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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PREFACE
目前，在美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印度和
希腊等文明法制国家，代孕作为一种使用夫妻受精卵为主移植至代孕妈妈子
宫的爱心互助公益行为，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并制定规范的《代孕法》。而
在我国，代孕产业仍处于灰色地带，据人口学家估算，我国有近千万的失独
家庭，不孕不育家庭超过五千万，需求代孕解决生育问题的人数超过 2 个亿。
真正实施代孕的，是“德”“财”兼备的高素质家庭，他们需要诞育的是婚
内孩子，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和一个天长地久的爱情。因此，我期望
我们国家的法律能够将符合伦理、道德的代孕产业纳入完全合法阳光的规范
轨道，让代孕供需双方及中间担保方权益得到保障。让失独家庭重燃希望，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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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家庭收获欢笑，找寻本应属于他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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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 月 10 日

成立中国首家代孕网：

2004 年 10 月 1 日

吕进峰站长开始全职、公

2004 年 10 月 2 日

首创将“代孕妈妈”命名

AA69 代孕网。
开操作。
为：代孕志愿者。

1977 年 7 月
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市，

2004 年 11 月 10 日 苏州《城市商报》率先报
道本站。

大学毕业。中国代孕产
业创始人，公称为中国

2004 年 12 月 25 日

代孕之父，现任澳门同

2005 年 4 月 5 日

苏州接受《民主与法制》
面对面专访。

达医疗投资集团董事长
等职。

流程和协议进行重大修改。

2005 年 4 月 12 日

站长就部分媒体的诬陷报
道，发表严正声明于网站。

物流工作
2005 年 4 月 14 日
1997 年，大学毕业的吕进峰进入苏州华硕、裕廊等外资企业从事物流、

2005 年 6 月

资材管理工作，从基层员工做起，稳扎稳打，慢慢做到中层管理干部，直到

2005 年 6 月 1 日

2004 年，才离开物流行业。

网站通过备案，苏 ICP 备 05001465 号。
开始出现“香港博爱代孕网”等假冒诈骗网站。
《北京娱乐信报》暗访本站。

2005 年 7 月初

苏州接受南京电视台《社会大广角》系列面对面采访。

八年磨一剑！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吕进峰从一名生疏的缺乏操作经验的员

2005 年 7 月 10 日

阻击诈骗网站，即日起实行直接无定金先见面面谈。

工，逐渐成长为一名在物流行业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管理者，在他的带领下，

2005 年 7 月 18 日

出现更多假冒和仿照本站的诈骗网站。

公司的业务流程规范化，业务操作标准化，物流服务质量上升，客户满意度提

2005 年 8 月 5 日

因为交通和地理位置原因，总部迁址武汉。

高，这些管理经验也在他日后的事业里起到重要的作用。

2005 年 8 月 24 日

武汉接受《法制中国》电视栏目面对面专访。

2005 年 8 月 29 日

苏州接受《百姓杂志》面对面专访。

代孕历程

2005 年 8 月底
2005 年 9 月 1 日

2003 年底，春节回家的吕进峰先生碰见同学，得知其因终生不育而遭丈
夫抛弃。那时，帮助因各种原因造成不孕的家庭的念头在他心里萌芽，责任感

2005 年 10 月 30 日

重新开办面对面免费捐精捐卵项目。

2005 年 12 月 1 日

取消省级办事处制度，重建全权独立操作的省级代理

2005 年 12 月 4 日

站长就部分媒体的诬陷报道，再次发表严正声明于网站。

制 度。

和事业心越发强烈的他毅然离开了他工作八年的行业，凭着他心中越发强烈的
责任感，选择进入这个全新且并从未涉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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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省级办事处制度，进一步完善流程和协议。
《中国江苏网》推出 AA69 代孕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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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 9 日

健全面对面免费捐精捐卵制度，设立 论坛。

2006 年 6 月 6 日

2005 年 12 月 16 日

公布站长具体姓名、照片、账号于网站，进一步接

2006 年 6 月 20-30 日 北京接受湖南卫视《财富中国》面对面采访站长、

受公众监督。
2006 年 1 月 1 日
2006 年 1 月 12 日

需求方、代孕方。

总部停止直接接洽需求者，需求者与省级代理直接

2006 年 7 月 8 日

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面对面采访站长

无定金面谈。

2006 年 7 月 10 日

即日起，总站对所有分站承担所有连带责任，加强

2006 年 7 月 29 日

推出“AA69 爱心资助计划”帮助单身妈妈和贫困女生。

武汉接受《知音》杂志之《第一生活》周刊面对面
专访。

2006 年 1 月 17 日

《华晨商报》专访站长。

2006 年 2 月 9—13 日 接受上海东方卫视电视台之《深度 105》栏目面对
2006 年 2 月 12 日
2006 年 2 月 20 日

整体诚信度。
2006 年 8 月 15 日
2006 年 9 月 10 日

推出“AA69 飓风行动”招聘大量联系专员，深入民间。
《北京晚报》报道本站。

面 专访站长。

2006 年 9 月 10 日

新浪博客被封 ! 新开代孕论坛板块 !

成都代理接受《潇湘晨报》面对面专访。

2006 年 9 月 11 日起

为降低风险和提高代孕双方保障 , 取消代理制度 ,

2006 年 10 月下旬

北京电视台《今日视点》等栏目联合面对面采访站

2007 年 1 月 4 日

出现越来越多新注册且伪装成几年历史的仿造本站的

驻深圳 志愿者接受中央电 视台《 社会纪录 》面对
面采访。

设立吕进峰客户主管制度 !

2006 年 2 月 21、22 日 北京接受 < 路透社 > 北京记者站面对面电视专访。
2006 年 3 月 19 日

新华社《新华纵横》面对面专访站长、需求、代孕

2006 年 3 月 26 日

北京饭店接受日本《 产经新闻 》北京特派员面对面

长和需求方夫妻。

妈妈。

“代孕”网站。
2007 年 5 月 23 日

本站部分客户主管与站长于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且合

2007 年 6 月 4 日

北京接受《情感龙门阵》面对面访谈本站副站长、三

2007 年 6 月 6 日

上海接受上海东方卫视《陈蓉博客》面对面访谈本站

专访。
2006 年 4 月 1 日

《新民晚报》专访站长。

中央电视台报道本站，部分扭曲。

照留恋。

2006 年 4 月 6 日

广州《新快报》暗访本站广东代理，部分失实。

2006 年 4 月 10 日

武汉、东营接受《青岛早报》面对面采访站长和代理。

2006 年 4 月 13 日

武汉接受《信息日报》访谈本站站长。

2006 年 4 月 19 日

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嘉宾访谈。

2007 年 7 月 1 日

网站重新制作改版，开始新的历程。

2006 年 4 月 22 日

北京接受《洛杉矶时报》专访站长。

2007 年 8 月 1 日

又出现几家复制本站内容的假冒代孕网。

2006 年 5 月 1 日

因为业务开展必需，总部迁址北京。

2007 年 8 月 15 日

进行适当的人事调整，完全承担离职人员的在职时

2007 年 9 月中旬

又出现几家复制本站内容的所谓代孕网。

北京新城国际公寓接受《南德意志报》面对面专访

2007 年 11 月中旬

开辟广州办事处及广州试管医院。

站长。

2008 年 1 月 1 日

增加专职招聘主管职务。

2006 年 5 月 9 日
2006 年 5 月 9 日
2006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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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代孕妈妈。
副站长、代孕妈妈。

北京接受《今日美国》面对面专访站长。
《鲁中晨报》报道本站。

间段的工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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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 4 日

广州鼎龙大酒店接受《悉尼晨报》专访站长及志愿者。

2008 年 4 月 15 日

北京接受内蒙古卫视《现场》栏目访谈。

2008 年 5 月 13 日

开始申请收养震区孤儿。

2008 年 5 月 18 日

正式推出包成功试管代孕套餐。

2008 年 6 月 23 日

北京赞助《超级访问》栏目。

2008 年 6 月 24 日

北京中国日报社接受《中国日报》专访。

2008 年 10 月 8 日

广州《信息时报》暗访本站工作人员和代孕妈妈。

2009 年 4 月 6 日
2009 年 4 月 14 日

推出先成功再付款包成功套餐 A、B、C。
《南都周刊》对本站进行特别报道

2009 年 7 月 5 日

本站接受央视《经济与法》节目访谈。

2010 年 12 月 1 日

本站开启赴美合法代孕业务。

2011 年 11 月中旬

《家庭》杂志专访吕进峰先生。

2011 年 11 月

任澳门同达医疗投资公司董长及参股马泷医院生殖
中心。

2012 年 3 月上旬

《凤凰周刊》采访吕进峰先生。

2013 年 2 月起

投资武汉、上海、成都、北京、珠海、山东等多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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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记者：以前有没有成功的先例？
爱心使者：我们操作已经良久！有！请放心！
记者：国外倒是听过，你们操作了多长时间了？
爱心使者：2004年4月底正式开始的。

苏州疑现“代孕中介” 用户借腹一次收费6-8万

记者：女的长相怎样，身材？

出处：2005年1月14日 《江南时报》

爱心使者：一般以上了，请放心。

网页链接：http://news.sohu.com/20050114/n223938492.shtml（搜狐）

记者：人选多吗，年龄不要太大，25岁左右，有吗？

借精、借卵甚至借腹生子，曾经是个时髦的话题。一定程度上说，这些“

爱心使者：有的。

代孕”技术解决了部分不孕不育者的烦恼，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道
德、伦理等问题。鉴于此，“代孕技术”在2001年8月1日被国家卫生部禁止。

记者：假如男的有问题，可以找你们？
爱心使者：可以。

苏州出现代孕机构
昨天上午，记者根据读者提供的方法与网名叫“爱心使者”的人取得了联
系。在表达了需要帮助的意愿后，“爱心使者”很快将记者加为好友。以下是
聊天记录摘要：
记者：一直想要个孩子，你能帮忙吗？

记者：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爱心使者：有。
聊天中，记者问什么时候可以面谈时，这位自称姓吕的先生称，他现在比
较忙，要过年之后才行。下午4点左右，“爱心使者”突然给记者发来消息。
当记者表示“现在比较急，需要找人代孕”的意思后，爱心使者发来了两张同
一名“高级代理孕妇”的照片，而他对“高级代理孕妇”的解释是：漂亮、聪

爱心使者：可以啊，这是我们的主业务。请问是男方原因还是女方原因？

明、学历高点、生过小孩、离婚的。记者借口对该女子不满意，“爱心使者”

记者：到医院检查过，女方。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法。记者通过114查询得知，该号码是苏州号码。苏州工
商部门的工作人员称，目前还没有任何代孕的机构登记记录。

爱心使者：具体代孕流程、可疑解答请查看AA69网！我们已经有较详细的
说明！谢谢！
记者：已经看过了。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我是说代孕的女人。
爱心使者：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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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已经初现规模
据市民反映，“爱心使者”曾经在网络上以4万元以上的年薪招聘代理孕
妇，还包吃包住包零花，并有提成。为了了解详细情况，记者找到了“爱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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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介绍的网站。该公司在网站首页中宣称他们是：“统一平台、统一信誉、

更高。网站上显示，“代孕”机构的总部在苏州，负责人就是吕先生，办公地

统一货源、统一团队、统一流程、统一进取”、“覆盖全国、诚信保密、长期

点在沧浪区。该“代孕”机构在河北、四川、福州、宁波等省市，甚至莫斯科

优质、送子积德”。

都有办事处。而登录该网站的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

进入网站“孕妇标准”一栏中记者看到了以下招聘内容：35周岁以下，初
中以上文化，160cm以上，身体健康并体检合格，无任何遗传疾病基因，容貌
端正，智商测试中上；无流产历史，有顺产一个小孩的生养经历者优先。代理
孕妇要求高于普通标准，代理费将适当提高！

律师认为代孕违规
“婚姻是神圣的，每对夫妻都有合法生育的权利，但苏州这种‘代孕’行
为肯定违规。”苏州名仁律师事务所谈海圣律师认为，“代孕”技术虽然在西

网站中还详细说明了应聘流程：网上与当地采购主管（或总部）确定意
向、网上互相核实身份→当地（或总部）某肯德基餐厅见面，交换照片、双方

方很多国家是合法的，但在我国早就被卫生部禁止，苏州出现名义上的“代
孕”中介从事的活动其实是一种违法违规行为，很容易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核实证件、签《代孕同意书》、《保密协议》→通知代孕→按代孕流程进行！
在末尾，还特别提醒：“客户与代理孕妇双方必须严格保密真实身份！否则后
果自负！”

高级代孕薪酬8万
除了招聘代理孕妇外，该“公司”还提供了业务代表、内地采购主管、工作
联络员等职务，收入都不菲。其中高级代理孕妇17个月的薪金在8万元以上。

「2005」
」年

如爱心使者如言，网站中公布了详细的“代孕”程序：确定合作意向→我
（中介方）与您约定初次见面时间、地点→初次见面，核实双方有效证件和复
印件并留照片，签订《代孕意向协议》、《保密协议》，您须交纳1000元保证
金→一个月内本人为您联系代理孕妇，违约退还定金→三方约定见面时间、地

记者零距离接触代孕中介：代孕者多为高学历

点，见面→第二次见面，满意即我（中介方）与您正式签订《代孕合同》→您

出处：2005年4月1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须在一个月内为代理孕妇安置临时住处，安置日您须付给我首期付款5000元→
代理孕妇鉴定怀孕（半年内未怀孕，协议失效），您付给我第二期付款→代理
孕妇怀孕4个月，您付给我第三期付款×元→代理孕妇顺利生产→小孩满月，

网页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5-04-19/18116433261.
shtml（新浪）

亲子鉴定合格→您付给我最后×元代理费，小孩移交给您→合作成功！
据了解，找一个普通代理孕妇的费用是61000元，而高级代理孕妇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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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一个无论从道德上、法律上还是医学上都备受争议的话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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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孕”这一名词的无比敏感性，因为“代孕”这一行为与社会道德和法律
的违背，所以无论是“代孕者”、“代孕需求者”还是“代孕中介”长期以来
都从事着“地下买卖和交易”。
然而从去年年底至今，江、浙一带的一些“代孕中介”出现在了网络和报
刊广告上，原来完全“暗箱”操作的“代孕”行业渐渐“浮出了水面”。而在
此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设立在苏州的“AA69爱心代孕网”。
2005年4月5日记者坐上了从上海开往苏州的火车，而这一天已是记者和“
爱心代孕中介”接触的第6天了……

送几张照片给记者。
约20分钟后，当记者打开来自“爱心代孕中介”的邮件时，看到了前一天
电话中吕先生向记者推荐的那个湖北女孩的照片和该女孩简单的个人资料介
绍：“湖北荆州人，23、大专、……非常漂亮、身体健康”，同时说明了该女
孩要求的待遇是10万元。
2个小时后记者又接到来自“爱心代孕中介”的电话。但这次不是吕先生
而是他的妻子。吕太太询问了记者“夫妻”究竟因何原因不能有孩子后，告诉
记者他们现在做事必须非常小心，一方面是因为去年年底被苏州市公安局网监
处处罚过，现在不想再被罚；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去年底开始有很多记者和网络

暗访——120小时相互试探
采访前，记者确定了两套方案：一为给“代孕”中介直接去电话，表明意

流氓假扮“代孕需求者”打电话给他们，他们现在不想再被这些人追踪。
后来，她又很慎重问记者：如果我们帮你找到既漂亮又有高学历的女子以
后，你不怕她把你老公勾引走吗？记者表示无所谓。

图和身份；二是开始“暗访”到适当的时候向该“代孕中介”表明自己的身
份，最终以“明访”的形式完成整个采访任务。

两天后在对方的短信催促下，记者打电话告诉对方对他们推荐的“代孕妈
妈”基本满意，但关于“交易”的细节问题，想请对方出来面谈。

因为考虑到完全不了解对方的缘故。所以最后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按着
这个采访方案，记者假扮成一对结婚几年不育的夫妇拨通了“爱心代孕中介”
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男子声音，该男子自称姓吕。

对方告诉记者，如果在年前他们是可以出来面谈的，但现在不行。如果我
们坚持要面谈的话，需要先和他们在QQ上视频对话，或者将我们的照片发给他
们，同时要给他们汇去中介费。对方告诉记者只有在确保我们不是可能对他

记者告诉吕先生想找一个F级的“代孕妈妈”并且采用B种“代孕”合作方

们“生意”造成任何“伤害”的人的前提下，他们才肯接受面谈。

式。电话中吕先生告诉记者像这样高级别的“代孕者”他们那里不多，可能要
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为我们找到。如果我们要求低一点的话，一、两周就
可以为我们找到。并且询问记者现在是否急需“代孕者”。

对方显然对于记者的真实身份，已经开始怀疑。
事已至此，似乎已经没有回避的必要了，我们决定亮明身份。

当记者告诉他不是很急时，吕先生向记者透露现在他们正在和一个武汉刚
毕业的大专生洽谈，不过她要的费用比较高，如果他们谈下来了就和我们联
系。只是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然而记者并没有等上很长一段时间。26小时后，即4月1日记者收到了“爱
心代孕中介”给记者发的短信，询问记者的电子邮件信箱并告诉记者他们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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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90分钟“零距离”接触
火车到达苏州境内的时候，记者给对方发去一个短信，不仅表明自己的身
份，还提出了当面采访的要求。20几分钟以后，对方回复说愿意接受采访，但
要求记者在采访中不可以拍照，不可以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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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苏州后，记者选定位于市中心靠近拙政园对面的一家酒店二楼，作为
本次采访的地点。同时按照对方不准录音，不准摄影的要求，关闭了所有采
访器材。
12时许，记者终于见到了连日来多次通电话，
以及短信联系的吕先生的太太。

戴女士：高学历和城市户口占多数。
记者：为什么那些高学历的女孩愿意做“代孕妈妈”？
戴女士：你想现在念个大学要多少钱，而现在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才
多少？我们除名牌大学的不说外，来自普通大学的学生大部分一个月只能赚
七、八百，这样他们要干多少年才能把学费还清。

“代孕者”多为高学历

记者：你们主要采用什么方式让“代孕者”怀孕？

记者：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从事“代孕中介”的？

戴女士：人工授精或者试管婴儿。

戴女士：2004年初。

记者：“代孕妈妈”会不会和“代孕需求者”中的男方发生性关系？

记者：在从事“代孕中介”的一年多来，你们约接到过多少人的咨询？最

戴女士：不会。

后达成“合作协议”的又有多少人？
戴女士：大约有千把人次打电话来咨询过。至于有多少人最后和我们“合
作成功”的这我不能说。
记者：那么您可否用很少，比较多或很多这样的词来形容最后和你们达
成“合作”的需求者的数量？

记者：您和您丈夫都有医学背景吗？
戴女士：没有。
记者：您和您丈夫都是什么学历？
戴女士：我丈夫大学学历，我高中学历。

戴女士：很少。

记者：在你们网站上写到的给“代孕者”的纯待遇指的是什么？

记者：你们认为“代孕”在中国有市场吗？

戴女士：就是单纯给她的补偿，其他任何费用，如生活费等都不包括在内。

戴女士：有。我们认为在中国至少百万人口有“代孕”的需求，而且城市

记者：这笔“纯待遇”全部给“代孕者”吗？

比农村需求大。因为城市相对开放，有些女孩因为没钱就选择小医院做人流，

戴女士：对的。我们只拿中介费。

因此造成了很多人今后的终身不育。
记者：“代孕需求者”通过什么方式付款给你们？
记者：“代孕需求者”和“代孕者”是从什么渠道得知你们的？
戴女士：银行转账。
戴女士：QQ和网上论坛。
记者：戴女士，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记者：“代孕者”中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比例是多少？其中拥有高学历的“
代孕者”又占多少比例？

戴女士：我只想说凡事都有正反两面，请大家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问题。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代孕中介”、“代孕需求者”、“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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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尤其要理解“代孕者”，我们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尽管戴女士和她的丈夫一再强调不希望拍照，记者最后还是说服了她，并
在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现场采访摄影。
在完成对戴女士的采访后，记者走访了苏州市公安局。据苏州市公安局宣
传处的有关同志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他们确实查处了该“代孕中介”网站，对
于细节未做进一步透露。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代孕"并不新鲜，作为
一种社会现象历来就存在，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究根到底就是
传宗接代思想在作怪。夫妻之间如果无法生育，完全可以去孤儿院领养一个，
或凭借目前的医学条件采用试管婴儿也行，但有部分人就要自己生，认为自己
生的孩子心里才踏实。代孕志愿者和代孕需求者所签定的协议并不受法律保
护。代孕志愿者和代孕需求者如果产生好感，都将引起新的家庭矛盾。
记者还采访了上海市仁济医院生殖中心的孙医生，孙医生告诉记者，人工
授精针对的是夫妻双方中男方无精子、严重少精和弱精或者男方有严重遗传性

“代孕现象”孰是孰非
对于“代孕公司”的存在及其合法性问题，上海欧博律师事务所的姚德慈
律师和汤华东律师对此分别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姚律师认为：代孕行为在法律
上是禁止的，卫生部2001年8月1日曾经颁布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疾病的人群。试管婴儿针对的是男性梗阻性无精症、女性输卵堵塞等症状的人
群。实施“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都要经过国家卫生部的许可，如果去未
经许可的机构做的话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如果用来源不明的精子可能造
成女方宫腔感染，滥用精子会造成子代近亲结婚。

，里面明确禁止代孕行为，并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

孙医生还向记者介绍在医学上借“精子”、借“卵子”都是可以的，但就

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

是不可以借“子宫”，所以如果夫妻双方中的女方因为子宫被切除，而不能有

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

孩子的，依照目前中国的医学和法律她是无法有自己生育的孩子。

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一点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代孕”
行为为法律所不容许。
汤律师告诉记者说：代孕行为包括代孕介绍和代孕实施两个步骤，而这两
个步骤在法律上都是禁止的；购买代孕服务的人在法律上也是不容的。他们的
行为都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并损害了社会的公
共利益，从民法的角度应该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但从现行的1997年颁

据了解目前在2004年1月在苏州创建，一年多时间中，网站曾被当地公安
部门查处过。后来又恢复的原因，警方解释是“它徘徊于法律边缘”。根据
媒体报道，当地公安部门表示，由于代孕网站与代孕技术本身无关，所以谈不
上查处。
代孕网就这样在“法律边缘”存活下来，吕先生不否认，网站开通一年多
来，已经有代孕业务成功，但对于具体成功的数据和案例，他不愿意透露。

布的刑法上，很难找到对应的适用条款。
汤律师认为代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巨大，很可能导致各种血液性传染病和
性病的传播；在孩子未来的监护问题上也会导致混乱，因为两个母亲都可能去
主张对孩子的监护，对现存的伦理秩序会造成极大的挑战。因此，建议在未来

代孕流程范本
代孕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已经不是新鲜事物。根据媒体报道，大庆市的张女

刑法修改的时候对刑法336条进行扩张性补充，对代孕的中介和实施者都追究

士为哥嫂代孕，孕育了由哥嫂的精子和卵子人工受精的试管婴儿，多年后，张

刑事法律责任。

女士想念孩子，希望到哥嫂家接孩子探望，遭到哥嫂的拒绝。广西平南县的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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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夫妇婚后不孕，他们花8000元买了一名被拐卖的妇女打算借腹生子，并把她

为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但这样的合同在产生纠纷时并不能很好地达到解决纠

关押起来。

纷的目的，如果涉及违约需要追究违约责任或者强制执行，由于合同的标的涉

2004年，英国一名18岁少女打算为37岁的母亲代孕，她的决定在英国引起
争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对不孕夫妇找了位代孕母
亲帮他们进行生育，不料代孕母亲竟然“超额”完成任务，一下替他们怀上了
5个孩子。昂贵的医疗费和生活费让这对不孕夫妇喜忧参半，没想到富有同情
心的代孕母亲最后竟同意“免费服务”，不再向他们收取任何代孕费用。
在以往的报道中，代孕常与纠纷联系在一起。由于存在代孕的需求，民间
通过私人协议的代孕并不鲜见，卫生部颁布的规章限制了医疗卫生部门实施代
孕技术，但我国法律对于自然人之间自愿订立的代孕合同并无相关法律规范，
代孕所生婴儿的法律父母为谁亦无法可依，代孕后代孕母亲、代孕需求者和婴
儿的权利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纠纷接连不断。

及人的权利，代孕合同很难像普通合同一样发挥作用。吴冬律师认为应该立法
规范代孕，因为代孕的现实需求是无法抹灭的。

代孕挑战生命伦理
“爱心代孕网”被公诸媒体后，代孕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网易网站
在“交锋”栏目里专门设置了题为“代孕网出租肚皮，善举还是恶行？”的
讨论。
在相关的评论文章中，支持和反对代孕的呼声几乎不相上下，支持者同情
需要代孕的不孕夫妻，他们认为那些不孕夫妻有权利通过合理的渠道得到代孕
服务。而反对者考虑到更多的代孕可能带来的问题，特别是代孕中牵涉的复杂
的生命伦理问题让人担心。

“爱心代孕网”提供的合同是民间代孕协议的一个范本。由于代孕网是一
个“中介”机构，所以代孕合同由甲方（代孕需求者）和乙方（代孕者的全权
代理人——爱心代孕网）订立。
其中规定：“代孕方在服务期间所生养的小孩必须是甲方的亲生子（女），
不分男、女。”“甲方、代孕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
身份资料的行为。”“代孕方服务期间有向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
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甲方同意的任

「2006」年

何人见面。甲方在协议期间未经代孕方许可，不得变更代孕方的居住地。”
合同还规定了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看上去，这是一份内容详尽、周到
的合同，内容多达28条。按照“爱心代孕网”负责人的说法，代孕网通过与代
孕需求者订立这样的合同，完成了代孕的整个过程，至于在以往的代孕案例中
是不是出现过纠纷，我们不得而知。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介绍说，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只有违反国

“爱心代孕”不等于“借腹生子”
——对话中国首家代孕网站创始人吕进峰武汉接受《信息日报》访谈
出处：2006年4月14日《信息日报》

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条款订立的合同被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违反由

网页链接：http://www.jxnews.com.cn/xxrb/

卫生部发布的部门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代孕合同不能认

system/2006/04/14/002240455.shtml（信息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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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代孕”目前是一个无论从伦理道德上还是法律上都存在争议的话题，“

丈夫离婚，甚至有的女性就是因为没有生育孩子，结果位置被所谓的“二奶”
取代。

中国爱心代孕网”作为中国第一家公开从事代孕中介的结构，一经产生就处在

另外，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孩子，缺乏生机与希望，这个家是不完整的。我

风口浪尖。而作为该网站创始人，吕进峰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变成了社

想通过一个平台去帮助在不育症中煎熬的家庭。当初只是想做一个尝试，后来

会关注的新闻人物。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具体的法律来规范代孕行为，探

觉得这种责任感越来越强烈，从2004年开始就进行全职的操作和推广。

究其是否合法以及在法学上如何界定裁量也许只是一个方面，而分清概念与事
实，从具有争议的讨论中寻求共识、达成共善，将显得更为重要。

记者：你的总部原来在苏州，后来搬到了武汉，有媒体报道说是因为你的
网站借“爱心代孕”实际涉嫌色情、欺诈等非法交易，被当地公安部门查封才
搬到武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本期人物
吕进峰：197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1998年大专毕业。做过普通员工，也做
过企业管理人员，2004年1月开始，创建中国AA69爱心代孕网，现任该网站总
负责人。

关于创办爱心代孕网初衷
创办代孕网的初衷是通过一个平台，去帮助在不育症中煎熬的家庭，也是
为了帮助那些因不能生育孩子，而遭到丈夫抛弃或者被“二奶”取代处于弱势
地位的女性。
记者：当初创办爱心代孕网的初衷是什么？网站通过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认
可吗？
吕进峰：我的网站从2004年1月开始正式运转，成为中国首家公开代孕行
为的网站，并于2005年4月通过了备案认证，是合法运行的，如果是违法运行肯
定会遭到查封。
谈到我办爱心代孕网的初衷，我告诉你一件事：那是在2003年底我打工回
家过年时遇到我的同学，当时她做了人流，结果造成终生不育，遭到了她丈夫
的抛弃。我想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弱势女性，因为没有孩子不得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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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峰：网站总部的确是从苏州搬到了武汉，但并不是由于我利用网站从
事色情、欺诈等违法行为，网站本身没有问题，我看中的是武汉的地理位置，
另外这里我有一定的人脉资源，能方便开展工作并进行爱心代孕网站的推广。
如果我的网站在苏州遭查封，在武汉肯定也会遭到查封。

关于“爱心代孕”与“借腹生子
爱心代孕”是非性关系生育方式，因为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不直接发生性
关系，代孕过程中多是技术因素，不涉及人伦道德，而“借腹生子”是代孕者
与代孕需求者直接发生性关系，这就涉及人伦道德了。
记者：你一直强调，“爱心代孕”与“借腹生子”有本质的区别，到底有
什么区别？
吕进峰：虽然爱心代孕行为也需要借个腹生个子，但称为“借腹生子”，
已非常不妥。爱心代孕与“借腹生子”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第一，“爱心代孕”是非性关系生育方式，因为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不直
接发生性关系。而是将一对夫妇的精子与卵子在体外试管中人工受精，再进行
人工培育形成胚胎，植入另一位有正常子宫的“代孕母亲”子宫内，生下与
自己和配偶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是一种文明受孕方式。代孕过程中多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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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不涉及人伦道德。而“借腹生子”是代孕者与代孕需求者直接发生性关
系，这就涉及人伦道德了。
第二，血缘的关系不同。“借腹生子”产生的孩子与怀孕女方有着血缘关
系，它是由性交受孕的方式决定的；“爱心代孕”与志愿者没有血缘关系，它
是由试管代孕（需求者夫妻的胚胎）的方式决定的。另外，“代孕”合同并非
以婴儿为标的的买卖合同，婴儿并未被商品化，也并非以代孕者的人身器官“

不可否认，代孕确实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正因为这些负面影响的存
在，更显示出法律对其规范的必要性。我主张不要天天争议代孕这个新生事
物，当务之急就是制定法律来对代孕手术和代孕中介进行规范，由国家指定规
范的中介和医院进行代孕业务的操作，规范以后我也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国家代
孕业务的授权。
我还想说的是，不孕症在中国的发病率约在7％—10％左右，有的妇女因

子宫”为标的的租赁合同；定性为加工承揽合同则更是荒谬。“代孕”合同实

为子宫疾病子宫被切除，而有不少妇女虽有健全的子宫，但因多次流产丧失了

际上是一类劳务提供合同，合同标的是代孕劳务行为，是以女性的生殖器官为

妊娠能力；还有因患一些急慢性疾病而不被医生允许怀孕的妇女（如重度急慢

他人提供生殖服务，这和我们常见的“奶妈”性质相似，未见有多少反道德伦

性肾功衰、先天性心脏病、风心病、慢性肝炎患者，她们一旦怀孕将构成生命

理的地方。

危险）。因此“代孕”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完全禁止代孕是不可能的。

第三，媒体在报道时将“爱心代孕”与“借腹生子”混为一谈，本身就存
在误导读者的嫌疑。

我认为完全禁止代孕，那是粉碎不孕母亲对拥有自己亲生骨肉的渴望，剥
夺了她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不是伦理道德与法律的
本意，我觉得应该换位思考，关注不能生育的人的生存境况。

关于与现行法律的抵触
我主张不要争议代孕这个新生事物，当务之急就是制定相关法律来对代孕
手术和代孕中介进行规范，由国家指定规范的中介和医院，进行代孕业务的操

如果完全禁止，必将造成市场的隐蔽，法律条文也形同虚设，还会增加其
中的交易成本。显然，代孕的负面影响掩盖不了代孕的正面价值。我认为“代
理受孕”无论在国际立法上，还是在国内的社会实践中，至少还是一个争议话
题，远没有到一棍子打死的地步。

作，我也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国家代孕业务的授权。
记者：今年4月10日，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明确表示：中国严
格禁止实施代孕技术。另外，国家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

关于爱心与收费

法》也明确禁止代孕行为，并规定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

爱心代孕不能等同于女人的子宫寻租，当然也不能说代孕者的付出就不需

的代孕技术。这表示你现在做的可能是违法的，你担心自己的网站被查封吗？
吕进峰：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认为我的网站仅仅是个中介而已，那些规定
是卫生部管理其医疗机构的规章与制度，与我的网站无关，但是对于“任何医

要任何回报。爱心代孕网的出发点，就是寻找有爱心的人，消除不育家庭的
痛苦。
记者：你在全国发布广告招收代孕中介代理，并要收取中介费，还对代孕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的规定，我确实感到很无

志愿者划定A至I九个不同标准明码标价。有人质疑您的网站是一个打着“爱心

奈，也为此担心网站的未来。因为“爱心代孕”确实需要合法的医疗机构和医

代孕”的旗号，为无良女性提供“子宫寻租”的平台，有人认为这是对母性的

务人员来进行。

践踏，也是对伦理道德底线的挑战，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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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进峰：我在全国发布广告招收代理站，是因为我觉得个人的力量已经不
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但是我对代理站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半年以上时间、
做成有3个以上代孕业务的代理站，才能成为五星级代理站。
我对五星级代理站负一切责任，而像设在江西的代理站只有3个月不到，

记者：你在做网站前从事什么工作？对现在的状况适应吗？你曾经接受了
很多媒体的采访，但是一些媒体的报道你并不认可，为什么会与一些媒体交恶？
吕进峰：我在做网站前，是在一家外资企业打工，做过普通员工，也作过
企业管理人员，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普通打工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高调出

还是两星级，处于试用阶段，需要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他的诚信度。我对这样的

现在公众视野，但是我的爱心代孕网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生事物，被媒体关

代理站就不完全负责，所以我把全国所有的代理站电话与联系方式公布出来，

注，作为负责人，不得不面对媒体与公众的监督，如果我不出来接受媒体的采

就是为了防止代孕需求者上当受骗，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

访，越发让人怀疑爱心代孕网的“猫腻”。

至于对志愿者划定等级，并对不同等级标准划定不一样的价格，是因为代
孕需求者的要求不一样。不可否认，虽然代孕中介存在某些客观的市场行为元
素，但不能够被完全认定为商业行为。如我的收益只是运行的成本和生活的保
障，这是为了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代孕事业。但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假冒代孕的诈
骗和拐卖妇女的网站，利用客观存在的市场，大量牟取利益，做着对母性的践
踏、挑战伦理道德底线的事情，所以我更盼望国家早日对代孕手术与代孕中介
进行规范。届时，代孕中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鱼龙混杂。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爱心代孕并不等同女人的子宫寻租，当然也不能说代
孕者的付出就不需要任何回报。爱心代孕网的出发点，就是寻找有爱心的人，
消除不育家庭的痛苦。但这并不表示献出爱心就是完全免费。
如果只要涉及收费，就不是爱心的行为，照此理论，那爱心代孕者必须

现在，经常有媒体要求采访我，有国内媒体，也有国外媒体。说实在的，
一开始还不是很适应，不过现在好多了，基本能适应现在的生活。
我要声明一点，本人愿意与媒体沟通，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极少数媒体
是不负责的，他们虚构事实，如河南的一家媒体，根本就没有采访我，而且我
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叫汪峰的代理人，这家媒体居然以虚构的事实，炮制出一篇
不符合事实的报道，这让我气愤，我已经起诉了这家媒体，这也是我交恶一些
媒体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刻意回避一些媒体的原因。
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让我气愤的同时，也让我感到了压力。因为根据卫生
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对“代他人生育”的技术支援
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是国家对于自然人之间自愿订立的代孕合同并无相关法
律加以规范，代孕所生婴儿的法律父母为谁亦无法可依，代孕完成后代理母

是“神”。因为任何一个爱心代孕的过程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代孕志愿

亲、代孕需求者和婴儿的权利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需要尽早通过立法

者不仅要怀孕10个月，分娩也需要医药等费用，如果爱心代孕连起码的生活保

加以完善的。

障都没有，我不知道从哪找这样伟大的爱心代孕者。

这也说明，爱心代孕网目前处于法律徘徊的边缘，而我的网站得以生存，说
明现在的执法者对“代孕网”执法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是法治意识的胜利，更是

关于与媒体的交恶

社会的进步。

我从来没有想过高调出现在公众视野成为新闻人物。但是我是网站负责
人，如果不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越发让人怀疑爱心代孕网的“猫腻”。但是
有些媒体是不负责的，他们虚构了不少事实，让我也感到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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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代孕网生意火 青岛三对夫妇做”代孕”
出处：2006年4月17《青岛早报》
网页链接：http://news.sina.com.cn/o/2006-04-17/01508712875s.
shtml（新浪）

在众多自称能提供“代孕”服务的网站中，孙女士选择了“中国AA69爱心
代孕网”，她拨通了网站山东代理韩女士的电话。孙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先
汇过去1000元的服务费后，对方将一些可以提供代孕服务的资料发到了孙女士
的电子邮箱内，“我选择了一名高中毕业的妇女，她是黑龙江人，今年27岁，
曾经有过一次生育。”
孙女士说，经过在电话中协商，双方谈好“代孕”的价格是8万元人民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吕进峰不停地接到咨询者发来的手机短信息 婚后8
年，市民孙女士一直没怀孕，当她从医生的口中得知，自己可能永远不能成
为母亲的诊断结果时，她曾经一度绝望。3个月前，当她从网络上得知可以通
过“代孕”的方式，让别人替自己孕育一个孩子的消息后，她立即与提供“代

币，由孙女士提供卵子，孙女士的丈夫提供精子，并将受精卵安置在这名妇女
的子宫内培育婴儿，受孕后，由孙女士为这名妇女提供食宿场所，每月再付
3000元的生活费。“这些钱还不包括要付给提供代理服务的韩女士服务费1万
元。”孙女士说，如果孩子能顺利降生，自己大约要花费15万元。

孕”服务的中介者取得联系，然而当代孕者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犹豫了，“
我担心的是，代孕是不合法的，我虽然可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但以后要涉及到
的法律、道德和伦理上的问题，我应该怎么解决？”孙女士昨天说到这里，深
深地叹了一口气。

记者核实网站真假
再次交纳了4000元的服务费后，3月中旬，提供中介服务的韩女士带着代
孕者来到了青岛。孙女士说，她和丈夫与代孕者详谈了一次，得知这名女子代
孕的原因是缺钱，是为了给常年患病的母亲筹集治疗费用，“我们带着这名妇

“代孕”让她看到希望 （记者调查青岛）
第一次与孙女士接触是在4月2日，当时，孙女士想让记者帮助了解和查
证“代孕网站”发布消息的真实性。孙女士说，自己36岁，和丈夫结婚已经整
整8年，但结婚之后先后流产了两次，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孙女士患有严重的

女前往青医附院做了细致的体检，发现这名妇女的身体很健康，但就在准备操
作这件事时，我们夫妇有些犹豫了，我们总对这名代孕者感到不放心，同时也
担心‘代孕网站’发布的信息是否真实。”孙女士说，她无法核实“代孕”服
务的真伪，想请记者帮助核实。

肾病，可能永远没有再怀孕的机会。
孙女士说：“今年春节过后，一个好朋友向我介绍了网上请人‘代孕’的

中介：做这行是出于爱心（记者调查东营）

事情，我听后立即上网查询，结果发现了许多网站在从事着‘代孕’的服务，

4月7日下午，经过记者多次联系，“中国AA69爱心代孕网”的山东代理韩

我发现自己的条件完全可以通过‘代孕’的方式有自己的孩子，这又让我看到

女士终于同意接受记者采访，见面的地点定在了东营市西二路上的新悦大酒店

了希望。”

内。“干‘代孕’中介代理只不过是兼职，家里人知道的情况很少因此，你一
定要替我保密。”韩女士一再叮嘱记者。

总共需要花费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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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中文新闻报道精选

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朋友，她们出于生理上的原因，不能生育下自己的孩子非常痛苦，我也是在无

吕进峰：我们以前的协议中，没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原因主要是两个

意中发现了‘中国AA69爱心代孕网’并从去年12月开始从事山东代理服务的。

方面：一是发生的几率非常低，二是担心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妇看到类似耸人听

“代孕涉及着太多的法律问题，比如，如果代孕者在怀孕或是分娩的过
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当记者提出了这些疑问时，韩女士显得惶惑起来，“

闻的条款后，放弃代孕，现在看来，这是我们“代孕协议”中存在的缺陷，我
们愿改正。

这些事应当咨询我们‘中国AA69爱心代孕网’的负责人吕进峰，他每月向我们
区域代理收取1万多元钱的费用。”韩女士说。

“爱心代孕”需要收费
记者：你们各地的代理者虽然从事的是“代孕服务”，但是一样在向不能

“中国AA69爱心代孕网”负责人吕进峰称代孕协议存在缺陷

生育的夫妇收取中介费用，而你本人，每月也在向代理者收取不等的费用，这

（记者调查武汉 卫生部喊停“代孕”）

是不是等于将代孕引入商业化？

4月10日的晚上，记者在武汉市梅园宾馆见到了“中国AA69爱心代孕网”

吕进峰：的确，我们的代理者是在向一些服务收取着中介服务费用，我每

的负责人吕进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吕进峰不停地接听着手机

月也能从代理者中收取1万元的费用，但这些费用是我用来维护网站及推介“

电话和发送着手机短信息，这些电话中，有的是各地的代理者打来的，有的是

代孕服务”的，我需要重申，我们是提供的服务，但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商业

代孕者打来的，有的是网友打来的咨询电话。

活动。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将代孕者统称为志愿者？但为什么要从A到I划分出

“不担心网站被封”
记者：今天，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明确表示：《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规定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
式的代孕技术。对此你怎么看？
吕进峰：这件事我知道，我们提供的代孕中介服务并不违法，因此我没有
必要担心自己的网站被查封。卫生部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医疗机构，因此与网站

9个等级收取不同的费用价码？难怪有人说，你们的网站是打着“爱心代孕”
的旗号，其实提供“子宫寻租”的平台。
吕进峰：这里我要说明的是，爱心代孕并不等同女人的子宫寻租，当然
也不能说代孕者的付出就不需要任何回报。因为任何一个爱心代孕的过程都
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代孕志愿者不仅要怀孕10个月，分娩也需要医药等费
用，如果爱心代孕连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我不知道从哪找这样伟大的爱心
代孕者。

无关，“对于‘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的规
定，我确实感到很无奈，也为此担心网站的未来。因为“爱心代孕”确实需要
合法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来进行。
记者：即便是一名适龄或是已经生育过的妇女，当她在受孕或是分娩的过
程中，难免会出现意外，在你们的代孕协议中，这种风险责任是由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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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者多是已婚妇女
记者：你们的志愿者都是由什么人组成？
吕进峰：绝大多数是已婚、已育妇女，当然，其中也不乏女大学生和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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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的人物，我们要对志愿者做严格的审查，只要发现对方动机不纯或是有不
良嗜好的，一律拒之门外。

「2007」
」年

记者：你觉得“代孕网”的路还能走多远？
吕进峰：我掌握一点资料，不孕症在中国的发病率约在7％—10％左右。
因此“代孕”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完全禁止代孕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应
当尽快对代孕立法，这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这项服务，给残缺的家庭带来欢乐。

暗访北京代孕市场:生意红火频招志愿者
出处：2007年5月14日《法制晚报》
网页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5/14/
content_6098121.htm（新华网）

相关新闻青岛三对夫妇准备做“代孕”？
韩女士称，在从事代孕中介服务的5个多月时间里，她已为7对没有生育能
力的夫妇联系到了代孕者，其中有两名代孕者已经受孕。
“青岛的夫妇前来做‘代孕’的有多少？”记者问。“有三对夫妇。”
据韩女士介绍，这三对夫妇中，只有孙女士见过了代孕者并带着代孕者做了体
检，其他两对夫妇仍在寻找合适的代孕者。韩女士说：“这三对青岛夫妇都具
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后记
昨天，当记者把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反馈给孙女士时，她告诉了记者自己的
决定。“我和丈夫决心做代孕，我们也咨询了青岛的青医附院、市妇女儿童医
疗保健中心等单位，医护人员明确地对我们说，无论是在现行的规定上，还是
在手术的风险上，都不允许他们做代孕手术服务，于是，我们准备前往外地或
是香港做代孕手术。”孙女士说到这里顿了顿，她说，自己只想得到做一名母
亲的权利，想要一名属于自己的孩子。

代孕在我国是被严厉禁止的违规行为。由于涉及伦理、法律等诸多敏感问
题，在我国尚未出台相关立法的大环境下，不论孩子的基因父母还是从事代孕
行为的妇女，其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而在北京，一家以联系代孕双方和手术医
院为业务的中介公司生意却颇为红火。他们注册了公司和网站，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需求方和代孕志愿者赶赴北京。
近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对该公司及从事代孕手术的医院进行了摸底调查。
报料(4月6日

中华英才网)

中华英才网代登信息 招聘百名“代孕妈妈”
4月6日23时30分，本报新闻热线接到读者徐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发现中华
英才网上有一个关于 “爱心妈妈”的招聘信息，而所谓的“爱心妈妈”，其
实是用自己的身体帮别人生育的“代孕妈妈”。徐先生不解地表示，在中华
英才网上刊登的都应该是合法的招聘信息，“难道代孕妈妈在我国已经合法
化了？”
记者随即到该网站查询，很快就找到了徐先生所说的招聘信息，其发布者
为“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对该职位的描述是：帮助不育症妇女。通过采
用不育症妇女的卵子和其丈夫精子通过试管培育成胚胎，然后移植到爱心妈妈
的子宫孕育成功并顺利生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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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招聘方特意注明：“有生育经验者优先，无诚勿扰，薪酬面谈”，

在这份仅有1页的登记表上约有30项内容，除常规的姓名、年龄、血型

还承诺80%的录取率。网页显示，这则信息的发布时间为4月6日，招聘人数达

外，还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皮肤是否白皙、牙齿好坏、发质、眼皮单双状

100人。记者随后以待业大学生的身份向对方发送了一封应聘的电子邮件，并

况，以及月经周期等。在期望补偿金额一栏里，记者在贾小姐的指点下填了

留下了联系方式。

10万元。

面试(4月10日

太月园某居室——公司办公地)

随后，她还给记者打开了他们公司的网站(详见附表一)，给记者解释了代
孕妈妈补偿金额的参考标准：“你条件多好啊，还大学毕业呢！做这行的能挣

承诺酬劳至少8万元 办公地点藏身居民楼内
4月7日上午9时许，记者接到一名女子的电话，她自称叫郝某，是某公司
的工作人员。简单地询问了记者的年龄、职业、身体状况和居住地点后，她和

10万块钱差不多是最多的了。”根据网站罗列，记者发现，原来根据应聘者的
不同条件，补偿金额共有9个级别，10万元是H级(详见附表二)。除了面试和填
写表格之外，贾小姐还用手机给记者拍了照，说是以备需求方选择。临走的时
候，贾小姐一再嘱咐记者一旦决定就不许反悔，要随时等待与需求方会面。

记者约定了面试时间。她还承诺，整个代孕过程记者不用出钱，酬劳视具体情
况在8万至12万元不等。
4月10日下午，记者按事先约定来到了知春路城铁站。与郝某会合后，记
者随她来到了太月园某楼的一个三居室——某公司的办公地点。进屋后，记者
发现客厅里除了一台电脑桌、一部电话、一个沙发和一张茶几之外，再没有其
他家具。屋里只有一位后来与记者面谈的贾小姐，她自称是客户主管之一。

某公司自我介绍
历史：该公司在自建的网站上自称“中国首家经过备案的代孕网”，始建
于2004年1月。网站首页上用硕大的字号在显著位置标明，他们用“近4年时间
来证明；600多例事实、19次专访来说话！”
员工：网站还显示，该公司负责人吕某1977年出生，江苏东台人。网页上

见面先调查家庭背景 保证在正规医院做手术

不仅有其资料和照片，还有该公司全国各地区16名客户主管和3名人事招聘主管
的电话及照片。

落座后，贾小姐开始询问记者的身体状况、家庭背景、社会背景以及应聘

自评：吕某对自己的评价是“中国代孕之父、中国代孕业始创者”。在网

动机等。按事先想好的对策，记者自称父母离异且均不在北京生活，自己目前

站上登载的南方某报访谈录中，他表示“爱心代孕”是非性关系的生育方式，

无业，打算出国但没有足够资金。她随后又询问“有没有男朋友？”“父母会

是一种文明受孕方式，代孕过程不涉及人伦道德；另外，“代孕”是以女性的

不会突然回京？”“同学朋友会不会经常来往？”等问题。她保证：“这个过

生殖器官为他人提供生殖服务。

程会找有资质的医院做，而且医生只管做手术，其他什么都不问。”最后，她
拿出一张志愿者登记表让记者填写。

登记皮肤发质等信息 拍照片供需求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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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4月20日 手机联络)

透露需求方来自南方 要求记者到异地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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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晚上9时许，贾小姐打来电话透露，需求方来自南方，希望记者代

体检(4月21日 上午11：00-下午3：00 某私立医院)

孕后到南方生育。当记者表示不愿离开北京时，贾小姐解释说：“她人不错，
条件挺好的，在这边人家不好照顾你啊！再说，刚做完手术连床都下不了，需
要多卧床休息，怀孕了人家也不能让你随便出门啊……”最后，记者与贾小姐
约定第二天与需求方见面。
见面(4月21日 上午9：30-11：00 某私立医院)

候选者验血后做B超

客户与主刀院长面谈

不一会儿，贾小姐拿着几张写有记者名字的体检单交到了李燕手上，记者
这才明白，原来她们让记者当场体检。体检的内容包括血常规和B超。据李燕
说，原本还应该进行染色体检查，但这家医院体检费用比公立医院至少高一
倍，在问清记者确实没有遗传病后，她们退掉了这项检查。

被带到私立医院见面 客户要求多人“备选”
4月21日上午，记者如约来到知春路城铁站，同贾小姐会合后步行去与需

据了解，这家医院是一个姓刘的美籍医学博士开的，每个决定在该医院进
行试管婴儿手术的人都有机会跟他进行面谈。李燕走出刘博士的办公室时，手

求方见面。路上她才告诉记者，需求方这次还找了另一位候选的代孕志愿者，

里拿着一张A4纸，上面写满了刘博士的辉煌履历。李燕说，刘博士是美籍华

手术后会让二人一起去南方。

人，中文讲不利落，谈后她基本就对手术放心了。

她进一步给记者解释说：“要是都能顺利生下来，人家两个都要！”一刻
钟后，记者被带到了某私立医院。这是一家以妇科为主，主要治疗不孕不育和
开展试管婴儿手术的医院。独立的2层小楼，透明的玻璃外墙，医院不大，但
干净整洁，就医的患者也并不多。

受孕者将获全程陪护

需求方担心记者变卦

在医院内，记者与李燕姐妹等待体检结果。记者表示自己从来没去过南
方，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因此有些顾虑。李燕的姐姐赶紧说：“你觉得我
们会不管你吗？肯定是把你当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啊，你怀着我妹妹的孩子

再一次受到详细盘问 对方确定记者“中选”
“不是跟需求方见面吗？怎么直接跑医院来啦？”记者问。贾小姐指了指
大堂椅子上一对年轻女子说：“她们就是。”由于公司为需求方保密，记者从
后来的谈话中才得知，需求方是一位来自南方的29岁女子，名叫李燕(化名)，
由于有妇科病，婚后多年未育。这次，她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物色代孕妈
妈。落座后，李燕姐姐的问题详细而专业，包括“如果肚子上会留疤，你准备

呢。这10个月的时间我妹妹都会跟你住在一起，她会好好照顾你把孩子生下来
的！”她笑着说：“你说咱们和他们签的协议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啊？咱们之
间是不是应该也签一个？你是大学生啊，我是怕你……年轻人心思比较活，比
如说你突然有个很好的机会能出国，你会不会要走啊？那我们可就惨了。所以
咱们还是提前把这些都说好比较好，是吗？”说到最后，她的笑容没了，变得
严肃起来。

怎么办？”“去了南方能不能保证不跟熟人见面？”见记者决心已定，她指着
旁边座椅上一位30多岁的瘦高女子说：“她也是他们推荐的候选人，可惜她不
肯跟我们去南方。再说，你没生育过，我们最希望是你。”

志愿者太少供不应求

中介抱怨挣不到提成

体检结束后，医院表示下午2时左右会出结果。李燕姐妹随即与记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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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门前分手。贾小姐带记者去医院附近一家快餐厅吃饭，里面还有该公司

清楚写明了需求方和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却没有一条提到乙方所应尽到的

其他5名工作人员。此后，贾小姐和他们谈论着生意难做，抱怨志愿者太少。

责任。

就餐期间，记者还见到了另外一名来应聘的年轻女孩。不一会儿，一名女工作
人员离开时经过贾小姐面前，用眼睛斜了一下记者问道：“哪儿找来的？”“
看见网上的招聘启事自己报名的，可好了。”贾小姐回应。
女工作人员冲着记者大声说道：“给你100万，跟我走吧！”贾小姐向记

下午4时许，李燕拿着体检结果赶过来。她告诉大家，刘博士说记者的身
体符合受孕条件，但她本人是从医的，看出记者血小板值偏低，要求记者在下
次经期时去大医院重做一次更为详细的体检。李燕和姐姐还略有不满地说：“
说好给我们找3个备选人，现在就来了她一个，让我们一点挑选的余地都没有

者解释，他们的工资主要靠业绩说话，“要是拉不到客户和志愿者，我们一分

啊，她有点瘦……”贾小姐见状赶紧安慰道：“她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志愿者

钱都挣不着。”记者随后在其公司的网站上发现，那个“求贤若渴”的女子叫

啦，你看这姑娘多老实啊，也没那么多事儿，你们多有缘啊！她可是我花大价

乔某，也是一名客户主管。虽然贾小姐等人对公司掌握的需求方、志愿者的人

钱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呢。”

数三缄其口，但在各方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其掌握的需求方约有30人，需求方
人数与志愿者人数的比例约为3比1，因此他们鼓励志愿者长期从事此职业。
签约(4月21日 下午3:00-5:30 公司办公地)

对话志愿者：27岁离异女子

网上报名中选

在医院附近的餐厅，与记者同桌的还有另外一名年轻的女志愿者，她梳着
齐齐的刘海，扎着耳洞、染了指甲，穿戴十分时髦。攀谈中她告诉记者，她是

需求方至少花14万元

其中3.9万归中介公司

饭后记者回到医院，直到下午3时体检结果还没出来。李燕留在医院继续
等待。记者和她的姐姐则回到中介公司。路上她向记者透露，其实在当地找一
个代孕妈妈并不难，难就难在当地没有医院做得了这种手术。她说，除了付给
记者10万元和体检、手术、食宿等方面的费用外，她们还要付给中介公司3.9

80年生的，东北人，离婚了，今天也是过来体检。(记者闲聊中问起与她联系
的需求方的情况。)女孩直率地说：“我的需求方生活在国外，这对夫妇已经
有一个女儿，但他们很想要一个儿子。丈夫觉得妻子年龄大了，不舍得让她生
育，所以准备找代孕妈妈。我也是10万，虽然我不是什么大学生，但他们这儿
像咱们这样条件的少！”

万元。其中2000元是给介绍人的联系费；2000元算是给志愿者体检期间的食宿

(记者又问她是通过什么途径报的名，以及其他志愿者的情况。)女孩

费用；5000元是中介费；其余3万元是该公司帮助联系医院和医生的介绍费。

说：“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在网上报的名。没两天他们就联系我了。那些
岁数大的通常不会中选，需求方都希望选条件好的，哪怕价钱贵一些。”

权责条款固定不可改

不涉及中介应尽责任

在中介公司，拿着足有3页纸厚、39项条款的“爱心代孕合作协议”，李
燕提出了不少质疑。但在中介公司法人吕某等人的说服下，合同条款一条也
没得以修改。记者发现，这份协议分为A、B两份，内容大致相同，A卷的甲方
是需求方，B卷的甲方是志愿者，乙方均是吕某本人。但不论A卷还是B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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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担心合同不合法

要求与记者单独订约

签约前，李燕一方提出要看看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在吕某出示的执照上，
记者看到注册名为“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的单位注册时间是2007年3月20
日，有效期至2017年3月19日，经营范围是：翻译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企业
策划。最终，李燕当场交了9000元现金，并表示3万元余款回到南方后打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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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账户，吕某为其开出了3.9万元的收条。
记者、李燕分别与该公司签署协议后离开。出门后，李燕的姐姐又嘱咐记
者要注意身体、按时体检，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另外，她们以担心与

介公司介绍来的，曾在医院做过体检，但现在新的需求方要求重新体检，记
者想来医院调出原来的体检记录。“血小板低会在手术中出现危险吗？”记者
问。刘博士说：“当然会。”“你结过婚吗？”刘博士反问。

该公司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要求下次见面时与记者单独签订一份合同。

得知记者没有结婚生育过之后，刘博士摇着头劝记者不要接受这种手

此后，记者未再主动与该公司和李燕联系，但李燕曾多次打电话来，要求记者

术，“你想清楚没有，你生了一个孩子后将来谁还要你啊？”“不是可以减肥

按时体检、按时吃调理经期的药物。

吗？剖腹产伤口不是小到可以说是受伤弄的吗？再说，中介公司没跟我说有危

尾声(5月13日 下午2:00-5:00 公司办公地)

险，他们会帮我们把关的吧？”记者问。
刘博士伸出手给记者比划了一下剖腹产的刀口长度，皱着眉摇头劝道：“

更换客户再次见面

中介生意日渐红火

5月13日下午2时许，贾小姐给记者打来电话称，李燕姐妹因故打算更换
人选，她要记者马上到公司会见另一对需求方。昨天下午4时，记者来到公司

不可能看不出来的，人家不会帮你把什么关，你自己最好想清楚，这么年轻的
姑娘，还是别做这个最好！”
暗访结束后，记者与行业专家、卫生主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等取得联
系，相关部门表示，将尽快予以调查。

时，客厅里坐着的工作人员和客户约有六七人，有的在签协议，有的正在协
商。贾小姐将记者径直带进一间关着门的房间，一对40多岁的中年夫妻正在里
面等候。简单询问了情况之后，贾小姐又把记者带到另外一个房间等待，此时
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个年轻的志愿者讨价还价。床上还倚着另一个
志愿者，她说她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也是刚刚跟需求方见了面，但具体的
待遇还没有谈妥。

同行解析：辅助生殖有禁忌证 不能通过代孕解决
北大医院生殖与遗传中心副主任医师徐阳大夫介绍，所谓代孕，是指期望
得到孩子的夫妇，将体外受精的胚胎移植到第三方妇女的子宫内。代孕母亲通
常是年轻、身体健康的女性，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成功率应该更高。代孕技术

从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记者得知，近期他们的业务量很大，不论是需求方还
是志愿者的数量都创下了一个“小高峰”。贾小姐在和同事的聊天中透露，她
上个月签了3个。不一会儿，贾小姐进屋表示，需求方初步决定记者中选，要
记者今天上午再到医院体检。
医院追访(5月13日 下午2:00-5:00 某私立医院)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是被允许的，但目前中国大陆禁止实施。
徐大夫说，在国家颁布的法规中，将女方子宫不具备妊娠功能或严重躯体
疾病不能承受妊娠列为辅助生殖技术的禁忌证。因此，如果有人因子宫被切
除、严重的先天性子宫畸形、子宫内膜遭到严重破坏等原因不能怀孕，或者因
患严重的躯体疾病不宜怀孕，目前在中国大陆是不能通过代孕来解决的。据了
解，对于正常的试管婴儿，在一个取卵周期内的医疗费用平均为2至3万元，成

与博士院长见面

对方称手术慎做

功率约为30%-40%。按照国家规定，根据患病的年龄和治疗情况，一次植入的
胚胎数目为2-3个。

昨天下午5时，记者在该私立医院见到了刘博士。记者说，自己是那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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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主管部门说法：我国严禁此类行为 违规医院将被查处
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机构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称，内地严禁开展代孕手

公司签署的合同中有多项漏洞，权责义务不清，在违约后果的约定中，除甲、
乙双方之外，还出现了第三方，如果没有经过授权，该合同是无效的。

术，无论是哪个国籍的医生进行操作，只要他在中国大陆行医，就必须遵循国
家卫生部的相关规定。代孕有悖于医学伦理，存在很大风险。如果在手术中、
怀孕期间出现意外，或将来在孩子的归属方面出现问题，不论需求方还是代孕
方，都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今天上午，记者致电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一位工作人员让记者把已掌握

「2008」
」年

的情况以文字形式发送其一份，她表示，他们会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卫生监督
所，并尽快开展调查。

伦理学家：代孕有违伦理 形成富人对穷人剥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的王延光老师告诉记者，在一些允许
代孕的欧美国家，代孕母亲大多与孩子的基因父母是亲属关系，他们以契约化
的方式，通过律师履行手续，代孕母亲会得到一些补偿。他表示，但在法律
上，多半判定经过10月怀胎的代母也是孩子的母亲。
而中国没有相关方面的立法，各方面法规也不完善。一旦需、代之间出现
纠纷，各方的利益都很难保障。有些人不愿意付一个母亲的辛苦，而有些人只
是为钱而出卖自己的子宫，这就形成一种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在社会层次上，
妇女受到的伤害将很大，社会地位也得不到保障。对于那些因子宫疾病无法生
育的患者，可以考虑领养等方式，实现自己做父母的愿望。

暗访广州代孕网站
出处：2008年10月8日《信息时报》
链接：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10/08/
content_336776.htm（信息时报网）
代孕，一个充满禁忌充斥金钱的交易。在广州这座城市里，有多少代孕妈
妈用长达10个月的怀孕换取数万元的人民币？
吕进峰，自称“中国代孕之父”。2004年他开始在网上以“志愿”形式来
从事代孕“业务”。从此开始了“代孕”之路：苏州创办，迁居武汉，辗转北
京，现在“定居”广州。
据他自称，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签约1586例，成功怀孕及
已生养1377例”。

律师说法：合同中有多项漏洞 权责义务不清

1377例，按照吕进峰号称的最低约28万元代孕一次来计算，数年来吕进峰

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的王刚律师说，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禁止医疗机构开

经营的代孕业务营业额达到3.85亿。在如此巨大的金钱交易中，那些代孕妈妈

展代孕手术，该医院的做法是严重违规的。而中介公司所进行的业务也明显超

们来自何方？怀孕的日子她们如何度过？在这场不道德的交易中，金钱、代孕

出了工商部门批准的范围，也属违规行为。王律师说，需求方、志愿者与中介

公司、小孩、孕妇……是怎样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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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小区，代孕妈妈不得擅自离开
孙小姐今年30岁，身高1.70米，石家庄人。半个多月前，她才从北方来到
广州。

打印好的资料。一份是《爱心代孕合作协议》，一份是《人工授精代孕全委
托、自行安排总费用预算》，还有一份《试管婴儿代孕自行安排总费用预算》
。两份预算的价格都在20万元以上，而所谓的协议上的条款更是多达41条。

8月25日，孙小姐独自来到海珠区某村庄旅游，在公园门口，一个卖水果
的中年男子在了解她是外地人而且没有工作之后，面露喜色，凑近孙小姐，很
神秘地说：“我介绍你一份工作，代孕，赚钱很容易。”

“协议”条款40多条
记者仔细翻看所谓的《爱心代孕合作协议》，发现自称为“乙方”的是“

中年男子眉飞色舞地介绍起了“代孕”的种种好处。孙小姐说普通话，中

德孕德育商务(北京)有限公司”，这份协议上不但有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

年男子说白话，两人交流有些障碍，孙小姐只听懂了那人好像在说要给她两万

编号，还有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吕进峰是法人代表，身份证上的地址是

元，不知道是首付两万还是一共两万。

江苏省东台市。让人诧异的是，这家公司还有法律顾问：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

当天晚上，孙小姐将白天遇到的这件蹊跷事情告诉了男朋友王先生。第二

务所，这家事务所的工作地点在深圳。

天，王先生以找人代孕为借口，找到了那名路边摆摊的中年男子，经过一番磋

这份协议对代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怀孕、流产、

商，中年男子给了王先生几个电话号码，说是代孕网的。于是，王先生和孙小

剖腹产、保姆、住宿、残疾、死亡等等情况。其中第20条规定：“甲方、代孕

姐立即向记者报料。

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第22条

记者接到报料后，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这个代孕网非常有名，它的老板原来
就是号称“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峰。

规定：“代孕人不得告诉任何人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
地，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第39条规定：“代孕方在协议期内死亡，甲方赔
偿代孕方家属10万元。”
让人费解的是，这份协议的最后还印着“特别提示”：卫生部2001年8月

在医院门口接头

所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

接下来的两天里，记者假装寻求代孕妈妈，多次拨打了吕进峰代孕网的

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既然卫生部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医院会为代孕妈妈提供

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子，自称姓谭，介绍说他们公司会提供各种代孕服

手术吗？

务。谭小姐还热情邀请记者与代孕妈妈面对面：“现在，我们这里就有好多
已经怀孕了的代孕妈妈，分住在市区不同的地方。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来
看看啊。”
9月1日下午，记者依约到了白云区某知名医院门前，找到了谭小姐。谭小
姐个子不高，扎着头发，体型略胖，看起来精明能干。

警惕得像兔子一样
十多分钟后，谭小姐邀请记者去看看代孕妈妈。她带着记者走进南方医院
附近的一个大型小区，据她表示，她们公司在小区里租了一套大房子集中安置
代孕妈妈。

记者和谭小姐在医院里找了片荫凉的地方坐了下来。谭小姐交给记者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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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院旁的这个大型小区属于一个中档小区，小区环境还不错 ，旁边

或许因为记者与“老公”来的，取得了谭小姐的信任，这次谭小姐没有再

一栋高楼正在建。为了显示小区环境好，谭小姐告诉记者说：“现在建的那

绕路，很快就到了孕妇的住所。记者发现房间里多了两个人，两名之前就见过

栋，现在卖得可贵了。”

的已经怀孕的来自贵州和东北的代孕妈妈；另外两个看起来没怀孕的女子，据

可能是对记者有点怀疑，谭小姐带着记者东拐西拐，穿过小区，来到了一

介绍一名已经被预定了，一名还没有预定，也都来自外地。

个体育场的旁边，接着又沿着水泥路面走下斜坡，来到了地下停车场，又拐了
两个弯，走到了电梯旁。谭小姐表现得异常谨慎，不时回头张望，警惕得像只
兔子，稍有风吹草动，就放慢脚步，犹疑四顾。看到后面没有跟踪的人，谭小
姐才带着记者走进了电梯里。然后，电梯直达七楼。

宽敞大屋简陋布置
这次记者有时间仔细观察代孕妈妈的集体住所。记者发现，与相对宽敞的
环境相比，室内的布置相当简单，家具很少，只简单配备电脑、电视、冰箱等

从电梯里走出来，记者看到这层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防盗门敞开着。从

电器。卧室有柜子、大床，床上有床垫铺了床单。

缝隙望进去，里面电视机前坐着一名孕妇，另一名孕妇刚从厨房走出来。见到
有人来她们很热情地打着招呼。进屋后，记者发现房子三室两厅，面积超过了
100平方米。除了这两个怀孕三四个月的孕妇，厨房里有个50岁左右的阿姨正
在准备晚饭，据谭小姐介绍，这个阿姨是他们专门请来照顾孕妇的。
记者注意到，两个孕妇都是30岁出头的年纪，另外一个模样清秀，据说来

4名女子看起来都很坦然，见到外人，没有任何害羞的感觉。这4名女子
中，有两名离异，一名未婚。她们年龄都在30岁左右。
两名怀孕的女子慵懒地躺在卧室的沙发上，没有怀孕的女子，一名在卧室
里玩电脑，直到记者告辞，这名“志愿者”一直没走出自己的房间。

自贵州；另外一个皮肤黝黑，据说来自东北。对记者的到来，她们并没表现
出拘谨。

“每天要吃六七顿”

东北女子说，她们怀孕已有3个半月，孩子的亲生父母并没有过来看过她
们。只是每月付生活费给照顾她们的公司。
为了不暴露身份，记者很快就谎称感觉还可以，下次再和老公一起来进一
步了解，就赶紧告辞了。出来的时候，谭小姐还是带着记者在小区里东绕西
绕，最后从另外一个小门出来了。

交谈中，记者得知贵州籍女子目前离异，自己的孩子两岁多，孩子的抚养
权归男方，自己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必须争取好的经济条件，所以选择做
代孕妈妈。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想念自己的孩子，但按照公司规定，只能偶
尔打打电话，幸好只剩5个月就可以生产了。
“你们这里的生活水平怎样？”记者问道。东北籍孕妇爽朗回答：“客户
要求我们每个月最少吃到2000元，每天要吃六七顿。住得也很舒服，我来这里

带“老公”去博得信任

后长胖了好多。”“不想家吗？”“我离婚了，一个人自由自在。”

记者以老公想亲眼见证孕妇才肯相信为由，要求再次约见被托管的已怀孕
的“志愿者”。谭小姐电话请示后表示可以答应记者的要求，并问我，还去你

两孕妇为同一客户代孕

上次见过的那家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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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两个已经怀孕三四个月的女子怀的孩子是同一个
客户的。东北籍孕妇透露说，客户选了两名代孕妈妈同时做试管婴儿植入，没
想到两个都成功，客户要求两个都要。
“这样挺好啊，孩子生下来报户口时可以报双胞胎。”记者表示羡慕。
“这样的几率是挺高的，选择50万元的那套服务的话，要是其中一个是双
胞胎，三个都有可能。”贵州籍孕妇这样讲。
“我可没打算给他养那么多孩子。”记者指了指身边的“老公”，看
到“老公”不置可否地笑，东北籍女子劝道：“一个孩子多孤独呀，又不保
险。”“没关系，如果你们不想要那么多的话，怀孕过程中查出是双胞胎，可
以做穿刺，把不要的孩子做掉。”这席对话，听得记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记者发现，网络报名是代孕女子加盟代孕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为了进一步掌握信息，9月3日夜晚，记者以“杨丽娟”的名字注册吕进峰
的代孕网站，并填写了相关应聘表。
9月4日中午，一名女子拨打了记者留在应聘表中的电话，听到记者的男性
声音后，语气变得迟疑，听起来很神秘。她说，她是杨丽娟的好朋友，很长时
间没有联系，让杨丽娟回家后与她联系。
半小时后，女记者打电话给“杨丽娟的好朋友”，该女子提供了一个QQ号
码，要求在QQ上交谈。
网名叫“招聘主管”的这个人热情地向记者打招呼，记者表示，自己身高
1.70米，大学本科文凭，30岁，刚刚从北方来到广州，因为经济困难，想做代
孕妈妈。该主管告诉说，按照记者的情况，可以享受最高的待遇，拿到代孕

刚下火车即被拉来代孕

费用14万元。如果确定做代孕妈妈，“就要住到我们公司来，吃住都由我们
负责。”

在这次暗访代孕妈妈大本营的过程中，记者总共见到了7个正在代孕或者
有意向代孕的女子。记者发现，这些女子大多是外地人，多数离异，代孕的目
的也是希望能获取金钱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与代孕网上吹嘘的对代孕者有严格
要求有点不大符合。

关于具体操作步骤，该主管说：“你先做一下血检，然后就是阴道B超，
还有一个白带常规，检查的单子你可以带过来，到时我们会报销。然后，就与
公司签约，签约后，就可以享受工资，工资每月2000元左右，另外还有补助。
如果你生完小孩后，客户还会给一些奖金。”

记者向谭小姐表示自己的疑惑，因为此前没有和她们联系过，不熟悉她们
的为人等情况，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谭小姐的回答让人意外，因为她表
示自己对这些人的情况也不了解。她说这些代孕妈妈都来自外地，其中有一个
还是今天刚刚坐火车从外地来到广州的。但是谭小姐又劝记者放心，“公司有
一个招聘部，专门负责了解这些代孕妈妈的情况。不会有问题的。”
真的没有问题么？这些代孕的妇女到底是怎样来到代孕网麾下开始代孕生

“高素质”纯属吹的
其实，以记者之前暗访代孕者大本营来看，如果真签约了，“志愿者”并
不能享受到他们所承诺的那些优厚条件。所谓的月工资两千元，其实是怀孕后
客户提供的生活费用；而在没有找到客户，没有怀孕前，该公司每月只提供
600元的生活费用。

涯的？

最后，该主管留下了电话号码，让记者赶快和她联系。并说，最近想做“

网络报名是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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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前国内媒体报道，吕进峰的妻子“戴女士”介绍，愿意代孕者中，“
高学历和城市户口的占多数。”但根据记者这次网络报名，代孕网对报名者的
情况只是根据报名者所讲，至于是否真的大学生似乎并不做过多调查。

精子卵子。确定男孩以后再植入体内，如果不是男孩，就再继续配。”黑皮肤
的孕妇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蛮专业呀。
代孕者：做得多了自然就知道一些。

街头推销找人报名
如前文所讲，除了网络报名，代孕网寻找代孕妈妈的途径之一是在街头找
人。据了解，在公园、车站、街头都有这些招聘代孕妈妈的掮客，这样的招聘
能找到优秀的代孕妈妈么？记者在南方医院的洗手间，就看到墙壁上贴的小纸
片，上面的代孕妈妈电话就是记者手上的代孕妈妈咨询电话。

三个女子愿意为记者代孕
由于记者以寻找代孕妈妈找上吕进峰的代孕网，除了深入代孕妈妈大本营
见到代孕妈妈外，记者还见到代孕网老板吕进峰，他带了三个“志愿者”，她
们都愿意为记者代孕。
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女子来自河北，离异，有一个8岁的小孩。记者问
道：“受孕过程中不可以与家人联系，你能接受吗？”她答道：“可以接受

对话代孕者
在南方医院旁的代孕妈妈聚居点，记者与两个已经怀孕的代孕者有过对
话，记者发现，她们对腹中孩子并没有什么感情，起码她们嘴里是这么说的。
记者：你们两个平时就住在这里吗？

的。”当被问及目前的生活状况时，她表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养孩子。”
年龄最小的女子来自江门，她未婚未育。她为人代孕只为赚一笔钱，然后
回家盖楼房，“这样就可以找个入赘女婿结婚。”她表示等到盖完房子再去
找，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因为是入赘女婿。”记者问道：“如果孩子被人家
抱走了，你会想他吗？”她回答：“我要孩子干嘛？”

代孕者：是呀，两个人可以相互做个陪伴一下，就不会太寂寞。
还有一名女子来自重庆，此前，因为老公有了外遇，选择了离婚，目前自
记者：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孩子生下来以后你们会不会再回去找？毕竟从胚

己带孩子。来到广州前，她把孩子交给了孩子的外婆，“出来做代孕就是为了

胎植入到小孩满月，中间有十一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会不会对孕

赚钱养孩子。”记者询问她现在的生活来源，她说：“过来这后就有住的地

育在自己腹中的孩子产生感情？

方，每天有20元生活费。”

代孕者：那当然不会留恋，这个孩子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我更不会

今年7月份，吕进峰在接受《苏州日报》采访时说，代孕这项服务只是存

回去找，我有自己的孩子。做代孕妈妈之前我就想好了这个孩子是替别人生

在于网站，而目前各类代孕网站很多，估计全国每个月有50人实现代孕，吕进

的。再说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也就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去

峰的代孕网每月约30人，而打电话有意向的人则更多。谈及代孕，吕进峰必扯

找这个孩子。

上“爱心”，并将代孕者称为“志愿者”。但高昂的代孕费却“颠覆”了这些

记者：如果我们就想要男孩，你们有办法保证吗？

说辞，代孕价格也是明码标价，价钱成为网站最多的条款。

代孕者：这个简单。你提前告诉医生，他们会按照要男孩的方法帮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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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介绍费高达2万元

正规医院一次收费三四万

信息时报记者从代孕网获取的资料显示，代孕分为试管婴儿与人工授精两

目前在广州，经卫生部批准具有做试管婴儿助孕资格的医院分别有中山一

种方式。吕进峰并不讳言，人工授精方式极易产生纠纷，因为代孕妈妈不仅孕

院、中山二院、省妇幼保健院、南方医院和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助孕生

育孩子还提供卵子。这两种代孕方式的价格也不一样，试管婴儿最低收费22.8

殖中心。

万元，最高收费38.65万元，时间跨度最长12个月至21个月；人工授精最低收
费15.8万元，最高25.75万元，时间跨度最长12个月至18个月。资料详细列明
了医院介绍费、代孕者介绍费、代孕者工资、房租、管理费、伙食费、医疗
费、生产费、生活用品费用等诸多费用，并区分选择自行安排与全委托两种方
式及一人代孕还是二人代孕等。而在人工授精方式中，还包括医院介绍费，并
高达2万元。

记者采访中山二院有关人士了解到，具有资格的医疗结构会为前来做试管
婴儿的夫妇安排一整套程序，包括体检、培育受精卵、胚胎移植等，每次收费
三四万元。但由于试管婴儿成功率较低，经常要做多次才能成功。该人士表
示，前往中山二院进行试管婴儿的人数并不多，每年只有几十例。医院会设
置伦理委员会，对相关人士进行严格审批，认真核查包括婚姻状况、身体健康
等情况。
但有业内人士透露，做一次试管婴儿成功率仅30%左右，加之院方在接试

吕进峰讲话很有煽动性
9月3日下午，信息时报的两名男女记者假扮夫妇，在此前去过的那个代孕

管婴儿手术时一般不保证能成功受孕，一些不具备资格的民营医院看到钱好赚
也在偷偷开展此项业务。

妈妈据点附近一家西餐厅见到了代孕网的“站长”吕进峰。吕进峰一副商人派
头，口若悬河。此前，曾接触过此人的朋友向记者介绍说，吕进峰说话很有煽
动性，很有传销者的架势，看来此言不虚。同来的还有3名代孕女子，吕进峰
称她们为“志愿者”。谈话氛围很快就被善于搞气氛的吕进峰营造得极其愉

广州有家代孕网 打着代孕的幌子拉皮条
采访过程中，时报记者又发现了一家名为“福娃代孕”的网站。与吕进峰

悦，他也很快转入正题，向记者推销他的50万“包成功套餐”。“一般来讲，

的代孕网宣称只做试管婴儿和人工授精不同，这家代孕网公开“叫卖”同居怀

做试管婴儿成功率在30%～40%，为保证一次成功，我建议你们一次选两个‘志

孕生育。

愿者’同时受孕。如果选一个，不成功的话，第二次再植入胚胎，其实成本省

时报一名女记者在这家网站上找到所谓“站长”的QQ号，与QQ名显示为“

不了多少，而且二次胚胎培植的过程更复杂。我们这套方案收费50万，可以保

站长为您服务”的取得了联系，称想了解一下做代孕妈妈的待遇情况。此男子

证你们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声称，广州目前有4家代孕网站，而他们家是服务最周到的一家。在索要了记

记者随后在吕进峰的代孕网上调出了50万套餐的条文，发现其中明确列

者的两张照片和年龄、身高等相关资料后，此人极力怂恿记者采取自然受孕的

出，“不论何种原因，怀孕期间的所有风险均由本站承担。例如：流产、难

方式。他解释说，所谓自然受孕，就是采取同居的方式让代孕妈妈怀孕，并达

产、死亡等。”寥寥几笔，不仅暴露出代孕的风险，更暴露出吕进峰等操纵者

到最后生育的目的。该男子还开出价码：“我提供给你一个30岁的帅哥，只要

对代孕妈妈们安危的无视。双方签署的协议也规定，“代孕方在协议期内死

你怀孕，会给你12万元。”然后，迫不及待地介绍说，这名男子因为妻子不能

亡，甲方赔偿代孕方家属10万元。

怀孕，深以为憾，事业有成却不能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愿意出大价钱找一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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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漂亮的代孕妈妈，“代孕妈妈漂亮，孩子也会漂亮。”记者依旧一言不发，

代孕在中国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代孕生子和代孕妈妈到底有没有血缘关

这名男子又发出邀请：“什么时候见面，一起吃个饭吧。”记者予以回绝。该

系？属于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代孕妈妈和客户很轻易地就可以进行相关手

男子最后留下联系方式，让记者考虑好后再找他。

术？代孕是否违反人伦道德？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代孕网站的法律顾问

随后记者用“代孕网站 广州”词条在网上搜索，居然出现332000项查询

以及相关专家。

结果。无论点击哪一页，出现在页面右侧的都是六家网站的介绍。其中广州
有两家，对吕进峰那家代孕网的介绍是：“中国首家代孕网，全报销免费考
察，20多次媒体专访,5年真实经验。”真想不到，媒体的揭露和批判居然也
成了他们宣扬的资本。对“福娃代孕”的介绍是：“专业的代孕服务机构！

非法质疑

代孕成功率高。”同居怀孕肯定比做试管婴儿成功率要高，但与卖淫又有多
大区别？

网站律师称尚无法律禁止代孕

记者：怀孕以后该怎么办？谁来照顾？
吕进峰：孕妇可以委托给我们管理，也可以由客户接回去。但在这10个月
里，代孕者不可以与家人见面，最多只能电话联系。
记者：孩子出生后户口怎么办？
吕进峰：我们可以帮助开出生证明，但客户要出具结婚证，其它的都好
办。比如拿别人的指标，或者到福利院开证明。

记者根据吕进峰在其代孕网站上公布信息找到了该网站的法律顾问——深
圳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的许鹏飞律师。
记者拨通了许律师的电话，称自己想通过代孕的方式要孩子，询问在这种
情况下与代孕网站签署合同能否受到法律保护。许律师回答说，如果签协议的
双方是自愿遵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合同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其中一方反
悔，要求诉诸法律时，法院会怎么判就很难讲了，因为目前并没有法律明确规
定不允许代孕，尚属法律空白。(如此说来，吕进峰所承诺的代孕妈妈高额收

记者：怎么能保证怀孕一定就能成功？

入就没有相关部门的保护了。)而对于双方签署的合同是否有效，许律师始终

吕进峰：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以往做的都非常成功。

不愿正面回答。

记者：如果两个都成功了我们怎么办？该要哪个？
吕进峰：一般我们的客户都想要两个以上。有个做期货的客户，60多岁
了，已经做成了一例，还想再约我们做另外一例。
代孕合同能否受法律保护？为何对卫生部禁止代孕规定视而不见？签合同
为何要改名？

网站法律顾问一问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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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提及合同上提及的卫生部2001年8月所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时，许律师先
是称他不太清楚合同上有这样的内容(而根据之前吕进峰所讲，这一条是许特
别提出要求加上去的)。当记者将该规定读给许律师听后，许解释说该办法只
是卫生部的一个规定，当事人的行为应该只是民事行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
当被问及合同上的签章单位是德孕德育有限公司时，并不是“aa69代孕”
网站时，对方说这个他并不是很清楚，吕站长给他的定位是提供给吕相关的法
律咨询，至于公司的具体操作流程他并不是很清楚。随后，许律师就以手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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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为由中断了采访。
而据记者了解，今年《苏州日报》也曾就代孕网站一事电话采访了该网站
的法律顾问许鹏飞律师。许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受聘到现在，该网站没有任何
问题或事务咨询委托他处理，而“一般来说，只要公司愿意出钱都可以请法律
顾问”。

钱物，接受者和捐赠者处于互不知道对方的“双盲”状态，而每位供精者的精
液标本不得使5名以上妇女妊娠并分娩。据了解，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对使用
捐赠者卵子和精子的孩子进行随访，每个孩子都要随访到，以避免发生近亲结
婚。业内人士表示，代孕都是在没有相应资格的医疗机构进行，因此也就没有
这方面的保证。
据了解，如果供精、供卵、体外受精、代理母亲技术相结合，一个孩子最

有律师称代孕妈妈与孩子是母子关系
广东胜陀伦律师事务所的周志国律师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将生命当作商品
进行买卖，明显是违法的，并且代孕妈妈与代孕中介签署的合同不受法律保

多可以有二父三母：两个父亲——供精者、养育者；3个母亲——供卵者、代
孕者、养育者。“生我养我就是父母”，对于这样传统的父母标准，在5个爸
爸妈妈面前，孩子、家人该有多少的困惑？据了解，代理母亲在境外已有很多
官司。香港地区规定代孕者与孩子是亲子关系，法律不能强制放弃。

护。另外，从法律角度来讲，代孕妈妈与所生孩子的母子(女)关系是法律上所
承认的。

宣传资料吹得天花乱坠
伦理纠纷
代孕手术属违法行为

代孕能够促进和谐社会？
暗访回来的路上，记者翻看了吕进峰送的一张碟片和一本宣传册。宣传册印
刷精美，封面上印有吕进峰的照片，还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中国代孕之父”。

记者咨询了广州市妇幼保健医院的魏侄雪医生，魏医生明确表示医院提供
代孕手术是违法的，医院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规定。目前广州只有几家医院获
卫生部批准可以实行试管婴儿，但做试管婴儿要求夫妇双方提供结婚证、身份
证、生育证明等一系列证件，过程相当繁复。

代孕子女发问“谁是我的父母”
苏州大学附一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沈宗姬教授认为，代孕在伦理方面
的问题值得注意，而这混乱主要来自于生殖技术使用的不规范。按规定，只有

关于为什么会创办这样一家代孕公司，吕进峰在碟片中的说法是，几年
前，妻子怀孕，他在网上寻找一些相关资料，突然发现国外网站上有关于“代
孕”的资料，而中国还没有从事这样业务的公司，他灵机一动，就产生了创办
这样一家公司的想法。
关于吕进峰此前的职业，碟片中的说法是，他在做代孕公司的经理之前，
从事物流的工作，还在外企打过工。据吕进峰的妻子“戴女士”介绍，吕进峰
是大专学历，她是高中学历。两人都没有医学背景。

建立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可接受精子捐赠，捐献者完全是无偿提供，不接受任何
这本小册子公开宣扬《代孕不仅拯救了不孕症女性，更拯救了代孕妈妈》

054

中文新闻报道精选

055

中文新闻报道精选

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它认为“代孕奉献的行为是代孕妈妈一次精神的升华”、“代孕是代孕妈妈
人生的转折点，辉煌人生的良好开端”。它从代孕妈妈的四种类型来分析上述

代孕这门生意
30年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和高达15%至20%的

道理：1.创业型：代孕能够让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拥有创业原始资

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个“婴儿市场”的发育。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

本。2.还债型：代孕能够让她们还清或者减轻债务。3.求学型：代孕能够解决

找道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在全球，代孕开始从地下状态走向半公开，印度几

代孕妈妈的学费。4.抚养型：代孕可以解决离婚女性的大部分困难。文章的最

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代孕妈妈市场，每年产值大约在120亿美元。

后激情洋溢地高喊：“代孕无罪！代孕有理！代孕万岁！”
这是个奇怪的市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说：在这个市
小册子还对代孕的益处进行了总结，并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代孕是我
们中华民族优化和延续的重要促进剂”、“代孕是保证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场里，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每个人都在说“制造希望，找到孩子，创建
家庭”，却从不用“买”和“卖”的字眼。

、“代孕是利国利民、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爱心事业。”
特37岁，事业有成，却依然单身。当有一天她发现会议室的所有同事都幻
宣传碟片内录制的是一家偏远地区的地方电视台今年4月的栏目节目。画

化成含着奶嘴撒娇的宝宝时，她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了。不幸的是，医生

面上方一直打着这家网站专访的字样。碟片中首先出现的是戴着面具的张女

告诉她：她受孕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凯特最终通过代孕中

士。她介绍说，自己因为小产不能再怀孕。她找到了这家公司，公司为其推荐

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替她怀孕，为此凯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了10名女子。张女士最后选定了一个代孕妈妈，并在年初当上了妈妈。
这是去年好莱坞片子《代孕妈妈》里的情节，电影中戏剧化的一幕正在中
国悄然上演。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
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搜索数据，表明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的存在。他们大
部分有ICP备案，但服务器时常遭到查封；他们称自己为“爱心志愿者”，同

「2009」年

时却收取着高额的代孕费；他们一方面辩解他们自己不违法，但选择隐身于网
络后面，为自己颇具争议的身份苦苦挣扎。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
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今年3月，广州市白云区计生工作人员在一次对育龄群众的上门访视中，

子宫产业：“代孕妈妈”在亚洲

发现了3名传闻中的代孕妈妈，最终怀胎6月的她们被计生人员送到医院实施人

出处: 2009年04月15《南都周刊》

响热烈。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

什么样的女性愿意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后将孩子转卖他人？

的幸福出发”。

什么样的企业通过合法地“出售孩子”来获得比毒品贸易更加巨额的利润？

工流产。4月，济南逆市火爆的代孕市场也遭到媒体曝光。事件经报道后，反

在这场迟来的代孕商业化争论的背后，一条看不见的产业链已经在现实中悄
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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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出租子宫？
然而婴儿并不是商品，代孕妈妈也不仅仅是制造婴儿的“
工人”。

让人舒服。我完全理解他们的不自在，但是事实是，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商
业关系。”
在AA69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
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
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殷天亮是内蒙古卫视的一位编导，由于录制节目原因，她接触了很多代孕
妈妈，她发现：尽管很多代孕妈妈声称孩子和她们并没有关系，但在和她们的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

交谈中，她还是能感受到被有意压抑的情感。这种感情与代孕妈妈的年龄成反

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告诉记者，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

比，如果代孕妈妈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对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难以割舍。身为

济上的无奈。

代孕中介的林青对此并不否认：“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挑选有过生育经历的代

这是一次身体拿换金钱的冒险。

孕妈妈，她们的身体经过考验，情感也更加理智。”
在林青的资料库里，记者看到了一些代孕妈妈的资料。她们大部分在30岁
左右，七成的人从来没有过生育经验。“保密”和“安全”是很多代孕妈妈在
报名时反复强调的两点要素。她们只想完成使命，拿钱走人，并不想卷入其它

医院与中介的勾结

争端之中。
“大部分人做代孕妈妈是出于经济原因。有需要还债的，有想出国的。”
林青说。一个代孕妈妈一次代孕收益大约在10-15万之间，这远远超过她们的
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孩子，双方最终达成了交易。

技术的革新总意味着新的产业，代孕的兴起和试管婴儿技术
的发展密不可分。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20年
间，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中国国内还没有学术机构或公
益组织开展过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

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而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国家正
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湖北同济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院共开展试管婴儿手术1300多

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

例，去年有1800多例，预计今年将达到2000例以上，几乎每年都以40%左右的

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

速度递增。

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
的行业。

年又完成了首例代孕试管婴儿技术。那时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项医学技术革

“当人们从事婴儿交易的行为时，他们内心自然地认为这种商业行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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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珠实施的6例代孕试管婴儿中有5例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代孕妈妈都是
在亲戚朋友里找到的，没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中。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个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

构在目前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里只有一家合作医院，这意味着中介、客户和
代孕妈妈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一切进行下去的动力，源于客户一个真实而强大的渴望：要有一个孩子。
巨额利润最终将医院和代孕中介捆绑到同一个产业链中。

领域的禁区。
如今87岁的张丽珠已经退休在家，她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卫生部禁令下达
之后，社会上代孕技术并没有停止，相反，正规医疗机构不能再做的事情由代

最后的途径

孕中介和一些违规的私立医院联手转向地下。

在AA69代孕网上，记者见到一份《爱心代孕合作协议》，其中第20条规

从2004年开始，一些代孕中介就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扎根繁衍，一个庞
大的秘密商业体系开始构建。到2009年，互联网上已经存在有数十家代孕机
构。这个产业究竟有多大，现在已经很难估算。在林青的QQ邮箱里，每天至少
都会有10多名委托人和代孕妈妈报名，忙碌的时候她甚至来不及把每封信件一
一打开。

的行为。”
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伦理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而代
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

大部分代孕网站与私立医院有密切联系。记者暗访了多家代孕中介，很多
代孕网站负责人原先即在医院工作，有熟络的人脉。由于正规医院审查制度非
常严格，在北京一般试管婴儿只能在私立医院完成。为了打消记者对医院医疗
水平的顾虑，“志愿者代孕网”的负责人孙丽保证：可以介绍到一所位于北京
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医院，这家医院是卫生部最早批准的一批具有试管婴儿资质
的医院中的一家，主治医生是一位拥有博士学历的老医生，成功率非常高。
在整个代孕费用中，医院的费用占到全部费用的30%以上，其中给医院医
生个人的介绍费在3-4万元不等，此外还需支付大约1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
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技术并不成熟的医院也纷纷加入代孕利益的瓜分之
中。身为国内医界泰斗的张丽珠深知这样做的健康风险：“现在真正的弱势群
体是这些代孕妈妈，怀孕风险很高，一旦出现意外谁来保障她们的权利？”
北京的一位代孕中介告诉记者，曾有代孕妈妈在分娩过程中因医疗工作人
员的技术失误而造成输卵管被切除。但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她所在代孕中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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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定义。
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伦理上的混
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
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
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的目的。
和时统宇在现场激辩成一团的一位嘉宾是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
峰。中国代孕行业之火爆，从这个中年男子在电视上的频频露脸就能看出来。
从外表看起来，极像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愿意称自己的中介公司
为爱心公益组织，管他的代孕妈妈们叫“志愿者”，管她们的行为叫“爱心
代孕”。
尽管每个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费2万元左右，摄像机前他
还是努力表明：“爱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于收中介费，那只是维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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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运行。”据他自称，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签约1586例，成

殷天亮的那期节目播出后电话几乎被打爆。她发现收视率一下涨到了0.2%

功怀孕及已生养1377例”。按照其网站最低标注的价格——自行安排人工授精

，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后还不断有人打电话到节目组，咨询哪里

19.8万元计算，2004开始创立的吕进峰代孕机构营业额累计至少达到了2亿元。

可以找到代孕妈妈。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中国人的生育问题有多么严重。

内蒙古卫视《现场》的编导殷天亮也请吕进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名字叫

2007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者中不孕不

《一个孩子两个妈》。当主持人把一份代孕价格表拿出来——其中把代孕妈妈

育者比例从2000年的10%上升到现在15%-20%左右，个别地区每8个家庭中就

分成从A到H不同等级时，现场的争论达到高潮，有观众在台下高呼“可耻！”

有1个家庭无法通过自然方式生育后代。代孕尽管争议重重，却是一些家庭

嘉宾的反应在殷天亮看起来也十分有趣。“中国代孕之父”经常流露出十
分紧张的神情，时常又是满头大汗，神情十分尴尬。“你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做

最后的途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

的那些事情也有怀疑，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高尚和神

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

圣。”殷天亮说。

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

而这些节目后来都成为吕进峰所开办的中介公司的“免费广告”。在他网
站的最显眼处写着：“本站21次面对面新闻专访”。“他们知道怎么利用媒

业噱头。
现实中有悲，也会有喜，但奇迹总是很少发生。

体”，殷天亮说。
2004年，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张丽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给她的联名信，
其中有一段写道：“现代医学允许捐肝、捐肾、捐精，为什么就不允许捐卵和
代孕呢？再好的科学技术不造福人类，又有什么用呢？”对这些家庭来说，无
法生育的痛苦始终像块巨石结结实实地压在他们胸口。

「2011」
」年

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上，张丽珠公布了
这封信，引起了会上许多专家的讨论。
最后由专家组提出的建议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应严加限制。在制定

《家庭》专访

好相关法律的同时，可以由卫生部授权个别高水平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代孕
小组；实施代孕之前，由伦理委员会审议，并向卫生部指定机构申请。“这样
既可以防止代孕泛滥和倒卖卵子，也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患者带来生活的希望”
，张丽珠说：“伦理和人类的幸福都要兼顾。”
这一方案提出后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反馈。这两年间，国内代
孕中介网站增加了十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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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凤凰周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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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We keep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volunteers and the clients confidential and
neither side knows the other's information throughout their lifetime," 'China Daily'
quoted the website's Beijing region agent surnamed Wang as saying.

China's ﬁrst 'surrogate mother' website a hit
出处：Feb 16, 2006 《THE TINES OF INDIA》

The agent refused to reveal how the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process was conducted, on
grounds of commercial secret.
"Anything related to the medical operation will be conducted by authorized medical

BEIJING: China's first 'surrogate mother' website-a panacea for childless couples -- is

institutions and we merely serve as a broker between the couples and the surrogate

growing in its popularity despite legal and ethical concerns.

mothers," he added.

The site, www.aa69.com, which opened in January 2004, promises to find infertile

Lu Jinfeng, founder and owner of the website, was not available for comment. He

couples suitable surrogate mums who are willing to carry the couples' babies through

told local media earlier this year that the service has helped about 200 couples to have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abies.

The website now has 13 regional agents across the country to recruit candidates

The growth of the website has been marked by controvers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handle requests from potential clients, and had attracted more than 245,000 hits

issued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Human Auxiliary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yesterday, 'China Daily' reported.

in 2001, forbidding unauthorised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any auxiliary reproduction
activities.

Applicants to become surrogate mothers, which the website calls "volunteers," are
required to be aged below 32, have a minimum height of 157 cm, be in good health,

..."It is illegal for a website to provide surrogate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said Du

and with no history of abortion, severe myopia, or addictions to alcohol or smoking.

Liyuan, a lawyer with the Beijing Zhongsheng Law Firm.

The costs of surrogate mother services range from 40,000 yuan (5,000 US dollars) to

"But there is not a clear stipulation against surrogate mother contracts that do not

over 100,000 yuan (12,500 US dollars), depending on thei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volve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matters, although they are ethically controversial,"

and appearance, 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 prices posted on the website.

he said.

...The couples involved are also required to cover the maintenance and medical fees

Du warned that disputes over support, inheritance and other family issues could arise

of the surrogate mothers during the pregnancy period.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the surrogate moth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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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bsite was reportedly shut down by local police in Suzhou, a city in eastern

Four hundred babies later, he is confident he has picked a sustainable industry. Couples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in January 2005, but soon resumed after police ruled the

need at least 300,000 yuan ($45,000). About 40,000 yuan is for the surrogate mother.

website was just a broker service and was not about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he rest covers a fee for the agent and medical, travel and living costs.

The website's base moved to Wuhan i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last year.

His first clients, a coupl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who had several miscarriages over
11 years, had their baby in 2005. Since then another 800 couples have been through
his unmarked office door in Guangzhou. Only half have left with a baby.

2008

He has 50 ag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bout a dozen staff in Guangzhou. Customers
fall into three groups: women who cannot give birth, parents who have lost a child and
are too old to conceive another, and older couples who want a second baby. He says 80

Wombs for hire as rich take their pick
出处：March 8, 2008《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NOTHING illustrat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China's socialist past and its freemarket present as does the issue of children.
As the country hesitates about whether to further relax its one-child policy,
entrepreneurs are cashing in on commercial surrogacy.
China's new "womb brokers" advertise through the internet for young, healthy women
willing to rent their womb so infertile couples can have a child. In a society where
many still believe being childless is shameful,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s fuelling a
rapidly growing market for assisted reproduction.
Liu Jin Feng, 30, was a company manager in his native Zhejiang province with a
newly pregnant wife when the concept of womb-broking occurred to him. He spent

per cent are university-educated, and most are mainland Chinese, though he has had a
small number of foreign couples, all ethnic Chinese, from Britain, Canada, and South
Africa, as well as one couple from Australia.
Since Mr Liu's surrogacy business took off, he says another 100 similar businesses
have sprung up on the internet with names such as China Baby, Loving Heart,
Sunshine Baby, New Hope and Chinese Angel. Some of his clients have been ripped
off by dishonest operators.
Mr Liu's mobile phone rings constantly. He says he receives 200 queries a month from
couples, but it has been impossible to find more than 30 suitable surrogate mothers a
month. Candidates must be healthy and emotionally stable, with at least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preferably their own child. It is argued that such women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signing up for and are less likely to get attached to the baby. Although
commercial surrogacy is prohibited, like many regulations here the ban is seldom
enforced, despite debate about whether it should be legalised, and therefore better
controlled, or stopped altogether.

six months investigating if it was a feasibl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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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Wang, 28, a tertiary-educated IT worker from Hunan province, agonised for six

Zong lost around 180,000 yuan ($28,175) because of the miscarriage. Zong is a

months before answering Mr Liu's internet ad. She will bear a child for a wealthy

surrogate employed by an agency in Shanghai. Because she was facing financial

Beijing couple who will decide where she will live during the pregnancy and pay her

difficulties, Zong accepted the well-paid job that was supposed to take less than one

living, medical and other expenses.

year to finish.

Ms Wang's former husband has custody of their child so she is "free to do as I please".

After contacting several surrogacy agencies the Global Times discovered that a

She says: "It's not something honourable so I haven't told most of my friends; I've

surrogate is paid 10 percent of the total amount they are promised upon confirmation

told them I'm here [in Guangzhou] to work." She will use the fee to start a business

of a fetal heartbeat. The surrogate will then be paid in 20 percent increments at five

and says she will have no difficulty giving up the baby, a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onths, seven months and eight months with the final 30 percent paid after the birth.

her. Asked if she would consider surrogacy again, she shakes her head emphatically.
Before the fetal heartbeat is confirmed, a surrogate mother can only receive a
monthly payment of 2,500 yuan. Knowing that her rights are not legally protected

2011

as surrogacy is illegal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Zong chose to expose the practices
of this underground industry. The issue was made clear in 2001 whe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ssued the Regulation on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 which
prohibits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medical workers from conducting any kind of

Welcome to my womb
出处：August 22, 2011《GLOBAL TIMES》

By Ni Dandan
In China a woman can earn up to 200,000 yuan through being a surrogate. However
the practice is illegal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Photo: CFP
After three months of pregnancy, Zong, a native of Sichuan Province, was told by
doctors that they could not hear a heartbeat. A miscarriage is a painful experience for
any expectant mother; however, for Zong it meant a loss of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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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rogacy treatments. But this market has continued to thrive in the past few years
given the ever increasing demand.
According to figures released by the Shanghai Health Bureau earlier this year, around
10 percent of local couples suffer infertility problems, and 1 percent of this group
need to rely on surrogacy technology. Furthermore, figures are expected to rise.
While surrogacy agencies were underground and secretive in the past, they are more
open today and some even claim to be official surrogacy agencies. Only five years
ago there were just a handful of small-scale agencies in the city; however these days
competition has grown much fiercer with hundreds of agencies. Straddling the border.
Type the key words "Shanghai surrogacy" into a search engine, and one can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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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hundreds of websites advertising surrogacy services. Almost all of them have

applicants as surrogates. "There are however a lot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s and white-

their contacts listed clearly online. Some even detail their office address and welcome

collar workers that have come to donate eggs," she added.

potential customers to visit.
The so-called egg donation is essentially egg selling, which is also illegal according
In an undercover interview, a man in charge of a surrogacy agency in Hongkou district,

to the country's Regulation on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Human

who goes by the name Cheng Wei,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his agency has been in

Sperm Bank Verific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n 2006. But the practice

business for six years. "The State regulation only defines the behavior of hospitals and

continues to exist since there are married women who have problems in this area.

doctors. Therefore, of the three parties involved - our clients, the hospital and us - the
hospital is the one that pays the most attention to safety," Cheng said.

He Li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payment for egg "donors" ranges from 15,000 yuan
to 20,000 yuan based on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appearance and height of the

Cheng argued that although the city's industry and commerce authorities would not

"donor," just like the varied payment for surrogate mothers. Couples that pay for the

approve of his agency if he tried to register it as a surrogacy agency, it doesn't mean

surrogacy service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surrogate or the egg donor based on

involvement in such a business is illegal. "For me personally, I wouldn't do anything

their preferences.

illegal.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pursuing an illegal business
and straddling the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ccording to the price list that Cheng Wei provided to the Global Times, the total cost
to conceive a child through surrogacy in Shanghai is around 300,000 yuan. "Since

He Li, who works for another surrogacy agency with five years of history in Shanghai,

the price is very reasonable, we've even had foreign customers. A couple from the US

gave a similar rational. "There's nothing humiliating or illegal about renting a uterus.

told us that they needed to pay 100,000 yuan for an egg, which is more than double

It's a good deed that we're doing here. We try to start families," she said.

the price here," said Cheng.

While the agency that employed Zong moved the woman to Wuhan for the pregnancy,

While most surrogacy agencies carry out their busines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a

the two organizations the Global Times reached both claimed that they have a fixed

few have relocated their operation bases abroad to avoid the legal issue and to expand

arrangement with a local Tier-Three public hospital and as the entire process is carried

their potential market.

out in Shanghai the biological parents can visit the surrogate anytime to check the
process of their child.

Claiming to be the father of surrogacy in China, Lü Jinfeng opened his surrogacy
agency in 2004. Despite not having any medical background Lü claimed that his

"Once the child is born, we'll handle all the matt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ld

organization has helped around 3,000 families.

will be registered with the biological parents," He told the Global Times. But since
the hospital is in downtown Shanghai, she said her agency refused to accept local

Just two years ago, three surrogate mothers employed by his agency were caught by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in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Guangzhou. They were or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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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ave abortions since they were all unmarried and were therefore prohibited from

business they are engaged in sound more like a public welfare cause. But the reality

having children.

these "volunteers" face might not be as ideal as they have imagined.

However, when the Global Times reached the agency's office in Shanghai recently, a
staff member surnamed Sun said that all their surrogate businesses had been relocated
to Chicago in the US. While they continue to target domestic couples, the surrogates
they employ have become US citizen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In need of money
"Every volunteer shoul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purpose. A perplexed volunteer is

"We carry out all the surrogacy operations there because the State of Illinois rules that

terrible," said Lü Jinfeng when asked about the requirements for surrogates. In other

surrogacy is legal. The charge is comparatively higher. The whole package costs you

words, a surrogate must have a strong desire or an urgent need for money. "Otherwise,

950,000 yuan. But we guarantee you a baby with US citizenship within at most three

without a clear purpose, a woman could easily change her mind during the pregnancy,"

years," Sun told the Global Times.

said Lü.

The US State of Illinois became surrogacy-friendly when the Illinois Gestational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reports, a college graduate in Beijing offered to be a surrogate

Surrogacy Act took effect in 2005. The act stat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residency

to finance her mother's surgery. But according to a two-time surrogate surnamed

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nded parents and a birth certificate will be issued without the

Chen, most surrogates are from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have few qualifications.

need for court proceedings. But not all US states allow surrogacy.

"Sometimes we are recommended by friends, who have been surrogates themselves,"
said Chen.

Only a few including New Hampshire, Texas, Florida, Virginia have legalized the
practice, but conditions vary between states. Commercial surrogacy is illegal in

Chen said the biggest concern facing surrogates is the gender of the child. "Many

most countries. Currently India, where commercial surrogacy is legal, is widely-

prospective parents expect a boy. If they know beforehand that the gender of the

acknowledged as a leader in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In India for many women

baby is female, they will reduce the original offer, for instance, from 140,000 yuan to

surrogacy provides a well-paying income.

100,000 yuan. Or even worse, they could simply disappear," said Chen.

While the cost of surrogacy service abroad is surprisingly high, Lü Jinfeng argues

Despite the psychological burdens, doctors say surrogates need to be aware of

that his business is about philanthropy. "There's nothing pure in this world. I'm doing

potential physical problems. "For instance, a pregnant woman could suffer postpartum

philanthropy. But the operation mode involves some commercial elements. But my

hemorrhoids. In the worst cases, her uterus might have to be taken out. Then the

goal is to give couples the child they've been yearning for," said Lü.

woman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reproduce," said Qiao Jie, director of the Reproductive
Medical Center of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Women also face other risks

All surrogacy agencies refer to surrogate mothers as volunteers, which mak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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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local agencies the Global Times spoke to insisted that surrogates are
strictly managed by the agency and their well-being during the pregnancy is closely

necessary arrangements for couples that are found qualified after the evaluation. But
so far there hasn't been a response to the proposal.

monitored. "Once they sign the contract with us, they'll be sent to our designated
apartments and need to stay in the room unless there is a hospital visit. They can make

In the meantime, disputes over who should be the real parents of a child have emerged.

phone calls to family or friends but they are forbidden to reveal what they are actually

Last year, a 30-year-old surrogate mother surnamed Liu lost a case when she tried to

doing," said He.

fight to be the legal guardian of the child she gave birth to. Although she has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baby, she developed an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im

She added that during the pregnancy period, surrogate mothers can take walks to stay

during the pregnancy. Experts say most surrogate mothers underestimate the strong

healthy, but they must be accompanied by nannies employed by the agency.

emotional connection they will feel for the child.

When the regulation banning surrogacy was issued a decade ago, experts were

While there's no law in China defining who should be the legal parents of a child born

concerned abou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is industry and the ethical problems

through surrogacy, in countries where some forms of surrogacy are legalized, such

involved. "Of course 'renting' a uterus is commercial. I'm strongly against it. In fact,

as altruistic surrogacy in Australia and gestational surrogacy in Israel, the intended

I believe, surrogacy is th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hat rich people impose on

parents are recognized as the legal parents.

women," said Professor Guo Zili, from the Law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The most prevalent surrogacy practice in China is gestational surrogacy, meaning
B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eeds of some Chinese couples, Zhang Lizhu, a

a surrogate carries the child to delivery. An embryo, to which she has no genetic

specialist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proposed that the policy should allow some

relationship with, is implanted in her uterus. The embryo can come from the intended

flexibility.

parents, or the intended father and an egg donor. Another practice in China is called
traditional surrogacy where a woman, who is the child's genetic mother, carries a child

"Strict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ce a couple submits an

for another couple.

application. There should be an ethical committee making an overall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both the prospective parents and the surrogate. It shouldn't be a

Surrogacy is illegal in China. But the existing underground practices are all

call made by an individual doctor," she said.

commercial since the pregnant woman usually receives compensation for carrying the
child, in addition to medical costs and other expenses. Otherwise, the arrangement is

At a meeting convened by domestic reproductive medicine experts in Hangzhou in

referred to as altruistic surrogacy.

2007,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Ministry of Health should set up a surrogacy team and
a corresponding ethical committee.

All surrogacy arrangements, both commercial and altruistic, are illegal in many
countries such as Italy, Iceland, Japan and France, while they are legal in some other

The ministry should also appoint a designated medical organization to make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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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like Canada, Georgia and Ukraine. Some countries only recognize altruistic

In Tony's eyes, the doubts and speculations are ridiculous. "We were not traveling for

surrogacy, such as Australia,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fun and the experience was not pleasant at all. In fact, we were suffering overseas. No
one ever signed the contract just to guarantee a green card."

2013

But the market is certainly booming, even though trips to the US exhaust the
parents physically and the nine months of waiting causes huge worry. The firm Tony
established in 2012, DiYi Consulting, has handled 78 cases so far.

Foreign wombs
出处：October 7, 2013 Global Times

Growing interest

Between morning sickness, kicking babies, and changing waistlines, pregnancy is

Dawn Marmorstein, founder of the Los Angeles Surrogacy Center, told the Global

hard enough. But for those parents-to-be whose unborn children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in another woman's womb, it's extra-stressful.
Tony (pseudonym), who runs a consulting firm in Shanghai to help Chinese couples
find surrogate mothers in the US, still remembers being one of them.
In 2010, after having spent restless months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yuan and dollars,
Tony and his wife Cherry finally brought home their first baby, borne by a surrogate
mother in the US. Two years later, the same woman bore them twins.
When Tony was reached by the Global Times on Thursday, he was furious at the
recent reports home and abroad claiming that Chinese parents are flooding into the
US to hire surrogate mothers to facilitate emigration for their future offspring and
themselves.
The 14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gives babies born in the US the right to
citizenship. US citizens may apply for green cards for their parents when they tur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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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in an e-mail that the agency has just welcomed their latest recipient parent
from China last week after 25 new recipient parent consultations were done at its Los
Angeles office and a handful at the San Francisco branch.
"Since late 2010/early 2011, these requests have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Many
recipients from China began coming to the US during the Year of the Dragon (2012),
and this has continued into this year," Marmorstein wrote.
The rise was also confirmed by Cora Jenson, director of client services at the San
Diego-based Modern Family Surrogacy Center. Jenson told the Global Times via
e-mail that the center has s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terest from Chinese parent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Zhang Rongkui, partner of the Los Angeles-based US Maternity children Immig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Center, has observed the increase in his center as well. He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has laid the financial
foundations for Chinese couples to afford the travel and medical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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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xperience, many of them are married couples who have some infertility

Chinese clients were green-card oriented.

issues, but we have had a few who do not suffer from infertility but still would like to
become a parent through surrogacy," Marmorstein noted.

The preference for the US is mainly due to its mature technology in surrogacy and
healthy legal system, according to Tony, who also emphasized the one-on-one service

Tony agreed that the majority were acting out of health problems, adding that some

the couples could enjoy on the West Coast, whereas operations have to be carried out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also travel to the US, as social prejudice restricts their ability

sneakily back home instead.

to use surrogacy in China.
"California, in particular, is preferable for Chinese recipient parents thanks to its
More ofte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restrains senior officials and

fine weather and its simple procedure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the birth certificate and

businessperson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ose wish for a second child might

passport of newborns," Tony said, explaining that the surrogacy contract is submitted

even threaten their career.

to the state court and recipient parents are recognized as the birth parents. Thus their
names will be on the birth certificate.

On rare occasions, some couples also demand a surrogate mother so as to stay fit or to
avoid leaving the job in pregnancy.

Grey area
Other choices

Lü Jinfeng, who claims to be the father of surrogacy in China and now runs a surrogate
agency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shrugged off the compliments for the US. He told

An anonymous agent with the Guangzhou-based Baobeijihua Surrogacy Center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the success rates of the two nations are both about 30 to 40

the Global Times that besides the US, Thailand also brings hope to many couples as

percent with similar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more parents are paying 800,000 yuan ($13,000) for a baby rather than the 1 million
yuan expense for a surrogate mother in the US.

But he admitted that surrogacy is still a gray area in China without specific laws to
regulate or ban the trade, which might be another reason pushing couples to seek help

"Babies born in the US will beco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will enjoy better

overseas.

education there. They might even stand a chance to run for president in a country
judging people on their ability," the agent said, adding that one out of 10 Chinese

The surrogacy market in the nation is huge, as some 50 million Chinese are vexed by

couples has chosen to seek US surrogate mothers.

fertility problems, according to Lü, who predicts one day surrogacy will be legalized.

Both the US-based surrogacy centers reached by the Global Times denied that their

However, such speculation was quashed earlier in March, as the Ministry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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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s to further control ove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urrogacy.
The ministry stated the surrogacy would disturb the ethical order and inflict physical
and mental pain on the surrogate mothers and babies

吕进峰
著作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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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的意义和作用

愤慨：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社会和政府无法解决的困
难？… … 我们的代孕中介行为确好平复了她们的愤慨，让她们有更好的心理状态，让
社会关系更加融洽，让社会更加稳定。

1. 代孕是我们中华民族优化和延续的重要促进剂！
试管代孕采用我们夫妻的胚胎，能够有能力操作试管代孕的夫妻是绝对优秀成功人
士、绝对的高智商高素质的优良血脉，他们血脉的延续绝对是保证和增加我们中华民族
的优良比例。

2. 代孕保证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和谐才是社会的和谐。代孕解决了不育症家庭的最

6. 代孕可以部分缓解社会养老的难题。
协助不育症女性实现生儿育女的意愿，提供不育症营造一个健全家庭生活的机会。
代孕成为不育症夫妻的一个选项，就可以在卵巢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拥有自己的后代。
老有所养，减少了社会和政府的压力。

7. 代孕保护了不育症家庭的生育人权。
代孕充分保障了不育女性和健康丈夫的生育人权。血脉的延续和完整家庭的观念是

大矛盾，拯救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促进和改善我们不育症家庭的和谐，他们的

全世界人类的共识。爱心代孕完全发扬了人类崇高的人性互助关怀的人道主义精神!是

婚姻更加美满，家庭更加稳定，从而社会更加稳定和和谐。

无可非议的爱心道德行为!随着中国文明进程的加快，弱势群体理当得到公权机关的正

3. 代孕杜绝了贩卖婴儿的行为！

确关注和帮助，爱心代孕行为必将逐步得到中国全社会的完全、共同认可!

为什么有人贩子和福利院贩卖婴儿的行为？因为买方女性不能够自己生育（男性不
育可以通过捐精来实现，而子宫问题的女性不育症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即使单卵子有问
题，现在的捐卵政策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代孕确确是解决了女性不育症的困扰，
从而杜绝了贩卖婴儿的行为。当然，现在的代孕的代价比较的高，而且社会影响力有
限，还不能够完全解决贩卖婴儿的问题。随着代孕观念的深入和广为人知，解决贩卖婴
儿的问题指日可待。

4. 代孕挽救了不育症女性的健康和经济。
权威的统计，不育症的治愈率不到30%。大多数治疗不育症医院的目的只是不断的
通过误诊去榨取患者的金钱。我们的大多不育症女性在病情加重损坏健康的同时，又要
付出巨大的经济损失。代孕是解决她们不育症问题的最健康最经济的方法。

5. 代孕平衡了部分社会关系。
众所周知，现在的社会是公平严重失衡的社会。我们代孕需求者愤慨：国家的政
策为什么限制了不育症女性代孕需求？为什么剥夺了她们的生育权？我们的代孕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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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不仅拯救了不育症女性和家庭
谈到代孕，普遍认为拯救的是不育症女性需求者。其实不然，它更多的是拯救了我
们的代孕妈妈（代孕志愿者）。
首先，代孕奉献的行为是代孕妈妈一次精神的升华，它让我们的代孕妈妈心态更加
平和、待人更加真诚、思想更加成熟、智慧更加敏锐。通过代孕，会使我们代孕妈妈焕
发出迷人的人格魅力，将使代孕妈妈的一生充满欢乐的幸福时光。
其次，代孕是代孕妈妈的人生转折点，它是她们辉煌人生的良好开端。因为，代
孕让我们的代孕妈妈扫除了实现理想的重大障碍，让她们有一个最佳位置的起跑线。下
面，我从代孕妈妈的四种典型类型分析上述道理。
一， 创业型。现今生活，在一个相对缺范公平的环境里，勤劳致富大多时候不过
是个美丽的谎言。创业一般不外乎两个条件：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基础。社会关系是我们
老百姓的奢望，那是基本不可能去拥有的。经济基础，哪怕是微薄的，都是非常难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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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已经是最高理想。代孕虽然不
能够带给代孕妈妈社会关系，但是可以让她们拥有微薄的创业原始资本。
二， 还债型。一场大病，一个大学四年，一次以外，足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普通工
薪家庭和农民家庭债台高累。是用一生去还债，还是用一年去还债？代孕让她们能够还
清或者减轻债务，让她们重新拥有一个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三， 求学型。知识虽然不能够一定改变命运，但知识的砝码是改变命运的门票。
不断的求学和追求高学历，成为不少人的不懈追求。但是高昂的学费是不可逾越的门
槛。代孕能够解决代孕妈妈的学费，让她们得到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四， 抚养型。离婚带子女的普通阶层的女性，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去将孩子
抚养成人。她们都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过上最好的生活。但残酷的
现实，事与愿违。代孕可以解决这些女性的大部分困难，让中国能够培养出多一点比例
的高素质人才。
以上说明的四种类型的女人，除了代孕能够去帮助她们，又有多少个公平的机会能
够实际的帮助她们？那些“卫道士”们指责代孕妈妈的同时，请你掏出你们的钱包！否
则，请闭上你们的嘴。
所以，代孕不仅拯救了不育症女性，更加拯救我们的代孕妈妈。

一套房子只住一个代妈，且配置全职保姆一名。
小区环境幽静，确保代妈天天好心情。

3，工作及时化。
代妈任何一个需求，助理会在10分钟内到位且立马解决。
客户的任何合理要求，我们也会及时完成。

4，服务周到化。
客服必须每周向客户主动汇报代妈的一切相关情况。
客服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客户的指令。

5，制度公司化。
每个流程每个文本，全部按照统一格式运作。
规范严密的操作流程，并配合严密的监督制度。

6，管理国际化。
多名美国、印度代孕公司顾问协助管理。
借鉴一切成熟的管理经验，保证工作的完美度。

代孕后勤管理的6化原则
代孕后勤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胎儿的健康和安全。

欺诈型代孕中介的特征
代孕行业，鱼龙混杂，诚信从业者寥寥无几。

1，分工明细化。

为了防止客户上当受骗，本人汇集了一下欺诈中介的特征。

每个代孕妈妈专门配置医疗、生活、心理咨询师等各一人。

这些假中介，具备以下所有或者几项特征。请认真鉴别！！！

代妈的每一个需求都有专人无微不至的伺候。

1，负责人采用虚假身份信息操作，方便事发后跑路。

2，安胎舒适化。

2，伪造网站及公司历史，偷梁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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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没有成功率，成功着床前收取大量的酬劳。
4，虚假移植，虚假代孕妈妈，骗取协议金。
5，虚假捐卵志愿者，骗取高额捐卵费。
6，低价竞争，隐含大量的额外收费。
7，违背常理和科学瞎承诺，签约后再百般抵赖。
8，后勤管理混乱不堪，低成本高风险。
9，黑社会做为后台，迫使客户不得不就范。
10，挟持客户信息，敲诈客户。
11，指名道姓恶意造谣攻击正规中介，混淆视听。
12，每隔一段时间换个身份，逃避责任。

视频精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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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下载或在线观看
以下视频请于吕进峰官网（www.lvjinfeng.com）下载或在线播放

A：2006年4月19日 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访谈

B：2008年4月20日 内蒙古卫视《现场》栏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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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09年7月5日 央视《经济与法》节目访谈

D：吕进峰先生致辞

旗下代孕套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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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

11， 伴性选择。服务于因为家族遗传问题需要选择性别的客户。
12， 吕进峰保证宝宝两年之内健康出生且承担所有风险成本，否则全额退
款！以亚洲最优秀生殖中心为依托，以诚信为准则，完全保障客户的权益。

服务特色：
顶级居住环境

顶级胎教环境

顶级隐私保护

顶级代孕妈妈

顶级安全保障

顶级服务助理

顶级医疗服务

服务承诺：
1，中国代妈于富人区独栋别墅居住。新鲜的空气、绝佳的物业、迷人的风
景、绝密的隐私。
2，五名高学历高素质助理只为代妈一人服务。配司机、生活助理、医疗
助理、心理咨询师、保姆与代妈同住。
3，代妈均正规院校本科以上学历。高学历、长相端庄、无打胎史、身体
健壮、性格温和、富有爱心。
4，当地最好的妇产医院产检及生养。按照妇产医院最高vip规格安排。
5，最专业的胎教指导和最好的孕育情绪。五名助理全日制陪同代妈，专
业胎教师指导及安排。
6，全程全日24小时视频在线查看代妈生活状况。别墅除卧室及洗手间不
安装在线视频，其他全部安装。
7，专车专职伺候代妈。24小时为代妈服务，及时处理生活事务和突发事件。
8，最合理的孕妇饮食调配。专业营养师根据代妈胃口定制专业食谱且5名
助理全程监督。

13， 没有协议外额外付款和隐性收费。所有收费均明示于协议中，绝对没
有乱收费现象。
14， 吕进峰承担一切代孕风险。 所有代孕相关的流产、大出血、死亡、
宫外孕、婴儿不健康等风险均由吕进峰承担。

「天使」
服务特色：
绝佳居住环境

绝佳隐私保护

绝佳代孕妈妈

绝佳安全保障

绝佳医疗服务
绝佳服务助理

服务承诺：
1，中国代妈于规范化小区居住。一个代妈一套公寓房，较好的空气、规
范的物业、悦目的风景。
2，四名高学历高素质助理只为10名代妈服务。配生活助理、医疗助理、
心理咨询师、保姆，其中保姆与代妈同住。
3，代妈均达到合格标准。长相端庄、身体健壮、性格温和、富有爱心。
4，当地正规的妇产医院产检及生养。按照妇产医院一般标准安排。

9，最隐私的客户资料保护。所有客户协议全部存放于香港银行保险箱。
10， 生殖领域最权威的试管婴儿医生操作。均安排行业知名的试管婴儿医
生操作。

5，最合理的孕妇饮食调配。专业营养师根据代妈胃口定制专业食谱，频
繁抽查监督。
6，最隐私的客户资料保护。所有客户协议全部存放于香港银行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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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殖领域的专业试管婴儿医生操作。均安排有丰富经验的专业试管婴
儿医生操作。
8，吕进峰保证宝宝两年之内健康出生且承担所有风险成本，否则全额退
款！以亚洲最优秀生殖中心为依托，以诚信为准则，完全保障客户的权益。
9，没有协议外额外付款和隐性收费。所有收费均明示于协议中，绝对没
有乱收费现象。
10， 吕进峰承担一切代孕风险。所有代孕相关的流产、难产、死亡、宫外
孕、婴儿不健康等风险均为吕进峰承担。

服务特色：
1，使用美国代孕妈妈于美国代孕完全合法的州进行代孕过程。
2，婴儿出生即为美国国籍。
3，完全符合美国加州等地的代孕法律。
4，完全尊重中国法律。
5，享受美国比较优越的产检及生养等医疗环境。
6，美国代孕妈妈均经过法律程序的严格筛选。

「天骄」
服务与天后一样，只是代孕妈妈为东南亚国籍。

7，客户无需到美国进行试管婴儿医疗过程，均在美国加州生殖中心生殖中心
完全。
8，美国加州生殖中心保证宝宝两年之内健康出生且承担所有风险成本，
否则全额退款！
9，美国加州生殖中心的所有收费均明示于协议中，绝对没有隐性收费等
现象。

「天子套餐」

10， 美国加州生殖中心承担所有代孕相关的流产、难产、死亡、宫外孕、
婴儿不健康等一切风险。

服务特色：
天子A：使用中国代孕妈妈，零首付，最后婴儿交接时一次性付款
天子B：使用越南代孕妈妈，零首付，最后婴儿交接时一次性付款。

服务承诺：
与天使、天骄一致。

「维纳斯」

为什么要生美国宝宝？
一、 如果宝宝未来到美国生活
1、享受美国13年义务教育。就读小学到高中完全免费。
2、您还在准备每年花20多万人民币送孩子到美国读大学？美国籍宝宝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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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所学费只要外国学生的10％，而且容易进入知名大学。仅仅四年本
科学费就可为您节省上百万人民币。
3、享受美国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
4、未来可以申请美国公民才能享有的奖学金，1%低利率助学贷款。比起
多数自费赴美就读的外国学生，可以节省几十上百万人民币。
5、未来无条件留在高收入的美国工作(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37,363美元，
数据来自IMF)，可以优先担任美国政府，公家单位及大型企业重要领导岗
位。许多关键职位，如官方军务，国防外交，高科技和核心实验室，严格限
于公民。
6、未来享受全球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和最优惠出入境便利。
7、未来拥有美国社会安全卡、享有美国各种社会福利措施及医疗设备，
年老时可领取养老金，包括人在海外。住低价高质量老人公寓。
8、其它国家政局不稳或动荡时，即使航空封锁，美国公民也可以在美国
政府的保护之下，享有优先搭机离开的权利。

二、 如果宝宝未来长期在中国生活
美国宝宝即使永远生活在中国，仍无条件是美国公民。

三、 对于父母的好处
孩子21岁后，父母可以不受配额限制移民美国。
而出生在美国以外的人，如申请入籍美国公民，除政治庇护、专业人才及
与美国公民结婚以外，其余的就必须花至少4～10年的时间及五十万美金的费
用。当然你想移民加、澳、港等，也需跨越同样的门槛。

旗下医疗基地简介

以上套餐价格请与当地客户经理联系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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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尖端的设备 最标准的环境 最优秀的人才
基地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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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简介
医疗团队医生均是生殖行业内精英。均在成熟生殖中心有实践操作过千例
以上，综合代孕成功率70%左右。

代孕实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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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选择吕进峰
的理由

chapter
Mr. Jinfeng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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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中国代孕第一人
中国代孕第一品牌
唯一拥有自己医疗实体的代孕机构
唯一实施企业标准化管理的代孕机构
唯一科学管理代妈后勤的代孕机构
唯一公平公正透明的代孕协议
唯一高成功率的医疗团队
10多年来的诚信保障
先进成熟高效的管理模式
优秀的精英管理团队
坚持到底的敬业精神

有效代孕协议认证

chapter

10

有效代孕协议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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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A：吕进峰本人签名及指印与其官网一致。
B：吕进峰官网查询协议编号。
C：若有需要，可签约后约见吕进峰本人。

吕进峰的代孕协议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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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澳门同达医疗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吕进峰公益基金会

公益互助生育协议

周岁：______。
供应卵子方是否由乙方提供：__________。捐卵偿：________________。
捐卵补偿付款程序：促排卵第一天付50%，取卵前一天付50%。

甲方签名：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开手机：__________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卵补偿包括了捐卵的介绍费和纯补偿。面试过但未定下的捐卵人选的路
费由甲方承担。
若甲方需要留存捐卵方DNA样本作为亲子鉴定使用，需要甲乙双方共同封存
鉴定物。

乙

方：澳门同达医疗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签约日期：________ 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乙方法人：__________

身份证号：320981197707031753

注：一般吕进峰不在现场签约，请于www.lvjinfeng.com核实签名！如需约见，签约后约时间。

乙方接待主任或客户经理签名：__________
乙方客户经理：__________

客户服务电话：__________

注：甲方所有代孕相关事务请联系其专属客户经理。

客户渠道来源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请务必填写详细！方便乙方加强和完善相关推广工作。谢谢！
投诉电话：18826555512、13926555512。

2、 甲方选择的服务套餐为：__________。是否有性别要求 ________。
是否接受双胞胎 __________。
乙方除广东医疗点外的合作医疗点均需加价5万，取卵前支付。甲方选择
的医疗点：__________。
甲方是否符合第10条要求：__________。是否包成功：__________。
3、 甲方及其配偶是否有遗传疾病：____。具体疾病名称：__________。
4、 本协议涉及的胎儿、婴儿必须为本协议指定精卵供应方的亲生子女，
否则视为乙方违约。以下简称胎儿、婴儿。亲子鉴定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最
多接受几名婴儿

__________。

5、 精子和卵子的供应方由甲方负责指定，代孕方由乙方提供且全权委托
管理。
6、 怀孕的方式： 医院用试管婴儿技术培育成胚胎，然后移植于代孕方

协议内容：

子宫。坚决不发生性关系！坚决不做人工授精，不用代孕方卵子，卵子采用甲
方归属的或者捐卵方。
7、 若因为婴儿健康原因发生纠纷，甲方指定的精卵供应方遗传病由双方

1、 供应精子方：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卵子方：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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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认可的权威医院鉴定；若因为甲方及其配偶的遗传问题给乙方造成损失，损失
费用需全部由甲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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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8、 本协议所涉及到的货币为人民币。若需外汇付款，按付款日汇率
换算。
9、 本协议有效期为即日至协议明文规定的终止日或至婴儿健康出生。
10、符合以下关于①供卵方和②供精方的全部条件，乙方必须保证两年内
至少一名健康婴儿出生，否则视为违约且乙方必须退还甲方已经缴纳的所有代
孕款项。符合以下条件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两年内健康婴儿无法出生的（包

要求）。
8)

若供卵方由乙方提供，则视同于符合以上要求。

②

对供精方的要求：

1)

无影响试管婴儿取精的生理因素，具体指标参照通用试管婴儿的临床

标准。

括胚胎未着床、胎儿停止发育、胎儿畸形、胎儿疾病、婴儿疾病、婴儿畸形、

2)

无任何可导致代孕方感染疾病的传染病。

乙方护理不当等原因），除了乙方赔偿给甲方所有其付给乙方的协议已付款

3)

A级精子活力综合不低于5%。

4)

无遗传疾病。
（若有遗传疾病，需要得到甲方协议认可，也视同符合此

外，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索取其他赔偿。赔偿完毕，协议终止。在双方自愿的
基础上，若需要重新操作，甲方须按照乙方的最新协议版本重新签署和执行。
①

对供卵方的要求:

1)

无影响试管婴儿促排卵、取卵的生理因素，具体指标参照通用试管婴

儿的临床标准。
2)

近三个月内任一个月来月经的第二、三天的生理激素检查里的促卵泡

生成素（FSH）值小于8。
3)

近三个月内任一月的基础卵泡多于8个。

若甲方有性别要求，则基础卵泡多于12个。

要求）。

以上标准，甲方需要提供正规医院体检报告和乙方医疗点
确认。
11、符合第10条要求的甲方，乙方承诺三个促排周期内成功，否则全额退
还甲方已付款。因试管婴儿成功率问题，本着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甲方
必须无条件配合最多三个促排周期。
12、不符合第10条要求的甲方，若第一个周期没有成功（包括着床3个月
前的流产），从第二个周期开始，每启动一个新的周期需要支付给乙方成本费
用。额度如下：

4)

月经第二、三天促卵泡生成素（FSH）除以黄体生成素（LH）不得大
a)

天后套餐重启付款额度为20万，新周期促排卵第一天支付。

说明：FSH/LH≥2用药量会增加,获卵数少,优质胚胎数少。

b)

天使套餐重启付款额度为10万，新周期促排卵第一天支付。

5)

c)

天娇套餐重启付款额度为10万，新周期促排卵第一天支付。

d)

维纳斯套餐重启付款额度为20万，新周期促排卵第一天支付。

于2

38周岁以下，其中36周岁至38周岁，每多一岁加3万。加的款项，着

床3个月时付款。
6)

无任何可导致代孕方感染疾病的传染病。

7)

无遗传疾病（若有遗传疾病，需要得到甲方协议认可，也视同符合此

122

吕进峰的代孕协议

若是需要选择婴儿性别，甲方需要每个试管婴儿周期付5万元给乙方，促
排卵第一天支付。

123

吕进峰的代孕协议

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甲方重启试管周期之前按照套餐付款流程（第26条）付的款项不予退还，
但乙方不得重复收取。
13、不符合第10条要求的甲方，成功率较低。本着科学、客观、人道的原
则，若最终没有成功，乙方不退还甲方已经缴纳的所有款项。建议甲方尝试

全所有总款的余款。赔偿完毕，协议终止。

17、双胞胎和多一个代孕妈妈怀孕的收费标准：
天后套餐：双胞胎15万，多一个代妈怀孕50万，均着床第6个月支付。

的试管周期不要超过两次，如果还没有成功，建议甲方终止本协议。协议终

天使套餐：双胞胎10万，多一个代妈怀孕35万，均着床第6个月支付。

止后，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甲方若还想继续操作，建议重新签署含捐卵的

天娇套餐：双胞胎10万，多一个代妈怀孕30万，均着床第6个月支付。

新协议。

天子套餐：双胞胎10万，多一个代妈怀孕35万（天子A）或30万（B），均

14、不符合第10条要求的甲方：
着床3个月前流产概率比符合第10条的客户高。本着科学、客观、人道的
原则，若着床3个月之前流产，乙方不退还所有甲方已经缴纳的所有款项且甲
方需要额外补偿给乙方2万元成本，用于代孕方刮宫医疗费和补偿（刮宫极易
造成代孕方妇科疾病及不孕不育）。于刮宫前支付。
着床3个月后发生胎儿、婴儿死亡或流产或残缺、病障事故（包括胎儿停
止发育、胎儿畸形、胎儿疾病、婴儿疾病、婴儿畸形、乙方护理不当等原因）
，除甲方及其配偶的遗传因素外，甲方无赔偿责任。另外，本着科学、客观人
道的原则，因为不符合第10条要求的甲方的胎儿、婴儿死亡风险高于符合第10
条要求的客户，所以乙方是赔偿甲方80%已付款（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甲方
不得索取协议规定的高于赔偿的额度）。赔偿完毕，协议终止。在双方自愿的
基础上，甲方若需要重新操作，按照乙方的最新协议版本重新签署和执行。
15、符合第10条要求（尤其基础卵泡多于12枚），若甲方需选婴儿性别，
需要额外付款17万，首付5万，胎儿满6个月的时候付12万。若胎儿的性别要求

着床第6个月支付。
维纳斯套餐：双胞胎20万，均着床第6个月支付。
若已经移植成功，甲方又要求移植冻胚，如果移植失败，甲方需要支付3
万元成本；如果移植成功，按照上述多一个代妈怀孕付费标准执行！
若代孕方着床的胎儿为双胞胎，本着双胞胎婴儿风险考虑，乙方不建议甲
方保留双胞胎，建议减胎为一胎。若甲方协议约定或者后期要求保留双胞胎，
那双方必须遵守以下两点：
a，双胞胎生养费用超过1万元（维纳斯为1万美元），超出部分由甲方
承担。
b，双胞胎达不到健康标准，乙方不承担责任，按甲方责任履行。
本协议约定的胎儿不包括三胞胎，乙方有权利将三胞胎减胎为双胎。
18、乙方不承诺不保证给婴儿办中国国籍出生证，可协助办理，2万元以

与甲方的要求有误，乙方必须再重新启动周期，一直做到满足甲方的性别要求

上/每张。维纳斯套餐出生的婴儿，乙方承诺办理的婴儿美国证件为：出生

且婴儿按照协议要求的健康标准出生为止，不得重复收取费用。

证、护照、社会安全卡、新生儿签证。

16、无胎儿健康原因，若甲方要求打胎。除了甲方已付款外，甲方需要赔
偿给乙方费用。
按照打胎的时间段分为：着床至着床第30天前：6万元；着床30天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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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婴儿健康标准：出生的婴儿健康标准以医院的正常标准范围为标准。
婴儿出生至两个月内，如果婴儿有5%以上婴儿都可能产生，且可以康复的常规
身体状况，婴儿视为健康出生的婴儿。鉴定部门为公认的权威专科医疗机构或
权威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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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孕之父 吕进峰
Mr. Jinfeng Lv

a，如果婴儿不健康是由于甲方及其配偶的基因缺陷造成的，甲方需缴全
本协议规定的所有款项给乙方且原则上甲方需要自行抚养此婴儿。如果需要乙
方安排此婴儿，甲方需要额外付款3万元给乙方且协助办理转收养手续。甲方

婴儿医疗的相关事宜。
甲方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按照要求赔偿或者付款完毕，协议终止。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甲方若需要重

1， 取卵前，必须取精。建议同步，新鲜精子更利于胚胎质量。

新操作，按照乙方的最新协议版本重新签署和执行。

2， 取卵前第5天，需要排精一次，更利于精子质量。

b，如果婴儿不健康与甲方及其配偶的基因没有关系且甲方放弃抚养婴
儿，甲方需要另行支付3万元给乙方且协助办理转收养手续。另外，乙方将与

3， 促排卵前半个月及期间，供应精、卵方若因感冒等服药必须经过乙方
同意。

甲方再行签署新的同版本的生育互助协议，甲方之前缴纳给乙方的费用不退
还，将全部转入新的生育互助协议的付款里。

4， 供应精、卵方，取卵取精前两个月尽量不要熬夜喝酒吸烟，否则影响
精子卵子质量。

c，在婴儿不健康与甲方及其配偶的基因没有关系且甲方自行抚养婴儿的
5， 促排卵前，供卵方多吃蛋白质高的食物，卵泡会长的好。

情况下：
如婴儿健康可以康复，乙方将支付给甲方经过双方认可的康复的医疗费
用，在最后交接婴儿时结算。乙方按照要求付款完毕，协议终止。在双方自愿
的基础上，甲方若需要重新操作，按照乙方的最新协议版本重新签署和执行。
如婴儿健康不可以康复，乙方将与甲方再行签署新的同版本的生育互助协
议，甲方之前缴纳给乙方的费用不退还，将全部转入新的生育互助协议的付
款里。

22、甲乙双方须以真实姓名签订本协议。若甲方需以化名签约，需要提供
指印和笔迹签约且需要胎儿满六个月的时候付清所有余款。本协议必须盖有同
达公司公章的骑缝章，否则视为假冒协议。
23、甲方除正文明确规定的付款和赔偿项目，其他无需再在代孕合作方面

如果婴儿健康有可能康复，乙方将支付给需求方经过双方认可的康复的医
疗费用，在最后交接婴儿时结算。在日后的复查过程中，如果确认婴儿的健康
不可以康复，乙方将与甲方再行签署新的同版本的生育互助协议。甲方之前缴
纳给乙方的费用不退还，扣除乙方之前缴付给甲方的医疗费用后，余款将全部
转入新的生育互助协议的付款里。
20、甲方有权利在任何时间段看望乙方安排的代孕方和了解乙方的任何代
孕工作进展。甲方与代孕方互不留电话，甲方可以随时过来代孕方所在地由后
勤人员陪同慰问代孕方或给代孕方做身体检查。

21、甲方自行提供的供应精子方、卵子方 需要无条件的配合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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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甲方必须住在指定的宾馆酒店，方便统一接送，否则会延误打针，从
而影响卵子质量。

吕进峰的代孕协议

向乙方付款。协议没有明文规定的付款项目，甲方可以拒付。
24、代孕方的所有风险和责任，若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均由乙方承担。诸
如流产、难产、宫外孕、死亡、意外事故等。
符合第10条的客户，从成功率角度考虑，甲方不得挑选代孕方，一切服从
乙方及乙方医疗点医生的安排。若需要挑选，按照不符合第10条要求的客户标
准执行。
鉴于责任明确的原则，甲方不可以自行接走代孕方管理和照顾。

25、乙方管理代孕方，需要遵守的六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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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工明细化。

页付款明细执行。

a)

每个代孕妈妈专门配置医疗、生活、心理咨询师等各一人。

注：套餐价格以同时期统一标准为依据。不在画册上展示。请谅解！

b)

代妈的每一个合理需求都有专人无微不至的伺候。

27、本协议为甲乙双方保密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

(2) 安胎舒适化。
a)

一套房子只住一个代妈，且配置全职保姆一名。

b)

小区环境幽静，确保代妈天天好心情。

(3) 工作及时化。
a)

代妈任何一个合理需求，助理会在10分钟内到位且立马解决。

b)

客户的任何合理要求，我们也会及时完成。

视为违约。
28、甲方不得跟任何第三方泄露乙方在大陆的办公地点、医疗地点信息，
否则赔偿给乙方500万元。

29、本着公平原则，只要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字，即视为甲
乙双方完全理解本协议的所有内容，本协议立刻生效。甲乙双
方必须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均不得以没看明白协议内容为借口
推卸责任。
30、本协议一份十页，一式二份。其他未曾纳入协议内容的相关代孕事

(4) 服务周到化。

项，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在协议有效期内采用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在

a)

客服必须每周向客户主动汇报代妈的一切相关情况。

不违背正文协议内容的前提下，甲方可以补充本协议内容，补充的协议内容为

b)

客服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客户的指令。

乙方接待主任手写且加盖同达公章认同；若补充的内容与正文抵触，该补充条
(5) 制度公司化。
a)

每个流程每个文本，全部按照统一格式运作。

b)

规范严密的操作流程，并配合严密的监督制度。

(6) 管理国际化。
a)

多名美国、印度代孕公司顾问协助管理。

b)

借鉴一切成熟的管理经验，保证工作的完美度。

26、五大基本套餐承诺和付款流程。
以下付款流程，指符合第10条要求且生养一个婴儿的基本套餐付款流程。
不符合第10条的付款和特殊需求、特殊情况，按照以上协议内容和协议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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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视为无效条款。
违约责任：
甲方违约，若正文没有明确规定，甲方已付款不退还且加20万违约金。
乙方违约，若正文没有明确规定，乙方退还甲方所有已付款。
乙方身份证影印件：

乙方收款账号：
根据以上协议内容，甲方付款明细汇总如下：
注：以下明细包括甲方所有协议付款明细，甲方不会再产生其他付费。
本公司所有客户均统一价格统一付款程序，不议价，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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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生付款的项目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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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关注我的朋友：
你们好！
本人自2004年开创中国代孕产业以来，网络上一直偶有一些诋毁我的言
论。包括公开在网络上群发垃圾信息诋毁的，包括接受客户咨询现场诋毁的。
所有的诋毁言论均来自于那些喜欢用下三滥手段竞争的所谓代孕中介，所
有的代孕中介均直接或者间接从我这里开除或辞职的员工开办的。我很惭愧，
当初没有教育好我的这些徒子徒孙，让他们在社会上欺诈客户，败坏行业名
声。我很寒心，养出了一堆白眼狼，不知是我的错还是社会的错。
2005年时，网络上出现第一个群发的诋毁言论，说我在北京怎么让客户花
了几十万什么都没有做。非常低级的诋毁。我当时在一些群发的帖后面进行了
详细的有理有据的反驳抨击，后来这个同行败类群发的帖太多了，我没有再去
跟帖回复。这个谣言一直在延续，现在还有很多败类在复制引用这个谣言来诋
毁攻击我。05年后，网络上陆陆续续，总是有一些败类在编造各种谣言诋毁我
和我的公司。

清者自清，我不想过多的去强调。简短说几点：

1，我吕进峰签名的协议，本人承担所有的协议责任。
2，我身份证号320981197707031753，欢迎核实！
3，所有已经签约的客户，可以约见我或到我家里做客。
4，若我有任何欺诈行为，欢迎报警！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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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
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关于中国《代孕法》
的五点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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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代孕法》的五点畅想
鉴于中国代孕业终究会走上完全法规化的道路，本人斗胆提出一些畅想。

一，民间和政府职能分开。
政府只是制定规范，具体实施应该由民间进行，否则会形成腐败的隐患。

二，提高准入门槛和惩罚措施。
建立许可证制度，法人资格需建立在良好的信用基础和高额的保证金之上。
有执照违规者，没收保证金，永久性取消从业资格且视具体情况可追诉其刑事
责任。严打未经批准和许可的代孕医疗、中介等机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保障供需双方权益。
保护代孕妈妈权益，毋庸置疑，关键是更要保障需求方的权益。生物学父
母为亲生父母，代孕妈妈人为破坏进程需要处罚。

四，商业和公益并存。
完全爱心免费，那是空谈，即使在美国等代孕合法国家，代孕妈妈也是一
样的需要收费。但不能够因为收费，否认公益和爱心，忘却感恩。制定统一合
理的收费标准，建立公益资金去帮助困难的代孕需求者。

五，循序渐进。
不可不动，亦不可盲动。先批准少量的代孕机构去运作，不断总结经验，
不断完善《代孕法》和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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