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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一滴唾液，这样的儿童天赋基因检测你信吗？
文/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白田田

行动不止3·15，诚信服务
365。此前，在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到来之际，新华保险内蒙分
公司为全面提升服务质量，本着
以“诚信为本，品质服务”的品牌
理念，组织开展了系列消费者权
益保护活动，精心策划系列诚信

服务活动，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
高效、优化创新、优秀领先的全
方位保险服务。

内蒙分公司应对“3·15”
及“两会”风险防控，对内紧张
备战，对外平稳高效服务，前
线后援紧密联动，严控投诉风

险，牢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风险底线，确保平稳度过。

对内行动：

要求各中支贯彻落实“统
一部署、各负其责，摸清家底、
抓住重点，沉着应对、守住底
线”的整体工作原则：

行动一，3月12日前客户
服务部组织、督导各机构开展
满期给付与退保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发生后
的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置能力，
切实做好满期给付与退保风
险防范，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公
司经营稳定保驾护航。

行动二，在各机构客服中
心、办理业务等待区、公示张
贴客户意见反馈二维码摆台，

张贴投诉办理须知、并开辟投
诉专区，畅通客户投诉反馈绿
色渠道，充分发挥线上线下、
柜面、95567三道防线的作用，
面向团队宣导内部投诉渠道，
引导客户将问题优先反馈至
公司内部进行解决，严控风险
升级。

对外服务：

为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意
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改善
和提升服务水平，内蒙古分公
司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服务”
的核心理念，开展系列诚信服
务活动，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活动一，“双十”服务我承
诺。面向客户，发布并组织践
行“十大服务承诺”，通过各部
门各渠道承诺宣誓、柜面展示

等形式，集中开展服务承诺的
宣传，提升品牌形象。

活动二，诚信服务我宣
讲。从绩优业务队伍中评选业
务好、品质优的“诚信荣誉之
星”，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支持
和多样化的荣誉宣传，并在业
务团队中进行诚信服务典范
分享，树立诚信模范，引导业
务团队诚信服务。

活动三，诚信服务您监督。
从老客户中评聘服务质量监督
员，召开服务质量监督员座谈
会，邀请客户为公司发展建言
献策，促进服务不断提升。

活动四，诚信服务广宣
传。积极配合地方银保监，消
费者行业协会组织开展“3·
15”教育宣传周活动，开展现

场咨询，发放教育普及宣传材
料，提升社会大众对保险的认
知度。结合各机构实际情况制
定活动方案，组织并开展了有
针对性、有特色的宣传教育活
动，切实履行服务承诺，提升
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微信公
众号转载保监会“保险知识有
奖竞赛活动”专栏内容，普及
保险基础知识、法律法规等内
容，帮助消费者更加关注保
险、了解保险、学习保险，更好
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新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
将全力以赴、众志成城，牢牢
守住风险底线，提升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

文/刘 慧（新华人寿内

蒙古分公司）

新华保险内蒙古分公司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诚信服务

通过唾液就能测出孩
子具备哪种天赋，并以此
作为孩子的“培养说明
书”，培养出某个领域的天
才……名为“儿童天赋基
因检测”的项目，近来在各
地悄然流行。虽然有的收
费高达数万元，但还是受
到不少父母的追捧。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多数推广儿童天赋
基因检测项目的公司本身
其实不具备检测能力，只
是通过招商代理牟取暴
利。受访的多位专业人士
表示，天赋基因检测并无
充分、严谨的科学依据，只
是高价商业项目披上的

“科学外衣”。

高价的“天才培养说

明书”

湖南的简女士在一位
医生朋友的推荐下，花了1
万多元给5岁的儿子做了
儿童天赋基因检测。她将
儿子的唾液样本寄送到北
京，之后收到一份详细的
报告。简女士相信：“这种
检测靠的是大数据推理，
应该有一定道理。”

近日，记者在长沙市
一家母婴产品店看到一则
广告：买699元儿童天赋基
因检测优先版，检测孩子
六大能力，包括求知欲、记
忆力、抗压能力、吸取教训
能力、数学计算能力、阅读
能力。检测结果能帮助家
长有针对性提高孩子学习
成绩、社交能力，助力宝宝
表现更出色。

“699元只是入门产
品，还有几千元的进阶
版。”店里的销售员对记者
说，儿童天赋基因检测是

“有科学依据的”。但记者
追问使用的是哪种检测技
术，对方却语焉不详，只是
颇为神秘地说“这家公司
获得了互联网‘大佬’的投
资”。

记者调查发现，天赋
基因检测产品在一些母婴
店、保险公司、早教机构、
健康医疗机构都有销售。
此外，在线上搜索也能找
到多款产品，有的产品介
绍中还列出了“领导力”

“冒险精神”等检测项目。
在一家大型电商平

台，某网店推出了四种儿
童天赋基因检测套餐，标
价从4600元至33600元不
等，33600元的套餐包含48
项，有人际关系/交际能
力、责任感、早熟、亲和力、
音乐天赋等。另一家门店
一款号称全面儿童DNA唾
液基因检测套餐的产品，
售价高达69800元。

记者注意到，绝大部
分检测机构都打出了“科
学指引孩子成长”“培养不
走弯路”等口号，也有一些
检测机构推广时会注明

“不建议忽视环境、教育、
个人兴趣等后天因素，而
将基因检测的结果作为孩
子能力培养的唯一指导”。
有家长表示，这种声明更
像“甩锅”，“成不了天才都
是后天的错”，也因无法通
过结果来验证，对这种检
测的可信度心存怀疑。

只因“宝爸宝妈”的钱

好赚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
大力推广儿童天赋基因检
测项目的公司本身并不具
备检测能力，只是商业代

理。
在网上搜索“天赋基

因检测”，会检索出大批招
商加盟信息，它被宣传为
一个“投资小、收益快、操
作简单”的“千亿蓝海市
场”。有信息称，加盟成为
天赋基因检测的代理商具
有“低门槛、零风险、高回
报”的优势，如果平均一天

能销售一个产品，年回报
将达到50万元，专卖店投
资回报率高达230%。

日前，记者和深圳一
家基因科技公司的招商经
理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天
赋基因检测有5大类25小
项，包括情商、智商、身体
素质、艺术等。“全套的市
场定价是8550元，给代理
商的折扣是1.8折至2.6折，
项目的利润率在74%至
82%。”

这位经理说，不需要
代理费和加盟费，只需要
预付6万元就能成为代理
商。公司会培训如何拓展
业务，比如通过会销，或者

“嫁接”月子中心、母婴店、

药店、早教机构等。“宝妈
宝爸对孩子的投入是不吝
啬的，看重的是价值。”他
说。

这位经理向记者举例
说明项目巨大的利润空间
和火热的代理市场：“县级
代理商400多个，2018年的
平均月利润4.1万元，去掉
房租、水电等成本，一年纯

赚二三十万元没问题。地
级市代理商收入会更高。”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儿童天赋基因检测的
销售渠道以代理为主，大
部分公司本身并不具备检
测能力，他们只是负责拉
人头，让消费者寄送样品
到能做检测的机构，赚取
高额市场推广费用。“芯片
技术成本很低，只有几百
元，测序略高一些，也很便
宜。如果找第三方公司代
测样本，样本多的话，成本
更低。”

并无充分科学依据

儿童天赋基因检测靠

谱吗？“天赋基因决定孩子
未来发展是一个伪命题。”
北京大学医学博士、科普
作家王承志认为，天赋基
因并无充分科学依据，其
逻辑是基于一些发表的基
因和表型相关性分析，即
使一些有明确科学依据的
和某种能力相关的基因，
也无法代表一个人的天

赋。
王承志说，“例如‘辅

机动蛋白3’基因常被用来
检测运动天赋。这种基因
的R型变异可能让人体生
成一种存在于快肌纤维中
的蛋白质，为人体提供爆
发力，而X型变异则会抑制
这种蛋白质的生成。被检
测有R型变异的人会被称
为‘有运动天赋’的人，但
一个人是否会成为运动健
将和是否携带该变异并无
直接联系，人的每个能力
都由很多因素决定，每个
基因的贡献都并非决定因
素。”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
上多家儿童天赋基因检测

机构提供的检测结果五花
八门，除了音乐、数学、绘
画等常见选项，有的表述
为“自我超越能力”“领导
力”等，有的则表述为“自
我反省”“早熟”等。专家表
示，这意味着一些特定基
因的检测结果和某一类天
赋的关联各有各的解读，
并没有一致的、标准化的
认定。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
基于目前的技术，将基因
检测结果直接推导为儿
童的天赋是不准确的。

“仅靠一个基因去推测孩
子是否有相关天赋是不
负责的。”某高校一位分
子与遗传生物学领域教
师表示，片面地通过几个
或几十个相关基因位点
检测确定孩子的天赋十
分不靠谱，因为基因检测
需要大量临床样本，且需
要证实和证伪，后天的环
境对孩子的成长比天赋
重要得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从
培养孩子的角度来看，确
实需要了解孩子在哪方
面具有天赋和潜能，但天
赋不是机器一下子就能
测出来的。“对商业机构
而言，家长的钱最好赚。
但如果以商业机构的测
定结果来培养孩子，可能
会干扰甚至耽误了孩子
正常的成长。”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秘书长吴卫认为，如果检
测项目缺乏科学依据，一
些儿童天赋基因检测产品
可能涉嫌夸大宣传，建议
消费者理性看待相关检
测，避免因此影响孩子的
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