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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册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提要： 

 

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疯狂增长，等待时间超乎寻常的短，国际社会上要等待数年的肝脏、肾

脏，在中国只需一、两周的时间。而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增时间与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被抓捕、关押、失踪时间相

吻合。追查国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一罪行是在中共司法系

统等官方的合作和保护下进行的系统犯罪，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涉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

要系统之一。追查国际从2006年3月起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系统的调查报告。 

 

 

目录： 

 

2.1《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2《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的调查报告》 

2.3《追查国际报告一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目击者证词》 

2.4《从中共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数据看群体灭绝的残酷事实》 

2.5《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 

2.6《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 

2.7《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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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012年5月9日 

 

文章简介：此报告揭示了，中共军、警医院涉嫌系统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

性迫害。中共军队的特殊地位和其自成系统的极权管理，它们的参与使迫害更加残酷和隐秘。此报告进一步证实

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真实存在，

江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和武警)全面系统的对法轮功实施了群体灭绝。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军队医院的分类 

二、军内对炼法轮功的军人的迫害是军队医院参与“活摘灭绝”的政策基础 

三、军队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调查证据 

    1、 解放军三零七医院 

    2、广东军区总医院 

        （1)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流花桥医院) 

        （2)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四、老军医揭密：省级军区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五、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超常，供体来源奇足 

    1、中央军委直属医院 

    2、军区总医院 

    3、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都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 

    4、武警医院器官移植实施情况 

    5、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军队序号医院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6、军队医疗机构在不具备移植手术资格时却做了相当数量的移植手术 

六、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实现医院设施现代化的战略 

    1、移植中心是许多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 

    2、武警医院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提供者 

    3、通过器官移植大赚黑钱使军队医院的装备和规模升级 

 

前言 

追查国际的调查资料表明，中共军、警医院涉嫌系统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法轮功学员的

群体灭绝性迫害。中共军队的特殊地位和其自成系统的极权管理，它们的参与使迫害更加残酷和隐秘。

此报告揭示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

绝政策的真实存在，江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和武警)全面系统的对法轮功实施了群体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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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军队医院的分类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属于党而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中共喉舌新华网对

中央军委的介绍是，“中央军委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它是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它领导着全国的武装力量”
1
。 对外则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中国军队有四总部七大军区。四总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

部；七大军区是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和成都军区。另有海军、空军

和第二炮兵等军兵种和专门对内的武警部队
2
。各总部、大军区、各军兵种配有相应规模的医院。 

 

中国军队医院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中央军委直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1986年后列入全军院校编制序号。2004年全

军整编将304、309医院更名为304、309临床部，对外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二附属医院，列入解放军总

医院编制序列
3
。 

各大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总医院：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二炮总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等。 

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如第三军医大学（重庆）附属医院有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和大坪医院。 

序号医院：所有其他军队医院均以序号排列。如位于上海的第85医院、位于沈阳的属于空军的463医院

等。 

二、军内对炼法轮功的军人的迫害是军队医院参与“活摘灭绝”的政策基础 
 

在持续12年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军队是迫害的重要一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

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向当局和平请愿。史称4﹒25。当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万年接到党魁兼军委主

席江泽民的指示，要求全军特别是北京地区军队和武警部队反对“法轮功”的工作进行紧急动员部署。按照张万

年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军迅速行动起来，查清军人及其家属子女、离退休老

干部参加“法轮功”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情况，并在全军范围内进行 “无神论”洗脑式宣传。其间，张万年多次

给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打电话或当面指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彻底清除军队内部的“法轮功”
4
。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宣布镇压法轮功的几天后，总政治部即下发文件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在反法轮功的斗

争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引导官兵认清“同法轮功的斗争，是捍卫共产党人的根本信

仰，捍卫共产党的领导”
5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作为军队系统的理论研究机构，其撰写的反法轮功文

章获得中宣部奖
6
，该文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7
。此外，总政治部还通过编写材料、录制大批音像

8
，

召开各种反法轮功会议
9
，人人过关等形式进行迫害

10
。开除法轮功学员军籍或强迫复员转业

11
；本人及亲属修炼

法轮功的不准入伍
12
、不准读军校。这项规定从2001年正式实施

13
到2011年还在强调执行

14
。对坚持信仰的高级军

官则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15
。 

 

三、军队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调查证据 
 

追查国际经调查获得有力的证据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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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举例如下。 

 

1、 解放军第307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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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调查员以为家人或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为由接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7医院肾源联系人，调查结果进

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

象；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被隐去真实姓名，编上代号放入假档案内，作为医院器官移植的供体。这个罪行在

2003年前后为高潮，且为半公开化，现已转入秘密操作还在继续进行。2007年7月25日 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

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中作了详细报告
16
。 

 

以下为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和解放军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以下称“中介”）的录音。通话时间为2007年7

月。 

 

（录音下载：MP3） 
调查员：哎，你好，上一次跟你说的，那个联系肾源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中介：你是说那个，联系那个监狱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的吗？ 

调查员：对，或者是法轮功学员的嘛。 

、、、 

中介：想办法，我告你我不能光给你瞎找啊，我得找得到----，我给你说白了吧，我这边找的全部都是---， 

、、、 

调查员：现在首先是这样的，我原来跟你说过，只要能找到这样的，你就帮我打听一下，到底--- 

中介：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吧，以前就是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两例，知道嘛，搞过这两例。 

调查员：是两个法轮功学员的？ 

中介：对，搞过这两例，监狱里面呢就是说像法轮功搞过， 我也跟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现在呢，比以

前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 

调查员：对。还有，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中介：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头儿上边有人给你会给你出示资料，知道嘛，他会出

资料给你，这您放心。 

调查员：噢，那好。 

中介：他们有资料，个人简历都有。 

、、、 

调查员：噢,03年那一阵是很多是吧？ 

中介：那是啊。03年的法轮功档案里边多的是啊。 

调查员：我就是说那时候你们做这个脏器呢就比较容易搞到，对吧？ 

中介：啊，从03年那会，我跟你说实话，03年那会我做了两例，就是从03年时做的。 

 

2、广州军区总医院 

 

（1）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又称陆军总医院、流花桥医院)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在1976年以广州流花桥医院注册于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 始用现名。1998年成立广州军区

泌尿外科中心，2005年成立广州军区泌尿外科研究所。尿外科研究所下设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称1981年开展

肾移植，总例数已达1000余例，现约150例/年。多位医生到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访学，多次参加美国泌尿

外科年会（AUA）、欧洲泌尿外科年会（EUA）等，并在大会发言或展示研究成果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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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调查员调查广州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朱云松的对话录音。 

电话：0118613602703460, 011862036222653 

通话时间：2006， 4月12日，21：24 

录音档案名称：5-GDJQZYY-Zhu 

（录音下载：MP3） 

 

调查录音： 

调查员：请问是广州军区总医院朱主任吧？ 

答：哎，我是 

追查：我是304医院的，我有两个亲戚在304医院，肾源上现在不太够，2001，2002，2003年我们是大量做--- 

答：对，对 

调查员：我们发现一个是年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法轮功犯人这个的肾源比较好，你们这边怎么样？，这方面

法轮功犯人的肾源--- 

答：我们法轮功很少 

调查员：还是有一些这样的？ 

答：B型不难，你要愿意过来的话，你过来我们可以很快，五月一号之前肯定可以安排 

调查员：五一之前有一批吗？ 

答：好几批 

调查员：五一之后还有没有？ 

答：五一之后可能要到五月二十几号了 

调查员：如果你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能得到法轮功这样的肾源，你还是跟我再打声招呼，好吧 

答：哦，可以，那你过来--- 

 

（2）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是中南地区的一所大型综合性军队医院，是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武汉临床医学

院
18
。年均肾移植近100台次

19
。 

 

调查录音： 

追查国际调查员调查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科某医生的对话录音。 

电话：27-68879049 

通话时间：2006, 4月6日， 18：41 

录音档案名称：4-GZJQWHZYY 

（录音下载：MP3） 

 

调查员：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唐主任吗？ 

答：是 

调查员：你们这边有没有可能有几个法轮功这样的犯人的肾源？ 

答：这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管他法不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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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你们这边没有用吗？ 

答：法轮功该用就用呗，是不是！ 

 

四、老军医揭密：省级军区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中国沈阳一名老军医提供中共通过军事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器官移植的官方流程，暴露省级军区涉嫌参与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是触目惊心的。本组织对此举报案情，由于中共的封锁等条件的限制，暂时未能

一一查证，但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间接地得到支持，本组织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任何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人员，很多将被从监

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

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的假资料，“⋯⋯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

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 (当然是代签的) ”。“而该人员将会被告知将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

醉，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
20
。 

 

五、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超常，供体来源奇足 
 

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军队医院普遍开展了超常数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器官供体来源的获得异常的充足且

迅速。由於军队医院自成系统，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管；武警医院有途径直接接触监狱和犯人；实际的器官移

植的数量远大于能确认的来源。 

现列举部分医院如下。 

 

1、中央军委直属军队医院 

 

（1）、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称该科承担着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专科医疗保健重要任务,,拥有86张病床，27名医

生；34名护、技人员；拥有移植中心、肾移植血透室，基因分型的 HLA配型室等。近三分之二的泌尿外科医生

从事肾移植手术，至2005年已开展异体肾移植2000余例
21
。 

 

（2）、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
22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

23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原是解放军第309医院临床部的器官移植中心，2002年4月在泌尿外科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

心下设两科一室，即移植外科，泌尿外科和器官移植研究室。2002年中心成立时该医院已经完成肾脏移植1000

余例
24
。中心曾一夜完成了12例肾脏移植手术

25
，近年来共完成肾脏移植2300余例、肝脏移植370余例

26
。 

 

2002年器官移植中心成立至2006年，共完成肝脏移植110例。2004年5月实施第2例心脏移植。完成肝肾联合移

植和胰肾联合移植各2例(28)。 

 

2、军区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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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总医院、各军兵种总医院等均进行了大量的器官移植。 

 

（1）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移植中心于1999年开展临床肝移植。宣称建立了一条快速、通畅的供肝获取渠道。不仅能及

时获取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供肝，而且能及时获取其它省、市的优质供肝
27
。 

 

（2）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福州总医院肝胆外科成立于2002年，现为南京军区肝胆外科研究所及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是南京军区及全军

重点发展研究所
28
。宣称在中心主任江艺的带领下，从1999年至2008年4月，9年已完成150余例肝移植

29
。1999

年至2012年2月，已完成近400例肝移植，即2008年4月至2012年2月，3年多完成了250例肝移植。并一次24小时

同时成功开展5台肝移植(31)。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政府亚太司司长, 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

（David Kilgour）在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30
中提到他们遇到一位病人，在中国大陆数月

中经过八个肾脏的配对测试,被证明相配时，移植手术得以顺利完成。他的八天康复期是在解放军第85医院度过

的。他的外科医生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肾移植中心）的谭建明医生，此人有时在民用医院穿军装。谭医生携

带着几张纸，上面记录有不同组织和血液特征的未来“捐献者”名单，他从中挑选人选。 

 

（3）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内科医生黎磊石从最初的每年肾移植十

几例
31
发展到2004年突破1000例。黎磊石称该研究所肾移植的长期疗效已超过美国

32
。 

 

（4）沈阳军区总医院（又名沈阳陆军总院）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是沈阳军区重点科室和肾移植中心。现有床位36张。近年来，每年肾移植数均超过100

例次。至2005年已完成1500多例肾移植
33
。 

 

（5）济南军区总医院（济南军区泌尿外科中心） 

 

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2005年被批准为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有床位80张，每年移植数量120例次以

上，最多时147例次/年
34
。截止2009年，肾移植1900余例，另外，亲属活体肾移植已施行400余例

35
。 

 

（6）其他军区总医院  

 

兰州军区总医院
36
,成都军区总医院

37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43医院）、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均开展了大量

的器官移植手术
38
。甚至位于海拔3700米的西藏军区总医院也开展了肾移植和全肝移植移植手术

39
。 

 

同时，海军
40
、空军

41
和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42等各大军兵种总医院也无一例外的积极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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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 

 

（1）第一军医大学 

 

1) 南方医院 

 

南方医院是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1978年完成了首例人体肾移植到2003年8月, 进行的肾移植达3000

多例，每年的肾移植手术在250例左右。
42
 

 

2) 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3
） 

 

器官移植中心开展了肾移植、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肝胰肾联合移植。自1990年6月以来截止

2006年4月完成肾移植2100多例，
44
。至2011年2月完成肾移植3100多例，年均肾移植150～200例次

45
。 

 

（2）第二军医大学 

 

1) 附属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网络截图1：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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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截图2.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例数图
49
 

 

 

2004年5月16日，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组建的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共有肾移植、肝

移植两个病区，研究所下设器官保存实验室、组织配型室等6个实验室
46
。已完成肾移植3000例次，每年完成200

例次以上
47
。肝移植部为全国十大肝移植中心，每年完成130余例肝移植手术，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

为一周。肝肾联合移植3例，胰肾联合移植2例，心脏移植1例。移植总例次居全国前列
48
。 

 

台湾一位张先生2005年赴大陆做肝移植死亡。据其遗孀讲由在上海的台商公司工作的同学介绍，原本至上海复

旦医院换肝，因没有办法拿到肝，后转至上海长征 医院。长征医院要供体随时都有，整层9楼都是在等待换肝，

她才相信医师今年做160多个(肝移植手术)。在与其他家属聊时才发现一个问题，（长征医院）只要发现肝有问

题就整个换掉，肝肿大，就换肝，他们换的就是全肝。长征要30万保证金，院方一直到看到钱缴清以后，所有的

医疗才开始。(33) (译自:BLOODY HARVEST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 ) 

 

2) 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简称: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

方肝胆医院)均施行肾脏、肝脏移植手术(42)。 

 

（3）第三军医大学 

 

1).西南肝胆外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0年5月，以原肝胆外科中心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0年9月，被总后勤部批准

为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
50
。1999年至2004年5年间，已实施260余例肝移植。并创纪录地在一天内同时开展了5例

肝移植。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董家鸿称，这些成绩还远未达到他们这个移植团队的能力极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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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现有的实力足可以保证每年完成200例、1天内同时进行6例肝移植”
51
。至2009年已完成肝移植900余例

52
。

即在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的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

取》发表之后，全世界关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时，西南肝胆外科医院在2004年至2009年5年间完成肝

移植640余例,比前5年增长了2.4倍。 

 

2) 新桥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桥医院肾移植科迄今已进行2100余例手术，成为国内第三个突破2000例手术的单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器官

移植中心。在组织配型、免疫检测以及新药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53
。 

 

3) 重庆市大坪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开展了心、肝、肺肾等大器官移植，小儿心脏移植。
54
 

 

（4）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京医院隶属于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称，2000年1月 ，在西北首先开展心脏移植，还

开创了一天同时完成3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先例。2005年1月，完成世界第6例肝、 胰、肾联合移植
55
。2000年1月

至2006年4月共开展33例原位心脏移植术,男性29例,女性4例
56
。据西安晚报报道，2008年2月3日，西京医院国

内首例心肾肝同时移植手术获成功。院长郭明华介绍，在准备进行心肾肝同时移植手术时，院方在一个星期内就

找到了合适的供体
57
。 

 

4. 武警医院 

 

2000年以后武警医院器官移植的开展特别普遍，相当数量的。 

 

（1）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前身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 

 

位于北京市的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于2003年5月
58
，由武警总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

中心共同组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傔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
59
，肝脏移植手术由东方器官移

植中心移植小组来进行
60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借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一流设备和技术优势在两年多时

间内完成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506例，创造了年度手术总例数全军和全国之最
61
。而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由此获

得充足的肝源，使其肝脏移植年平均数量在短短的几年内跃居世界第一位
62
。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表3.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截止2004年肝移植病例统计表 
63
 

 1998前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总计 

院内 8 23 67 104 192 256

（243） 

507 1157 

院外 0 0 15 20 81 33* 293 442 

合计 8 23 82 124 273 289 800 1599 

注：* 2003年不包括武警总医院，上述为手术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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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统计中显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数2002年后大幅度增长，还特别注明2003年不包括武警总医院，可

见在器官供体与技术上武警总医院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存在着互利合作关系。 

 

（2）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原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2011年9月更名
64
)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肾脏病科是一个集肾移植、泌尿外科、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组织配型实验室为一体的科

室
65
。2001年4月该院升格为正师级，是天津地区唯一一所正师级部队医院

66
。现任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肾脏病

科主任李辉
67
，几年来所领导科室完成肾移植病例每年均在200例以上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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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警安徽总队医院 

 

位于安徽合肥，医院前身为解放军696野战医院。“武警部队肾病医学专科中心”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和亲属

供肾活体肾移植术及胰肾联合移植术600多例
69
。 

 

（4）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心脏中心成立于2003年3月，是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心脏病诊疗中心、美国华盛顿心脏病医院

合作单位
70
。2004年12月15日，该院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术

71
。截止2006年6月，该院心脏中心外科主任张卫达已

开展心脏移植28例，称居全军第一，西北地区第一
72
。 

 

（5）边防总队医院 

 

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医院又名深圳武警边防医院
73
，是深圳市610洗脑基地的定点医疗机构。一年多来，有数十名

法轮功学员为抗议迫害而进行绝食，都被送到深圳市武警医院强制打针、灌食
74
。 

2004年8月2日下午3时到8月3日凌晨2时左右，广东边防总队深圳医院肾病中心在11小时内成功完成了6例同种异

体肾移植手术。6名患者分别来自广东、湖南等地
75
。 

 

5．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军队序号医院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1）中国人民解放军205医院 

 

2006年5月23日，《辽西商报》报道，锦州市解放军205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陈荣山近年来共完成肾移植手术高

达568例
76
。 

 

（2）解放军第302医院 

 

解放军第302医院是全军传染病肝病保健专科医院
77
。从2005年4月29日，302医院肝移植研究中心实施第一例肝

移植手术至今，已完成400多例手术。该中心主任刘振文在2005年调任到解放军第302医院前，已独立完成800多

例肝移植手术。
78
 

 

（3）中国军队华中肾移植协作中心（前解放军第460医院泌尿外科） 

 

在“中华医疗网”上做广告：“中国军队华中肾移植协作网首页请你观看肾移植视频治疗。为了方便港、澳、台

同胞来我中心就诊我中心特设—台湾联络中心 ...我中心连续三年肾移植手术超过100例! 我院近期将开展肝肾

联合移植术、 肝肾联合移植... 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www.china-kidney.com/。
79
”这是解放军460医

院泌尿外科的网站，后更名为华中肾移植协作中心网
80
。 

 

据2000年9月26 日《人民日报》第十二版港澳台侨专栏报道，今年53岁的芦芳是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学的一名教

师，她的亲戚从有关新闻媒体上了解到解放军第460医院已成功地做了近800例肾移植手术。芦女士便在丈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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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陪同下，于9月3日来到郑州，八天后(9月11日) ，第460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花3个多小时为芦芳女士进

行了肾移植手术。 由于病情复杂，医院专门准备了两个肾移植供体
81
。 

 

6．军队医疗机构在不具备移植手术资格时却做了相当数量的移植手术 

 

根据中国卫生部在2006年3月27日公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中第八条，申请办理器官

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原则上为三级甲等医院，并必须具备（1）有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

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有与开展的人体器官

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相适应的设备、设施； (3)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4)有完善的技术

规范和管理制度。
82
 

 

然而，军队医疗机构（包括武警部队）有相当数量的医院在未获得资格开展器官移植手术时已开展了器官移植手

术。例如： 

 

（1）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 

 

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肾脏科主管护师护士长董力在1995年发表的“肾移植术后利尿期的护理”文中提到， 

“1986年至1994年对35例肾移植患者的利尿期护理，有５例为超级排异”
83
。在1996年，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

才被上级授与三级甲等医院
84
。显然，该医院在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资格之前已开始了人体器官移植

（82）。 

 

（2）解放军第476医院（原空军福州医院） 

 

位于福州市的解放军第476医院在2010年10月17日升为三级甲等医院
85
。然而,在升为三级甲等医院前, 该医院

泌尿外科在主任医师林荣禧教授的带领下，已开展肾移植十余年
86
。 

 

（3）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 

 

位于南昌市的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是一家 “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2002年2月，在未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

植资格之时，建立泌尿外科器官移植中心
87
。该中心成立两年来为军内外患者进行了260次肾移植手术，其间曾

在8小时内连续为4名肾病患者实施肾移植手术
88
。 

 

（4）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位于太原市，2007年，从“三级乙等”医院升级为“三级甲等”医院
89
。该医院在未获准开展

人体器官移植资格之时，从 1999年 9月至2003年 9月止已先后完成 15例活体肾移植
90
；截止2004年10月，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与武警总医院合作共同完成肝移植手术12例
91
。 

 

六、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实现医院设施现代化的战略 
 

1．移植中心是许多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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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中说，“器官移植中心作为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医疗毛收入由2006年0.3亿

元增涨至2010年2.3亿元，5年增长近8倍。器官移植中心拥有独立的病房大楼、研究室，使用面积达到千余平方

米，拥有各种大型医疗、科研仪器设备140余台件，总价值2696万元，展开床位316张，现有工作人员231人”
92
。 

 

在1998年上任的沈阳军区解放军463医院院长孟威宏说“大力发展器官移植，比如肝移植，肾移植，集中财力人

力投放到这些领域。”七年间，器官移植、细胞治疗和微创介入治疗成为医院新的三大支柱。开展的同种异体肾

移植手术量位居辽沈地区前列
93
。 

 

1991 年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通 过 的 人 体 器 官 移 植 指 导 性 原 则 (guiding principles on human organ 

transplantation)，采纳了伦理论的观点，规定人体及其各个部分均不应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
94
。中共政权的

军队医院对此原则却置若罔闻,在网站上对非法摘取的肝、肾器官及移植手术费明码标价, 向海内、外的患者兜

售。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在1976年以广州流花桥医院注册于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始用现名）(19)，在其

网站上用问答式标明“肾移植的费用，包括术前配型、手术费用、围术期免疫抑制药物等，请准备8-15万元”
95
。如下图: 

 

网络截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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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如下表所示：部分军队医院肝、肾移植收费情况 

医院的分类 医院名称 医院别名 费用 

中央军

委直属 

各大军区和各

大军兵种总医

院 

军医大学附

属医院 

序号医院    

X    解放军总医

院 

解放军第

301医院 

截止2005年1月费用， 

肾移植：押金5万； 

肝移植：15—20万元左

右。
96
截止2012年4月，肝

移植费用接近40万元
97
 。 

    解放军总参

谋部总医院 

解放军第

309医院 

肾源大约十万，如果包括

手术费、药费、肾源费用

总共则需要二十万左右。
99
 

 X   海军总医院  肝移植18万元左右； 

肾移植5万元左右。十万左

右。
93
 

 X   武警总医院  肝移植：25万元左右  

肾移植：5万元左右。
93
 

   X 解放军455

医院 

南京军区肾

脏专科中心 

肾移植第1个月内包括材料

费、手术费、特别护理

费、住院费、化验检 查

费、药品费等约6万人民

币。需要特殊诱导免疫的

病人，另需2万左右人民

币。术后随访、 服药等费

用约3000～6000元/月。
99
 

 

 

2．武警医院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提供者 

 

中共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军队的医疗机构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队编

制的武装警察，简称武警）编制内的医疗机构
100
。 

 

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下面是在北京市的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广告证实了这一点。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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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截图4：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称“供体来源充足”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肝移植医师”栏目中介绍，多名年轻医生供肝切取经验丰富
102
，能独立完成供肝

的切取与修剪、病肝切除
103
。2005年4月6日，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在同一天时间内完成5台肝移植手术。

104
 

 

 

网络截图5：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在同一天时间内完成5台肝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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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例是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广告：“移植中心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以来，已为国内外数百位患者行

肾移植术。可独立完成从取肾、修肾及移植性血管吻合等手术，肾移植为科室主要特色。我们的优势为：充足

的肾源及优质的供肾；满意的HLA配型；成功的外科手术；”
105
 

 

网络截图6: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称--“我们的优势为：充足的肾源及优质的供肾” 

 
（注:由于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此类广告多已被删除。） 

 

评注：按常理，供体来源是否充足和供体的质量是不可预知的，但以上两所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却“供体

来源充足”，及“优质的供肾”。资料显示，自1999年7月以来，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曾经和正在关押着数十

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身体健康，已有法轮功学员作证在关押期间，许多法轮功学员在验收关押时即被强行抽血

化验，这些程序被视为极其可疑为器官移植活供体的组织配型建立数据库。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的独立调查发现: 为保护他们的家人并避免

其街坊邻居的敌意，许多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拒绝表明身份。那些拒绝自报身份的法轮功学员的数量巨大，受

到的待遇尤其恶劣。同时，他们在不被告知原因的情况下辗转在中国的监狱系统。认为这批人更有可能成为器官

移植的器官来源？(《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在中国大陆，公、检、法、司同属政法委操控
106
，武警是专门负责监狱看押任务的。监狱执法与公、检、法、武

警都有直接的联系。鉴于武警及其医院的特殊身份，这意味着武警医院与一个巨大的不为外界所知的“活体器官

库”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3．通过器官移植大赚黑钱使军队医院的装备和规模升级 

 

相当数量的军队医院在开展器官移植后升级，例如：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1）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 

 

《中国医师杂志》
107
2003年7期的“肾移植术后肝功能损害的诊治”文章中提到，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军第

181中心医院肾脏科在1986年4月至2001年1月间共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334例,其中82例出现肝功能损害, 其中

男性54例,女性28例,年龄最大65岁,最小9岁
108
。 在1996年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被上级授于三级甲等医院

109
,在

2006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医院肾脏科组建成立“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
110
 ，同时系广州军

区肾脏疾病研究所和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中心
111
。 

 

（2） 解放军第460医院 

 

2000年9月前，解放军第460医院已做了近800例肾移植手术86。2004年解放军第460医院合并入解放军第153医

院
112
。 

 

（3）第二军医大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1978年6月开始由泌尿外科开展肾移植和血液透析。1988年8月12日，院党委决定成立肾移植与血液净化中心，

下设肾移植和肾透析两个专业，1989年3月21日正式挂牌成立。1996年5月起普外科开展肝移植术并迅速发展。

2003年初院党委决定，由泌尿 外科肾移植组与普通外科肝移植组合并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列编器官移植科。同

年12月17日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至 2005年底，完成肾移植手术3081例，肝

移植手术460余例。开设床位67张，有各类人员52名，其中高级职务6名。研究所设6个实验室。
113
 

 

2007年8月24日，卫生部公布全国首批审核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的89所医院中，有27所是军队医院（占

30%）；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95所医院中，包括23所军队医院（38）。它们包括： 

 

首批审核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的军队医院（38） 

 

沈阳军区总医院 肾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肝/肾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 肝移植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肾移植 

杭州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肾移植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肝/肾移植 

解放军180医院 肝移植 

济南军区总医院 肾移植 

济南军区第153医院 肾移植 

武汉总医院 肾移植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肾移植 

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肾移植 

解放军第303医院 肾移植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肝/肾移植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肾移植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肾移植 

成都军区总医院 肾移植 

解放军第452医院 肾移植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肝/心移植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肾移植 

 

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名单（38） 

 

解放军总医院（含临床部） 心/肺移植 

北京军区总医院 肝/肾移植 

海军总医院 肝移植 

302医院 肝移植 

第二炮兵总医院 肝移植 

307医院 肾移植 

武警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 肾移植 

281医院 （河北） 肾移植 

沈阳军区总医院 心/肺移植 

463医院 肝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肾/心移植 

81医院 肝移植 

济南军区总医院 肝移植 

401医院 肝/肾移植 

161医院 肾移植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肝/心移植 

四五八医院 肝/肾移植 

解放军第303医院 肝移植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心移植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肝移植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肺/肾移植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474医院 肾移植 

 

上海首批11家医院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名单)中的三家
114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肝脏、肾脏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肝脏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肾脏移植。 

 

北京上海首批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名单中的军队医院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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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医院(含临床部) 肝、肾移植 

武警总医院 肝、肾移植 

空军总医院 肾移植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肾移植 

 

结束语 

 

中共军、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器官的报告揭示，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实行“肉体上消

灭”的政策的存在事实和部分巨大规模。 

 

中共军队系统医院开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几年即可达数千例),中央军委直属部队

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所有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器官移植。许多不符合移植手术条件的军队

序号医院和武警医院都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异常短暂的等候时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

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意味着军队医院系统随时有大批的潜在供体。而多所武警

医院供体来源充足, 其本系统负责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的武警及其医院涉嫌用法轮功学

员作活体器官供体库，为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提供“来源充足”的供体。鉴于军队系统自成系统的特殊性，一条

龙的黑箱操作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本报告涉及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带动多学科发展的战略，通过器官移植赚取巨额资金，为军队预算增加了

经费，使军队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规模升级
116
。 同时，也使参与的个人获利甚丰。这些极大的刺激中共军队、武

警医院系统参与活摘器官进行移植的犯罪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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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中国经济网》“上海首批11家医院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名单) 

116、《分析测试百科网》“北京上海首批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名单” 

117、《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简介” 医院实施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带动多学

科发展”的技术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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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和活人人体试验的调查报告 

 
发表日期: 2012-02-22 

 

 

文章简介：本报告提供追查国际对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现场心理研究中

心”主任王立军（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原锦州市公安局长）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

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证据表明这种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犯罪在中共体制的保护下还

在继续进行。这是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立军积极参与，在他管辖范围内出现多起恶性迫害事件。尤其是

2003年5月至2008 年6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涉嫌参与

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追查国际对此立案追踪调查，报告如下。 

 

王立军创办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参与人体器官移植 
 

王立军, 男，蒙古族，1959年12月生，内蒙古阿尔山人， 1987年12月入党。2003年5月至

2008 年6月，王立军在辽宁省锦州市任职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人们可以从

中共官方网站 1 看到，完全没有相应学历的王立军，到锦州市上任后不到一年，却在其创办

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研究中心"） 开始了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

并担任主任。该研究中心就设在锦州市公安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公园南门对面）2 。 

 

2004年10月21日，中共喉舌CCTV在采访报道中称"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为"中国警

方现在唯一的一所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 
3
 。据王立军本人描述，"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

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显然，这是人

体器官移植的现场。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见后）还谈到"晋阳秘书长为首的中国光华科

技基金会的所有同仁，多次到研究中心考察⋯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

的现场"，见证了"器官受体移植"。 
4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介绍,"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依托中国刑警学院、北京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技术支持，致力于现场心理研究和现场技术的工作。并与美国、日本、意大利、挪

威、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共同研发项目，互派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现已和世界70多个国家实现了信息资

源共享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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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研究出了"成果" 
 

2006年9月17日，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两项科研成果有"突出成就"，其中一项是王立军和其研究中心的

"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5
 ，被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6 
"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并资助科研经费

200万元 
7
 。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年6月9日凌晨5时，特派锦州记者来到了"研究中心"此次的研究活动场地——锦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现场目击"通过对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集刑场如同科研

实验室"。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药物注射前后的 生命体征变化、毒物注射后

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后人体器官的移植、毒物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

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8
 。 

 

据查，王立军所主持的研究中心"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课题组，其协作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医科大

学，锦州医学院,解放 军205医院 
9
 。（见下图） 

 

2006年9月17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王立军

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

液，在体和离体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后，经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及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

段性科研成果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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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现场进行无创伤解剖研究 
12
 

王立军2008年6月调任重庆，指示重庆警局要加快 

无创伤解剖的实践应用。 
13
 

王立军目前还主持"亚太地区《无创伤解剖》重大课题研究" 
10
 。参与该项目的有瑞士虚似解剖基金会, 

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庭科学研究所, 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 , 中国医科大学, 锦州医学院,解放军205医

院 
11
 。 

 

供体来源可疑 
 

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 颁奖典礼上谈到器官受体移植时称："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

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光华科技基金会晋阳秘书长，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

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 
4
 。也就是说仅成立两年多,由市公安局主管的"研究中心"，竟然是

已完成几千起器官移植的现场。根据大赦国际的纪录，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

每年1616人 
14
 。而死囚器官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也不过30%。

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供的统计，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2006年仅

有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 
15
 。可见，把全中国大陆死刑犯器官和捐献器官数量加起来也是有限的。

该研究中心的数千个器官供体究竟来自何方？ 

 

王立军下令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 
 

2003年到2006年正值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达到高峰期阶段，全国器官移植数量

大概在每年1万例到2万例左右。据营救法轮功学员数据库显示，辽宁锦州是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区之一。王

立军在2003年5月任职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多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至今下落不明 
16
 。而王立军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就做几千例，是一个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大嫌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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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追查国际调查员在2006年5月22日对王立军辖下的有关部门所作的调查录音: 

 

锦州市第二看守所  

（录音下载：MP3） 

------------------------------------- 

问：喂 

答：哎 

问：请问是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吗 

答：对 

问：我们现在缺肾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跟你们所长要洽谈？ 

答：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最好和这个法院，和法院，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你往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

系联系-----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厅] （录音下载：MP3） 

--------------------------- 

问：请问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吗？ 

答：对 

问：就是刚才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哪缺肾源，所以刚才看守所的话哪跟我们讲就是说还是要跟中级人民法院刑

二厅联系一下，我不知道您这方面情况了解吗 

答：您--您等一下啊，我这跟我们那个---你别撂电话吧 

问：哎，你找一个人跟我讲 

答：哎，好 

问：哎，是厅长，是吧 

答：啊对，你哪里啊？ 

问：不好意思，我占您5分钟时间，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活体供体 

答：我们现在案子分工了，死刑案子都挪到刑一厅了 

问：啊--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象那种年轻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不见得是死刑了，这种炼法轮功的，身体比较

健康的 

答：法轮功，我们院规定也在刑一厅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一厅] （录音下载：MP3） 

---------------------------------------- 

问：喂，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吗？ 

答：对 

问：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法院哪看守所啊，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

肾源供体，啊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答：嗯，嗯 

问：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 

答：那得看你们那儿条件，得跟领导商量，你那儿条件好了，我们估么还能提供 

问：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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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看你那啥情况----- 

 

-------------------------------------------- 

2009年,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他是当时在王立军

手下任职的警察，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这个证人他自己就参与过对几名法轮

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 
17
 

 

"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2006 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独立展开调查，从 2006至2009共发表了三

次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是依据报告的第三版发行的中文书籍，通过书中收录的52项不同证据，证实中

共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暴行。麦塔斯称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结语  
 

上述追查国际对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揭示，"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军

（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原锦州市公安局长）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

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证据表明这种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犯罪在中共体制的保护下还在继续进行。这是

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 

 

追查国际提请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并彻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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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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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dfchina.org/71/108-2008-07-07-03-10-09.html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5. 《光华龙腾网》2006年9月19日任晋阳秘书长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http://www.ddfchina.org/71/109-2008-07-07-03-11-47.html 

6. 《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网站》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简介 

http://www.ghstf.org/2009-03-30-05-07-20.html 

7. 《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网站》2006年9月21日报道: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颁发“光华创新特

别贡献奖”重奖公安战线科研工作者 

http://www.ddfddf.org/index.php/Index/content/id/433 

8. 《福州市公安局公众服务网》来源：辽沈晚报 录入时间：2005年6月13日 “现场目击：“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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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追查国际报告一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目击者证词 
 

发表日期: 2009-12-12 
 

 

文章简介：惊天黑幕，2009年12月12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报告了一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目

击者证词。在辽宁公安系统工作的武警披露了2002年曾目击某法轮功女学员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被活体

摘除器官的全过程，当时该证人持枪担任警卫。武警：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先

摘的心脏，然后摘肾。当心脏血管剪刀一下去，她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就非常可怕地，⋯⋯就嗷的大

叫一声。撕裂的那种，啊—啊--，一直张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大嘴⋯⋯唉，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案情简介：追查国际的一名特别调查员和一位匿名人士（以后称“证人”）进行了一段持续近30分钟的对话，在

对方的同意下，对话全程录音。证人披露了几年前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录音下载：MP3） 

 

事件回放。2002年，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

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

厅某办公室派来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

到另一场所（注一），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

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的全过程。 

 

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证人参

与过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仅由明慧网

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王立军現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配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

来，在所谓的打黑名义下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可参考明慧网的相关报道，如《重庆恶警加剧对大法弟子的迫

害》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9/8/24/207093.html）。（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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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在最初交谈中，证人为了不暴露自己，没有明确说出活摘器官的场所。在第二次交谈中，证人明确说出活

摘器官是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进行。经核实，沈阳军区总医院15至17楼均为外科。 

 

注二：王立军尽管没有相应的学历，却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其发

表的论文也多是和法医颅面鉴定有关的。但在官方公布的王立军简历中，却有一段和法医没有任何关系，但和器

官移植有关的描述：“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 

 

部分谈话录音记录 
 

证：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而不是⋯ 

 

问：你看到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证：女的，女的。 

 

问：年轻的么？ 

 

证：30多岁吧。 

 

问：那她口中还喊着法轮大法好吗？ 

 

证：还喊着 还喊着。 

 

问：你说一下她当时是怎么说的。 

 

证：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她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电，她

已经神智不清⋯神智不清，把她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她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她灌牛奶， 往她的胃

里，她不喝就强行的给她灌。你知道那个，把她的鼻子捏上，于是维持着。她7天瘦了将近15斤， 经过体重。

而这个时候不知道，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了两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

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具体反正一个是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在某、某，就

是给她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一套东西。不打任何麻药，刀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

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进行过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

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戴着口罩拉出来。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

岗，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她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问：从胸口划下去的时候她喊的法轮大法好？ 

 

证：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

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么？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

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把血管 ⋯先摘的是心脏，还是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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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下，她就进行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 

啊⋯ ⋯ 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 

 

 

证：当时，这个人身份是一个老师啊，是一个老师，在中学教书的老师，她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 了吧。她的老

公是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大。我们的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

种，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照片就是遗憾，对

她进行属于是猥亵，她长的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暴⋯，太多了。 

 

问：就是在你所待过的那个公安局里面你就亲眼看⋯ 

 

证：当时我没在公安局里做，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馆的后院，包了十个房间，一个小楼上，就是

小别墅那快儿做的。 

 

问：黑监狱。 

 

证：差不多。 

 

问：就是只要法轮功学员就往那边送嘛。 

 

证：嗯。 

 

问：还没有判刑之前就往那儿送嘛。 

 

证：反正我们这块临时都改变地方。 

⋯⋯ 

 

 

问：哪个时间你还没有告诉我？ 

 

证：2002年4月9日。 

 

问：4月9日？ 

 

证：对4月9日下午5点开始解剖，时间进行了3个小时。之前已经连续一个月了。 

 

问：什么叫连续一个月？ 

 

证：连续一个月的刑讯逼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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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只有对他们逼供一次？还是很多次？ 

 

证：很多次。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斩尽杀绝”。 

 

⋯⋯ 

 

 

2.4 从中共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数据看群体灭绝的残酷事实 
 

2007年9月6日 

 
前言 1 

一、1999年以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 2 

 

1. 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数量 2 

(1) 全国器官移植累积总数 2 

(2) 肾移植 3 

(3) 肝移植 4 

(4) 心脏移植 4 

(5) 肺移植 5 

(6) 多器官联合移植 62 医院进行器官移植的累积总数和年移植量 8 

2.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居世界前列 14 

3.批量性的肾、肝移植手术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 16 

 

二、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的器官移植中心 17 

 

三、反常的中国式反向配型 19 

 

1. 等待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 19 

2. 供体等受体的“反向配型”揭示巨大活供体库的存在 22 

3. 大量反向配型的供体来自何方？ 23 

(1) 中国官方承认器官移植来源的自相矛盾 23 

(2) 官方报道亲友活体捐献的比例 < 2% 24 

(3) 中国官方报道器官来源于脑死亡者的自动捐献仅有9例 25 

(4) 官方报道个体卖器官没有市场，我们有足够的器官来源 25 

(5) 死刑犯的器官 26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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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6年三月初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焚尸灭迹，追查国际据此对中国大陆

器官移植手术资料追踪调查，调查的重点是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器官移植状况。调查结果，截止2006

年初，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9万余例[1]，其发展速度、数量、涉及的范围和超短等待时间的配型施

行手术⋯，均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解释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一、1999年以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 

 

根据以下中国大陆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看出1999年是一明显分界岭，1999年以前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

和移植量很少，1999年以后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尤其是2001年之后，相当数量的医院成立了器官移

植中心，连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市级中医院，一些中型的区级(二级)医院, 甚至基层军队医院（卫生所）都

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实施肝移植的医院由1999年以前的19家暴增至500多家(截至2006年4月) ；1999

年以前20多年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00多例，1999年以后呈指数增长， 2005年年移植量已达4000例。实施肾移

植的医院由2001年的106家增至368家(截至2006年4月) ；从2001年至2005年四年期间至少实施了三万多例次

的肾移植，几乎相当于前40多年的总和。心脏移植、胰-肾、肝-肾等多器官联合移植在1999年以后也取得突破

和明显增长。 

 

1. 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数量 
 

最新的搜寻资料表明，至2006年初，中国大陆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九万余例[1]。（不包括军区医院，军区医院

器官移植的数据请参见军队医院器官移植的报告） 

 

(1) 全国器官移植单位骤增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器官移植的全速发展期，至2002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肾移植增长了322%，年均

增长率达到14%；美国增长了141%，年均增长率为4%[2]。 

 

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单位（医院）的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

院）106 个 [3] ， 2004 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 家 [4] 。 

截至2006年4月， 中国大陆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5]。 

据《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的报道，“由于巨额利润的刺激，大陆各地的医疗机构纷纷抢上器官移植项目，甚

至连一些乡镇卫生机构也摩肩接踵”[6]。许多移植技术资质评估未获通过的三乙、二级医院；中、小型医院；

甚至连不具备普通手术条件的中医院，如巩义市中医院这一类的，自2001年起也设立了“泌尿外科”、“脑外

科”和“巩义市肾移植中心”[7]，争着做器官移植手术 ；所以全中国的实际器官移植总数远高于中国大陆官

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2) 肾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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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医药报上《我国器官移植现状》的综述总结了1989年至2001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状

况:“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数最多、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目前，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

开展了这项工作。肾移植的术式已基本定型，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 “开展的单位和移植例数逐

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049、2382、3596、4323、5542和

5561例次肾移植”[3]。 

 

至2000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 例，仅2000年实施肾移植数就超过5000例次，形成了一批具备

相当规模和综合水平的肾移植中心，2000年全年移植数超过l00例的肾移植中心已达 23个，它们实施手术的总

和占当年全国肾移植总数的比例超过60% [8]。 

 

至2001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的累积总数达40，393例次。其中，在2001年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

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3]。 

 

2004年以来肾移植数量的增加尤为明显， 每年以2000到 3000例的年移植速度增涨, 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

7300余例4和8000余例[9]。 

 

至2006年4月，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4，肾移植已成为中国大陆治疗尿毒症的常规手术。 

 

(3) 肝移植 

 

1977年～1983年, 中国大陆先后有18个单位施行肝移植57例, 超过5例的有5个单位：武汉同济医院10例、上海

瑞金医院6例、南京医学院附院5例、四川医学院附院5例、广东省人民医院5例。无1例存活超过1年。从1984年

起, 中国大陆临床肝移植整整停顿了7年（1984～1990年）。从1991年又开始起步[10]。 

 

1991年至1997年7年中，全国实施肝移植医疗单位仅22所[11]。1991年到1998年的8年期间，中国大陆临床肝移

植共施行了78例[12]。 

 

1999年开始，中国大陆掀起的第二次肝移植高潮。1999年一年全国完成肝移植达 118例次。随后移植数量成倍

增加，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254和 486例次，到2002年全国器官移植登记处[13]的统计累计996例次

[3]。 2003年达到1500例次[14]，2004年达到2500余例4，2005年实施肝移植手术近4000例[15]。 

 

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 2005年1月1 日至 2006年6月24日,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例数为5680 

[16]。2005年1月1 日至 2007年6月24日，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例数9911 [17]。即2006年6月24日至 2007年

6月24日一年间，在全世界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时，中国大陆继续施行了4231例肝移植（实际器

官移植数远高于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图1 全国肝脏移植年总数的增长图表 

图略 

 

(4) 心脏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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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21日，中国大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在上海瑞金医院心胸外科完成[18]。 

 

1978到1993年的15年中，中国大陆只有6个单位共施行7例心脏移植手术[3]。 

 

1998年11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杭州召开了全国肾外大器官移植学术会，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名

誉所长夏穗生在学术会上报告全国已累积施行29例心脏移植手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已施行7例，是施

行最多的单位[19]。 

 

至2000年底，全国共计有33个单位开展心脏移植，累计施行心脏移植82例[12]。 

 

2004年全国有14家单位完成了110例原位心脏移植，截止2004年12月，全国历年完成原位心脏移植298例[20]，

即2000年底至2004年12月的四年间实施了2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 

 

2005年3月19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称，“我国自开展心脏移植以来共完成近200例[21]。 

 

2005 年 12 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易定华说，目前我国心脏移植大约300例[22]。 

 

以下是中国大陆八家医院开展心脏移植的例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年5月--2005年3月19日，100多例[21]。 

 

上海瑞金医院心脏移植1978年 --2003 年9 月，约近100 例。 

 

上海中山医院心脏移植2000年--2003 年9 月，41 例[2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995--2004年12月, 55例[24]。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 原位心脏移植2004年6月--2005年12月，43例[25]。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移植中心主任孟旭1992年2月--2005年5月底，心脏移植例数达到30例[26]。 

 

西京医院原位心脏移植2000年1月―2005年7月，29例。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阜外心血管病医院2004年开展心脏移植术[27]，1年内完成28例[28]。 

 

上述八家医院心脏移植数量的总和已超过426例。 

 

2003年，仅广东省就有11家医院申报心脏移植技术资质评估[29]，全中国实际心脏移植总数远高于中国官方公

布的统计数字，同时可以看出近年来心脏移植呈异常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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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2日，据《中华首席医学网》上的一篇题为“心脏移植供体心脏的选择”的文章介绍，“一般要求

心肌总缺血时间不超过3-4小时为原则⋯，影响移植后效果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缺血时间是个重要的危险因

素。有统计报导，在院内取心组术后四年的存活率为85%，(缺血时间为54±3')，从本地或远地取心组四年存活

率仅为40%，(缺血时间分别为129±3'及172±7')，认为缺血时间是个根本性问题。”[30] 

 

院内取心平均时间在一小时内，四年的存活率接近90%，从本地或远地取心平均时间在3小时内，四年后一半以

上的病人死亡。新华网报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移植的成功率达98％，术后一年生存率为91％，均

高于这两项指标95％和87％的国际先进水平，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独立完成百例以上心脏移植术，在发达国家也

仅有少数知名专科医院能与之匹敌” [31]，“心脏移植已成为该院的常规手术”[32]。这表明其活体摘除心脏

时间短，而且心脏新鲜、健康，且供体来源充足。 

 

众所周知,，活体摘除心脏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因而，极少会有人主动捐赠心脏。那么，该如何解

释这些供体的来源。 

 

(5) 肺移植 

 

早在1979年，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为两例结核病人施行了单肺移植，仅短期存活3。因为手术难度大、术后难以控

制排斥反应、肺的器官是开放的容易感染、费用昂贵等原因，所以停顿了14年。 

 

一直到199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二院施行了第3例肺移植[33]。 

 

1998年11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杭州召开了全国肾外大器官移植学术会上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

施行9例。 

 

此后北京、南京、广州、湖南等地相继又施行了双肺移植或单肺移植，使中国大陆肺移植总例数达到13例。 

 

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至少有10多家医院开展了肺移植，开展肺移植的总数达50多例。目前中国大陆开展序贯

式双肺移植的医院有北京安贞医院、上海肺科医院和无锡胸科医院[34]。其中，上海市肺科医院开展了单肺移

植治疗肺气肿及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共7例[35]。 

 

2005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所提到的内容包括: 2004年全国有8家单位完成了21例单肺移植， 5例双肺移

植，截止2004年12月，全国历年完成单肺移植43例，双肺移植8例20。 

 

然而，据无锡市胸科医院介绍，2002年9月至2004年10月两年间，该市级医院就完成了30余例单、双肺移植

[36]。 

 

由于肺脏的呼吸供氧功能对维持人的生命极其关键，为双肺移植提供肺脏的活供体也是必死无疑。 

 

(6) 多器官联合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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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官移植、 多脏器移植已成为京城医院里的平常事”[37]，但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活体多器官联合摘

除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 

 

A、胰肾联合移植 

 

1989年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开展中国大陆首例胰肾联合移植，至1998年11月，中国大陆共施行12例胰

肾联合移植[19]。 

 

至2001年，全国已有20个单位施行胰肾联合移植93例。目前开展胰肾联合移植较多的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一院、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中国医科大学附一院和北京朝阳医院3。 

 

2000年1月至2005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共施行56例胰肾联合移植[20]。 

 

B、肝肾联合移植 

 

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上海市首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共完成22例肝肾联合移植[38]。 

 

2005年，仅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家全年进行肝肾联合移植21例[39]。 

 

C 、心、肺联合移植 

 

截止2004年12月，全国完成心、肺联合移植27例[20]。 

 

2.  医院进行器官移植的累积总数和年移植量 
 

(1) 相当数量医院的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或以后。 

 

表1. 部分成立于2001年或以后的器官移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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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移植中心  移植中心 

成立年 
肾移植  肝脏移植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器官

移植中心 

2000 近千例， 

年移植100余例，并以每年

50%的速度递增 

200多例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器官

移植中心 

2001   

解放军第460医院 济南军区泌尿 

外科研究中心 

2001 2001年开展肾移植103例  

巩义市肾移植中心  200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 
 2001   

西南肝胆外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

军肝脏移植重

点实验室 

2001   

青岛莱西市第二人

民医院 
 2001 100多例  

广西桂林解放军第

181医院 

广州军区肾病

研究所器官移

植部 

   

山东千佛山医院肝

脏移植中心 
 200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市器官移

植中心 

200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第309医院 

309医院器官移

植中心 

2002 1200余例，并创造了一夜

完成12例肾脏移植手术 

110例 

北京武警总医院 武警总医院肝

移植中心 

2003 上千例肾移植 506例 

北京佑安医院 肝脏移植中心 2003   

第二军医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上海长

征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

军器官移植研

究所 

2003 3000例次,每年>200例次 近300例次 ， 每年>130例

次 

南京解放军八一医

院 

南京军区肝脏

移植中心 

2003  82例 

上海市器官移植医

院 
 2004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器官

移植中心 

2004 主要从事肾脏、肝脏、胰

腺等重要脏器移植和多器

官联合移植, 我院每年移

植总例数60余例，并以每

年30%的速度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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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医院器官移植的累积总数和年移植量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科是目前中国最大型的肝器官移植中心，5年的时间里移植中心的技术人员增加了5倍。

迄今保持临床肝移植手术例数最多等多项全国第一[40]。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五个肝脏移植专业组及两个肾脏移植专业组，可同时进行九台肝脏移植及八台肾脏移植手

术。拥有移植专用车辆九部[41]。 

 

然而朝鲜日报报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8个肝脏移植手术小组和3个肾脏移植小组等共11个专门移植手术小组

[42]。 

 

2002年，天津市政府投资兴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建筑面积30000多平方米，设移植病床500张，预计每

年完成肝脏移植手术500 例，肾脏移植手术300例，同时开展心脏、肺、小肠、胰腺、角膜等组织和器官移植

[41]。 

 

2003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完成肝移植384例，日均换肝一例以上[43]。 

 

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完成肝移植507例，并在院外成功实施肝移植近300例，打破了由美国匹斯堡大学器

官移植中心保持了近10年的年度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记录[44]。 

 

随着器官移植规模的不断扩大，肝肾移植已成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规手术[45]。 

 

截止2004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肝脏移植2,248例，肾脏移植年平均完成300余例，肝移植年平均完成600例，肝

脏移植年平均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图2. 截止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脏移植累积量 

图略 

 

图3. 截止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脏年移植量 

图略 

（请注意：上述两个图表已从它的网站上消失了，但是可以从网站的档案中搜寻发现它们。） 

 

图略 

从表3 可看出，以截止2004年肝移植病例与1998年比较，肝脏移植的年手术量增加了近200倍。 

 

2005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年终总结大会: 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647例，共完成肾移植436例，多器官

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21例，胰肾联合移植2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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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还协助16个省份近47家医疗单位开展了肝移植工作，协助其他医院完成近300余例肝

脏移植手术[4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位于北京市的武警医院的肝脏移植手术也是由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小组来进行。武警医院

2005年共完成了220多例肝脏移植手术[42]。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30日，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年移植100余例，并以每年50%的

速度递增[47]。 2001年起，肝移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肝脏移植200多例。2000年5月，进行了首例心脏

移植，6例心肺联合移植和11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心脏移植107例[4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72年，开展了国内首例肾脏移植，至今已施行2500余例临床肾移植。截止到2003年 12月，已进行了近400例

肝脏移植，目前，年移植总数超过100例，现已完成12例。 

 

1996年，中山一院被卫生部批准为国家级肝移植技术培训基 地，已先后举办二期肝移植技术学习班，先后有42

个国内单位来该院学习肝移植技术[49]。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现为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50]。 

 

在持续独立的开展大量肝脏、肝肾、胰肾等多器官联合移植的临床研究基础上，相应成立了人工肝小组、器官获

取小组、ICU小组、围手术处理小组、抗感染小组、移植病理小组、及术后随访小组[51]。至今累积肾移植总数

2012例、年移植量150例，2001年至2006年1月共完成肝脏移植473例，肝肾联合移植22例，胰肾联合移植6例

[38]。 

 

图4.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年移植量图 

图略 

 

对移植后受体开展定期肝脏穿刺活检工作，积累了上千例次的肝移植病理读片经验。需要强调的是，本中心肝穿

病理医生也是移植外科医生[38]。 

 

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 

 

现附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呼吸内科实验室是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新门诊大楼顶层设

有直升机专用停机坪，可在3分钟内从停机坪到达急诊中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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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以来，同济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已陆续开展了15种器官的移植，包括肾、肝、胰、脾、胎肾、胰肾联

合、肾上腺、甲状旁腺、胸腺、骨髓、脾细 胞、肝细胞、同种胰岛、异种胰岛、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53]。 

 

该器官移植研究所实施一例腹部多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切除了患者包括肝、胆、脾、胰腺、胃大部、十二指 

肠、大小网膜及部分小肠等上腹部全部组织器官，并彻底清扫腹膜后淋巴结，然后将供体的肝脏、胰腺、及十二

指肠原位移植入患者腹腔，为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器官。 

 

据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介绍，多项技术创新保证了这次手术的成功：供体腹腔干动脉和肝总动脉

吻合，最大限度地满足移植物血液供应( 可以肯定做此吻合手术时供体是活生生的生命)，减低了受体腹主动脉

的损伤；不采用静脉转流技术而采用直接吻合[54]。 

 

(3) 中国大陆的怪异现象----县级中医院施行500例同种异体肾移植 

 

河南省巩义市肾移植中心2001年成立。 

 

《中国中医药报》对巩义市中医院的介绍是这样描述的: “巩义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是集脑外科、泌尿外科、同种

异体肾移植术为一体的综合病区，设备先进，技术一流。7”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对於这样一个连西医分科概念都不清楚，或者最可能的是技术力量不足以

分科的小城市的县级中医医院（即以中草药中国传统医学技术为主体的市级中小医院）, 竟然成立了可进行高难

度的非常专业的西医手术中心。其肾脏移植中心同时可以接纳12个肾移植患者；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

术，该移植中心的泌尿外科主任李宏道已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500余例[55]，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其突然成为该地

区的肾移植中心？ 

 

3.  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居世界前列 
 

根据中国大陆自报的数字计算，在1999年之前，全国累积肝移植手术仅一百多例次；1999年开始第二次肝移植

高潮之后的短短的4、5年间，相当数量的医院一名医生即施行数百例至上千例肝移植手术( 相当于至少一天一

台器官移植手术！)；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已超过500家，每所医院都有数名至十数名医生从事这“一本

万利”的器官移植手术。 

 

一个活供体仅有一个肝脏, 众所周知，肝脏是人体的代谢、解毒器官，在活体摘取肝脏后这个人是无法存活的。 

 

从上述中国大陆公开报道的器官移植的数量，已足以使人惊讶！然而从我们搜集的部分医院和医生们的器官移植

的累积总量和年移植即可看出, 全国实际施行肝、肾移植手术的累积数量和年移植量超过目前中国大陆报道的数

倍。 

 

自1999年以来, 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尤其是日手术例数远超过国外的同行，位居

世界前列。 

 

沈中阳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天津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2002年5月10日受聘

于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教授，成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山东肝脏移植中心。 

 

2001年，沈中阳在北京组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每年完成肝移植手术百余例，居北京

地区第一位。 

 

在肝脏移植方面, 沈中阳本人在中国大陆肝移植史上连创手术总例数全国第一，2001年度完成肝脏移植109例，

肾脏移植80例，主持设计器官移植的供体、术前、术后的治疗方案、诊治常规[56]。 

 

他还在4天里做了四例肝移植手术；一天内主持完成了3例肝移植和3例肾移植；两天内成功施行了4例肝移植和6

例肾移植；一天内成功主持实施了2例肝和6例肾等8例肝肾移植[57]。 

 

至2005年3月17日，沈中阳完成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58]。 

 

陈规划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主持完成了1000余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占全国肝移植手术量的1/10。仅2005

年一年就完成了246例肝移植[59]。 

 

管德林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称北京华信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清华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副院长兼肾病科（泌尿医学中心）主任、泌尿外科主任，还兼海外华人器官移植学会副主席、北京市器官移

植中心副主任、有2700多例肾移植、40余例亲属肾移植、近20例胰肾联合移植的经验[60]。 

 

黄洁夫 

 

现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黄洁夫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

伍，至今为止已进行了340例临床肝移植，是公认的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动者。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

植高潮正好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高峰期平行[61]。 

 

曾凡军 

 

2000年起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临床部主任，同年独立开展肝移植。迄今独立完成尸体肾移植近千例，活体肾移

植100余例，肝脏移植300余例[62]。 

 

何晓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已主持或参与实施了550例肝移植；开展了亚洲首例成功的上腹部器

官簇移植，现已开展五例均获得成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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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树森 

 

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肝移植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委、器官移植学组组长，复旦大学器

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93年开展浙江省第一例肝脏移植，截止目前已经施行肝脏移植400余例[64]。 

 

4. 批量性的肾、肝移植手术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 
 

从下述的部分资料可看出，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施行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非常普遍。即同日、同时要作数例至

多达数十例的肝、肾移植手术。 

 

（1）同日完成多达数十台手术 

 

据《朝鲜日报》披露，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8个肝脏移植手术小组和3个肾脏移植小组等共11个专门移植手术

小组，所属医生达50多人。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纪录。以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

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42。 

 

据新华网天津2005年年2月7日报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今年(2005年)头一个月就分别成功实

施了108例肝移植(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日均4至5台肝脏移植手术)和43例肾移植手术[65]。 

 

2006年第5期凤凰周刊在《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一文中写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

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

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我们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医生抱怨

说，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 

 

从2005年12月16日至12月30日的两个星期内做了53例。 

 

有患者家属向《凤凰周刊》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66]。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 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手术室，记者亲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 

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场景 ⋯ 最多的时候该院移植中心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纪录是

一天内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67]。 

 

2006年4月28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一天完成17台移植手术，7名晚期尿毒症患者同时进行了换肾

手术，同一天还同时完成了2台肝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术[68]。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辖的县级市，巩义市肾脏移植中心，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术[7]。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日讯 该移植中心的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郑树森施

行肝移植11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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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时完成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脏移植及八台肾脏移植手术[70]。 

 

2005年4月6日，在沈中阳所长的直接指挥下，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同时完成5例肝移植，病人年龄12岁-62

岁，包括一名韩国籍女病人和一名12岁Wilson病患儿[71]。 

 

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严律南: 可以在同一天同时开展3~5台肝脏移植，最多的一次一天施行了7台肝移

植，创造了全国第一[72]。 

 

2004年2月10日晚，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同时进行了4台肝移植手术，陈规划院长主刀[60]。 

 

2005年6月24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3名患者同时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73]。 

 

2006年1月17日，福州总院首次同时开展3台肝移植手术获成功[74]。 

 

（3）多次进行批量性肝脏移植手术 

 

2004 年9月29日9点，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医教部郭继卫主任率领医疗科领导亲临手术室和肝

胆科指挥协调，5台肝移植相继开始[75]。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4年1月5日成功地为2例终末期肝病患者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76]。 

 

（4）不少医院将移植医学作为龙头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迅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将移植医学学科的建设作为医院发展的一张王牌，将移植医学作为立

院的龙头学科。 

 

湘雅三医院院长黄祖发接受中南大学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如何在短短的五年间取得了超出预想

的品牌效应：“2001年，我院投资约1亿元建成移植医学研究中心，并引进一批达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

2002年，以器官移植专家叶启发教授为首的8名高层次器官移植人才加盟我院 ⋯ ”，“迄今，我们已先后开展

了心、肝、肾、胰岛细胞、造血干细胞、小肠等移植手术”。 

 

“我院曾经同时进行2台肝、5台肾的移植手术，我们已经拥有同时开展6、7台移植手术的能力，年手术量达200

多台次”[77], “供体器官网络也逐渐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与国内10多个移植中心建立了器官资源共享关系。

[78]” 

 

如此多的医院可以同日或同时进行数台至多达数十台的肾、肝移植手术，同日找到如此多的组织配型相对吻合的

供体是根本不可能，唯一可能是多个地区有事先已经检测好了血型、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_HLA的大量活体的

活供体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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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的器官移植中心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3，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

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4，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2]。 

 

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 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79]。 

 

从韩国乘飞机只需1小时30分即可到达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__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5年，360多名韩国

人在此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占移植手术40%左右[42]。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代理人金云东 （音译）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中山医大附属医院）、杭州

（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 中小医院加在一

起，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80] 

 

日本媒体报道， 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国进行肝脏及肾脏移植手术[81]。而另一报道则

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趋势还在发展

[82]。 

 

台湾联合报消息，一位不愿具名的肝脏专科医师表示，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美国本地病人去中国大陆等地换肾、换

肝，甚至台湾许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陆进行手术，这似乎成为病人间的「默契」，亲戚、朋友间相互介绍，有一

定的联系管道，至于详细情况、器官源等都三缄其口，甚至不愿多谈[83]。 

 

在各国器官移植捐赠供需失衡下，许多病患者寻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机会，世界各地的患者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中

国大陆已成全球新兴的器官移植中心。 

 

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2004年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

术中，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84]。 

 

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开展肝移植手术，然而却留下不少的后遗症。在江苏召开的国际肝病研讨

会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一家医院做的 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伴有

胆道并发症的占了37％。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中小医院，均从大医院请专家主刀，待完成开

展肝移植手术的宣传后，却很少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患者术后的情况” [85]。 

 

至少7名日本病人于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间在上海、沈阳及长沙接受移植手后死亡[81]。 

 

在日本厚生省调查七人赴中国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际，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引述报告指出，多名马来西亚人到中

国接受器官移植后病逝当地，或是回国后因并发症死亡[86]。 

 

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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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

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87]。 

 

一名医护人员指出，即使中国大陆等地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很多病患也确实成功完成换肾、换肝手术，却在输血

过程中不幸感染丙肝，导致现在有些人还自备抛弃式针 头去就医。这名医护人员表示，美国、台湾等地部分医

师拒绝接收在其他国家接受移植手术的病患者，主要原因也是质疑器官源及获取是否正当或有违反人道之虞

[83]。 

 

三、  反常的中国式反向配型 

 

1.  等待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 
 

美国器官移植每年基本维持 在12000例到13000例[88]。 

 

2006年3月29日Metro刊登的“一个网上捐赠器官的年代” 一文中谈到由于肾源的匮乏，在美国等待肾脏移植手

术的平均时间是3 到7年 (scan hard copy of newspapers Metro)。 

 

肝移植手术等待合适的肝源也需要数年时间。较之器官移植手术开始最早，具有捐赠器官意识的美国，中国大陆

等待肾、肝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短得令人难以置信。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89]。 

图略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显示: 2005年1月至今共完成原位肝移植手术647例；本周完成12例；病人平均

等待时间为两周[90]。 

图略 

 

地点设立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CITNAC，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是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移植援助机构。该

中心与北京的朝阳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知名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其心脏移植、肺脏移植、心肺

联合移植等世界高难度手术获得了成功[91]。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的说明也证实了中国大陆等待肝、肾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惊人的短。 

 

国际移植(中国) 网络支援中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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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略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83012/zoukiishoku.com/cn/jueding/index.htm 

 

韩国的患者还发现，他们在天津等待器官移植并不是很难。在与医院取得联系后，他们将在国内的病历资料以及

检查报告传真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待该院的分析，以确定是否适合做移植手术。如果可以，他们就会得到

院方的通知，随后携带护照即可前往。 

 

在进行移植手术前，医院要检查患者与“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的吻合程度，患者例行体检后，便开始等待

供体。 

 

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最长的时候要等上3个多月[84]。 

 

2.  供体等受体的“反向配型”揭示巨大活供体库的存在 
 

在国际移植(中国) 网络支援中心2004年的网页的 “在线问答”一栏上[93]，一再强调该移植中心进行的是

“活体肾脏移植”： 

图略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93430/zoukiishoku.com/cn/wenda/index.htm 

 

目前，同种异体肾移植有活体肾移植和尸体肾移植两种。活体肾移植是指供肾来自具有生命的人体[94]。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强调说“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

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93，作为受体的患者是外国人，而供应活体器官是中国人，显然，这里

所指的“活体肾脏移植”，不是亲属活体捐献。而中国大陆脑死亡患者捐赠器官的案例至今总共仅有9例[95], 

那么广告上数千的活体肾移植的供应器官来自何方？ 

 

关于供体者 

如果您将个人资料通过电子邮件或Fax发送至本中心，或者来中国沈阳接受各种必要的检查，确定与本

人相配的供体，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 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

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虽然供体者均是经过各种严格检查后选定的，

但是如果在摘取被选定供体者 的脏器时发现脂肪肝等异常情况，受移植者开腹之前即取消此次手术，

本中心将负责为遇到上述情况的患者优先选择供体者，并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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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医学博士庞玉滨分析，中国现在的器官移植正存在着与世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反配型”状态，一般国家的

正向配型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好几年才能幸运的找到一个供体，而中国却是反向配型：器官等病人，中国许多医

院的官方网站明确提出：一般一周之内就能找到活的供体[96]。 

 

一个很典型的供体等受体的例子，就是北京海淀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韩修武，在48 小时内完成三台肾移

植手术。 在患者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第一次手术失败后，韩立即从昆明(在那儿他做了另一台肾移植手术)

带回相应配型的新肾源, 次日对患者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2006年5月17日，国家贸易部主办的《华夏时报》[97]以 “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 为标题， 

报道了这一案例。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49岁的薛燕林， 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9天

后12月28日的下午，移植中心的医生从外地取来肾源，晚上11时左右，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

京做肾移植手术，次日上午确定肾移植失败。主刀大夫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可

在30日再带回另一个肾。12月30日晚上11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12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

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第二次换肾又失败了，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超急排斥。2005年1月30日，手术30天后薛燕

林因并发症离世。第二次手术时患者的PRA为72.5%，韩修武违反诊疗常规做肾移植手术。[98](评注：如果没有

一个活供体库存在，随时提供医院所需的相应组织配型的器官，韩修武何以在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

败后，敢如此断言次日他就能带回一个组织配型匹配的肾给患者进行第二次手术)。 

 

美国贝勒医学院医学系肾科封莉莉教授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说：“很难想象在中国找到一个可匹配的肾脏只需要

一个星期，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人群供体长期在等候是 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供体的配型必须要事先完成从

而可供初步选择配型。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

（Crossmatch）。”[99] 

 

3.  大量反向配型的供体来自何方？ 
 

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自2003年5月成立以来，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了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506例，创造了

年度手术总例数全军和全国之最。其网上广告表明：“专家组技术力量雄厚，供体来源充足，由沈中阳教授亲自

指导，由完成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专家主刀⋯”[100] 

 

中国大陆各地医院迅速增长的年移植量, 尤其同日同时进行多台手术，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就能同数名和十数名患

者配型成功，进行“活体移植” ；而且如果发现器官有问题，还可以一周之内更换。我们禁不住要问这些来源

充足的供体来自何方？ 

 

（1）中国官方承认器官移植来源的自相矛盾 

 

导致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手术的供体来源、信息不透明以及回避参与器官捐赠的

伦理问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7月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的发言会引起轰

动――国际器官移植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认同。 

 

在那次会议上，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首度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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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隔不到1年，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就推翻了这一说法，称(移植器官)主要来自民众捐献，极少来自死刑犯

[102]。 

 

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关

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指出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这六年间，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

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103]，引起全球关注。中共保持沉默三个多月后，于2006年11月14日，由中共卫

生部副部长在中国广州举办的人体器官移植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除少量交通事故死亡者

之外，大部份来自于死刑犯”。该消息立即通过中共“喉舌”英文版“中国日报”在18日向全世界通告[104]，

其意图是掩盖活摘人体器官更惊人的罪恶。 

 

（2）官方报道亲友活体捐献的比例 < 2% 

 

活体捐赠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或部分肝脏捐赠给三代以内的亲属或配偶。活体捐赠者首

先必须是绝对自愿的，而且必须经过医院的检查和公证处的公证才可以进行捐赠[105]。 

 

国 际 上 对 活 体 肝 移 植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 LDLT) 提 供 供 体 的 规 定 [106]: 

首要原则是供体的安全性及无害性。 

 

第二个原则是供者本人自愿。 

 

第三个原则是供者术前需心理评估以确认是否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主动签署同意书。 

 

亲属活体捐献器官在中国大陆少得可怜，这是由于中国人受中国传统的“死要全尸” 的观念影响, 导致极少有

人提出捐献自己的器官。 

 

自一九七二年中国开展第一例亲属捐献肾移植以来，到200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三十七个医疗单位共

实施亲属捐献肾移植一百八十一例[107]。（同期全国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 例，实际亲属捐献占0.5%） 

 

而中国目前的亲属活体捐献率仅为1.1%， 其余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108]。 

 

（3）中国官方报道器官来源于脑死亡者的自动捐献仅有9例 

 

来源于无心跳的尸体供体的主要缺陷是血液循环停止时间太久，脏器缺血时间长，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移植成

功的概率较小。而确定脑死亡者，就在人工维持呼吸及循环的 情况下，摘取脏器供移植使用，这样的器官有良

好的活力和较正常的生理功能，移植效果好[109]。 

 

目前在开展器官移植的国家中，仅有中国没有实施脑死亡法[110]。那么在中国，所有从脑死亡的病人身上摘除

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都是非法的行为。 

 

2000年7月27日，中 国大陆第一例脑死亡者器官的移植发生在上海长征医院[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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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25日下午三时，中国第二例脑死亡在武汉协和医院请中国脑死亡研究权威专家、同时也是武汉同济医

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陈忠华教授做判定[112]。 

 

而在此前上海长征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这两所医院已经完成相当数量的肾移植手术。 

 

2006年3月5日，陈忠华教授在他武汉的办公室首次向记者完整披露自2000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脑死亡患者捐赠

器官的案例总数共有9例[95]。 

 

“脑死亡”的判定要有严格的程序，对医师的资质有很高的要求，在诊断“脑死亡”者中，至少要有2人具备脑

死亡诊断执行医师资格，由经过专门训练 并熟练掌握脑干功能试验的神经内外科、麻醉科或特护病房（ICU）

医师担任[113]。“脑死亡”判定医师不能参与器官移植，这些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必须遵守的规则[114]。 

 

北京协和医院李舜伟教授牵头制订《脑死亡判定标准草案》，李舜伟强调，器官移植专科的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

的诊断[111]。 

 

陈忠华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医院唯一的“脑死亡”研究机构――武汉同济医院

“脑死亡”协作组的负责人[115]，显然有“利益冲突”(Conflict interest)。 

 

陈忠华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 (Zhonghua Klaus Chen) ，1979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

1987年获亚力山大 洪堡奖学金赴德国科隆大学进修。 1989年至2002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

199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PhD Cantab）。1997年加入英国国籍。2000年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6]。本世纪末回国后的第一年陈忠华就成立了“脑死亡协作组”95 ,2001年被推选为中华

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委[114]。） 

 

（4）官方报道个体卖器官没有市场，我们有足够的器官来源 

 

2004年12月24日，据辽宁省侨联主管的《华商晨报》[117]报道，卖人体器官广告满医院，医生称沈阳肾源充

足，个体卖器官几乎没有市场， “因为目前沈阳市肾源是完全充足的！那些卖肾广告，是几乎没有市场的！”

中国医大一院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吴刚说[118]。 

 

（5）死刑犯的器官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

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 

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早在1996年，在设于蒙特利尔的器官移植协会的大会上，专家和学者们认为，“医学若介入利用死囚器官，将

会导致杀戮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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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4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曲新久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有关部门应当禁止对死刑犯摘取

器官。因为“死刑犯身份与其自由决定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

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的。” 

 

曲认为，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还存在一个隐性危机，此举将可能诱导法院松弛“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

策，以扩大死刑犯基数，从而人为地提高“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刑犯绝对数[119]。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报告指出：“根据大赦国际的纪录，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的平均数量

是每年1680人。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是平均每年1616人。这些数字 每年都会回弹，但整体平均数字在迫害

法轮功的前后是相同的。自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死刑犯的处决数量无法解释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数量的增

长。”[103] 

 

一直以来，大陆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始终没有出现在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大陆的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 

 

四、结语 
 

中国大陆各地医院自1999年全国迫害法轮功之后，每年器官移植量迅速增长, 尤其是非常普遍开展批量性的

肾、肝移植手术，反常的反向配型，异常短暂的器官源等待时间， 都提示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巨大的活人供体

库的存在。 

 

器官移植要求移植一个活的器官，它必须切除于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身体。由于中国大陆众多医疗单位保证患者

能在短期（一到两周至数月）内找到合适的供体，在中国很少亲属活体捐献(仅0.5%) 和脑死亡供体总共9例的

情况下，每年的移植量不是公布的或实际的死刑执行数可以满足的，供体只能是个活人。每年高达近万例次移植

量的肝肾等器官移植手术需要庞大的储备供体群，非亲属器官捐赠的组织配型的匹配率大约6.5%[120]( while 

from a non-living donor, the chance is about 6.5 percent. )，为此，每年施行数千至上万的器官

移植需要从十数万到数十万无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组织配型吻合者。 

 

这样一来，如此大量的器官移植，供体不是来自死刑犯，不是来自亲友捐献，不是来自脑死亡民众的捐献，不是

来自个体买卖，中共就有义务向国际社会交代如此庞大数量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于何处。 

 

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

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已对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作

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迫掠夺的一直存在着，并且

今天还在继续着” [121]。2007年7月25日《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进

一步证实了这一指控[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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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 
 

2007年7月25日 

 
【MP3 文件】录音节选下载聆听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upload/audio/investigation_organharvest.mp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案的调查，最近取得了重

大进展。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

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象；这个罪行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且为半公开化，现已转入秘密操作在继续进行；这是

在司法系统等官方的合作和保护下进行的系统犯罪；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涉嫌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

器官的主要系统之一。 

 

在调查过程中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下称“追查”）以为家人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为由接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零七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以下称“中介”）。前后交往时间达数周，累计谈话时间达数十分钟。追查国际保存

有这些对话的完整录音和其它形式的证据，如有相关组织或人士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与我们联系。本报告将根据

情况适时更新。 

 

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至今还在继续 

 
（录音下载：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upload/audio/investigation_organharvest.mp3） 

 

追查：哎，你好，上一次跟你说的，那个联系肾源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中介：你是说那个，联系那个监狱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的吗？ 

追查：对，或者是法轮功学员的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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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想办法，我告你我不能光给你瞎找啊，我得找得到----，我给你说白了吧，我这边找的全部都是---， 

、、、 

 

追查：现在首先是这样的，我原来跟你说过，只要能找到这样的，你就帮我打听一下，到底--- 

中介：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吧，以前就是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两例，知道嘛，搞过这两例。 

追查：是两个法轮功学员的？ 

中介：对，搞过这两例，监狱里面呢就是说像法轮功搞过， 我也跟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现在呢，比以

前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 

追查：对。还有，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中介：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头儿上边有人给你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嘛，他会出

资料给你，这您放心。 

追查：噢，那好。 

中介：他们有资料，个人简历都有。 

、、、 

追查：噢,零三年那一阵是很多是吧？ 

中介：那是啊。03年的法轮功档案里边多的是啊。 

追查：我就是说那时候你们做这个脏器呢就比较容易搞到，对吧？ 

中介：啊，从零三年那会，我跟你说实话，零三年那会我做了两例，就是从零三年时做的。 

 

二、 上访被抓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作为主要的活体器官供体 

 
追查：那我听人家讲，因为前几年是法轮功学员抓了以后呢他不报姓名，所以这种呢，关了不少，关在地下一

些，一些又不是监狱又不是劳教所、、、 

中介：你说的那是零三年的那回事儿，你说那事儿我都明白，他那不报姓名那是从03年。从现在开始，这法轮功

不已经那个什么了嘛，不已经打消了嘛现在。 

追查：对。 

中介：那打消呢就是说已---极少数就是说极少数你知道吧。 

追查：对。 

中介：极少数，现在就是说里面非常的缺少，就是缺少呢你必须从那个03年的档案当中给你调，知道吧 

、、、 

中介：上回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法轮功---后来我又找那个那边我打电话，我叫老板给他打电话，他说那得

从那里面调 

追查：噢。 

中介：现在都已经发往那个外地监狱，那得从那儿调来，调出来就是说把这个钱呢，这个钱一大多部分给那边

人，你知道吗。 

追查：不过我给你讲，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要求严，他们也不能要的太多。你知道吧他们这些呢前些年因为法轮

功学员上访没报姓名的，他们偷偷关起来了，这些没有登记，也没注册。 

中介：是，这里面，象这里面的也很正常，知道嘛，他---这就没---没留，我跟你说，他这里边没留下姓名，

他都留代号，明白吗。 

追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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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像这些人你不留姓名的全部代号，我这个比你明白，他这里面有8号-----有------，全部都有代号留档

案。 

追查：噢，是这样的，那他光有代号的话那应该还有真实名字的档案，也是在里面呢对不对。 

中介：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他只能留代号，知道吗。 

、、、 

 

三、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作移植供体在2003年前后是半公开化的，现已转为秘密进行，并涉及

金钱交易 

 
追查：你原来搞的那个是在哪个地方搞的？ 

中介：嗯，是在那个西城。 

追查：你现在再找找吗。 

中介：唉啊，现在⋯⋯ 

追查：我知道，我听清楚了，你先跟我说，他要多少？ 

中介：你要找的话，从我这边的关系，没有几万拿不下来。 

追查：几万吧？你说个确定的数。 

中介：得两、三万块钱。两、三万块钱只能是给你找个准儿，不能说把这个东西直接就那个什么了⋯ 

追查：对。 

中介：你还得另外出钱，明白吗？ 

追查：另外出多少呢？ 

、、、 

中介：我是中介，只图关系给你找，具体那边要的钱估计也得二十万，我也就是图关系给你找，具体那边要的

钱，嗯---，也得---估计也得20万，知道吗？ 

追查：对。 

、、、 

中介：我跟你说，干这行就得有这行的规矩。咱也不是凭着电话跟你打着玩呢，有这东西，就说有这东西，咱们

这边冒险性非常大。你就是要，答应给你找，就是说给你找，我也得把你这个人了解一下，才能跟你做，你明白

吗？ 

追查：对，这是对的。 

中介：你出示个什么证明，确实我能相信你，要不然，你就是给我再多钱，我也不敢给你办。这东西冒险性非常

大，知道吗？ 

追查：我知道了。 

中介：咱们那边人说了，没有把握的事，再多钱咱也不干。老板都说了。 

、、、 

 

四、这种屠杀是在中共司法系统的合作和保护下进行的 
 

追查：噢，那好，但还一个问题--- 

中介：我们, 我跟你说吧，我跟你说白了，我这边儿呢全部都是。我们这边也是通着官，上边有上边的人，知道

嘛，像这些资料都不用你说我都拿给你，知道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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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嗯，对，噢，那你说这些那就是警察啦，那就是那边的警察了？ 

中介：这---这我不跟你透露这些事儿。 

追查：对，好。 

中介：我这事儿我也不会给你透露太多，这咱们这边上面都有干什么，什么都有规矩，你知道吗？ 

、、、 

追查：好。 

中介：我---我---我现在我没法，现在我不敢不能说，知道吧。 

追查：对，这个做之前我能见人吗？ 

中介：行，这个没问题。 

、、、 

追查：那好，啊---，还有一个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呢，人家是在劳教所里或者是监狱里关

着，一般我知道是在派出所----- 

中介：现在劳教所里的少了。 

追查：是吧，那现在在哪里关着一般？ 

中介：现在都是监狱象那个，现在都是监狱，一般呢都是从北京来说都通往外地，嗯，外地的，你就联系到外地

监狱，都是十年哪，八年哪，像这种情况的，挺多的。 

追查：噢，不是看守所，也不是劳教所。是吧？ 

中介：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面，他判完刑，有的法轮功都徒完刑十几年，他肯定往下面转，你明白这点吗？ 

追查：噢 

中介：现在不可能说留你那儿，他那边把资料，能把资料通给你，知道吗？ 

、、、 

中介：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办完了，咱也不是说我跟你这儿说什么，嗯--具体有些什么人的名字细节我都不能告诉

你，知道吗。 

追查：对。 

中介：象我们那边上头，象那个派出所里面那些关系，我这不能跟你说，这个呢到时候呢，你---提前跟你说--

说好了，知道嘛，像这些名字我不能告诉你，明白吗，----，有些隐私的情况不能告诉你，那我们就没法干

了，知道吗。 

、、、 

追查：你说这些我理解，我只是要求有两个事情，这么几个事我要知道，一个我要见那个人，我知道是从哪来

的，我要核实他真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取肾脏的医生我得知道他真是有那个本事，别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警

察，不能保证质量是不行的。 

中介：那肯定的，你说这种情况那我不能说随随便便，随随便便那哪行啊，咱们这边都通着关系呢，既然我干这

东西，那他一套一套部门那我全部都有人，那没有人那哪能够办到啊 

追查：对呀，我就是---- 

中介：这东西它都一条龙的，你知道嘛。 

追查：对。 

、、、 

追查：那对。你是直接与关人的地方联系呢还是通过你这派出所的人去联系的？ 

中介：你现在是问我这个关系啊？是问我怎么联系到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种情况我没法跟你说，我可能说

我是在西城、海淀、青河看守所，具体就不跟你说了，我没法说。你人都没见到，我能跟你说这种情况吗？不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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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军队/武警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追查：那好。咱们先约定个时间，我先拿三万块钱过来。 

中介：你得先上我这边来，我肯定不会去你那里。上我这边来，到时我先让我们老板看看你。 

追查：你说，我怎么找你？ 

中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七医院你能找到吗？ 

追查：当然了，没问题。三零七医院什么地方？ 

中介：三零七医院你也不用上住院部了，你就到三零七医院门口就行了。 

追查：那好。 

中介：你知道三零七医院在哪个位置吗？ 

追查：我知道。初次见面我们总得有个记号吧。 

中介：这你就别管了。到医院门口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在楼上边呢，能看到你，我一看就知道了。 

 

 

 

 

 

 

 

 

2.6 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 
 

2006年7月26日 

 
自2006年以来，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进证实了中共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象；供体的法轮功学员

被隐去真实姓名，编上代号放入假档案内，作为医院器官移植的供体。这个罪行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且为半

公开化，现已转入秘密操作还在继续进行。 

 

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

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已对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作

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迫掠夺的一直存在着，并且

今天还在继续着”。 

请参见报告全文：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 

 

鉴于，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罪恶空前绝后。我们向全球紧急呼吁，每一个有良知的国家、组织和个人

立即行动起来，加入到追查制止“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的行列中来，尽快终止中共惨绝人寰的群体灭绝

罪恶！维护人类的和平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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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经追查国际经调查确认，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 

 

北京市解放军307医院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器官移植研究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原湖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572&pop=1&page=0 

 

北京市 

 
1.北京市解放军307医院 

Add: 8 Main Street East,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8号  

邮编: 100071 

乘车路线如下：(在丰台七里庄或东大街下车后即可到达) 

丰台区东大街北口：335、451、612 (Fengtai District Dongdajie North exit: 335, 451, 612 

丰台区近园路东口：477（原853）(Fengtai District Jinyuanlu East exit: 477 (formerly 853)) 

丰台区万丰路南口：809 (Fengtai District Wanfenglu South exit: 809) 

丰台区七里庄：836、323、604、957（支）、958、937（支）、973、739（原744支）、811、822、944

（支）、971、946、特七 (Fengtai District Qilizhuang: 836, 323, 604, 957 (branch), 958, 937 

(branch), 973, 739 (formerly 744 branch), 811, 822, 944 (branch), 971, 946, Special 7) 

自驾车：路线图见: http://www.hospital307.com/location.asp 

http://www.hospital307.com/xinneike/ReadNews.asp?NewsID=27&BigClassID=9&SmallClassID=9 

For driving: please see route http://www.hospital307.com/location.asp 

http://www.hospital307.com/xinneike/ReadNews.asp?NewsID=27&BigClassID=9&SmallClassID=9 

 

联系电话：010-66947999, 66947000, 66947120, 66947114 

 

肾脏移植中心隶属于泌尿外科 

肾脏移植中心联系电话：66947147（主任办） 66947148（医生办） 

肾脏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hospital307.com/medical.asp?id=71 

热线电话（010-51128318）专门解答移植前、移植后病人提出的各种问题； 

http://www.hospital307.com/of.asp?id=210&SubCatID=28 

 

经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七医院肾源联系人接触，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象；供体的法轮功学员被隐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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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姓名，编上代号放入假档案内，作为医院器官移植的供体。这个罪行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且为半公开化，

现已转入秘密操作还在继续进行。 

 

Telephone Message 1: 

A: 追查国际的调查员 

B: 307医院的肾源联系人陈强 

⋯ 

A: 哎，你好，小陈啊 

B: 你好 

A: 你陈强吗 

B: 是我，说 

⋯ 

A: 哎，你好，上一次跟你说的，那个联系肾源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B: 你是说那个，联系那个监狱的，或者是那个什么的吗？ 

A: 对，或者是法轮功学员的嘛。 

⋯ 

A: 对。还有，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B: 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头儿上边有人给你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嘛，他会出资料

给你，这您放心。 

A: 噢，那好。 

B: 他们有资料，个人简历都有。 

⋯ 

A: 噢,零三年那一阵是很多是吧？ 

B: 那是啊。03年的法轮功档案里边多的是啊。 

A: 我就是说那时候你们做这个脏器呢就比较容易搞到，对吧？ 

B: 啊，从零三年那会，我跟你说实话，零三年那会我做了两例，就是从零三年时做的。 

⋯ 

A: 那我听人家讲，因为前几年是法轮功学员抓了以后呢他不报姓名，所以这种呢，关了不少，关在地下一些，

一些又不是监狱又不是劳教所、、、 

B: 你说的那是零三年的那回事儿，你说那事儿我都明白，他那不报姓名那是从03年。从现在开始，这法轮功不

已经那个什么了嘛，不已经打消了嘛现在。 

⋯ 

B: 上回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法轮功---后来我又找那个那边我打电话，我叫老板给他打电话，他说那得从

那里面调 

A: 噢。 

B: 现在都已经发往那个外地监狱，那得从那儿调来，调出来就是说把这个钱呢，这个钱一大多部分给那边人，

你知道吗。 

A: 不过我给你讲，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要求严，他们也不能要的太多。你知道吧他们这些呢前些年因为法轮功

学员上访没报姓名的，他们偷偷关起来了，这些没有登记，也没注册。 

B: 是，这里面，象这里面的也很正常，知道嘛，他---这就没---没留，我跟你说，他这里边没留下姓名，他都

留代号，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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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 

B: 像这些人你不留姓名的全部代号，我这个比你明白，他这里面有8号-----有------，全部都有代号留档

案。 

A: 噢，是这样的，那他光有代号的话那应该还有真实名字的档案，也是在里面呢对不对。 

B: 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他只能留代号，知道吗。 

⋯ 

A: 噢，那好，但还一个问题--- 

B: 我们, 我跟你说吧，我跟你说白了，我这边儿呢全部都是。我们这边也是通着官，上边有上边的人，知道

嘛，像这些资料都不用你说我都拿给你，知道嘛 

⋯ 

A: 嗯，对，噢，那你说这些那就是警察啦，那就是那边的警察了？ 

B: 这---这我不跟你透露这些事儿。 

A: 对，好。 

B: 我这事儿我也不会给你透露太多，这咱们这边上面都有干什么，什么都有规矩，你知道吗？ 

⋯ 

A: 好。 

B: 我---我---我现在我没法，现在我不敢不能说，知道吧。 

A: 对，这个做之前我能见人吗？ 

B: 行，这个没问题。 

⋯ 

A: 那好，啊---，还有一个我还没完全弄清楚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呢，人家是在劳教所里或者是监狱里关着，

一般我知道是在派出所----- 

B: 现在劳教所里的少了。 

A: 是吧，那现在在哪里关着一般？ 

B: 现在都是监狱象那个，现在都是监狱，一般呢都是从北京来说都通往外地，嗯，外地的，你就联系到外地监

狱，都是十年哪，八年哪，像这种情况的，挺多的。 

A: 噢，不是看守所，也不是劳教所。是吧？ 

B: 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面，他判完刑，有的法轮功都徒完刑十几年，他肯定往下面转，你明白这点吗？ 

A: 噢 

B: 现在不可能说留你那儿，他那边把资料，能把资料通给你，知道吗？ 

⋯ 

B: 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办完了，咱也不是说我跟你这儿说什么，嗯--具体有些什么人的名字细节我都不能告诉

你，知道吗。 

A: 对。 

B: 象我们那边上头，象那个派出所里面那些关系，我这不能跟你说，这个呢到时候呢，你---提前跟你说--说

好了，知道嘛，像这些名字我不能告诉你，明白吗，----，有些隐私的情况不能告诉你，那我们就没法干了，

知道吗。 

⋯ 

A: 你说这些我理解，我只是要求有两个事情，这么几个事我要知道，一个我要见那个人，我知道是从哪来的，

我要核实他真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个，取肾脏的医生我得知道他真是有那个本事，别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警察，

不能保证质量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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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那肯定的，你说这种情况那我不能说随随便便，随随便便那哪行啊，咱们这边都通着关系呢，既然我干这东

西，那他一套一套部门那我全部都有人，那没有人那哪能够办到啊 

A: 对呀，我就是---- 

B: 这东西它都一条龙的，你知道嘛。 

⋯ 

A: 你说，我怎么找你？ 

B: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七医院你能找到吗？ 

A: 当然了，没问题。三零七医院什么地方？ 

B: 三零七医院你也不用上住院部了，你就到三零七医院门口就行了。 

A: 那好。 

B: 你知道三零七医院在哪个位置吗？ 

A: 我知道。初次见面我们总得有个记号吧。 

B: 这你就别管了。到医院门口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在楼上边呢，能看到你，我一看就知道了。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437&pop=1&page=0 

 

2.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 

 

地址：北京海淀区永定路69号 

邮编: 100039 

电话：68212255 

肝移植术前咨询：臧运金主任13911309166 

肝移植术后咨询：陈 虹主任 13501115187 

肾移植咨询： 刘 航主任 13910058803 

http://www.wj-lti.com/list.aspx?cid=9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简介称：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其前身为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成立于

2001年，由武警总医院和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组建，是北京市最大的肝脏移植中心，专业从事肝脏移植的临

床及研究工作。由我国著名的肝脏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领导。拥有一支专业的肝脏移植队伍，包括外科医生、重

症监护医生、内科肝病医生、麻醉医生、病理医生和护理队伍。本院内每年完成肝脏移植手术200～300例。 

http://www.wj-lti.com/show.aspx?id=38&cid=9 

 

天津市 
 

3.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器官移植中心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乘车路线：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坐落于天津市西南部，位于中环线西南角，复康路立交桥下。 可以乘坐50、

854路公交车，在王顶堤下车； 乘坐847路，在荣迁西里下车； 乘坐638、640路公交车，在一中心医院下车. 

手术室在11─12楼，来做移植的患者在天津市以下几个宾馆等待：华夏宾馆：3楼、4楼、5楼、6楼 天财宾馆：

24楼、2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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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86-22-23626058 0086-22-23626059 

传真：0086-22-23682662 

肝移植主任朱志军电话： 13602083797 

肾移植主任莫春柏电话： 13752453120 

常驻咨询主任宋文利主任（肾移植）、薛主任电话: 022-23626666 

 

器官移植中心网址： www.ootc.net 

中心医院网址：http://www.tj-fch.com/cn/ 

中心医院电话： 022-23626600（本部） 22-24042815(东院) 传真：022-23626199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称: 截止2004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肝脏移植2,248例，肾脏移植年平均完成300余例，肝移植

年平均完成600例，打破了由美国匹斯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了近10年的年度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记录.。 

http://www.ootc.net/HomePage/FileDocDetail.aspx?fileno=494 

 

2005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年终总结大会: 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647例，共完成肾移植436例，多器官

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21例，胰肾联合移植2例49。 

 

据《朝鲜日报》披露，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纪录。以每周5

天工作日计算，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 

《博讯新闻网》2006年3月26日报道“韩国赴华器官移植潮：器官从哪里来?<上><中><下> ”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3/200603262046.shtml 

 

中心主任沈中阳：他在４天里做了四例肝移植手术；一天内主持完成了3例肝移植和3例肾移植；两天内成功施行

了4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一天内成功主持实施了2例肝和6例肾等8例肝肾移植。至2005年3月17日，沈中阳完

成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他还赴全国十余个省市的40多家医院指导手术、帮助开展肝移植工

作。  

http://www.ootc.net/excelientTeam2.aspx 

 

有患者家属向《凤凰周刊》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Telephone Message 2: 

Call time: March 15, 2006 

A: Investigator B: Doctor (Director Song Wenli 主任宋文利 13920128990) 

City: Tianjin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Telephone company record: 

Date/Time Length of Call(minutes) 

3/15/2006 19:23 7816485044 0118613920128990 0.022 1 0.022 

 

问：是中国医科大学宋主任吗？ 

答：啊，您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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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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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 [被对方打断]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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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789&pop=1&page=0 

 

上海市 
 

4.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Add: 180 Feng-Lin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地址:上海市枫林路180号  

邮编: 200032 

电话：021-64041990转2355 

http://www.transplantation.com.cn/ 

到达中山医院的公共交通线路: 43路 45路 49路 104路 205路 218路 733路 806路 820路 864路 

931路 957路 984路 985路 隧道二线 徐川专线 

 

http://www.zs-hospital.sh.cn/guide/yywz.htm （Map） 

B楼8楼：专家门诊（普外科、泌尿科、肾移植、胸外科、老年科、康复科、放疗科、呼吸科） 

 

http://www.zs-hospital.sh.cn/guide/mzksfb.htm 

Bus routes reaching Zhongshan Hospital: #43, #45, #49, #104, #205, #218, #733, #806, #820, 

#864, #931, #957, #984, #985 and Tunnel #2 line. Also, special line to Xuzhou 

 

http://www.zs-hospital.sh.cn/guide/yywz.htm （Map）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称: 该院是全国最早开展器官移植的单位之一，目前在肾移植、肝移植、心脏移植和肺移

植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发展，成为中国唯一的完全依靠本院力量完成肾脏、肝脏、心脏和肺脏等大脏器移植的医

院。 

 

Telephone Message 3： 

Call time: March 16, 2006 

A: Investigator B: Hospital C: Doctor 

City: Shanghai (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Telephone company record: 

Date/Time Length of Call(minutes) 

03/16/2006 03:42:34  011862164041990  17 

 

记者：你好！你是中山医院？ 

医院：对！移植病房。 

记者：是肝脏移植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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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对，什么事？ 

记者：我是要咨询一下 

医院：等会儿， 

医生：喂，喂 

记者：你是医生吗？能不能做移植手术吗？ 

医生：可以做的。 

记者：要等多久呀？ 

医生：来了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记者：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这种提供的说是很好⋯ 

医生：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记者：噢，身体好都是炼法轮功的，就是新鲜嘛。几个小时之内？ 

医生：24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 

记者：你给我提供一下我可以找哪里去联系？ 

医生：这个是跟法院部门联系 

记者：你们找是在外地还是本地也有呢？ 

医生：这都有的。 

记者：本地也有外地也有啊。 

医生：嗯。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789&pop=1&page=0 

 

5.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地址:上海市武进路85号 

邮编: 200080 

电话：021-63243609、021-63240090*3101、3102 

Email: shtransplant@126.com 

乘车路线 63路、13路、17路、65路、55路、21路、6路、61路、123路、231路、14路、220路、223路、910

路、100路、848路公交线 

Bus routes including #63, #13, #17, #65, #55, #21, #6, #61, #123, #231, #14, #220, #223, 

#910, #100 and #84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保健中心 

医院南部地址:新松江路650号 电话：021-63240090*7551 

http://www.shtransplant.com/no1/connectUs.asp (with map) 

简介：该院称至今累积肾移植总数2012例、年移植量150例[ ]。2001年至2006年1月共完成肝脏移植473例，迄

今共完成 520 例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22例，胰肾联合移植6例，移植数量居上海市第一。 

http://health.sohu.com/20060426/n243015842.shtml 

 

Telephone Message 4： 

Call time: March 16, 2006 

A: Investigator B: Hospital C: Doctor Dai  

City: Shanghai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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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company record: 

Date/Time 

03/16/2006 02:19:39 011862163240090 15 

 

问：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我想知道肝脏移植中心，它的号码是多少？ 

接听人：转接中，请稍候＃＃请讲。 

⋯⋯ 

大夫：我给你讲，你这个肝移植是可以的。 

问：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大夫：供体有啊，天天有哎。我们今天就在做。 

问：不是，你现在不是说要新鲜的，要活的人的⋯ 

大夫：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问：啊？ 

大夫：都是活的！我们的是最好的。 

问：那你们这儿做了多久了？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技术。 

医生：我们做了五、六年了，做这种手术五、六年了。 

问：那一个月能做多少？ 

医生：能做四、五百例。 

问：四、五百呀？ 

医生：对。 

问：一年能做四、五百呀？ 

医生：没有，我们今年过年才开始的。已经做了十几例二、三十例。每年都做一百多，一、两百个例。 

问：很多，就是供给的人啊要健康，一定要健康的。 

大夫：你来了以后我会给你满足的。 

⋯⋯ 

问：有一种啊就是炼功的那种，身体很好的 

大夫：有。我跟你一下子在电话上说不清楚噢。 

问：能找到这种，我很快就会来。 

医生：可以的，来呀！ 

问：可以喔，我怎么找你，你贵姓，我就来找你。 

医生：我戴医生，戴帽的戴。 

 

A: Which Dai? 

C: The ‘Dai’ as in ‘dai mao’ (=wear a hat).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789&pop=1&page=0 

 

6.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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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济南历下区经十路66号 

邮编: 250014 

电话：0531-82968900转Various Departments http://www.sdhospital.com.cn/gaikuang.asp 

 

公共汽车交通路线：火车站乘K51路车，汽车总站乘K68路车抵达本院。另外，可以乘坐K56路、K93路、79路、

62路、31路、16路、64路、115路、117路、K68路车到省千佛山医院站下车到达本院。 

地理位置：http://www.sdhospital.com.cn/jiaotong.asp （Map） 

Map position: http://www.sdhospital.com.cn/jiaotong.asp （Map） 

 

臧运金：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肝移植科主任兼东方器官研究所（天津）主任  

联系电话：0531―82968900―2356备 13864182288 （手机） 

Contact: 0531―82968900―2356 (alternative) 13864182288 (cell) 

E-mail: zangyunjin@hotmail.com 

 

李志强: 副主任医师 周三全天 肝移植专家 

联系电话：0531―82968900―2356 0531―86603809 

Contact: 0531―82968900―2356 0531―86603809 

 

郭 源 ：博士后 周五全天 肝移植专家 

联系电话：0531―82968900―2356 

E-mail: guoyuan90@hotmail.com 

肝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sdhospital.com.cn/keshi.asp?id=9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国际肝脏移植协会（Inter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Society，ILTS）

医师会员（Physician Member），中华医学会山东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1年9月作为留学归

国人员进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在沈中阳教授指导下作为从事肝脏移植工

作，能够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并成功指导河北、河南、山东等外地多家医院完成肝脏移植手术100多例。

2005年1月加入武警部队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从事肝脏移植工作，任副所长，主任医师，教授，至今完成肝脏

移植手术300多例，参与完成再次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 

 

Telephone Message 5： 

Call time: March 16, 2006 

A: Investigator C: Doctor  

City: Qianfoshan, Shandong Province(山东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 

Telephone company record: 

Date/Time 

3/16/2006  0118653182968900 

 

医院女士：你好，⋯ 

问：您好，您是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吗？ 

医院女士：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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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想咨询一下⋯ 

医院女士：你稍等啊，我给你找个大夫，啊， 

记者：嗯 

大夫：你好，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是做了多少年啦，是不是也很⋯ 

大夫：我们是从零二年开始做的。 

记者：2002年到现在 

大夫：四年多了。 

记者：提供这个肝的，一般保存多少时间就能够 

大夫：规定12小时，我们还没有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的这个。 

记者：提供这个肝的那个有一种说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一问有没有那种？ 

大夫：唉，你过来就行。 

记者：就是说有啊！ 

大夫：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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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 

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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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789&pop=1&page=0 

 

湖北武汉市 

 

7.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 器官移植研究院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  

邮编: 430030 

电话：027-83662688  

传真：027-83646605  

乘火车到武汉：(If you take train to Wuhan): 

武昌火车站：出站后乘坐609路到航空路或体育馆站下车即到 

汉口火车站：出站后乘坐512路、79路 

乘飞机到武汉：(If you arrive by air): 

先乘民航大巴到航空路下车，往解放大道方向走即到。http://www.tjh.com.cn/jiaotong.aspx （map） 

Take shuttle bus from the airport and get off at the Hangkonglu (Hangkong Road, or 

Aerospace Road station, then walk towards Jiefangdadao (Liberation Blvd) and you are right 

there.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从事器官移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

现为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目前研究院能进行心、肝、肾、脾、胰腺移植以及胰肾联合、肝

肠联合和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16种高难度临床移植⋯其中肾移植近2500例⋯2002年启动心脏移植计划并成功

的施行12例心脏移植。

http://www.tjh.com.cn/keshi1.aspx?id=2&sub=%C6%F7%B9%D9%D2%C6%D6%B2%D1%D0%BE%BF%CB%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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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Message 6： 

Call time: March 30, 2006 

A: Investigator B: Hospital Staff  

City: Wuhan (武汉同济医院) 

Tel No.: 0118627-83662688 转肾移植科（或泌尿外科）Telephone company record: 

3/30/2006 

17:46 7816485044 011862783662688 0.022 6 0.132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 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789&pop=1&page=0 

 

8.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临床学院(原湖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 

Address: Hubei Province, Wuhan City, Wuchang District, Donghulu (Donghu Road) 169 

邮编: 430071 

电话：(027）67812999 67812888 

传真：(027）67812892 

Email ：webmaster@znhospital.cn 

http://www.znhospital.cn/page/muneInfo.asp?menuid=30 

泌尿外科电话：67813104 

Department of Urology Phone: 67813104 

乘车路线：（中南医院站）公汽14路、701、709、108、578、411、552 

http://www.znhospital.cn/page/muneInfo.asp?menuid=32 

Bus Route: (Zhongnan Hospital Station) Take bus #14, #701, #709, #108, #578, #411, #552 

医院方位图：http://www.znhospital.cn/page/muneInfo.asp?menuid=31 

泌尿外科是武汉大学医学部重点学科，设肾脏移植手术。 

http://www.znhospital.cn/page/muneInfo.asp?menuid=50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Telephone Message 7： 

Call time: April 2, 2006 

A: Investigator B: Hospital Staff  

City: Wuhan, Hubei Province (No.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Province Medical 

University 

武汉市, 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Tel No.: 0118627-67813104 ext. 2960 or 2961 

Telephone company record: 

4/2/2006 18:05 7816485044 011-862-767813104 0.022 1 0.022 

 

问：请问是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吧？ 

答：是 

⋯⋯， 

问：你们这边法轮功犯人的肾源怎么样？ 

答：应该说，应该还可以，要不您问一下陆总吧⋯，广州军区总医院， 

问：等一下⋯，广州军区， 

答：就是武汉总院，我们相互之间也会调剂的 

Military Zone 

A: Hold on for a second⋯,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Zone ⋯ 

B: It is also called the Wuhan General Hospital. We share with each other. 

http://www.zhuichaguoji.org/en/index2.php?option=content&task=view&id=168&pop=1&page=0 

 

9.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地址: 中国湖北武汉市武珞路 627 号 

邮编: 430070 

电话：027-68878888 转 

E-mail：info@whzyy.com.cn 

http://www.whzyy.net/p7.aspx 泌尿外科内设肾脏移植中心，目前，年均肾移植近100台次。据该院介绍，

饶作祥主任医师在肾移植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谢 森：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从事泌尿外科及器官移植工作

十余年，肾移植手术技巧娴熟，近年开展的亲属肾移植及肝移植均取得了很高的存活率。 

 

http://www.whzyy.net/show.aspx?id=655&cid=97 

泌尿外科地址：武汉总医院住院部大楼前排三楼 

泌尿外科联系电话：027―68878541 

Department of Urology Phone: 027―68878541 

病区（201卡）电话：87654259 

Ward (201卡) Phone: 87654259 

http://www.whzyy.net/show.aspx?id=655&cid=97 

途径该院 （洪山） 公共汽车沿途停靠站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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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座落在武汉市武昌洪山脚下，（市内许多专线公汽804、608、806、703、518、540等都能到达医院大门

口） 

http://www.whzyy.net/p6/page-6-a.htm （ma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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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 :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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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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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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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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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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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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