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调查报告
2006 年 4 月 16 日原发，4 月 22 日、5 月 1 日更新

一、概述
追查国际经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包括大部分的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
机构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在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于 3 月 9 日被曝
光后，东北至少有部分接受调查的医院表示接到通知暂时停止器官移植手术 1。然
而，在卫生部于 2006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人体器官 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
规定》并确定为 7 月 1 日实施后 2，全国各地相关的医院和各大移植中心不仅恢复
了器官移植手术,而且数量大 量增加。很多医院都表示四、五月份有充足的器官供
体，此后供体将会很困难，提示中共当局正在大批消灭作为器官供体的法轮功学
员。由于案例涉及全国大多数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方/军队和武警医院，并有
监狱、牢教所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参与，移植使用的活体器官由全国程序化操作实
施，提示这不是各个地区部门 的自主行动，而是来自中央的统一指挥协调。
本报告主要提供以直接对话方式所得到的证据。追查国际存有这些对话的录音和其
它形式的佐证。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不断会有新的证据出现，因此本报告将适时更
新。

二、大陆多个省市医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
自 3 月 9 日以来，追查国际对大陆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收到来自大陆多个省市的大量举报和证据。。许多来自曾经参与的医生或相关人
员。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的至少有如下 23 个地区：北京、天
津、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苏、
浙 江、广州、广西、福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此处仅列
出六个典型案例。这几个医院都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追查国际保留有更
多相 关案例的证据。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3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
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被对方打断]
医：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

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
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4
问：但是提供的这个肾体不会是死人吧？
医：那当然是好的啦！怎么可能把坏的给你们呢？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医：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山东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 5
问：炼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没有一点病的这种肾…
医：嗯…反正四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这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问：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
医：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就是没必要跟您解释这个问
题，这个问题没法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6
问：(肾移植)等要等多久?
医：天天有，我们天天都在做。
问：想知道有没有那种炼法轮功的这种。
医：有，可以，来呀！
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
问：他们说你们没有做肾移植？
医：有做肾移植。
问：你们这边法轮功人的肾源怎么样？
医：应该说应该还可以，要不您问一下广州军区总医院，…武汉总院，我们相互之
间也会调剂的。
问：你们这边的法轮功人调配情况怎么样？
医：这个――我们相对来说法轮功这边的还少一些。
武汉同济医院
问：…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的活体？
医：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这样的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医：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三、全国各地的地方//军队和武警医院正在突击式大批赶做移植手术，显示
以消灭法轮功学员((人证))为目的的大屠杀正在进行
追查国际调查的范围包括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大部分军队/武警医院.其中大多数都
表示，4、5 月份有大量供体，过了这段时间就很困难了。要求病人尽快去做移 植
手术。以下是部分调查结果。8
广东省
广东南方医科大学惠州协和医院：4 月 11 日、12 日有很多供体。
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配(指血型等配型)的好可以做很多个，有时候一批可以
做很多个。最近有一批 4 月中旬到下旬，4 月中旬有一批。炼功人身体比较好， 肾
都是年轻的 20 至 30 岁，没有传染病、没有艾滋病、梅毒。肾 70,000 至 80,000，
肝移植 100,000 元，肝肾 200,000，供体另外算 20,000 至 30，000，肝肾 150,000。
福建省
厦门市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我认识很多可以帮你介绍，很多钱，300,000 至
400,000，福建 300,000。供体当然是活体，上海、福州，先去咨 询，福州做了几十
例，泉州我更了解，174 医院，他们供体都是年轻的，你要做我可以帮你介绍。泉
州便宜一点，一年做 20 至 30 例。
山东省立医院（3 月 22 日）：被调查者 2001 年 12 月在济南市中心医院做的肝移
植。
问：你等了多长时间呢？
答：我等了 5 个月呢。
问：那也挺长时间的？
答：那是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供体）还是少一些。现在用不着，现在（等的）
很短了。应该在 5 月 1 号之前，4 月份就可以了。
辽宁省
沈阳市爱尔眼科医院（3 月 14 日）
问：角膜移植手术要多久？多少钱？
医：5,000 到 10,000 左右。
问：如果要新鲜的？
医：要新鲜的大约是 1 周到 1 个月左右就能弄到。
问：都是当地的？
医：对！
军队系统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泌尿科（肾移植）：我们这里肾源丰富，下星期一就有活体
（4 月 11 日）25 至 30 岁。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移植）：
A 主任：（做 1 例）200,000，多少岁的肝，不好讲，现在就可以，如果活体出双
倍的钱，…下周二（4 月 12 日）有两例（其中一例是 B 型）。
B 主任：尽快过来。星期六、日（过来）。一过来，星期二做。180,000 至
380,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南方医院）（肝移植）：尽量
过来，星期六是有做。4 月份有很多供体，下周有几批。…一年做接近 100 例。 尽
快过来，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来。
广西 181 医院：5 月初至 6 月底，现在过来有供体。…马上过来，肝肾可以同时移
植，费用约 300,000。
武警系统
陕西武警总队医院:
医生:如果你想做,这个星期四就可以,我们星期四会有大批供体.
问:你是说 5.1 前还是 5.1 后?
医生:5.1 前，就这个月! 就 4 月份这 1 个月。我们这个星期就有，下个星期和再下
个星期都有!

四、活体器官秘密来源背后的程序化操作
很多接受调查的医院都表示，器官来源问题很敏感，不能谈。但器官或供体是有正
式供应渠道和协调的，基本上不使用个体出售的器官。
湖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肾)当然是健康的，绝对健康，不健康的还不要呢。
问:我听说炼法轮功的健康，你们有吗?
医:嗯，嗯。我们都是选年轻的健康的肾脏。老的我们一概不要，这一点你绝对放
心。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讲太多......
医:你要本地的吗?我们本地的和外地的都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医：供体的来源要保密、比较特殊，不能随便张扬就是了，要是条件适合情况可
以，我们可以尽量的想办法，跟人家合作，请人家尽量供我们肾脏，这要有个机
会。
......
人民医院一年几十例，军区总院要少一些。
问：供体为何要保密呢？怕他不愿意捐是吗？
医：对！这种毕竟少，人家几十万卖给你吗？哪个出个几十万你愿意卖肾脏啊？你
也不愿意卖啊！你说呢？

问：有的不是家庭困难在街上卖吗？那样是不是不保险啊？
医：那不行的，没有法律保护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干。不允许卖脏器。
问：他说贡献出来呢？
医：贡献出来也不行，不可能无代价的贡献。
问：那你们找也不是无代价的？（那当然！）也得要配，得出多少钱？
医：几万块钱。
沈阳军区总医院
问：我朋友找肾源？
医：自己找肾源？那不行！要是亲属肾移植的话跟刘主任说，看他能不能做，要是
自己找肾源好像是不行。
问：好像必须要用你们的？
医：对！
问：你们做的最多是哪年？
医：我们每年都做这么多。
问：…
医：法轮功？（他们判刑的）哎呀！那跟你没关系，你不就是做肾移植吗？你放心
我们这都是 20 多岁的小伙子。
解放军四六三医院(沈阳)
问：你们做肾移植手术吗？
医：做，我们做。
问：是活体移植吗？
医：是犯人的肾。
问：大概多少例？有上千例吗？
医：那肯定有了，做了好多年了。每年大概也有几百例吧，（现在）科里有好多病
号。
问：那你们一般多长时间能配上？
医：不一定，有的一个星期就配上了。
问：…那你们活体是不是健康的呢？
医：嗯，这个…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在什么之前也是有那个给…给那个供体
要抽血、化验。
南京军区第 81 医院
问：肝源自己提供？
男：对！有专门取肝的、移植的、管理的。
问：取肝都是当地取？做活体？
男：周围啦！一般取肝不要超过 12 个小时。做活体移植风险大一些，你可以过
来，可以考虑！
问：能不能保证供体健康？
男：那要过来具体评估，大概都是 20 几岁。

鞍钢铁西医院
“是坐汽车去拿供体，倒是北京、天津、上海经常会坐飞机来拿供体。都是把好的
供体先留下来自己医院使用，正常在 2 个多小时内就使用供体。9 点半取，10 点
到医院，12 点上台，供体都是本地的，不代表是鞍山。”
“一年做 40、50 例，做了 2 年多。活着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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