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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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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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原“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李岚清的调查报告  
2013年12月2日 

概述  
 

 
李岚清于1998年３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自1999年6月
至2003年，兼任“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
组”）组长，竭力推行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政策，负责主持全国的镇
压行动。本报告列举李岚清在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迫害法轮功的

证据。 
 
 
中共迫害法轮功专职机构简介  
 
“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是江泽民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
程序而设立的专职迫害法轮功机构，属于党务部门；下设“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办公室”，其相应的政府部门叫“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这两个办公室实为一个
机构，两块牌子，因其成立时间为6月10日，对外简称“610办公室”。 
 
对于“610办公室”的成立、名称、组织结构、经费编制、主要工作，详见《关于“610办公室”
的调查报告――总论》[2]。 
 
江泽民指定李岚清为“领导小组组长” 
 
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中，提到
即将成立的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的李岚清任组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任副组长[3]。2002年11月李岚清退位，
领导小组组长由罗干继任，2007年由周永康继任。 
 
李岚清直接指挥在科技、教育、文艺、老龄工作等多个领域的迫害，在全国性反法轮功的表

彰会和展览会上讲话煽动仇恨。并到全国各地视察，部署当地迫害法轮功行动。 
 

利用各类会议在社会各界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  
 
1999年8月15日，李岚清在北戴河会见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界代表，要求医务工作者“积极投
入揭批法轮功，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4]。 
 
由于修炼法轮功的群体中有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包括长期被中共忽视的老年人。为了在老年

人中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1999年10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立，李岚清为主任。10月22
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李岚清讲话指出，截至1999年10月1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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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达1.26亿，占总人口的10％。李岚清强调必须“将同法轮功进行的严肃政治斗争”在老年人
中展开，提倡老年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5]” 
 
1999年11月26日，李岚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三千人参加的迫害法轮功“形势报告会”上
作《关于同法轮功斗争的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据与会者透露，李岚清在讲话中提到对法

轮功的迫害政策，对此讲话没有官方书面报道，只限于口头传达[6]。 
 
1999年12月15日，第二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由科技部、中宣部和中国科协主办。李岚清、温
家宝和丁关根分别作了报告[7]。李岚清的报告在《人民日报》转发，李岚清在报告中将迫害
法轮功的行动与开展科普活动等同，将“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定性为“重要的
政治责任”[8]。 

2000年7月5日至7日，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在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高校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李岚清、丁关根、曾庆红等出席会议。李岚清讲话指出“要继续做好高校尚未
转化的法轮功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9]。 

2000年8月29日，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会”召开，李岚清致信，罗干和王茂林
讲话，重点推荐马三家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转化的所谓经验，自此成为全国的转化

标准[10]。此次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派人到马三家“学习”[11]。 
 
2001年1月5日，李岚清召集人民团体（总工会、共青团、妇联）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
“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法轮功活动。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主持召开
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传达李岚清1月5日下午在工、青、妇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
央610办公室关于元旦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北京的活动情况通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12]。 
 
2001年1月9日，李岚清出席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指出“各高校领
导必须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同法轮功进行坚决斗争，积极组织开展“校园拒绝邪教”活动，使
高校成为抵御和打击法轮功以及类似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13]” 
 
2001年2月7日，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2周后，中共国务院召开“打击邪教工作会
议”，李岚清在会中传达江泽民、李鹏、朱熔基等对打击法轮功的指示，进一步煽动仇恨，指
定三个打压阶段，并将打击法轮功升级为与“国际性敌对势力”、“反共反华势力”的斗争[14]。
致使几乎无法维持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全国得以继续，并逐步升级。 
 
2001年2月5日至7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全国体育局长会议，李岚清讲话，“体育中有政治。
体育工作者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组织各项

体育活动。体育界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开展揭批法轮功的活动。[15]” 
 
2001年2月26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国务院防范和处
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等七部委（办）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迫害法轮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
大会”，对“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110个集体和271位个人进行表彰。领导小组组长李岚清在
会上表彰了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转化的公安司法系统警员，表彰了充分发动党员民众反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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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政府部门人员，表彰了抹黑法轮功并“动员广大群众”与法轮功斗争的新闻媒体等。并要
求对法轮功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16]。同日，七部委（办）还举行了同法轮功斗争“先进
事迹”报告会，有三千多人出席。作报告的个人有：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政委陈友，
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王献安，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和湖

北省沙洋劳教所欧阳代霞。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王茂林等出席[17]。 
 
2001年2月28日，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李岚清到会并动员老年人要
“旗帜鲜明地同法轮功进行坚决的斗争”[18]。 
 
2001年4月13日，李岚清在第比利斯访问时与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会谈。会谈中， 
李岚清传播诋毁法轮功言论[19]。 
 
2002年２月７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4次全体会议，李岚清讲话并再次强调要
“引导广大老年人自觉同法轮功作斗争。[20]” 
 
200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习五一是中共利用进行反法轮功理论研究的打手。习五
一于2002年6月、10月两次赴美国，出席国际治理邪教的研讨会,向国际社会输出反法轮功言论后,
又在国内出书专送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常委李岚清批示转发有关部门参考，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年度信息专报一等奖[21]。 
 
在国内和国外推广诋毁法轮功的“科普展” 
 
李岚清在1999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讲话后，以所谓的“科普宣传”为借口
对法轮功实行抹黑的图片展陆续出现在中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李岚清以及“领导小组”
其他成员到各地参观展览并要求扩大面积推广，使诋毁法轮功的言论在国内外蔓延。 
 
2001年4月2日晚，李岚清与江泽民参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以“崇尚科学文明，
反对迷信愚昧”为名诋毁和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大型图片展，李岚清还充分肯定了展览的重
要作用[22]。 
 
2001年7月15日，李岚清在北京参观所谓“反对邪教，崇尚文明”展览，随同前往的还有“610办
公室”主任丁关根，“领导小组”副组长罗干。李岚清在讲话中用“申奥成功”为镇压法轮功找理
由并高调要求此类展览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展出[23]。此后，类似展览由中国驻外使馆主办在
多国展出，如泰国（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主办）[24]，德国（中国驻德国使馆主办）[25]，澳大
利亚（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主办）[26]，瑞士（日内瓦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主办）[27]，加拿
大多伦多（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主办）[28]，奥地利维也纳（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
和旅奥华侨华人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办）[29]，荷兰海牙（中国反邪教协会和中国驻荷兰
大使馆主办）[30]，和俄罗斯（旅俄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31]。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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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3年期间，突破中共严密封锁传至海外的就有
280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无数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失踪。李岚清作为中共迫害法
轮功专职机构的负责人，对中共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恶！ 
 
追查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

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

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电话：1-347-448-5790；传真：1-347-402-1444； 
邮信地址：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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