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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醒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广东省“基因

编辑婴儿事件” 调查组获悉， 现已初

步查明， 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

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 自筹资金，

蓄意逃避监管， 私自组织有关人员，

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据调查组介绍， 2016 年 6 月开始，

贺建奎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

项目团队， 蓄意逃避监管， 使用安全

性、 有效性不确切的技术， 实施国家

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活动。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 贺

建奎通过他人伪造伦理审查书， 招募 8

对夫妇志愿者

（艾滋病病毒抗体男方

阳性 、 女方阴性 ）

参与实验。 为规避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实施辅助生殖

的相关规定， 策划他人顶替志愿者验

血， 指使个别从业人员违规在人类胚

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植入母体， 最终

有 2 名志愿者怀孕， 其中 1 名已生下

双胞胎女婴“露露” “娜娜”， 另 1 名

在怀孕中。 其余 6 对志愿者有 1 对中

途退出实验， 另外 5 对均未受孕。 该

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

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国内外造

成恶劣影响。

调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贺建

奎及涉事人员和机构将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

理。 对已出生婴儿和怀孕志愿者， 广

东省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与

相关方面共同做好医学观察和随访等

工作。

2018 年 11 月 26 日， 贺建奎团队

对外宣布， 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随即， 广东省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展开调查。

广东初步查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

员 交通宣）

三万八购买豪华月子服务

却不能享受， 不仅江景房变“过渡房”

还遭遇伤口化脓……昨日， 广东省消

委会公布上月消费投诉情况， 数据显

示， 2018 年 12 月， 广东省消委会共接

待来访、 接受投诉咨询 2434 人次， 其

中接到消费者投诉 1888 件， 消费者投

诉同比上升 63.69%， 85.64%。

消费者： 豪华月子房变“过渡

房”， 还住到伤口感染化脓

消费者伍小姐于 2018 年 3 月向广

州博泽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预订了

价值 3.8 万元的豪华江景房月子套餐，

约定预产期入住。

7 月预产期前一天， 消费者成功产

子后立即联系该公司客服， 对方却以

其临时通知为由， 告知其无房间可入

住， 只能暂时在另一家分店过渡两天。

然而， 该公司一再拖延， 导致消费者

在过渡房住了半月之久， 且该过渡房

为临时租用的公寓房间， 房间配置和

卫生条件均未达到月子房的标准。

与此同时， 博泽母婴护理公司提

供的妇幼医院妇产科专业医生也不专

业， 在多次查房过程中均未对消费者

的伤口做出及时有效护理， 还将伤口

误判为疤痕增生。

最终， 消费者伤口出现感染化脓，

不得不在月子期间 3 次去医院进行伤

口清创。 对此， 博泽母婴护理公司提

供价值 8000 元的产康服务和宝宝游泳

服务作为补偿。 结果由于产康师和设

备的缺位， 该公司不仅无法履行补偿

承诺， 甚至连原套餐里基础的产康服

务也未能及时提供。

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

向广东省消委会投诉， 要求博泽母婴

护理公司进行赔偿。

省消委会工作人员接诉后， 随即

同博泽母婴护理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

该负责人回复称： 首先， 在佛奥店过

渡是经过消费者同意的， 并且过渡房

也是五星级公寓套房； 其次， 对于护

理不当造成伤口感染的问题， 月子中

心并非医疗机构， 并没有医疗服务资

质， 如出现伤口感染的情况， 建议消

费者去医院就诊。 最后， 针对消费者

反馈的情况， 公司已经提供附加服务

作为补偿， 而消费者也先后带宝宝享

受了 10 次游泳服务， 而产康项目由于

产康室容量有限， 每次进行服务需要

提前预约， 若消费者愿意， 公司可以

继续提供服务。

消费者不认可此说法， 表示自己

曾尝试预约， 但因产康师辞职， 导致

其并没有在需要产康服务阶段享受到

该服务， 而现在自己已过了需要产康

服务的阶段， 已不需要此服务， 所以

要求博泽母婴护理公司进行赔偿， 但

对方明确拒绝消费者诉求。

省消委会多番调解沟通， 最终因

双方分歧过大， 意见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 案件调解无效， 省消委会建议消

费者通过向行政机关举报， 或者向法

院起诉等方式继续维权。

消委会： 月子中心或涉霸王条

款， 应承担违约责任

对此， 广东省消委会表示， 消费

者伍小姐与博泽母婴护理公司达成了

母婴托护服务合同， 合同就套餐费用、

服务项目、 月子房标准、 入住时间等

事项作出了明确约定。 而后， 双方又

就部分违约问题达成了补偿协议。 但

在两份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中， 博泽

母婴护理公司却屡屡违约。

其中， 双方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

“甲方产妇、 婴儿应于预定时间当日入

住， 若时间有变动应提前 5 日通知乙

方工作人员， 且实际入住日期与预定

日期前后相差在 5 日之内， 否则， 乙

方有权按照实际客源情况另行为甲方

安排房间 ， 甲方应当遵守乙方的安

排。” 消费者实际入住时间与预定日期

只差一天， 虽然消费者没有提前 5 五

天告诉博泽母婴护理公司， 但是该公

司也应按照合同约定尽快为消费者安

排原本预定的房间， 可是该公司却以

临时通知为由， 让消费者去其他分店

过渡两天。

更改协议后， 博泽母婴护理公司

理应在过渡期两天后安排伍小姐入住

原预订房间， 却再次违背承诺， 一再

延长过渡期， 导致伍小姐在过渡房住

了半月之久。

实际生活中， 很多准妈妈不可能

知道自己的准确生产日期， 即便有预

产期作参考， 但刚好能在预产期生产

的准妈妈少之又少， 要做到提前 5 天

通知月子中心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上

述条款有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经营

者责任的嫌疑， 涉嫌霸王条款。

此外， 消费者购买的是豪华江景

房月子套餐， 即便其接受临时过渡的

安排， 博泽母婴护理公司也必须安排

同等标准的房间， 可实际提供的过渡

房配置和卫生条件均不利于消费者产

后康复。

虽然博泽母婴护理公司辩称过渡

房仍是五星级公寓套房， 并未违约，

但五星级公寓套房并不代表房间符合

月子房标准。

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 套餐内容

明确包含“4 次三甲医院妇科医生巡

诊” “产后妈妈生活起居护理协助服

务” “伤口换药” 等诊查和护理服务，

但该公司安排的巡诊医生并未对伍小

姐的伤口情况作出正确判断， 也未对

伤口进行有效护理， 最终导致消费者

伤口感染化脓， 侵犯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权。 博泽母婴护理公司已然违约。

根据 《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规

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博泽母婴护理公

司违反合同约定， 理应承担违约责任，

消费者的赔偿要求合法合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

讯员 粤水轩 ）

记者昨日从省水利

厅获悉，继广州、东莞成为第一批国

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后， 珠海和惠州

于近日通过全国第二批水生态文明

城市试点建设验收， 成为国家水生

态文明城市。 至此，广东共有4个城

市成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

据了解，2014年珠海、惠州两市

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2015~2017年试

点期间， 珠海、 惠州两市围绕水环

境、水生态、水安全、水管理、水文化

五大体系统筹开展试点工作， 累计

完成115项建设任务， 完成投资156

亿元。 其中珠海市实施了55项建设

项目，包括香洲美丽海湾建设、前山

水质净化厂一期工程等9项重点示

范工程建设， 试点期间累计完成总

投资68.80亿元。 惠州市完成60项

（类）

水生态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

76.95亿元，是计划投资69.68亿元的

1.1倍，实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

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提高了水

生态文明水平。

在试点建设期间，珠海、惠州两

市均全面完成了省政府批复的试点

实施方案各项任务。 2018年8月通过

水利部专家技术评估，12月通过了

省政府验收。珠海市构建了“陆海统

筹、水为脉络、望山见水、人水和谐、

山海相拥、陆岛相望”的滨海山水城

市， 惠州市打造了“一湖两江十四

涌，一海三山八湿地”的惠民之州。

三万八买豪华月子服务成泡影

双方无法达成调解，省消委会表示月子中心或涉霸王条款

●尽量选择开业有一定时

间、有经验有口碑的月子中心；

●在签订合同时，仔细查看

合同内容，对于与自己重大利害

关系的内容要特别留心，不明之

处可要求商家予以说明，对于明

显侵犯自身权益的霸王条款应

直接拒绝；

●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商家

的口头承诺一定要纳入书面合

同；

●消费过程中，多采用书面

记录、录像、录音等多种方式留

存证据，以便日后维权。

消费过程中可录音录像

留存证据以便日后维权

珠海惠州获评

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

讯员 王宏芳）

记者昨日获悉，广东

省第七届花灯文化节暨兴宁市首

届花灯文化旅游节将于 1 月 30 日

至 2 月 1 日在兴宁市举办，届时将

有来自全省各地的 22 个代表队和

兴宁市本地的花灯一齐亮相，游客

可赏花灯、品美食。

据了解，本届花灯文化节主展

区设在熙和湾·客天下花灯文化特

色小镇。

活动吸引了广州、佛山、江门、

惠州、潮州、梅州、湛江、东莞等各

地 22 支花灯代表队参与， 将展示

26 个花灯品类，80 多组灯、200 多

盏灯，送上一场传统花灯文化的盛

宴。 包括了兴宁花灯；佛山彩灯；广

州红木宫灯、广绣宫灯；潮州花灯、

灯屏；江门新会鱼灯、茅龙笔花灯、

剪纸宫灯等。 其中，最高的花灯为

佛山彩灯《海山生明月》， 高达 6

米，最长的花灯为湛江市《龙鱼灯

彩庆盛世》的 3 条龙灯，长 8 米，风

格不同、光彩夺目的花灯将营造一

个花灯世界。 花灯文化节期间还有

大型灯光水秀、文艺演出、灯谜晚

会、焰火晚会、千人徒步活动、书法

家免费挥春、客家美食节等。

据悉，广东省花灯展将延续到

2 月 20 日。

广东花灯文化节

月底兴宁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