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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责任人 - 地区: 海南 

编号: 100340   (序号：1) 

姓名: 贾长库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3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01883   (序号：2) 

姓名: 庞莹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187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88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01884   (序号：3) 

姓名: 周影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187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88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07712   (序号：4) 

姓名: 李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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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湖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70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1   (序号：5) 

姓名: 肖劲逐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院长、海南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2   (序号：6) 

姓名: 张国庆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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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873   (序号：7) 

姓名: 车宪平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4   (序号：8) 

姓名: 古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5   (序号：9) 

姓名: 陈宁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6   (序号：10) 

姓名: 王伟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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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7   (序号：11) 

姓名: 傅小莉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8   (序号：12) 

姓名: 林翀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79   (序号：13) 

姓名: 王海东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海南省医学会肝胆胰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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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1   (序号：14) 

姓名: 郑进方 

职务: 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主任医师、民革海南省委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2   (序号：15) 

姓名: 邢贻雷 

职务: 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3   (序号：16) 

姓名: 周开伦 

职务: 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主任医师、肝胆外科科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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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884   (序号：17) 

姓名: 涂易正 

职务: 肝胆胰器官移植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5   (序号：18) 

姓名: 冯菲菲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6   (序号：19) 

姓名: 许晨耘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7   (序号：20) 

姓名: 陈茹妹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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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8   (序号：21) 

姓名: 韩得玉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89   (序号：22) 

姓名: 李霞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0   (序号：23) 

姓名: 蔡云英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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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1   (序号：24) 

姓名: 俞诗娃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2   (序号：25) 

姓名: 蔡秋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3   (序号：26) 

姓名: 王春玲 

职务: 肝胆胰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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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894   (序号：27) 

姓名: 李梦婷 

职务: 肝胆胰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5   (序号：28) 

姓名: 王丹 

职务: 肝胆胰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6   (序号：29) 

姓名: 符于正 

职务: 肝胆胰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7   (序号：30) 

姓名: 刘元晓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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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8   (序号：31) 

姓名: 董德欣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899   (序号：32) 

姓名: 钟江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0   (序号：33) 

姓名: 赵普宁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眼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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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1   (序号：34) 

姓名: 陈海波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2   (序号：35) 

姓名: 林静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3   (序号：36) 

姓名: 钟烈红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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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04   (序号：37) 

姓名: 李忠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5   (序号：38) 

姓名: 史贻玉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6   (序号：39) 

姓名: 曾朝霞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8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8   (序号：40) 

姓名: 白志明 

职务: 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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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09   (序号：41) 

姓名: 黎雄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10   (序号：42) 

姓名: 刘振湘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11   (序号：43) 

姓名: 黄义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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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16   (序号：44) 

姓名: 梁发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17   (序号：45) 

姓名: 张冲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18   (序号：46) 

姓名: 吴万文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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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919   (序号：47) 

姓名: 邱平 

职务: 肾病风湿科主任医师、肾病科中心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0   (序号：48) 

姓名: 梁培育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3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1   (序号：49) 

姓名: 陈小燕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3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2   (序号：50) 

姓名: 邢健强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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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3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3   (序号：51) 

姓名: 王康宏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3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5   (序号：52) 

姓名: 刘红山 

职务: 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眼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7   (序号：53) 

姓名: 汪溢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海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委员会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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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8   (序号：54) 

姓名: 莫世松 

职务: 血液净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29   (序号：55) 

姓名: 颜虹 

职务: 血液净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编号: 110930   (序号：56) 

姓名: 王康伦 

职务: 血液净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92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18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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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783   (序号：57) 

姓名: 魏东江 

职务: 现场业务处邮检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海口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3093   (序号：58) 

姓名: 文兴元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2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94   (序号：59) 

姓名: 吴铁砚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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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2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95   (序号：60) 

姓名: 杨世忠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2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096   (序号：61) 

姓名: 严士学 

职务: 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南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92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