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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編輯嬰兒案 賀建奎判囚3年
三被告被控非法行醫 違規將基因編輯技術用於輔助生殖
基因編輯嬰兒案昨日在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一審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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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建奎事件」
回顧

開宣判。賀建奎、張仁禮、覃金洲等 3 名被告人因共同
非法實施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和生殖醫療

2018 年 11 月 28 日 賀建奎在香港出席第二

活動，構成非法行醫罪，分別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屆基因編輯國際峰會。在會上，他宣佈「基因
編輯嬰兒」誕生。

■新華社
院審理查明，2016 年以來，南方科
法技大學原副教授賀建奎得知人類胚

胎基因編輯技術可獲得商業利益，即與廣
東省某醫療機構張仁禮、深圳市某醫療機
構覃金洲共謀，在明知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和醫學倫理的情況下，仍以通過編輯人類
胚胎CCR5基因可以生育免疫艾滋病的嬰
兒為名，將安全性、有效性未經嚴格驗證
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技術用於輔助生殖醫
療。賀建奎等人偽造倫理審查材料，招募
男方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多對夫婦實施
基因編輯及輔助生殖，以冒名頂替、隱瞞
真相的方式，由不知情的醫生將基因編輯
過的胚胎通過輔助生殖技術移植入人體
內，致使 2 人懷孕，先後生下 3 名基因編
輯嬰兒。

賀建奎亦被罰三百萬元
法院認為，3名被告人未取得醫生執業資
格，追名逐利，故意違反國家有關科研和醫
療管理規定，逾越科研和醫學倫理道德底
線，貿然將基因編輯技術應用於人類輔助生
殖醫療，擾亂醫療管理秩序，情節嚴重，其
行為已構成非法行醫罪。根據3名被告人的
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
度，依法判處被告人賀建奎有期徒刑三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判處張仁禮有期
徒刑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判處

2018 年 11 月 29 日 中國科技部要求暫停賀

覃金洲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並
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
因涉及有關人員個人隱私，法院不公
開開庭審理了此案。據法院負責人介紹，
庭審過程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物證、書
證、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檢
查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3
名被告人當庭表示認罪悔罪，辯護律師到
庭為3名被告人進行了辯護。
被告人家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媒體記者及各界群眾代表旁聽了宣判。

涉案人上「黑名單」終身禁相關工作
記者還從廣東有關部門獲悉，「基因
編輯嬰兒」事發後，廣東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視，迅速成立調查組開展調查，並於
2019年1月公佈調查結果。同時根據有關
規定，廣東省對涉事單位和人員進行了嚴
肅處理和問責。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已將相
關涉案人員列進人類生殖技術違法違規人
員「黑名單」，終身禁止其從事人類輔助
生殖技術服務工作。科技主管部門已對涉
案人員作出終身禁止其申請內地人類遺傳
資源行政審批、終身禁止其申請財政資金
支持的各級各類科研項目等行政處理。科
技主管部門、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分別責成
涉事單位完善科研和醫療管理制度，加強
對相關從業人員的監督管理等。

建奎的科研活動。

2018 年底 賀建奎被《時代》
《環球科學》等雜
誌評為
「2018年影響科技的重要人物之一」
。

2019 年 12 月 5 日 美國科技媒體《MIT科技
評論》拿到賀建奎的手稿，披露了實驗中的細
節。多位知名專家稱：實驗並未對 HIV 做出完
整的實驗驗證，研究結果可能無效。
■基因編輯嬰兒案昨日一審宣判，賀建奎被判處有期徒刑 3 年，並處罰金 300
萬元。圖為賀建奎早前在香港出席國際會議的照片。
資料圖片

該如何避免出現第二個
「賀建奎」
？
全球矚目的「基因編輯嬰
兒」案件告一段落，賀建奎等
1? 三人被追究刑事責任。2018年
11月，賀建奎在香港參加第二
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
時，介紹了一個基因編輯的實驗並宣佈一對基
因編輯嬰兒已經誕生。恍如在世人面前打開了
一個潘多拉魔盒，全球為之震驚。事件發生一
年之際，學界和媒體依然對此進行熱烈的討論。
昨日案件宣判，即刻成為最熱的新聞。然而案



件雖結，留給世人的隱憂長存，在科技發展日
新月異的當下，如何避免出現第二個「賀
建奎」？
「技術發展的腳步不會停，但案件帶來了
警示，我們需要一些預警機制。」一位人類遺
傳學的專家表示。事實上，過去一年多，學界
對基因編輯的熱情不減，但變得非常謹慎，全
球的倫理和監管都在做一些矯正，包括美國國
立衛生研究院（NIH）表態不支持生殖細胞基
因編輯的臨床研究，世界衛生組織（WHO）

以教育和預防犯罪為目的
新規明確，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應貫徹「教
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以幫助
教育和預防重新犯罪為目的。具體而言，新規完善了與成年人分
案辦理、訊問時合適成年人到場、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和考察、
犯罪記錄封存等制度，增加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案件辦
理要求，且明確可借助社會力量開展幫助教育涉案未成年人的工
作。比如，吸收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等專業社會力量參與涉案未成
年人幫教、救助工作機制，以提高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質量和效
果。

應「一次詢問」防「二次傷害」
新規要求，對於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要注意辦案方式方
法，採取適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點的方法，充分保護未成年被
害人的合法權益。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應以「一次詢問」為原則，
「這是針對因詢問方式不當導致取證質量不高，或者反覆詢問造
成『二次傷害』等問題而作出的規定。」
童建明介紹，最高檢近幾年推行「一站式」詢問救助機制已取得
明顯成效，全國已建立環境溫馨，具備取證、心理疏導、身體檢查、
同步錄音錄像等功能的「一站式」詢問救助辦案區330餘個。

■最高檢昨日在京發佈新修訂刑訴規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嚴防刑訊逼供和冤錯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最
高人民檢察院昨日在京發佈新修訂刑訴規則，
最高檢副檢察長童建明表示，刑訴新規切實維
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
的有機統一；切實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
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其他權利。針對
實踐中發生的非法取證行為，嚴格實行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切實防止刑訊逼供和冤錯案件。
此外，為強化境外追逃的法律手段，刑訴新規
完善了檢察環節缺席審判訴訟程序。
童建明介紹，刑訴新規共 17 章 684 條，較
2012年減少了24條。他表示，刑事訴訟法是當
事人的權利保障法，刑訴新規切實體現尊重和
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
其他權利，努力使民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義。
針對實踐中發生的非法取證行為，嚴格實行非
法證據排除規則，切實防止刑訊逼供和冤錯案件。

新規明確了非法證據的範圍；完善重大案件偵查
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規定檢察院發現偵
查人員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依
法排除相關證據並提出糾正意見。

嚴控偵查羈押期限
童建明介紹，為防止辦案拖延，嚴格限制延
長偵查羈押期限，督促偵查機關積極開展偵查
活動。新規明確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執行
逮捕後未有效開展偵查工作或偵查取證工作沒
有實質進展的，檢察院可作出不批准延長偵查
羈押期限的決定。
另外，為強化境外追逃的法律手段，新規規定
了缺席審判程序。童建明介紹，刑訴新規對缺席
審判案件提起公訴的檢察院的級別、檢察院提交
被告人已出境證據的義務和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
核准的程序等，為與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法院
的辦案程序銜接設定了「接口」。

着手制定管理框架，中國的基因編輯臨床研究
需要經過更嚴格的行政審批。甚至有的學校，
增設了生物工程倫理課程。
在發展科技時，我們要完善相關的法律
法規，加大違法成本。同時，也需要打破
學科和部門間的壁壘，從實驗室的基礎研
究到臨床轉化，再到技術應用的每一個環
節，建立起一整套的監管制度，讓科學家
明確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羅湖口岸將改造？ 深圳口岸辦：暫無相關消息

新刑訴規則 對未成年人
「雙向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昨
日公佈的新修訂刑訴規則中，體現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
年被害人的「雙向保護」原則。最高檢副檢察長童建明表示，新
規以幫助教育和預防重新犯罪為目的，明確辦理未成年人與成年
人共同犯罪案，一般應分案辦理分別起訴；不宜分案處理的，應
對未成年人採取快速辦理等特殊保護措施；開展社會調查應當尊
重和保護未成年人隱私；詢問未成年被害人、證人以一次為原
則，防止造成二次傷害。
數據顯示，2019年1至11月，檢察機關共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近 2.9 萬人，同比上升 7.6%；提起公訴 3.8 萬餘人，同比上升
10.2%。共批捕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犯罪嫌疑人近4.4萬人，上升
19.4%，起訴 5.6 萬餘人，上升 25.9%。其中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
案件上升幅度更大。童建明指出，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既注重保護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又注重維護未成年被
害人的合法權益，充分體現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害
人的「雙向保護」原則。

2019年 12月 30日 案件一審宣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深港兩地間口岸的動
態備受各方關注。昨日，有香港
媒體報道，深圳當局近月開始重
新規劃羅湖口岸的設計，建議把
港鐵東鐵線北延過深圳河，以及
預留接口位置與香港在內地做
「一地兩檢」。香港文匯報記者
就此採訪了深圳市口岸辦及羅湖
邊檢站，兩單位回應稱暫時未有
相關消息。
上述香港媒體報道還指，深圳
當局有意在內地口岸連接深圳地
鐵兩條線路包括 17 號線和 11 號
線，令深港兩地的交通接駁無縫
對接，互相接通兩地的市區。對
此，深圳市口岸辦相關人員回應
稱，深圳市政府建議港鐵北延和
預留「一地兩檢」接口位置方面
暫時未有此消息。據悉，今年上
半年深圳羅湖區通過的《深圳火
車站與羅湖口岸片區更新統籌規
劃》中明確了羅湖口岸和羅湖火
車站整體片區的更新規劃。這一
片區整體設計範圍為 1.8 平方公
里 ， 片 區 核 心 佔 地 67 萬 平 方
米，將構建高端商務、時尚消
費、休閒娛樂、旅遊生活等功能
疊加的複合型功能片區。

■圖為深圳羅湖口岸邊檢大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