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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掩盖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调查报告 

 

2014 年 5 月 27 日 

前言  

一、2000 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概况 

1. 等待时间超短 

2. 充足的高质量供体 

3. 移植手术数量猛增 

二、用死刑犯掩盖中国移植器官的真实来源 

1. 从一贯的否认到承认“极个别的”来自死刑犯 

2. 从“极个别”到“多数”来源于死刑犯，而且是“系统地使用” 

3. 从承认“系统地使用”到声称“一至两年内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 

三、2006 年后的“移植立法”无法掩盖器官来源黑幕 

1. 2000 年到 2006 年器官移植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无任何条例 

2.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 18 天后，“规定”出台，“委员会”成立 

3. “严禁”网上移植广告，“限制”为外国人做移植 

4. 黄洁夫：“十多年前开始，死刑犯数量就以每年 10%的速度在下降” 

5. 黄洁夫：“正在制定政策，两年内完全不用死刑犯器官” 

6. 黄洁夫：“不是没有器官，而是没有规范” 

四、2010 年后利用公民捐献系统和器官黑市混淆视听 

1. 黄洁夫：“自愿捐献很有效，但器官黑市难杜绝” 

2. 黄洁夫：“系统强摘死囚器官，至今仍在进行” 

五、黄洁夫本人参与器官移植情况 

1. 黄洁夫简历 

2. 黄洁夫亲自操刀移植器官来源质疑 

3. 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黄洁夫参与推动迫害的证据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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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2000 年起，中共官媒和医院报道器官移植数量从每年不过百例猛增到每年上万例。此现象引起的

最大疑问莫过于供体来源，而中共却闭口不提器官供体的来源。2006 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罪行在国际上曝光，引发了中共的一系列谎言试图掩盖移植器官的真实来源。 

    

从 2005 年年底开始，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就以中国器官移植权威和官方发言人的身份不

断发表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言论和文章，在缺乏官方统计数据和透明度的情况下，黄洁夫成为中共

器官移植的代言人，因此有必要从黄洁夫数年的言论着手，分析并揭穿中共的谎言。 

 

本报告所收录的黄洁夫言论来自中共公开的媒体报道，以及黄洁夫发表过的医学论文等。对这些言

论的对比分析证实中共一直使用欺骗伎俩，企图掩盖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一、2000 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概况 

黄洁夫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中国的肝移植状况，“。。。从七十年代末期的最初尝

试，到八十年代的彷徨、停滞，在九十年代再度起步。。。”文章还讲，从 1977 年到 1999 年 7 月

的 23 年间，全国共完成肝移植 228 例次 [1]。相当于平均每年不到 10 例。 

 

2000 年后，器官移植业成了中国大大小小医院的摇钱树，有些医院由于利益驱使，强拉病人进行器

官移植手术 [2]。各器官移植单位在网上作广告，以“充足的供体，优质的配型，一到两周的等待时

间”吸引国内和国外移植病人。下面的几幅网页截图是本组织在 2006 年前收集的，当时庞大的移植

现象可窥见一斑。 

1. 等待时间超短 

以肝移植为例，美国政府卫生及人文服务部门网站公布的等待时间按照病人年龄分类，35 岁到 64

岁病人等待时间超过 400 天 [3]。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网站为患者提供网上肝移植申请表（见图 1），特别说明“平均等候供肝

时间为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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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网上肝移植申请表特别注明“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自称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其网页（见图 2）显示

：“（肝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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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 CITNAC）面

向国外患者，在 2006 年以前，其网站有中、英、日、俄四种语言。支援中心中文网页“关于供体者“

（见图 3）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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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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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供体库，怎么可

能有信心向病人保证一周内进行再次手术呢？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zhuichaguoji.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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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NY  

USA  10116 

 
 

图 3：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面向国外患者：肝移植等待时间一到两个月，肾移植一周到一个

月。如果手术被取消，再次手术等待时间不超过一周 

2. 充足的高质量供体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网页（见图 4）中说，“肾移植为科室主要特色，优势为：充

足的肾源及优质的供肾，满意的 HLA 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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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武警广东总队医院有“充足的肾源及优质的供肾，满意的 HLA 配型” 

 

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2005 年 10 月 18 日文（见图 5），“目前正式成立肾移植专家组，开展

肾移植手术…供体来源充足，…由完成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专家主刀。”  

 

 
 

图 5：北京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供体来源充足，由完成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专家主刀” 

3. 移植手术数量猛增 

上海长征医院于 2003 年 12 月 17 日被总后勤部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至 2005 年

底的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肾移植 3081 例，肝移植 460 余例（见图 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zhuichaguoji.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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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NY  

USA  10116 

 
 

图 6：位于上海长征医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 2003 年至 2005 年共完成肾移植手术

3081 例，肝移植 460 余例 

2006 年 3 月 26 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第二届全国肝移植学术研讨会”上说，“目前国内有

500 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有 3500 例 [4]。” 

2007 年 5 月，黄洁夫在两篇不同刊物文章中提到 2005 年肝移植数量。一篇文章是最早发表于卫生部

网站，黄洁夫向媒体透露：“2005 年肝移植总数 2500 多例 [5]。”另一篇是《中华外科杂志》

2007 年第五期的文章引述黄洁夫所提供的数据：“我国在 2005 年开展临床肝移植 3500 例 [6]。

”2005 年究竟进行了多少例肝移植？连黄洁夫本人也说不清楚。 

 

2012 年 11 月 23 日，黄洁夫主动对媒体承认以往历年来提供的移植数据不准确。他说，“我们没有一

个很好的器官捐献体系之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7]。” 

 

所以这个具体数目我们不去追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肝移植量从 2000 年以前年平均不到 10 例，

暴增到了 2005 年的年平均 3000 例（很可能更多）左右。这种现象是在国际上任何地区，任何时期

，都没有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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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死刑犯掩盖中国移植器官的真实来源 

国际社会指控中共贩卖死刑犯器官由来已久。中共当局的对应有一个从否认到主动承认的过程，而

这个转折点是在 2006 年。 

1. 从一贯的否认到承认“极个别的”来自死刑犯 

2001 年 6 月，中国医生王国齐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时，提供了他亲身经历的有组织的从死刑犯身体

上摘取器官的细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否认，并称这种说法是“恶意中伤”，是“耸人听闻的谎

言”。章启月还说，“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 [8]

。” 

 

2006 年 3 月 9 日和 17 日，两名证人先后通过《大纪元时报》曝光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秘密集

中营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并就地焚尸灭迹的黑幕。该集中营设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

结合医院。2001 年开始有 6000 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在那里，被摘取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

官后，又被焚尸灭迹 [9]。 

 

中共沉默了 20 天后，2006 年 3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否认关于苏家屯的

指控，同时承认“利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确有其事，但是“是极个别的，并且要征得本人同意。”

秦刚还邀请国外记者“亲自到那个地区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个集中营 [10]。”（之后国外记者和独

立调查人员的签证申请都被拒绝。） 

   

2006 年 4 月 10 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附和外交部的言论：“中国

移植的器官主要来自公民自愿捐献。死刑罪犯的器官利用是极个别的，也是经过犯人自愿或家属同

意而捐献的 [11]。” 

 

中国一直没有自愿器官捐献系统，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外交部和卫生部两个发言人却异口同声地咬

定器官是捐献的，显然是中共最高当局下达的统一口径。 

     

苏家屯集中营曝光的是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实，而不是死刑犯的器官被贩卖。但是中共

并没有对事情的核心，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做出任何回应。 

 

虽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邀请境外人士“亲自到那个地区去看看”，中共领使馆以拒绝签

证的方式拒绝国际媒体和调查组织到中国进行独立调查。2006 年 6 月 2 日，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致信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要求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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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中国大陆开展独立调查事宜，三周不见回音，最终和大使馆官员会见时无结果 [12]。赴中国大陆

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CIPFG）委员会赴大陆调查团成员，希望之声资深记者许琳，于 2006

年 4 月 19 日循正常程序向中共政府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申请入境签证，遭到了签证官员的当场拒

绝 [13]。 

 

2. 从“极个别”到“多数”来源于死刑犯，而且是“系统地使用” 

在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国际上曝光的 4 个月前，黄洁夫已经利用国际会议开始对外放风

。2005 年 11 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西太平洋区会议，黄洁夫代表中

国政府，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宣布中国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在中国每年平均进行 2000 例肝移

植，6000 例肾移植，供体大多数来源于死刑犯 [14]。” 

 

作为主管器官移植的卫生部官员，本人又直接操刀器官移植，黄洁夫显然是最早意识到迟早要对国

际社会交代此前暴增的移植器官的来源。只是由于可能中共最高当局当时还没有决定究竟如何解释

，而苏家屯事件的突然曝光，使中共慌乱中一边销毁证据，一边利用外交部和卫生部发言人两次否

定黄洁夫早些时间放出的言论。 

 

2006 年 7 月，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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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调查报告，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事实 [15]。这份调查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

响，随着越来越多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曝光，国际社会要求中共公开移植器官来源的压

力下，中共当局开始主动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系统地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的国家。自 2006 年

9 月以后，中共各机构咬定该说法再也没有改口。 

 

2006 年 9 月 28 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推翻自己在 3 月 28 日记者会上的言论，承认确有使用死刑犯

器官，而且是国家有关规定允许的。他说：“在我国，利用死刑犯尸体或者器官是十分慎重的，是在

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 [16]。” 

 

2006 年 11 月 14 日，黄洁夫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说：“我国绝大多数人体器

官来自于死者捐献，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交通意外死亡人员和亲属间捐献 [17, 18] 。” 由于中国大陆所

有死囚器官都是划入“死者捐献”范围，这个说法就是间接将移植器官来源归于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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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系统地

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的国家。中国每年平均做一万例移植手术，其中 65%为尸体移植，其中 90%

的尸体移植供体来自死囚 [19]。 

 

2012 年 3 月 7 日《腾讯网》文章引述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

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20]。” 

3. 从承认“系统地使用”到声称“一至两年内停止使用” 死刑犯器官 

2012 年 2 月 8 日，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逃进美国驻四川成都领馆，寻求政治庇

护 [21]。根据追查国际调查记录，王立军在辽宁任职期间，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22]

。王立军出逃引起中共恐慌，害怕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进一步曝光，中共当局再一次利

用黄洁夫之嘴散布关于建立器官捐献系统的谎言。 

 

王立军事件发生一个半月后的 2012 年 3 月 22 日，黄洁夫在杭州表示，中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

系，并承诺在 3-5 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23, 24]。而从 2010

年 3 月到 2012 年 3 月的两年时间里，中共大力鼓吹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只完成器官捐献 207

例，共捐献器官 546 个 [25]。黄洁夫很清楚每年平均提供 273 个器官的“捐献体系”是无法在三、五

年内满足他所称的每年 1 万例移植手术的需求。 

 

2012 年 10 月，美国 106 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公布美国政府可能掌

握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并敦促采取措施制止中共活摘罪行 [26]。这一举动再一

次引起中共恐慌，为了分散国际社会注意力，黄洁夫在 11 月，增加捐献试点的成绩，把停止使用死

刑犯器官的时间从“三、五年”改变为“一、两年”。 

 

黄洁夫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在广州称，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从 2010 年 3 月 2 日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

共完成人体捐献 465 例，共捐献器官 1279 个 [27]。表 1 为黄洁夫提供的捐献试点的数据对比。 

 

黄洁夫言论日期 捐献试点运行期 人体捐献总

数 

捐献器官总

数 

2012 年 3 月 22 日 2010 年 3 月-2012 年 3 月 207 546 

2012 年 11 月 21 日 2010 年 3 月-2012 年 9 月 465 1279 

表 1：2012 年 3 月和 11 月黄洁夫提供有关捐献试点的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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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黄洁夫提供的数据，从 2012 年 3 月到 9 月的六个月中，共有 260 例人体捐献，共 723 个捐献器

官。与之前两年的数据比较，人体捐献月平均从 8.625 增加到 43.3 例，器官从月平均 45.5 个增加到

120.5 个。同样的试点机构，同样的环境，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增长的。 

 

然而，黄洁夫利用这一系列明显有疑的数据，进一步保证：“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

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28]。” 

 

黄洁夫在 8 个月之内提供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捐献器官数前后不符，更保证捐献的器官将代替死囚

器官实现以往每年一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而代替死囚的预期时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从“三、五年

”缩短到“一、两年”。在捐献器官如此之少的情况下，黄洁夫有胆量保证在短期内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只能说明中国（被中共当局极力掩盖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还在运行，而且这些“供体”不是死囚

，也不是自愿捐献。而黄洁夫宣称的加速度增长的器官捐献显然是为了掩盖器官的真实来源。 

三、2006 年后的“移植立法”无法掩盖器官来源黑幕 

1. 2000 年到 2006 年器官移植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无任何条例 

面对 2000 年后出现的器官移植猛增现象，中共在管理条例方面几乎为零。2004 年 9 月 7 日，黄洁夫

在沈阳“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承认“国内目前器官移植领域的无序竞争状态“，并提出要对器官

移植实施准入制度。黄洁夫定义的“准入制度”对器官来源没有要求，只强调医生的训练，医院的

设备等 [29]。  

   

两周后的 9 月 23 日，针对所谓的“准入制度”，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向媒体透露

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管理条例，就是在长沙、北京会议中指定的脑死亡诊断标准，这还是一个讨

论稿，没有形成条例或立法。而在器官移植的管理方面，更没有任何公开条例 [30]。” 

 

虽然黄洁夫关于“准入制度”的讲话不少，但是没有任何实质动作。 

2.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 18 天后，“规定”出台，“委员会”成立 

2006 年 3 月，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曝光后，中共一方面通过外交部、卫

生部否认，一方面频频发布《规定》、《条例》，成立“委员会”，营造中共规范器官移植的形象。 

 

2006 年 3 月 9 日苏家屯事件第一次曝光，18 天后（3 月 27 日），卫生部公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

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并宣布将于 7 月 1 日实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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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7 月，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任务是拟订器官移植规范

。黄洁夫任主任 [32]。 

 

在《暂行规定》实施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成立 8 个月后，解放军 309 医院全军器

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说，“按照卫生部的要求，从去年（2006 年）7 月起，达不到要求的医院不

能再进行相关手术。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并没有真正执行 [33]。”  

   

2007 年 5 月，卫生部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是没有具体的监管机构确认所谓《条例》的实

施。 

 

一年后的 2008 年 4 月，“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变成国家监管机构，管理活体器官移植 

[34]。 

 

2010 年 9 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CODC）成立，任务是拟定器官捐献政策，还是黄洁夫任

主任 [35]。值得注意的是，黄洁夫极力吹嘘的“捐献试点”在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前的 2010 年 3 月就开

始了，可见中国器官捐献领域的混乱。 

 

2014 年 3 月 1 日，黄洁夫为主任的两个委员会 OTC 和 CODC 合并，变成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

委员会”，还是黄洁夫任主任 [36]。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的移植业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就连这一系列的“条例”、“规定”、“委员会”本身

也成了混乱的一部分。黄洁夫本人在他自己负责的两个委员会合并成一个委员会的时候，主动承认

了这一点。（详见本报告第四部分） 

3. “严禁”网上移植广告，“限制”为外国人做移植 

2006 年 11 月 14 日，黄洁夫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说，“严禁…发布任何人

体器官移植的医疗广告。…宣传其器官移植效果及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供体器官等 [37]。”  

 

敢在网站上连续数年打出超短等待供体时间广告的医疗机构，都是一些三甲医院和军队武警医院。

他们敢公然在网上做那样的广告，肯定有相当庞大的器官供体库可以支配。为了掩盖，广告消失了

，但活摘仍在继续。 

 

另外，中共为了掩盖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开始谨慎对待境外患者器官移植的申请，严防泄

密。2007 年 7 月，卫生部要求各医院“严格限制”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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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洁夫：“十多年前开始，死刑犯数量就以每年 10%的速度在下降“ 

2013 年 3 月 7 日，黄洁夫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十多年前，中国死刑就以每年 10%的速度

在下降，现在实际上死囚已经很少了 [39]。” 

 

此前，黄洁夫一直在讲，中国移植手术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死刑犯是器官主要来源。那么死刑

犯必须也呈上升趋势，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移植手术数量。 

 

而黄洁夫在说了十多年移植数量增加之后，却爆出了“提供器官”的死刑犯数量一直是下降的，而且

下降的很快，每年 10%。也就是说，2002 年后（或开始更早）的器官移植暴增是在死囚器官减少时

发生的，正说明有一大批非死刑犯的，失去人身自由的人群被作为“供体”后又被销声匿迹。 

5. 黄洁夫：“正在制定政策，两年内完全不用死刑犯器官” 

黄洁夫在 2013 年才放出死刑犯数量下降的言论，是为了突出器官短缺现象，烘托器官捐献系统和移

植规范的作用。 

 

2013 年 4 月 13 日，黄洁夫在长沙召开的一个有关器官捐献的讨论会上把器官移植“规范”作为解决器

官短缺和结束利用死刑犯器官的途径。他说，“器官来源严重短缺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器官移

植长期以来以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主要来源。如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与技术规范

能尽快建立，中国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现象两年之内将有所缓解 [40]。” 

 

2013 年 5 月，因涉嫌使用死刑犯器官，黄洁夫在悉尼大学的荣誉教授称号受到威胁，黄洁夫对海

外记者说，“在中国，必须在死刑犯同意的情况下，而且必须是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才会

摘取他们的器官。…我的诊所已经有两年没有使用死刑犯器官了。”黄洁夫保证“正在制定政策，两

年内可以完全不用死刑犯器官 [41]。” 

而这个正在制定的“政策”，涉及到改变中国上亿人口根深蒂固的保存人体完整的传统观念，哪一种

政策都不可能立竿见影地使人们摒弃传统，主动捐献器官的。 

黄洁夫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多次用“一、两年”作为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预期，这里列出黄洁夫

的三个有关言论。 

黄洁夫言论时间 关于多长时间内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言论 黄洁夫承诺的器官新来源 

2012 年 11 月 “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将在一至两年内取消对死

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 

“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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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中国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现象两年之内将有

所缓解。” 

“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标准流程

与技术规范能尽快建立” 

2013 年 5 月 “两年内可以完全不用死刑犯器官。” “正在制定政策” 

表 2：黄洁夫关于多长时间内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言论 

从表中显示黄洁夫承诺的器官新来源看，在一两年内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之谈只是为了分散外界注

意力的无稽之谈。而且黄洁夫在 2014 年 3 月承认“系统强摘死囚器官，至今仍在进行”（详见第四

部分）。 

6. 黄洁夫：“不是没有器官，而是没有规范” 

2013 年 7 月，黄洁夫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讨会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当前最大

的困难不是缺乏器官供者，而是缺乏供体来源规范 [42]”。同时，黄仍然不忘利用死囚器官来分散国

际社会的注意力，他说：“中国每年约 1 万人得到器官移植手术，究竟有多少器官来自死囚不得而知

，但很可能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作为本人仍然在操刀的移植医生而又负责全国的移植，还是器官捐献系统的主要推手和鼓吹者，外

界对使用死囚器官的了解几乎全部出自黄洁夫。为什么突然说他不知道用了多少死囚器官？而且这

个说法和前面引述的 2011 年黄本人发表的柳叶刀杂志上的说法相冲突。然而，一个月以后，黄又在

国际上散布消息，其中死刑犯器官占总移植器官比例又有了明确的数据。 

 

2013 年 8 月，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引述卫生部负责官员说，“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

有损中国的形象，因此将从今年 11 月开始逐渐停止“。报道中引述黄洁夫：”到 2012 年底，中国

器官来源的 64%是取自死刑犯人。2013 年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比例已降低到 54% [43]。” 

黄洁夫关于移植规范的言论不止这些，这里仅举几例，说明所谓的规范和立法是一纸空文，不值得

国际社会的任何关注，而 2000 年后的器官供体来源问题才是值得追究的。 

四、2010 年后利用公民捐献系统和器官黑市混淆视听 

此报告前面章节中已经论述过黄洁夫提供的捐献系统数据的疑点。本节重点在于说明 2010 年以后，

中共为了进一步分散社会注意力，让人们无暇追究数年前移植高潮时供体来源问题，推出了捐献系

统。由于死刑犯器官完全不能解释器官来源，而自愿捐献数量还微不足道，于是用器官黑市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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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借口不仅无法解释 2005 年前后器官移植高潮时的供体来源问题，也不能解释 2010 年后

移植行业仍然存在的非法器官摘取问题。 

1. 黄洁夫：“自愿捐献很有效，但器官黑市难杜绝” 

2013 年 8 月，在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中，黄洁夫承认器官黑市不可避免。他说：“中国自愿捐

献器官者 2010 年全年只有 63 人，而 2013 年已达到每月 130 人。而中国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约有 30

万人。这使器官黑市交易很难被杜绝 [44]。” 

 

中共喉舌媒体也纷纷报道器官黑市的消息。在器官大量供应期间高度膨胀的移植医院，部分以资质

不足的理由关闭，而保留的三甲医院，包括军队三甲医院，都开始介入了器官黑市买卖。  

 

2012 年 9 月，《财经》杂志报道“迄今为止最大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涉及 51 颗活体肾脏。该犯

罪团伙为 304 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附属医院，三甲医院）提供移植用肾脏。双方合作的起

因是三年前（即 2009 年），304 医院泌尿科主任因完不成和医院下达的任务量而苦恼，导致主要犯

罪人开始介入器官买卖行业 [45]。科室的任务量是由上一年完成的任务量来定的，也就是说，至少

到 2009 年，或许更早些，器官供应量已经严重不足，从原有基础上大量减少了。而在 2006 年，活

摘器官刚曝光的时候，整个互联网上到处是招揽需要移植器官病人的广告，很多医院自己就到处打

广告，似乎有取之不竭的器官来源。 

 

2013 年的几起器官黑市破获案，被新华网，中央广播电台，央视《东方时空》跟踪报道 [46]。 

 

器官黑市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在黑市上获取的器官数量之少根本无法填补移植手术的数量之多

。此外，器官黑市能提供的大器官只能是肾脏。对于单一的致命大器官如心脏和肝脏不在此例。而

且，所有破获和得到报道的器官黑市案都是在 2009 年以后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无法解释之前的器

官供应暴增，最多只能作为 2009 年以后供体大量减少后的填补空缺。中共喉舌媒体下大力去报道器

官黑市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揭露社会阴暗面，而是误导社会舆论，造成一种器官黑市泛滥的氛围

，最终还是要掩盖数年前的器官移植高潮时期的供体来源问题。 

2. 黄洁夫：“系统强摘死囚器官，至今仍在进行” 

2014 年 3 月 1 日，中共将已有的 2 个委员会（黄洁夫作主任）合并，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委员会，仍然是黄洁夫作主任。宣布委员会成立当天，黄洁夫承认系统性地摘取死囚器官作移植用

途，而且目前（2014）仍有死囚在自己及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捐献”器官。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zhuichaguoji.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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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York, NY  

USA  10116 

香港《明报》发文引述黄洁夫：“我们为什么承认（取用中国死囚器官）？因为我们是系统地用死

囚捐献，（因为）没有公民捐献出来，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怎么藏也藏不住。”黄洁夫还透露了强

摘器官的过程有医院、法院和武警参与，而且很混乱，他说：“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跟局部的人

，包括法院和武警来互相沟通的，没有办法说清道明。” 

 

本报告前面提到，2013 年 5 月，因涉嫌使用死刑犯器官，黄洁夫在悉尼大学的荣誉教授称号受到威

胁。黄洁夫对海外记者说，“在中国，必须在死刑犯同意的情况下，而且必须是死刑犯本人或家属的

书面同意，才会摘取他们的器官。“ 

 

而在 2014 年 3 月当被问及，对于目前是否所有死囚捐赠器官前，死囚本人和家属都已同意和知情的

问题时，黄洁夫推翻自己 9 个月之前的谎言，承认“现在还没有做到。” 同时继续散布谎言，做出承

诺说，“但是很快要做到。这个是在改革嘛，这个（委员会）3 月 1 日才成立。正如你所说，这个是

我主要的工作之一，我必须经过所有的程序，让这个成为一定 [47]。”  

 

本来这个“新”委员会是 2006 年和 2010 年成立的两个现有委员会的合并，黄洁夫扮演主任角色也有

七年多了，所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表面文章的条例、规则等。中共为了造势，换汤不换药地把两

个委员会“合并”出一个新的委员会，而且突然间成了黄洁夫“主要的工作之一”，那么此前的七年多

，黄洁夫在做什么？ 

 

五、黄洁夫本人参与器官移植情况 

 

1. 黄洁夫简历 

黄洁夫，1946 年生，肝胆外科医生。1996 年 1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1997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0 月兼任中山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48]。200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3 月 12 日任中共卫生部

副部长 [49]。 

 

2006 年 7 月，卫生部成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黄洁夫任主任 [50]。2008 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肝外科主任 [51]，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CODC）主任委员 

[52]。 

 

2014 年 3 月 1 日，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OTC）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

CODC）合并，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黄洁夫任主任委员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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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洁夫亲自操刀移植器官来源质疑 

2003 年 9 月 18 日上午，黄洁夫出席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仪式，这天，该院移植中心共安排了 7 台肝肾移植手术。黄洁夫做的是一台全肝移植手术。接受手

术的是一位 53 岁的男性肝癌患者。他于一周前慕名来到湘雅三医院就医 [54]。慕名而来的患者等待

一周，就获得了全肝移植。 

2012 年底，黄洁夫到广州开会，利用会议间隙主刀了 3 例肝移植手术。一台是 11 月 21 日在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完成的；一台是 11 月 22 日晚 10 时许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完成；当时黄洁夫

自称，完成这两例移植手术后，他还要在中山医院再做一例器官移植手术 [55]。器官捐献和手术的

随机性很大，黄洁夫怎么预知自己在广州开会期间会在哪个医院做多少台手术呢？ 

2013 年 3 月黄洁夫对《广州日报》记者提到这 3 例手术时说：“我去年（2012 年）做的肝移植手

术有 500 多例，去年 11 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

手术 [56]。” 也就是说，在 2012 年黄洁夫共做 500 多例肝移植手术，而 11 月的手术用的是“首例自

愿捐献的肝脏”。那么其他的手术用肝是从哪来的呢？ 

 

3. 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黄洁夫参与推动迫害的证据 

1999 年 7 月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黄洁夫时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他主管的校党委

紧随迫害政策，组织全校师生学习中共中央、民政部、公安部等下发的一系列反法轮功的“决定”、“

通知”、“通告”，并集体收看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宣称“同法轮功的斗争，是一场争取人民群众和争

夺思想阵地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 [57]。” 

   

随后，中山医科大学下属的纪念医院、肿瘤防治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纷纷组织反法轮功活动 [58]。 

 

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一周, 2001 年 2 月 1 日，黄洁夫（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博

士生导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刘虹等采访时说：“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

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 [59]。” 

 

2001 年 5 月，黄洁夫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在学校内诬蔑法轮功、到处悬挂诽谤法轮功的横幅

和墙报 [60]。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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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列举的部分中国器官移植反常暴增现象的证据显示，2000 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现数量巨大的，

遍及中国各地的活体器官供体群，其出现的时间和规模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和严重程度相吻合

。证据表明大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对象，致使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逐

年猛增，在 2005 年前后达到高潮。 

 

2006 年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曝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迫使中共以种种欺

骗手段企图掩盖。其手段主要有三种：第一，承认强摘死刑犯器官。但是，最迟自 2002 年开始，死

刑犯数量以每年 10%的速度下降，根本无法与上升的移植数挂钩。第二，建立自愿捐献体系。但是

，从 2010 年开始试点，捐献数量非常小，黄洁夫提供的最多捐献数据是 2013 年的 1570 例，仍然无

法提供年实际移植量，也无法回溯解释 2000 年到 2009 年之间暴增的供体来源。第三，大肆宣传打

击黑市器官。但是，从公布的寥寥几个被中共破案的器官黑市看，来自黑市的器官数量极少。而且

，都是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后出现的。这无非是中共混淆视听、转嫁矛盾、避重就轻的

又一个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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