释永信以“刘应城”名
字登记的户口。 （河南日报）

调查组逐一公布释永信被举报结果：

未发现释永信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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