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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9年7月到2014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15年，而且还在持续。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虽遭

受强迫洗脑、酷刑折磨等迫害，仍然坚持信仰，有的直至失去生命而不动摇。同时中共迫害法轮功

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不断遭到中国民众抵制并在国际上曝光，使中共的迫害政策难以

维持。 

 

2013年初，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发起“2013-

2015对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决战”。2013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加剧，绑架人数增

加，本报告对中共在2013年以来实施的多种迫害政策进行分析。 

1 从中共宣传迫害的用词看迫害因无效而阶段性策略的变化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局外和平上访，要求释放被天津警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时任总理朱镕基会见学员代表后，下令天津放人，万人上访当天傍晚圆满结束。这一事件令时任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恐慌，连夜致信中央政治局。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 
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i” 

 

1999年6月7日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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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力量，尽快查清法轮功在全国各地的
组织系统，制订斗争策略。。。不打无准备之仗。。。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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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之初，江xx曾断言： 

 

“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中共在为这场“战斗”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巨额财政支出后，却不见成效。2001年第三期《新闻

战线》文章宣称： 
 

“这场斗争是长期、复杂、尖锐的。。。必须进行契而不舍的努力。。。把与法轮功的斗争
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克服麻痹、松懈和厌战情绪。。。打好深入揭批宣
传战，打好教育转化攻坚战，打好抵制邪教持久战。iii” 

 

这篇在人民网刊登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说明这场迫害在初期就已经是失败的，中共内部出

现“麻痹、松懈和厌战”等现象，为了将迫害维持下去，就必须强调“斗争是长期的”，而且上纲

上线成“重要的政治任务”，同时提出了“宣传战”、“攻坚战”、“持久战”等口号。 

 

十五年来，由中央610办公室发起的针对法轮功的各种无效“战争”一直在进行着。每次战争的名称

有所不同，但是内容大同小异。一方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转化，把所谓的“转化率”（迫

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作为中共各级党政机构和关押场所的硬性任务，迫使各基层人员参与对法

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即所谓“攻坚战”；另一方面打着“科普”的旗号对广大社会民众进行大规

模谎言宣传洗脑，即所谓“持久战”。 

 

2010年初，中央610办公室发起“2010-2012年教育转化攻坚与巩固整体仗”iv。 

2013年初，中央610办公室发起“2013-2015对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决战” v。 

 

本报告通过分析此次“决战”的目标和实施情况，说明2013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共“废止”劳教制

度后，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穷途末路。也正因如此，才更加表现出其疯狂的程度。 

2 2013年初中央610办公室发起与法轮功斗争“决战” 

2013年初，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原名为“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即“610办公室”或“防

范办”，以下简称“610办公室”）发布《2013-2015对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决战工作实施方案》
vi。“决战方案”通过各级610办公室和“邪教协会”，贯彻到省、市、区、县，直至街道、乡镇等

社会最小单元。 

各级610办公室部署 

 2013年7月22日，湖北省610办公室举办全省教育转化干部培训班。会上，省委610办公室负责

人对教育转化决战提出了任务和要求，特别提到中央610办公室提出的四点要求： 

 

凝聚力量，坚定教育转化道路自信；凝聚力量，坚定教育转化能力自信； 

凝聚力量，坚定教育转化创新自信；凝聚力量，坚定教育转化效果自信”
vii。 

 

可见中共内部对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所谓“转化工作”完全没有了力量，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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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甘肃省“邪教协会”举办研讨会，要求全省推进“教育转化决战”，要求各地“

大力举办法治教育学习班”（洗脑班）viii。 

 2014年1月22日，烟台市610办公室发公告称，“举报法轮功活动可获得适当奖励”ix。 

 2014年3月20日，深圳市法制学校（洗脑班）副校长陈秋湖、教研室主任文川，到罗湖区视察

，要求罗湖区610办公室及有“重点转化任务”的街道办事处完成“三年教育转化决战”任务
x。 

 2014年4月24日，5月1日，5月13日，山东省济南市610办公室群发污蔑法轮功的短信给市民，

短信落款为“济南市610办”、“市防处办”，要求市民“相信政府电视新闻报道，对法轮功

的资料不要信、不要听、不要看，要举报给当地派出所”xi。 

各系统发布通知 

各地在具体实施当中，牵扯到多个系统，各自根据中央610的通知，制定大同小异的“工作目标”和时

间安排。下面举几个各系统发布通知的例子。 

行政系统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办事处2013年8月9日发出“关于印发《三孝口街道2013-

2015年对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决战工作方案》的通知
xii”（见下图）。《通知》规定“三年完成转化率65%以上”，要求“对‘反转化’和‘维权

’律师…予以坚决打击”，规定“攻坚”重点对象有“为转化人员、原负责人、新生代、高

学历等”。 

 

 
图：安徽合肥三孝口街道办事处“2013-2015对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决战”通知 

 四川重庆涪陵区敦仁街道办事处为转化记录在册的18位法轮功学员，成立专门小组，将专项

经费纳入本地财政预算，规定每年进洗脑班人次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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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铺镇把建立“教育转化决战与巩固”工作和“创建无邪教人员”的

活动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xiv。 

 山东济宁市邹城市郭里镇设立了“转化决战专项教育经费，纳入镇财政预算，确保按时拨付

到位，以举办法制教育学习班（洗脑班）为重点，以加强教育转化基地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保

障”xv。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根据《2013年—

2015年教育转化决战实施方案》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转化决战巩固工作的意见》精神，2

013年8月，召开“反邪教工作推进会暨三年教育转化决战巩固工作责任签约”活动，与相关

居委书记签订《2013年—2015年教育转化决战巩固工作责任书》xvi。 

 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的“决战”目标是“以2013年4月重新摸排的需重点巩固对象数量为基数，

力争至2015年底使全街需要重点巩固对象不出现反复xvii。” 

 重庆市云阳县平安镇政府公布“决战”实施方案分四个阶段xviii： 

第一阶段：2013年6月1日至6月10日，制定方案、宣传发动。 

第二阶段：2013年月6日至12月，全面推进、狠抓落实。 

第三阶段：2014年1月至12月，检查补课。 

第四阶段：2015年1月至12月，巩固提高，验收总结。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西洋江镇的目标是“决战期间实现无新增法轮功人员。xix
”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发布关于印发《2013-2015年教育转化决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xx。再如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xxi、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章庄乡xxii、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江上乡
xxiii均在各自的网站上登出内容大体相同的通知。 

教育系统 

 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学发布《铜山中学2013—2015年反邪教教育转化决战实施方案》
xxiv。方案中有具体的时间安排： 

2013年5月：发动动员与部署和制定实施方案。 

2013年6月—2013年9月：排查统计、汇总。制定详细的转化计划。 

2013年10月—2014年2月：实施第一轮教育转化。 

2014年3月—2014年5月：第一轮教育转化总结。统计转化率、稳定人数、反复人数。 

2014年6月—2014年9月：开展社区辅助反邪教教育转化。 

2014年10月—2015年2月：第二轮教育转化。 

2015年3月：第二轮及“三年决战”教育转化总结。 

 江西省武宁县第五小学的网站上也出现了相似内容
xx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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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监狱系统 

 司法部2014年初强调要加强对法轮功的“教育转化”工作，全面落实“2013-

2015年教育转化决战实施方案”xxvi。 

 吉林省监狱局2014年初根据司法部教育转化决战的要求，开始“大转化”活动，针对233名坚

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攻坚战”，将5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关押点调整成3个，胁迫已被

转化的人员参与“攻坚战” xxvii。 

 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召开教育转化三年决战工作动员会，学习了《南通女子监狱2013—

2015年教育转化决战方案》，会议期间，监狱领导分别与各监区负责人签订了教育转化三年

决战工作责任状
xxviii。2013年以来，南通女子监狱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教育转化三年决战”，通

过党委会、研讨会、动员会，殃及个人，层层落实，逐级签订教育转化三年决战工作责任书

，监狱给每个监区规定“攻坚与巩固目标”，监区将攻坚与巩固目标任务落实到攻坚组成员

，还修订《教育改造工作考核细则》xxix。 

 广西监狱2014年度教育转化决战工作座谈会2014年2月21日在黎塘监狱召开，桂林监狱、女子

监狱、柳州监狱、黎塘监狱分管教育改造的副监狱长、教育改造科科长、分管教育转化工作

的副科长参加会议xxx，xxxi。 

 云南省监狱系统从2013年4月开始启动教育质量年活动，针对排查出的顽危犯逐人建立了《云

南监狱顽危犯教育转化专档》，进行“一人一策”洗脑，开展“挂牌攻坚”转化，制定《云

南监狱系统2013—2015年教育转化决战实施方案》xxxii。 

运输系统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点”中，出现有关转化决战的内容：“加

强汽车站的反邪教宣传阵地建设，深入开展教育转化决战工作”xxxiii。 

医疗系统 

 北京市卫生局委员会和北京市卫生局2013年5月分别就教育转化决战对本系统下达了通知
xxxiv。 

3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国范围的“排查摸底” 

迫害持续了十几年，各地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人数定期进行“排查”。2013年和2014年，中央发

布指令进行全国范围内“排查摸底”。2013年中央610办公室发布的秘密排查通知中提到对“新摸排

出来的人员”的处理方法，反映出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数量在增加。 

2013年发布秘密文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底数大调研”（5月至9月） 

中央610办公室下发秘密文件《关于开展邪教问题底数大调研工作方案》。2013年5月鸡冠区委“领

导小组”转发此秘密文件，题为“关于印发《关于开展邪教问题底数大调研工作方案》的通知”（

组发[2013]1号）x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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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月鸡冠区委“领导小组”转发中共中央610办公室秘密文件 

 

《通知》要求“两乡、七个办事处和鸡冠区公安分局” 

从2013年5月到9月对所在地居民“以户口调查名义进行核查摸底”，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要以去年

（2012年）摸排底数为基础，同新摸排出来的人员一起实名制上报”区委610办公室。 

 

文件结尾的“注意事项”的第一条为保密要求，不但要“不公开，不上网”，还特别规定“大调研

不能以610办公室的名义出面”。 

 

六、注意事项 

（一）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调研的方式、方法、过程和结果均不公开，

有关结论和数据仅限内部使用，不宣传，不上网。对抽样地区作典型调查时

，可以社科研究，宗教信仰调查等名义进行，不以党委防范办名义出面。” 

-- 摘自：鸡冠区委610办公室转载中央610办公室2013年5月秘密文件 

 

2014年发布机密文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底数摸排”
 
 

 

由于2013年9月前就应该完成该项工作，很可能是该项工作由于政法委和610系统被清洗而拖延，或

因“疲劳厌战情绪”而未能达到要求而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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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9日，内蒙古610办公室发机密文件（办发[2014]11号），称“中央防范办（610办）、公

安部决定，在全国开展新一轮法轮功人员底数摸底排查”xxxvi。 

 
图：内蒙古610办公室发机密文件 

 

要求各级“防范办”（610办）在7月10日上报“排查梳理法轮功人员基础情况信息”；7月15日上报

“对摸排的分析总结”。并强调“严格保密，严防在社会面上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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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内蒙古610办公室发机密文件部分内容 

2014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2014年7月17日，河北省衡水市党市直工委给市直各部门、中省直驻衡各单位机关党委、总支、支部

下发了一个“关于对‘法轮功’、‘全能神’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的说明”，排查范围是部门或系统

所有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排查后报表，死亡与转出人员也要报。排查时间为7月17日至8月17日

。 

 

虽然通知题目不只是法轮功，通知全文和七个附件完全是针对法轮功的。下图为七个附件，均为登

记表，每一个表格的题目都以法轮功开头。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对法轮功学员“摸底”的具体内容

有：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户口所在

地、现住址、联系方式、开始炼功时间、是不是原辅导站工作人员、被中共确认是法轮功学员的时

间、公安机关开始监控时间、近亲属中有无炼功人员、是否被抓被判刑、目前有什么活动、是否还

在中共的监控之下、有无个人电脑、能不能上网、是否在异地被中共监控、被判刑的时间多长，是

否有国外亲属、有没有出境证件、是否出过境等xxxvii。 

 

 
图：河北省衡水市党市直工委下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排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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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口“安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严打” 

2014年7月8日，山东省德州市所辖的乐陵市610办公室发“全市开展夏季严打整治安民行动暨雷霆攻

势实施方案”，规定时间为三个月。所谓的工作重点“严打”对象包括法轮功和上访民众。要求“检察

院对重大刑事案件要提前介入”，“法院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从重从快从严审判”；“要通过电

视、广播、报刊、网络、微博、微信等媒体，开展专项宣传，各级要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实

行有奖举报”；“对上访的幕后组织者、操控者，以及与境外敌对势力勾联的，要坚决打击”。 

 

时间段为：动员部署阶段（7 月1 日至7 月10 日）；纵深推进阶段（7 月11 日至9 月10 

日）；总结考核阶段（9 月11 日至9 月30 日）xxxviii。 

 

 

 
图：山东省德州市所辖的乐陵市610办公室文件 

 

5 以“普法竞赛”为名，向全社会散布反法轮功言论 

2013年中期，中央610办公室与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在“六五”普法中

开展反邪教法制宣传教育的通知》。“六五”指2011年到2015年的五年时间。全国“六五普法”邪

教法制知识竞赛由中央610办公室、司法部、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主办，法制日报社、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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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中共“邪教协会”及其主办的网站、法制网协办。以中央610办公室二局、司法部法制宣传司

和云南省人民政府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联合编著的所谓《反邪教法制教育学习问答》为主要

参考书目。时间为2013年9月1日至10月31日。 

在“竞赛”的第一天，2013年9月1日，法制网登载文章题为“‘六五普法’反邪教法制知识竞赛”

，文章内容是竞赛全部25道试题和答案xxxix。这些试题或含沙射影或直接了当诬蔑法轮功。 

这个给了标准答案的竞赛在全国各地进行，媒体纷纷报道，在网上可以找到的部分报道包括，北京
xl、天津xli、重庆xlii、浙江省杭州市xliii、山东省威海市
xliv、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规定以党员干部、大专院校学生等群体为重点…各系、教研室教职

员工答题参与率不低于80%，学生不低于90%）xlv、山西祁县xlvi、湖北省恩施市白果乡xlvii等。 

到2013年10月31日所谓竞赛结束时，新华网报道称，全国参赛人数达846.5万，遍及全国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重庆、河南、山东的参加人数列前三位xlviii。 

6 胁迫妇女和儿童进行反法轮功签名 

中央610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面向已经记录在案的法轮功学员、农村妇女、和中

小学生开展“防邪知识进家庭”洗脑宣传运动。 

 

江西省青州市妇联印发《开展“防邪知识进家庭”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上述三类人群，加

上中小学生的家长在所谓的“倡议书”上签名以做出“不听、不信、不传、揭发”的承诺（见下图

），并规定上述三类人群的参与率分别达到95%、80%、80%x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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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西省青州市妇联印发《开展“防邪知识进家庭”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图：江西省青州市妇联对记录在案的法轮功学员、农村妇女、和中小学生开展“防邪知识进家庭”

洗脑宣传运动，图为两封倡议书的签名栏。 

7 劳教制度“废止”后，洗脑班和绑架数量增加 

劳教所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转化迫害的主要场所之一，许多劳教所同时挂戒毒所，或强戒

所的牌子。除此之外，为达到“转化率”，各地洗脑班大量出现，有的与劳教所同在一地，有的单

独存在。 

湖北省政府门户网站2013年5月文章，介绍湖北省劳教所和洗脑班在转化法轮功学员方面的所谓“贡

献”。文章称，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省级洗脑班）2002年1月成立，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所谓“

经验”在全省推行，各地相继举办洗脑班。另外，湖北省沙洋劳教所被评为全国“防范处理邪教工

作的先进集体”
l
。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共有劳教所310多个，劳教人员31万多人
li；2008年全国共有劳教所357个，劳教人员42 万人lii。中共“十二五”（2011-

2015）计划改建扩建100多所劳教所和160个强戒所。由于国际舆论对中共劳教制度的谴责，“十二

五”计划称“未来强制戒毒可能要超过劳教”liii。为“废止”劳教制度后的洗脑转化作了铺垫。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央视网站文章称，在北京劳教场所改挂

看守所或监狱牌子；云南西双版纳劳教所转为强制戒毒所；广东劳教场所成为隔离戒毒所liv。 

2013年11月，司法部发文：“目前很多劳教所同时加挂戒毒所的牌子，戒毒所管理着10多万强制隔

离戒毒人员，劳教制度取消后，大部分可取消劳教所的牌子，直接改为戒毒所。戒毒任务不重的省

份空置下来的劳教所，可以直接改为监狱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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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3年末劳教废止后，全国洗脑班数量增多，明慧网2014年3月的一篇报道列出遍布全国的共44

9个洗脑班
lvi。全国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数量也增多。2013年下半年明慧网报道出来被中共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

功学员达1044人，是2013年上半年的5倍多（上半年不完全统计为181人）lvii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上半年共有2095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而2014年上半年共有2987名法轮

功学员遭绑架。这些绑架分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山东、吉林、北京、江苏、上海、重庆、

安徽、甘肃的绑架数量翻倍，上海翻了近3倍lviii。 

 

图：截止到2014年7月7日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各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人数（摘自明慧网）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开始时不可一世的“三个月消灭”，到后来的“持久战”和“攻

坚战”，到最近几年的“决战”，过程中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在精神和肉体上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群体

灭绝性的迫害，同时在全世界散布谎言，诬陷法轮功，为迫害制造借口。从王立军薄熙来案件爆发

以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主要指挥者执行者相继倒台落网，包括“领导小组”组长周永康、副组

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等，尚未倒台的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迫害仍在继续。追查国际

将一如既往的追查迫害者，直至以反人类罪将他们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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