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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情况下适合做试管婴儿？

如今说起试管婴儿， 相信很多人并不陌

生，在生活中，已经有很多的不孕不育家庭通

过试管婴儿成功生儿育女， 然而并不是所有

的不孕不育患者都适合做试管婴儿， 接下来

将为您做具体介绍。

试管婴儿的适应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女方各种因素导致的配子运送障碍

如双侧输卵管阻塞、输卵管缺如、严重盆腔粘

连或输卵管手术史等输卵管功能丧失者 。

2、 排卵障碍 难治性排卵障碍经反复常

规治疗，如反复诱发排卵，或结合宫腔内人工

授精技术治疗后仍未获妊娠者。

3、 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导

致不孕， 经常规药物或手术治疗仍未获妊娠

者。

4、男方少、弱、畸精子症 男方少、弱、畸

形精子或复合因素的男性不育，经宫腔内人工

授精技术治疗仍未获妊娠，或男方因素严重程

度不适宜实施宫腔内人工授精者。

5、 免疫性不孕与不明原因不孕 反复经

宫腔内人工授精或其他常规治疗仍未获妊娠

者。

在此温馨提示，符合试管婴儿的适应证的

不孕不育家庭，应该尽早进行助孕治疗，因为

随女方年龄增长，妊娠率逐渐降低，流产率不

断增高， 胎儿畸形及孕产期母儿并发症的风

险也进行性增高。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位于贵阳市南明区

遵义路 2号， 以建设品牌专科医院为目标，以

生殖医学为特色，现可开展夫精人工授精、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 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

射技术、胚胎冷冻复苏技术、经内附睾 / 睾丸

取精术、胚胎辅助孵化等技术。

为帮助不孕不育家庭解决经济压力大的

现状，9 月起， 贵州睿德迩妇产医院特推出

“万元做试管·千人享好孕” 大型公益活动。

活动包含了百元做人授， 万元做试管两项优

惠项目，即人工授精手术费一百元，试管婴儿

治疗费一万元，不孕不育患者只要满足我院条

件就可参与其中，是不孕不育患者就诊的最佳

选择。

更多详情可到贵

州睿德迩妇产医院

的官方网站查询。 凡

符合活动条件的生

育困难夫妇可拨打

0851-85512512 活

动专线报名， 或扫描

二维码报名。

本报讯 11月 5日，记者从贵州

省公安厅获悉， 全省公安机关近期

对 10 个涉黑涉恶案件犯罪团伙开

展集中收网行动， 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 111名，侦破案件 92起。

其中， 遵义市公安机关在侦办

一涉赌案件中发现， 犯罪嫌疑人刘

大章纠集潘祥福、 冉光华等一批刑

释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 从事开设

赌场、放高利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侦

查中， 公安机关又发现该犯罪团伙

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 非法持有枪支等违法犯

罪行为，已查明的非法所得高达 150

余万元。 在充分掌握违法犯罪事实

后， 遵义市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抓获刘大章等 16 名犯罪嫌疑

人、侦破案件 9起。

六盘水市公安局成功抓获以李

庆兴为首的涉黑涉恶团伙犯罪嫌疑

人 13 人， 侦破案件 19 起。 据悉，

2011年以来，李庆兴笼络黄孝平、陈

刚等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

员，逐步形成犯罪组织，以李庆兴在

水城县经营的寄卖行为依托， 非法

从事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在水城县

双水一带大肆实施聚众斗殴、 非法

拘禁、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迫交

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敲诈勒索等

违法犯罪活动。

安顺市公安机关抓获王贤军等

涉嫌恶势力犯罪团伙 19 人， 侦破

案件 5 起。 据悉，自 2015 年以来，

王贤军等人邀约关岭县城周边乡

镇的社会闲散人员、 具有犯罪前

科人员和吸毒人员， 多次在关岭

县城夜市摊、 娱乐场所等地通过

“看场子” 、暴力讨债等方式实施

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斗殴、

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

扰乱城区社会治安。

10 月 31 日， 黔东南州公安机

关集结警力 320 人、警车 33 辆、警

用无人机 1 架、警犬 4 只，在凯里

市大风洞镇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

获梁万宾等 7 名涉恶案件犯罪嫌

疑人，侦破案件 5 起。 梁万宾等人

为达到敛财目的，长期以来以环境

污染、毁坏道路、占用村集体土地

等为由，多次对村内的多家企业实

施堵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寻衅

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敲诈勒索等

违法犯罪活动。

此外， 黔西南州公安机关在侦

办一起敲诈勒索案中发现， 嫌疑人

谢深海、贺登龙等人无正当职业，却

在望谟县内购房置地， 拥有多辆豪

车，同时频繁出入“高档” 娱乐场

所，经济来源十分可疑。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自 2014 年

以来， 以谢深海为首的涉黑犯罪团

伙在望谟县城及周边乡镇大肆开设

赌场、发放高利贷，在县城娱乐场所

以“看场子” 为由进行敲诈勒索，在

望谟县境内非法采矿， 非法谋取经

济利益， 实施了非法拘禁、 敲诈勒

索、故意伤害、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 10月 30

日， 黔西南州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 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7 人

主动投案自首，侦破案件 6起。

贵阳、铜仁、毕节、黔南、贵安等

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开展收网行动，

案件的侦办工作正在进行。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州警方对涉黑涉恶团伙集中收网

端掉10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11名，侦破案件92起

本报讯 连撞两车后，遵义一名

三轮车司机却趴在车头上， 呼呼大

睡，直至警察赶到才将他唤醒。 经检

测，这名肇事司机血液中酒精含量高

达 312.88mg/100ml。 日前，他因醉酒

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刑。

今年 7月 7日 20时 30分，彭某

饮酒后无证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车，

从遵义市新蒲新区永乐镇骊龙村往

永乐镇源泉村方向行驶， 当车行驶

至永乐镇医院骊龙分院路段时，彭

某在倒车过程中碰撞到路边一辆小

车。不过，彭某似乎并未察觉撞了别

人的车，在继续倒车过程中，又撞上

了另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车。

两辆小车的车主周某、 蒋某听

到动静前往现场发现， 彭某似乎喝

了酒，于是报警。

当晚，辖区民警赶到现场。此时，

肇事后的彭某趴在车头仪表盘上睡

着了，民警几经呼唤才将他叫醒。

经现场检测，彭某有醉驾嫌疑。

随后，彭某被带至医院抽血。

经遵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

测， 彭某血样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

为 312.88mg/100ml，远超醉驾标准。

经交警部门认定， 彭某负事故全部

责任，并面临刑事处罚。

10月 24日，该案在汇川区法院

开庭审理。 法院认为，彭某的行为已

构成危险驾驶罪。

综合彭某如实供述事实、 自愿

认罪、积极赔偿等因素，法院一审判

决被告人彭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

拘役 4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连撞两车后 “醉司机”睡着了

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罚款1000元

本报讯 11月 4日，一辆小车在道

安高速遵义湄潭境内发生事故。 驾驶

人称，事发前，他曾服用了治疗胃病的

药，事故原因或与这些药有关。

当日 17时 50分许， 遵义高速交

警三大队五中队接到报警： 一辆小车

在道安高速公路湄潭西河服务区出口

位置发生事故。民警勘查发现，这辆车

并没有紧急避让或是采取其他措施，

且路面非常宽阔，车辆看上去像直接飞出

去一样。 调查中，该车驾驶人龚某称，

他怀疑是自己吃的胃病药惹的祸。 如

果不是有根立柱阻挡， 车子可能已经

飞出高速路外，坠入路边的耕地中。

龚某说，当天下午，他与其朋友张

某从重庆涪陵出发，准备前往贵阳。在

行经遵义境内一服务区时， 他感觉胃

难受，于是吃了治疗胃病的药，然后继

续行驶，随后便感觉意识模糊，直到发

生事故才清醒过来。

据悉， 不少镇痛药和感冒药上都

标注有可能会嗜睡、 不宜驾驶和高空

作业等不良反应。龚某称，他服用前并

没有细看。 事后，民警认定，龚某负事

故全部责任。 （郑忠怡 黄宝华）

司机出车祸

胃病药惹祸？

开车途中吃了药， 结果意识

模糊———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运管

局获悉，贵阳 20名“黑车”司机因非法

营运行为被查处，事后不主动履行罚款

义务，被法院强制划扣罚款。

据统计，今年以来，贵阳市运管局

共查扣非法营运车辆 3864台， 已公告

违法行为通知书、处罚决定书、催告通

知书共计 2100余起。 同时向云岩区法

院行政庭提交案件 605 起， 已收到裁

定 457起，向法院执行局提交案件 262

起，法院已经根据执行金额冻结了 262

起当事人的银行账户、微信账户。

目前，已有 80 人主动前来缴纳罚

款，20人被法院强制划扣罚款。

贵阳市运管局提醒非法营运驾驶

员，现在已经是信息化时代，所有违法

行为会被记录在案， 银行存款也会在

失信时变得透明化， 违反法律法规一

定会承担后果， 不要试图抱着侥幸心

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非法营运行为被查处后，不

主动履行罚款义务———

20名黑车司机

被强制划扣罚款

扫黑除恶

督导进行时

集中收网，抓捕涉黑涉恶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