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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关键的胚胎会弄混？ 为何连代
孕中介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个地下
行业有多混乱？ 带着诸多疑问，记者连日
来多方采访， 为您揭露代孕行业的深层
内幕。

“我不怕大家把我当成反面典型，两
年前我就不做了。 ”代孕乌龙事件中涉事
中介老板娘李女士，与记者多番沟通后，
最终同意站出来揭开行业内幕。

李女士从事代孕中介业务有 6 年之

久，因为政策收紧，所以两年前便放弃了
这桩“来钱快”的偏门生意，回到河北老
家做起了正当买卖。 李女士说，自己进入
代孕行业时， 该行业还处在早期野蛮生
长阶段， 自己也算是广州最早代孕中介
之一。

广州的地下代孕业务在十多年前已
出现。“最早是在海珠一家正规医院做胚
胎移植手术。 ”李女士介绍，后来查得比
较严，代孕胚胎移植环节转到民营医院，
一些懂得操作胚胎移植手术的医生在这
些小医院里租下房间， 改造成简单的实
验室，然后开始接代孕中介的业务，收取
高额的费用。

五六年前，代孕行业进入迅速发展阶
段，但也随之出现混乱的局面。 一方面，
随着打击力度加大，正规医生逐渐退出；
另一方面，代孕移植的需求很大，但医生
严重不足，在高额收益的驱动下，有一些
并不熟悉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生， 甚至连
卫校毕业的普通医护人员， 也都进入代
孕行业，租个小实验室就敢对外接单，把
客户当成了小白鼠，边做边学，闭门摸索
代孕技术。

“业务量太多了，但可以选择的医生
并不多，靠不靠谱都不是很清楚。 ”李女

士介绍， 实验室不会长久固定在某个医
院，经常搬迁，医生变动也大。

李女士介绍，高峰时，至少数十名代
孕中介盘踞白云区怡新花园一带。 在代
孕产业链条中，中介是中间最关键一环，
接受客户委托，寻找代孕妈妈，联系医生
实施胚胎移植，都由他们来完成。 一单代
孕生意，代孕中介付给医生费用大约是 6
万元，给代孕妈妈酬劳是 18 万元至 20 万
元， 如果是双胞胎， 还会给予额外的奖
励，自己则从中赚取高额差价。

李女士介绍，6 年多前， 政策管得还
不是很严， 确实有些正规医生在暗地里
从事代孕移植手术， 大都是有经验的医
生，胚胎移植成功率比较高。

近年来，相关部门对代孕行业进行了
多次专项打击。 今年 4 月，国家卫计委等
12 部委联合发出通知， 再次将打击非法
代孕行为列为今年专项打击行动。

不过，在专项打击之下，网络上的代
孕信息仍然泛滥。 记者在网上输入 “代
孕” 二字， 出现的几乎全是 “代孕妈妈
网”“代孕中心”“私人代孕” 等类似的
搜索结果。 点开进入这些网页后发现，其
网页设置极其相似，上边放着婴儿照片，
配有代孕中介电话及“代孕套餐”介绍。

记者通过电话与多家代孕中介联系，
发现其报价比较混乱，有“大包”套餐和
非套餐之分， 但总体的代孕价格是在 30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 所谓“大包”就是
客户按约定固定付费，在约定时间代孕生
下小孩， 中间的风险由中介机构承担，如
果违约中介将全额退款。 其中，“大包”
代生一名男孩的费用约为 80 万元。

“不良的生活方式，环境污染严重，
造成国内不孕不育发病率逐年上升。相应
的，需要借助代孕的人越来越多。 ”李女
士分析说， 近日， 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
育，有些大龄夫妻想生二孩，又怕怀孕有
风险，或者已无法再度怀孕，很可能会向
代孕机构求助，选择“借腹”生子。

据《广州日报》报道

揭开代孕行业的深层内幕

近日， 一位自称代孕行业知情人士的女士向记者
曝光代孕行业的混乱内幕， 还讲述最近业界发生的一
件乌龙怪事，有一对中年夫妻求子心切，通过中介找了
代孕妈妈（简称“代妈”）产下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婴。
不料，委托代孕的“父母”在 DNA 亲子鉴定时发现，双
胞胎男婴并非其亲生骨肉， 就将男婴遗弃在代孕中介
那里。

记者与报料人持续沟通， 进一步了解到该报料人
来自河北，自称姓李，其实就是出了“怪事”的代孕中介
的老板娘， 而被客户退回的双胞胎目前就由其负责照
顾，最近已被此事搞得焦头烂额。 “一直由我们来照顾
也不是个事。我不怕暴露身份，只希望能帮小孩找到亲
生父母”。

移植出错 代孕宝宝竟闹出乌龙

因为摆了大乌龙， 李女士已将客户
数万元的预付款全额退还， 还要垫付双
胞胎代妈的工资， 并雇佣保姆及支付日
常喂养等费用。李女士表示，前前后后已
花费 50 万元。

她算了一笔账， 为双胞胎各找一个
保姆，他们要喝牛奶，用尿不湿，仅照顾
一个男婴每月就要花 1 万多元。 “我不
可能长期这样照顾下去， 经济上根本承
受不起，压力很大。 ”

“你知道代孕行业涉嫌违法， 这件

事公开后可能对自己不利吗？ ”面对记
者的提问，李女士坦陈，自己从事代孕行
业多年， 对代孕行业的法律风险有充分
认识。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绝
不会冒着暴露身份的风险来报料。 她只
希望能帮这对双胞胎男婴找到亲生父
母。

“我知道希望十分渺茫，还是想尽力
试试， 即使一时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也能通过报道留下故事，为日后母子相认
留个引子。” 李女士说。

代孕过程一波三折 最终还是闹了乌龙

到底哪个环节出错 再三追溯成无头公案

实在无力照料 盼找到双胞胎亲生父母

两个月大的双胞胎哥哥 资料图

在与记者电话沟通后， 李女士最终
同意接受记者当面采访， 经多次协商，
征求李女士同意， 前往约定地点见到乌
龙事件中的男婴。 此外， 记者采访到其
他知情人士， 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
脉。

李女士介绍， 接触这个客户已是三年
多前， 对方找上门了解代孕操作和费用，
表示想要一个儿子。 经检查， 客户夫妇俩
的精子和卵子都正常， 符合代孕条件， 于
是按行规缴纳代孕的前期费用。 据了解，
上述客户是一对中年夫妻， 40 多岁， 来自
河南， 特别想要一个儿子， 由于自身生育
有困难， 所以冒险选择代孕方式。 求子夫
妻支付了 4 万多元的前期费用后， 在广州
沙太路的华×医院成功培育了胚胎。 据李
女士推算， 该客户前往医院的时间是 2012
年 6 月 27 日至 28 日。

代孕是涉嫌违规的灰色地带， 正规的
大医院不可能操作， 一些大胆的医生会租
下民营小医院的实验室， 与代孕中介合
作， 共同开展暴利的代孕生意。 “华×医
院里就有这样一间实验室， 可进行代孕手
术。 临床医生是宁主任， 负责胚胎冷冻的
人叫徐×杨。” 李女士透露。

如无意外， 一年多就可走完代孕流

程。 但该客户却花了 3 年多， 最终竟然还
闹了乌龙。 据了解， 就在该客户成功冷冻
胚胎， 寻找代孕妈妈期间， 宁主任和徐×
杨散伙了。 徐×杨带走了他掌控的冷冻胚
胎并将胚胎转移到了惠州的仁康医院。 由
于技术不成熟， 在仁康医院实验室中进行
的多次手术都没能让一些代妈怀孕。 李女
士从同行中了解到该情况后告知客户， 客
户就暂停了代孕流程。

去年年底， 李女士听说徐×杨的实验
室换了医生， 已有成功案例， 又与徐×
杨联系， 要把之前暂停的这单代孕业务
重启。 李女士很快帮该客户找到了合适
的代妈， 并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前往惠
州， 在仁康医院进行移植手术， 代妈成
功怀孕了， 而且是双胞胎。

2015 年 8 月 13 日， 代妈在广州一家
医院产下健康的双胞胎男婴。 客户高兴
不已， 出院后， 客户按照代孕行业的正
常流程， 到医院给宝宝做了 DNA 亲子鉴
定。 鉴定结果一出来， 客户和代孕中介
都傻了眼， 男婴跟委托代孕的夫妻无血
缘关系。 代孕中介带着客户到大医院又
做一次亲子鉴定， 结论还是一样。

一怒之下， 客户将刚出生不久的双胞
胎男婴遗弃在了代孕中介。

李女士称，她做代孕中介 6 年从没想
过这种乌龙事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之前
也从未听同行说类似事例。代孕主要有三
个环节，试管合成胚胎、冷冻保存胚胎以
及最后的胚胎移植怀孕。到底是哪个环节
出现差错？ 两次亲子鉴定结果，男婴跟委
托人夫妻双方的基因都不一致， 可以断
定，移植进代妈肚子的胚胎搞错了。 业内
人士介绍，虽然代孕手术都在地下实验室
进行操作， 但基本的医疗条件还是具备
的，试管标签登记肯定都会有，一般不会
出现类似重大疏漏。

李女士称， 在惠州仁康医院移植胚
胎时，她有事在河北老家并未到现场，而
是电话委托熟人监场， 并叮嘱徐×杨不
要出差错， 要求让有经验的龙姓主任医

师操刀移植手术。
手术虽然成功了，却闹了个大乌龙。

李女士为此事奔走一个多月， 跟各环节
相关人员进行核实， 还是没搞清楚胚胎
是怎么弄错的。因为涉及各方利益，哪一
方都不愿意承认出错。代妈表示，移植前
曾多次核对胚胎登记信息， 确认与之前
冷冻登记的姓名“李丽”是一致的，不可
能在移植的环节拿错胚胎。

李女士分析， 在最初冷冻胚胎后，
徐×杨和宁主任散了伙，后来，冷冻胚胎
被徐×杨转移到惠州， 很可能在搬运过
程出现混乱，造成差错。现在，徐、宁二人
都在相互推诿， 都说那段时间只登记过
一名叫“李丽”的客户，所以不存在登记
上的混淆。

●相关链接●

广州地下代孕已有十多年

可选医生不多 水平也不清楚

正规医生暗中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