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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代孕屡禁不止 法律

存“空白”违法成本低

“非法代孕不是这两年才有， 但受

疫情影响， 原本到国外寻求合法代孕的

模式受阻， 不少海外中介机构转为地下

经营，甚至隐匿在一些居民楼里。 ”该提

案主笔人市政协常委、 民革上海市委副

主委王慧敏告诉记者。 这些中介机构打

着“包成功、包性别”的承诺谋利，背后则

存在“换卵”、非亲生、隐瞒胎儿疾病、出

生存缺陷等乱象和伦理、法律风险。

“实际上， 上海去年已经成立了打

击非法代孕的专项工作组， 各相关部门

协同联动， 开展专项整治并取得了良好

成效。” 王慧敏说。 但委员们仍对“非

法代孕” “回潮” “抬头” 隐隐担忧。

代孕作为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行

为， 如不严厉打击， 将对上海国际大都

市形象带来负面效应， 让上海健康服务

品牌受损。 为何“非法代孕” 屡禁不

止？ 委员们认为， 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空

白、 违法成本低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相关法律法规对非医务工作者缺

少约束。” 提案称， 目前， 国内与代孕

直接有关且有效的法律法规， 只有原卫

生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其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

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实施代孕技术的，

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给予警告、 3 万元以下罚款， 并

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部门规章只是强制约束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

对于非医务身份的地下实验室工作人

员， 非法宣传经营人员， 地下代孕窝点

经营者没有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惩处条

文。” 王慧敏说。

委员们在提案中同时指出， 相较动

辄单价接近百万的非法代孕业务， 现行

的罚没设备加上数万元的罚款处罚力度

无法对地下代孕产业产生震慑和警示作

用， 违法行为人付出的违法成本过低，

过罚不相当。 “违法经营者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 继续顶风作案、 违法经营的现

象得不到有效遏制。”

建立打击非法代孕常态化

联动机制 出台地方立法

委员们在提案中建议，建立“打击非

法代孕”的常态化机制，防范复发。

实际上， 上海此前已经形成相关工

作机制： 通过实行地区负责制， 将执法

工作下沉， 并且联合多部门共同执法。

卫计委、 市场监管、 公安、 民政、 房

管、 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协同， 形成了高

效率的运作机制。

“建议保留现有专项行动工作领导

小组和联动工作机制， 实现打击非法代

孕的常态化防范。” 提案称。

针对法律法规存“空白”、 违法成

本低等问题，提案建议出台地方性法规，

从严查处非法代孕从业人员与经营者。

“在法律尚未修订和行政法规尚未制定

前，我们建议先由地方人大牵头，出台地

方性法规， 针对整条地下代孕产业链上

的关键人员和组织从严从重作出行政处

罚。 ”王慧敏。 委员们还建议完善刑法规

制，对《刑法》第 225 条第（四）项作出相

应司法解释，细化补充兜底条款的内涵，

指导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

此外， 委员们还建议， 借助基层网

格化管理机制， 加强日常群防堵住监管

漏洞依托成熟的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优

势， 建立群防联防机制， 以堵监管漏

洞。 同时加强生育健康医学及法律方面

知识宣传和科普。

“非法代孕屡禁不止， 也从侧面反

映出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提案者之一

的韩曙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非法行为肯定要严厉打击， 但光靠

‘堵’ 肯定也不行， 如何‘疏’ 也很重

要。 是不是能有一些相对人性化或者

‘柔性’ 的方式， 更妥善地处理这一问

题， 值得更深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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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之一左右的青少年面临网络成瘾潜在风险 人大代表建议：

加快立法 拯救网瘾青少年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是家庭的希望， 然而， 近十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 移动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种商业网络游戏爆发

式增长蔓延， 并迅速成为危害青少年学习成长的最主要外部因素。 我国有五分之一左右的青少年面临着网络成瘾的潜在风险， 网

络成瘾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大隐患。 为此， 市人大代表袁鹏斌建议从立法层面， 斩断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

网络游戏开发、 销售和传播行为， 挽救陷入网瘾黑洞的青少年。

约五分之一青少年面临网

瘾威胁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青少年工

作系副教授、 青少年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周华珍调研发现， 我国有 18%的青少年

玩电子网络游戏超过 4~5小时， 青少年

网瘾现状比媒体报告的要广泛得多。

42%的青少年有上网的强烈想法和冲

动； 41.3%的青少年尽管知道上网的有

害影响也难以停止使用电脑； 43.1%的

青少年因为上网而放弃过兴趣、 娱乐或

者社会活动； 40.9%的青少年为了掩盖

上网的程度而向家人和朋友说过谎；

42.7%的青少年由于上网和父母或者老

师发生过冲突； 41%的青少年由于上网

和父母或者老师发生过争吵。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判断标准，

通常认为， 每周玩游戏超过 5天、 每天

超过 5 小时就很可能成瘾， 也就是说，

我国大约五分之一的青少年已经有电子

游戏成瘾现象或面临着电子游戏成瘾的

风险。

袁鹏斌代表认为， 网络游戏给青少

年身心健康和学习造成的危害是普遍

的、 严重的， 媒体上关于网络游戏成瘾

学生的悲剧时有发生， 令人触目惊心。

网络游戏成瘾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学

习和前途， 而且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着

明显的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 2019 年 5

月 25日召开第 72届世界卫生大会， 首

次将称为“游戏障碍” 的电子游戏上瘾

行为列为疾病， 在 《国际疾病分类第

11 次修订本》 中， “游戏障碍” 的章

节被列在“赌博障碍” 之后， 显示世卫

组织将两者视作本质上相同的疾病。 亚

洲一些国家和研究中心对年轻男性的研

究发现， 当人全神贯注于互联网游戏

时， 他们大脑的活动与毒品成瘾者相

似。

网游公司趋利， 造成青少

年成瘾

在袁鹏斌代表看来， 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陷入网络游戏之中不可自拔的主要

原因是， 网络游戏开发商一切从商业利

益出发， 完全抛弃了道德良知， 大量制

造并向青少年抛售精神鸦片———网络游

戏。 此外， 有关部门在发展网络信息产

业的同时， 就游戏对青少年造成危害的

问题上， 调查不充分， 分析不认真， 监

管无力度， 措施无效果。

2018 年， 中宣部、 教育部、 文化

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部门联

合印发 《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

理的意见》，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然而主要是针对网络游戏的违法问题

（涉黄赌毒）， 目的在于促进网游行业转

型升级， 回避了网络游戏成瘾本身给广

大青少年造成的危害问题。

2018 年某大牌游戏公司推出所谓

“健康系统的游戏产品”， 该系统可将

12 岁以下少年每日游戏时间限制在 1

小时， 12 岁以上青少年每日游戏限制

在 2小时。 事实上， 各种破解时间限制

的软件很容易就能得到， 使该“健康系

统的游戏产品” 形同虚设。

立法管控， 斩断网络游戏

的利益链条

袁鹏斌代表表示， 目前社会对网络

游戏造成的危害及严重程度还缺乏统一

的认识， 网络游戏有着娱乐消遣的外

衣， 危害不直观。 因此， 解决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问题要从国家层面、 法律层

面着手， 从源头治理开始， 社会学校广

泛参与， 家庭学校积极监督、 配合。 重

点是政府通过立法行政进行管控， 斩断

网络游戏的利益链条。

他建议认真严肃地组织开展一次全

国性的 （或者省市级）、 社会家庭广泛

参与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危害调查，

客观认真评估网络游戏的危害， 分析认

定原因， 为政府从法律层面解决青少年

网络游戏危害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 针对网络游戏对青少年造成

的危害， 制定 《国家 （或省市） 防治青

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危害法》。

教育、 文化部门应组织开发适合青

少年成长的电子游戏， 开设科学合理的

游戏课程， 纾解成瘾青少年心理与情

绪， 引导在校青少年健康成长。 深入广

泛宣传网络游戏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

国家有关治理有害网络游戏的法律， 提

高社会对有害网络游戏的认知， 提高家

庭防治网络游戏侵害的水平。

上海政协委员建言打击“非法代孕”

出台地方性立法 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夏天

近日， 某艺人“代孕弃养” 的新闻登上热搜， 代孕背后所涉及的法律、 伦理、 社会、 健康等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和隐患也引起

社会各界热议和广泛关注。

正在召开的上海“两会” 上， 王慧敏、 沈伯明、 韩曙、 侯丹华等 8 名政协委员联名递交提案建议， 上海建立“打击非法代

孕” 的常态化联动机制， 防范“抬头”。 同时出台地方性立法， 将禁止代孕行为纳入其中， 并完善刑法规制。

市政协委员王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