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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血能测天赋测性格测姻缘？
新华社成都 3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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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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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称一滴血就能测天赋、测疾
但具体哪些基因带来哪些天赋，在
病甚至测婚恋
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并不明确，更不
近年来，基因检测市场日渐红 足以作为依据预测一个孩子的命
火。记者在某大型电商平台上搜 运。
索“基因检测”几个字，出现 2000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多条相关产品信息。在企信宝、国 院科研部主任胡亮说，
孩子的成就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两家 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
第三方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记者 的结果，环境的作用甚至更大。一
发现，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些天赋基因检测项目，不过是对某
州 5 个城市，公司名称中带有“基 些基因功能相关性初步研究成果的
因”二字的企业就有近千家。
曲解和放大。只检测特定的基因就
有的企业在公司取名上颇费 断定孩子是否有天赋完全不靠谱，
心思，突出“天赋”
“儿童天分”等标 绝不能因此就给孩子贴标签。
签。在网络上，不少冠以“生物科
事实上，很多检测机构根本就
技”的企业投放了有关基因测序的 缺乏必要的资质。记者查询发现，
产品广告。这些公司注册资本相 一些提供天赋基因检测的基因测
差悬殊，有的不过三五十万元，有 序公司，其工商注册经营范围是
的则达千万元乃至过亿元。
“信息咨询”
，却从事“医疗诊断”
。
家住成都高新区的李女士，近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
日花近 2 万元给孩子做了一整套 学研究所博士、壹基因创始人王军
关于天赋的基因检测。公司称，抽 一透露，目前做基因检测的公司很
一滴血就可以检测孩子未来的发 多。正规的基因检测机构要有独
展潜力。李女士拿到手的报告像 立的医学检验实验室；开展产前筛
“天书”一样，全是密密麻麻的专业 查与产前诊断项目的实验技术人
概念，只有“基因”
“概率”等几个熟 员，应具备产前筛查与诊断的相应
悉的词汇认识。
“ 这跟我想象的结 资质；开展遗传相关基因检测项目
果差距太大了，有上当的感觉。”李 的，至少有 1 名医学遗传学专业人
女士说。
员。然而，目前，很多基因检测机
记者了解到，在当前的基因检 构并没有独立的医学检验实验室，
测市场，测天赋、测性格已是“标 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配”，有的公司甚至还能测婚恋。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高龄孕妇
位于北京的一家基因技术公司，推 越来越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逐渐
出所谓“男女性格、嗜好配对基因 流行。一些医院委托企业进行无
检测”，称可以帮助人们尽快确定 创产前基因检测，而部分企业根本
情投意合的意中人。这些检测项 没有相关临床资质。在湖南，一些
目既包括进取心、节俭程度、焦虑 没有相应资质的三甲医院甚至社
抑郁倾向等性格因素，还包含咖啡 区医院都在开展无创产前基因检
因偏好、甜食偏好、香菜偏好等生 测。这些医院多数不具备相关技
活习惯。
术和设备，只负责抽血，然后将样
例如，某基因检测公司官网宣 本送往检测机构。有业内人士表
称，能提供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各种 示，
这一现象属于“公开的秘密”
。
潜能与特质相关的基因检测，甚至
除了上述乱象，基因检测的一
包括“晒黑风险”
“燃脂能力”
“长寿 个突出问题是定价混乱。记者在
几率”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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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靠
元，
有的则仅几百元。
谱吗？
例如，对于目前基因检测服务
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靠 中相对成熟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谱吗？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统一收费标
主任李涛说，基因检测技术在国内 准，几百元到几千元都有。
“至于做
尚处于起步阶段，基因检测公司的 无创 DNA 检测的成本，就算收 800
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标准等都是空 多元也是有赚头的。
”
王军一透露。

“此外，一些检测机构为了多
收 费 ，还往往进行过度检测。比
如，肺癌患者在使用靶向药物前检
测60个到70个基因就足够了，
花费
6000 多元。而一些机构却要求患
者检测500到600个基因，
价格也上
涨到 1.5 万元至 2 万元，
这几乎已成
为行业的潜规则。
”
王军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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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消费者协会
公职律师唐雪宇认为，在商业化推
广中，新兴技术必须把握分寸，
“引
人误解”同样属于虚假宣传。同
时，她提醒消费者，既要对新兴技
术的发展抱有信心，也应保持理
性，
不可因功利性目的盲目追捧。

中国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隆重开业
近日 ，中国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在
海南州共和县恰卜恰镇隆重举行开业典礼。
省金融办、海南州相关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
以及中国银行广大新老客户出席庆典。
中国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历时 7 个
月的精心筹建，以崭新、美观、整洁和现代化
的容姿为高原古城再添新颜。开业仪式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分局马
海云副局长宣读了《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筹
建海南州支行的批复》。中国银行海南藏族
自治州支行行长仲志毅表示，海南州支行开
业后，将紧密联系州县各级党委、政府、监管
机构和社会各界，秉承中国银行追求卓越、开
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向当地同业学
习，自觉融入当地经济发展大潮，坚持高起
点、高标准管理，高质量运行，为客户提供特
色化、差异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将支行打
造成为区域化、特色化、智能化发展的当地最
好的银行。在服务和推动海南州经济社会发
展中壮大自身，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

值，以优质的金融服务回报社会各界，为海南
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
州委、
州政府通过不断优化投融资
环境，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构建多元化金融市场
体系，
加强银政、
银企合作，
推进各项事业的蓬勃
发展。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一直以来对海南州
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中国银行
海南藏族自治州支行的成立，
既是中国银行青海
省分行发展史上的重要布局，
也是海南州金融业
改革和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
既是中国银行青海
省分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更是对海南州发展的强
力支持，
这必将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为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服
务的主力军。中国银行海南藏族自治州支
行牢记使命担当，以提升自身服务能力为要
务，以服务海南州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树
立规范经营、诚信经营的理念，开拓进取，追
求卓越，多做贡献，让中国银行的品牌和服
务享誉高原。

女护士紧急施救窒息男孩获点赞
新华社杭州 3 月 20 日电（记者
俞菀）
“刚准备就餐，遇 9 个月小孩窒
息，脸面部口唇青紫……”
“ 本能冲
上 去 了 ，运 用 学 过 的 心 肺 复 苏 法 ”
“终于听到了小孩的哭声”
……
近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眼科
门诊护士林双琴的一场火速救援，
获得网民大量点赞。
3 月 18 日中午，林双琴和丈夫来
到杭州一家餐馆用餐，坐下不一会
儿，餐馆里传来紧急的呼救声：
“快，
快，送医院！”出于护士的本能，林双
琴循声冲过去。只见一位年轻的父
亲，抱着不满 1 周岁的小男孩不停地
拍背。小男孩的脸色已呈青紫色，
哭不出声来了。
“你刚给孩子喂了啥？”
“是大白
菜 ！”…… 通 过 孩 子 父 母 的 焦 急 对
话，林双琴立即判断，小孩一定是食
物窒息了。林双琴立即想起在医院
学过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和心肺复苏

急救法，果断指示孩子父母“快把孩
子竖起来抱”。她自己一边拍小孩
的背部，一边反复顶压小孩的胃部
……约 2 分钟左右，终于听到了小孩
的哭声，
脸色也红润了。
受了惊吓的年轻父母来不及道
谢，急匆匆地抱着孩子向医院跑去，
婴儿车也遗落在餐馆。林双琴在救
人后默默地回到餐桌。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每年都开展
全员心肺复苏培训，
作为门诊部的主
管护师，
林双琴每年都要参加培训和
考核，但是真正用于实战还是第一
次，忍不住把这段经历发到了朋友
圈。没想到不到半小时就收获了 100
多个点赞。林双琴统一回复：
“作为
医护人员，
这是我应该做的。
”
林双琴认为，普及正确的急救
常识十分必要，
“心肺复苏施救的黄
金时间只有 4 到 6 分钟，送医院恐怕
来不及，
就地抢救是最好的选择！
”

温差超 8 摄氏度仍要适当“春捂
春捂”
”
新华社武汉 3 月 20 日电（记者
沈翀）近期南方地区天气时晴时雨，
温度忽高忽低，不少居民困惑到底
该不该脱去冬装。气象专家提醒，
俗语“春捂秋冻”有科学道理，一般
来说日温差超过 8 摄氏度，居民最好
还是要注意保暖，
继续“捂”着。
湖北省公众气象服务中心总编
郑蓉介绍，早春时节，北方多是晴好
天气，南方却进入阴雨绵绵的季节，
冷暖变化频繁，
日温差较大。以湖北
为例，
尽管进入了春季，
近 1 周以来大

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不到10摄氏度。
她说，
人体与自然界一样，
在春天
开始复苏，
原先处于冬眠的皮肤细胞
开始活跃起来，
毛孔张开，
这时当冷风
袭来时，
居民如果减衣很容易感冒。
郑蓉介绍，气象上一般用日温
差 、日 均 气 温 来 衡 量 是 否 需 要“ 春
捂”。当日温差超过 8 摄氏度时，就
是需要继续“春捂”的信号。当然也
不能一味地捂着，当日平均气温高
于 15 摄氏度时，就可以“不捂了”，换
上春装享受阳光。

“打呼噜”并非睡得香

可增加多种慢病风险
可增加多
种慢病风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记者
陈聪）
“严重
‘打呼噜’
是一种非常危险
的病。
”
中国医师协会名誉会长殷大奎
日前表示，
“打呼噜”
绝非睡得香的表
现，
它在引起机体代谢性障碍的基础
上可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肿瘤
等多种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3 月 21 日是第十七个世界睡眠
日。殷大奎在日前举行的 2017 年世
界睡眠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严重
的“打呼噜”，医学上称为“睡眠呼吸
暂停”，可以造成睡眠过程中反复的
间断性缺氧，引起白天嗜睡、注意力
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问题，同时也
会增加多种慢病的患病风险。
流行病学分析显示，
“ 睡眠呼吸
暂 停 ”的 患 病 率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
2016 年最新数据显示，
这一疾病在男

性中的患病率高达 14%，20 年间增长
了 3.5 倍，在女性中的患病率增加 2.5
倍，
升至5%，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家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叶京英指出，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
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
标准。充足而高质量的睡眠是精力
恢复、免疫调节、记忆整合、内分泌
调控、儿童生长发育等重要生理过
程所必需的。睡眠质量直接影响生
存质量，睡眠障碍疾病则可以直接
损害健康，诱发多种严重疾病，甚至
危及生命。
专家提醒，睡眠障碍的患病、发
展、控制和治疗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应当鼓励有患病风险的人群及家属
多了解相关知识，科学防治疾病。

西宁中油燃气公司通告
为便于广大燃气用户及时办理天然气申报安装业务，避免高峰期燃气工程
扎堆，请西宁市范围内需要安装天然气的单位及用户及时到五四大街燃气客户
大厅申报。
燃气安装业务受理将秉承“公开受理，排序办理”的原则，2016 年已预约的
用户，我公司将按照申请的时间及项目具备安装条件排序办理。2017 年计划施
工量饱和时，在 9 月 30 日前停止天然气管道安装业务受理。
地址：西宁市五四大街 13 号燃气服务大厅 12、13 号窗口。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 时 30 至 12 时；下午，14 时 30 至 17 时。
咨询电话：0971-6338729
我公司敬告各施工单位、物业小区，严禁私自在埋地燃气管道上方及周围
随意开挖作业！如需挖掘作业，请事先与我公司联系，以便在管道专业人员配
合下安全施工。请广大施工单位配合。公司 24 小时联系电话：
0971-5131117
更多燃气服务信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西宁中油燃气
西宁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