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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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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编号: 67099 
序号：1 
姓名: 余刚 
职务: 副主任 (原任) 
单位: 中央政法委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4 年 7 月 2 日: 余刚(周永康系人马)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

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余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99 
迫害案例:  

  
编号: 67100 
序号：2 
姓名: 谈红 
职务: 原正师职参谋 
单位: 中共公安部警卫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2014 年 7 月 2 日: 谈红(周永康系人马)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

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经中央纪委

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谈红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100 
迫害案例:  

  
编号: 67344 
序号：3 
姓名: 郑孝雍 
职务: 院长 
单位: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郑孝雍，男，1953 年 4 月 26 日出生，贵州毕节人，一级飞行教师，国家功

勋飞行员。2000 年 5 月-2014 年 2 月任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院长（正局级）等职务。2014 年 9
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接受调查。2015 年 1 月，中央纪委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

查，并移送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34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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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67778 
序号：4 
姓名: 郑哲 
职务: 心血管病医院八病区主任医师 
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78 
迫害案例:  

 追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医院主任医师郑哲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77 

  
编号: 67798 
序号：5 
姓名: 石炳毅 
职务: 所长 
单位: 解放军第 309 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8 
迫害案例:  

 追查解放军第 309 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

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7 

  
编号: 67800 
序号：6 
姓名: 窦科峰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单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器官移植中心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0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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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窦科峰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799 

  
编号: 67802 
序号：7 
姓名: 杨诏旭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肝胆外科及移植中心副主任 
单位: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移植中心副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2 
迫害案例:  

 追查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杨诏旭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

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1 

  
编号: 67804 
序号：8 
姓名: 孙煦勇 
职务: 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器官移植医学研究院院长、广西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 
单位: 解放军第 303 医院、器官移植医学研究院、广西器官移植学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4 
迫害案例:  

 追查解放军第 303 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孙煦勇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03 

  
编号: 68048 
序号：9 
姓名: 黄洁夫 
职务: 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主管器官移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器官移植科名誉主任 
单位: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中共卫生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地址：（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干面胡同 53 号 邮编：100010 
电话：（8610）65236997  邮箱：chinesecoordinato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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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1 号 邮编：100044  
电话： 010-68792114 
  
中共卫生、 
地址：（卫生部）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1 号 邮编:100044 
电话: 010-68792114  邮箱: manage@moh.gov.cn 
（卫生部信访处） 西城区鼓楼西大厅 154 号 邮编:100044 
电话: 010-6401865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 
责任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中山一院）是卫生部直属

的国内著名大型综合性医院之一。 
地址：（中山一院）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 58 号  邮编：510080 
电话：（中山一院）总机 020-28823388  87755766  87332200  医院/院务公开信箱：

zsyyyb@mail.sysu.edu.cn  院长信箱：zsyyyz@mail.sysu.edu.cn   
（器官移植科预约挂号）：400-7999-920  021-65651211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主管器官移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器官移植科名誉主任黄洁夫：（男，汉族，1946 年出生，江西 吉安人。肝胆外科医生。1969 年毕

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1984—1987 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历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一

院院长、中山医科 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

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医院

协会会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 
单位系统: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48 
迫害案例:  

 追查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洁夫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

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