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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
呼和浩特中支总监谢艳萍：言不信者行不果

“言不信者行不果。”“保万家祥泰，获昕夕安康。”这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中心支公司总监谢艳萍最喜欢的两句话，一句是她的人生格言，一句是她所带领
团队的口号，正是遵循这样的誓言，谢艳萍实现年收入百万，季度收入第一名，拥有了300
多人的6个团队。团队仅2017年一年保费收入2300多万，给近3000多名客户带去了2亿多元
的保障，在新华保险公司工作12年为2万多人次带去20多亿的保障。

谢艳萍还是总公司五星级讲师，总公司理财规划师，2008年荣获绩优百强百花奖，2009
年被评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功勋之星，2010年被评为优秀职业经理
人，2011年半年高峰会名誉主席，2013年荣获总公司50强营业部，多次入围总公司500强营
业部并分别在北京，长沙，张家界等地接受表彰。有着十八年从业经历的谢艳萍，一路走来
感触颇多，这十八年的职业生涯里有过委
屈，有过奋斗，有过满足，更多的是收获,也
更加热爱这个职业了。 文/翟桂龙

【事件】

争议宝宝“横空出世”

据人民网报道，11月26
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
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
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
天宣布上述爆炸消息。根据
流传出的一份《深圳和美妇
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审查申请书》显示，该项研
究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
人类胚胎的体外受精，采
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
技术，对受精卵的CCR5基
因进行基因编辑，与正常
受精卵进行各种差异比
较。在进行严格遗传学诊
断、筛查以及再次确认基
因矫正成功之后，选择目
标胚胎移植到母亲的子宫
孕育。在孕期早、中期阶
段，医生还要对孕妇进行
羊水筛查，最终生产CCR5
突变的健康孩子。据了解，
基因编辑宝宝的父母为一
对志愿者夫妇，母亲为健
康人，父亲是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

据贺建奎介绍，基因
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
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
卵时期，把Cas9 蛋白和特
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
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
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
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
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
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
为“基因手术刀”。

据报道，贺建奎还将

在峰会现场展示他领导的
项目组在小鼠、猴和人类
胚胎的实验数据。在50枚
人类胚胎基因测序结果显
示，未发现脱靶现象；而所
有人类正常胚胎里面，有
超过44% 的胚胎编辑有
效。贺建奎还展示此次基
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
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
并未发现脱靶现象。他表
示，结果仍然需要时间观
察与检验，因此准备了长
达18年的随访计划。

【澄清】

不知情未报备未签字

但是没想到这件备受
瞩目的医学事件很快遭受
官方“否认三连”：相关医
院说不知情、签字者说未
参会、卫计委说未报备。

先说说首例基因编辑
宝宝事件的另一个主角：
民营医院深圳和美妇儿科
医院。尽管名字赫然列在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
请书”上面的第一行，被社

会和业界广泛认为参与了
该项研究，但是昨天深圳
和美妇儿科医院很快做
出回应，否认该院和此事
有关，“这件事不属实，我
们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
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
上热搜，正在调查。”而至
于贺建奎是否有挂靠深
圳和美进行相关研究，深
圳和美方面表示“不了解
情况”。

于是媒体又追问到深
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
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前未收
到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
是，审查报告上的签字者
也对媒体称不知情、未参
会。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
请书》可以发现，有七人在
该文件上签字，日期为
2017年3月7日。上述七人
之中有一位委员昨天下午
对媒体表示，对于此事并
不知情。“我们医院的伦理
委员会是2017年5月8日成

立，我是其中的一名委员，
但是这个《申请书》涉及的
会议我没参加，也没有签
字，更不知道试管婴儿跟
我们这个科室有什么关
系。”该委员说。《申请书》
的签字日期是2017年3月7
日，但前述签字人员却表
示，当年5月8日才成为该
院伦理委员会成员。针对
这一问题，尚无相关方面
予以回应。

【进展】

深圳市启动调查

国家卫健委对此事予
以回应称，11月26日，有媒
体就“免疫艾滋病基因编
辑婴儿”进行报道。我委高
度重视，立即要求广东省
卫生健康委认真调查核
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
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
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
开结果。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
委员会已启动对首例艾滋
免疫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的
调查。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于
2016年公布的《涉及人的
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
法》明确规定———从事涉
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
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
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
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
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
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
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深圳市参照该《办法》
对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
会的相关职责要求，建立
了“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
委员会”，并已开展“从事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
医疗卫生机构已设立伦理
委员会的备案工作”。

根据“医疗卫生机构
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
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
执业登记机关备案”，经
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
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
委员会已于11月26日启动
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
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
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

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
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
公布。

【隐患】

或引发未知疾病

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
会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
病学会艾滋病专业学组副
组长卢洪洲教授在接受北
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对这
项研究的价值表示了疑
问：“艾滋病的母婴阻断非
常成熟，如果担心艾滋的
亲子间遗传，母亲治疗就
可以了，干吗还要做这份
研究呢？它的研究价值何
在呢？”卢洪洲还对这一
技术可导致的其他疾病
表示担忧：“人体的每个
部分都不可或缺，是非常
自然的生命，这样做除了
伦理，还可导致其他未可
预知的东西，这都是需要
考虑的。”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
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
肖江告诉北青报记者：“这
个技术理论可行，但成功
率很低，并且孩子未来是
否可导致肿瘤或其他未知
疾病，不好说。”报道中所
谈到的基因编辑实现艾滋
免疫，是通过“敲掉受精卵
的CCR5基因”，在肖江看
来，这一步很不容易，失败
率高，“敲除CCR5基因，是
否会脱靶敲掉其他正常基
因呢？虽然他们说效率高
不会脱靶，但这种可能性
仍存在，把CCR5敲除了，
把其他正常基因也敲除
了，就可能导致癌症或其
他疾病”。肖江同时表示，
伦理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应当严肃慎重对待。

【反响】

122位科学家谴责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王晓群、中科院遗传发
育所吴青峰、浙江大学生
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中
国医科大学王菲、同济大
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沈
沁等122位科学家对首例
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
项目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
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
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
狂形容。作为生物医学科
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
谴责！

声明中表示，此项技
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
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
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
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
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
更重要的伦理。这些不确
定性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
改造，一旦做出活人就不
可避免地会混入人类的基
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没有人能预知。确实
不排除可能此次生出来的
孩子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健
康，但是程序不正义和将
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
群体的潜在风险和危害是
不可估量的。与此同时，这
对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
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
是巨大的打击。

【调查】

医院未取得相应资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官网上显示，截止到2016
年12月31日，我国经批准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医疗机构共451家。我国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中规定，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必须在经过批准并
进行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
施。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的深
圳和美妇儿科医院，没有
被列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官网名单上，这意味着，
该医院并不具备做试管婴
儿的资格。

资料显示，贺建奎现
为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在一份声明
中披露，贺建奎副教授已
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
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
-2021年1月。此项研究工
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
开展。事实上，贺建奎并不
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他同
时还是一位企业家，名下
拥有多家企业股权。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未经伦理审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赵新培 张小妹 雷 嘉

来自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昨日宣布，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由于从胚胎时就接受过基因修
改，所以研究者称，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这一消息立即引发各界广泛质疑。122位我国科学家昨日晚些时候就对此
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强烈谴责，表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贺建奎任教的南方科技大学昨日也在一份声明中
指出，对于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该校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涉事医院的宣传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