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27.调查肾移植器官中介王某的记录（二） 

2018_01_05 10-25-17(+8618310258979) 

 

内容提要 

 

1你要多少，我给你支援多少 

调查员表示他们医院对器官需求量很大。王某说：“供体这块儿你不用担心。供

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问现在能提供多少？他说：“你要多少，我给你提供多少！” 

 

2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不然有人找你麻烦 

王某听调查员胃口很大，提醒说，我第一担心是否真有那么多病人；第二担心，

你们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移植，到时候怎么跟卫生部这边解释？ 

 

调查员说如何应付上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那你们的经验是什么？王

某表示，想多做移植是个好事，“但是你，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不然的

话，可能有人找你麻烦。” 

 

3，朝阳和武警有中央和部队的关系，他们不怕 

王某一再表白“北京朝阳、武警我们都在合作”。调查员问两家医院有什么经验？

王某说：“呃，就说朝阳和武警吧，人家是有关系的，知道吗？他们不怕！” 

 

调查员问有什么关系？是怎么打通的？王某说：“那就是人家主任跟那个，他们

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或者是中央的关系，知道吗？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做这

个事也没人、没人敢管！” 

 

4，在朝阳我们大概有三、四个人在跟主任合作 

王某说移植现在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比如在北京朝阳医院，他们同伙有三、

四个人在跟朝阳医院的移植科主任合作，“每个人给我们 5例，一个月，就是 5

个床位，那就是 5例手术嘛。” 

 

5，2012年之前，天津一中心一天做过 7例肝移植 

“以前做的就比较多了，以前你随便来，你想来多少就来多少，对吧。但现在的

话就不行，现在他自己他都觉得，可能是觉得有点过分了。” 

 

王某说过去，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 5例。”他说这不算啥，“最、最、最疯

狂的时候，我们大概在 11年、12年， 2012年之前，天津一中心（医院），知道

吧，一天，肝移植一天最多做过 7例。” 

 

对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这样的移植量，他说“这种事很正常，他们那组比较多，

手术室也比较多”。 

 

6, 调查员：就是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吧……, 但是现在其实还都在做。包括你

这个，我相信也是这样的。 



王某回答：主要是什么呢？对，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供体千万不能出问

题。啊，供体出问题就麻烦了。 

 

7，出了事故你自己处理好，闹到记者国际上就麻烦 

王某从一开始就提醒说，“你应该知道，咱们不是合法的”。他一再告诉对方供体

这块儿没问题，关系你要自己去摆平。 “做这个东西只要是你，你不要搞出事

情来就行了。你一有事情，比如说出了事故了，出了事故，你自己处理好，不要、

不要闹到外边去，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或者是闹到国外去，就 OK。你如果

闹到国际上，这就麻烦。” 

 

8，在武警检查，主任给我们开单子，就是开腰疼 

调查员问:供体应该是以什么名目看病住院？王某说，检查身体，或者说他有外

伤。这个你们自己去考虑。因为我们都在武警检查，主任给我们开单子，就是开

腰疼。全项检查后，“那数据我们就出来了嘛。” 

他透露，现在去医院查什么淋巴图之类的很敏感。 

 

9，调查员问：咱们一个月 20个肾，10个肝，这种量你能不能保证？ 

王某答：没问题，能保证。 

 

10，我们一次最多给你 3到 5个，一批一批的走 

说到怎么运送“活供体”到目地地，王说：“我们最多只能给你准备个 3到 5个，

3到 5个，一批一批的这样走，赶着走，不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人过来，那样的

话，那目标太大，太显眼了。” 

 

11，在医院外建地下手术室，医院可逃脱罪责 

王某建议对方在医院外边，离得很近，建个手术室，只取器官用。他说： “在

你们医院直接做，对我来说，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安全这块儿，你们要把

控好，因为这个，在你们医院做的话，这个安全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你看，

如果万一出事，那出到你们医院里边了，你脱不了干系！” 

 

王某解释为什么在医院外做，对医院是安全的，他说：“你如果放到外边的话呢，

你还有的说，知道吧，还有我们还有缓。” 

 

王某还不放心，说到对人员的管控，他说：“你们能把控得了，没问题， 所有科

室的人啊，或者是你们手术室的人，都是内部人，都是自己人，各方面都没问题，

那就放在医院里边做，这是最好的。” 

 

12，做这种事情，他们都是晚上做，那都得是自己人 

问为什么天津一中心医院、浙医一大那些移植大户都能在医院里做？他 说： “他

们呢，我给你讲，他们都是晚上做啊，或者是，那都得、都得是自己人， 做这

种事情……” 

 

13，朝阳现在是肾在外边手术室切了之后拿过来 

王某说朝阳医院现在的做法是：“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肾移植供体都是在外



边手术室切了，切了之后拿过来。” 

 

王某说摘肾的手术很快，有 2个小时就足够了。操作起来很简单。 

 

14，出了事情就找人嘛，直接打招呼 

调查员问黑器官生意，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他说：“就找人吧，出了事情就找人

吧，直接打招呼嘛，嗯，打个招呼就好了。” 

 

 

15，调查员：当初是抓了一大批，因为那时候（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报姓名嘛，

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就这样做了(活摘器官) ，但是后来呢，不断的抓一些人，

哎，处理一些。但这件事情换届了，这个政策呢，他还在那延续 着，他不能拿

到桌面上来，对不对，但是呢，事情还在做着，所以说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对不对？ 

 

王某：对，这个、这个一直是这样。 

 

16，我们这块儿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 

王某说和医院合作有一个潜规则：出了事“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为什么要保

医院？他说，因为涉案各方都罪过大，“我们罪过更大。我们还不如不说呢！就

把医院保下来了，你知道吗，把医院保下来呢，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

以后就算你们不帮我们运作，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合作。” 

 

王某说，我觉得，国家也管，也不是说不管，但就是明面上管。 

 

17，有个小国告过中国用法轮功器官，国家当时给化解了 

调查员提到法轮功学员器官，王说，在 2012、2013左右，有一个小国，控 告过

中国，“闹过一次这个事，就是用这个！他当时没说法轮功，当时说是用这个死

刑犯的那个器官，就人权问题吧，但是我们国家呢，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知道

吗？” 

 

调查员：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我更清楚一点，这个呢，国际上是 2006年，苏家

屯有个护士出来，就揭露了这个事，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咱们国家嘞，是

把死刑犯拿出来，给化解了。 

 

王某：噢，是这么回事儿啊。 

 

18，过去做法轮功的呢，是以司法、死囚犯给他充了。现在做的呢？是用这个捐 

献器官在充。 

 

调查员：哎，这样呢，就用那死刑犯把法轮功（学员）这个事情给掩盖了。 2015

年 1月 1号，国家公布全部用公民捐献，死刑犯也不能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你

这里地下，他们都不公开说呢？就是因为这原因，哎，为什么说不能做司法的嘞？

其实过去做的司法，绝大多数也是法轮功（学员）的，现在做的也是法轮功（学



员）的。过去做的呢，做法轮功（学员）的呢，是以司法、死囚 犯给他充了。

现在做的呢？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这国家统一弄，这也就查不出来，是不是

这样啊？ 

王某：是，是，对。 

 

19，给警察、官方要提成 

 

调查员：这些器官来源的这些人啊，那肯定是在警察、官方转过来的吧？转一些

来，那给他们还得要提成一些吧？ 

王某答：嗯，对。 

 

20，不动警察，地下做 

调查员：那这些人（法轮功学员）就是来了，就是这些人动不动警方呢？ 

王某答：不动，我们都要地下操作。 

 

21，朝阳是这样做的 让病人来找我们要供体 

 

王某说，关键是医院主任对病人讲，你这个手术怎么怎么的，但是我们没有肾源

呀。而我们这边会告诉患者，你就跟主任讲，我有肾源，有办法，有关系，能弄

得到。那主任说，哎，你能弄得来，我就给你做手术。 

这样的话，就算手术不成功，或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如

果是你医院直接跟患者来的话，万一出什么问题，追查下去的话，他肯定要作证。

你做好了可以，你要做不好了，他肯定要找你麻烦。 

你们主要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撇清”。 

 

22，做 2台肾移植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 

王某说 “你最好年前如果能准备 2台手术，那我们先做 2台，在你们医院，先

做 2台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 

 
 
 

电话内容： 

 

调查员：你好，你是王先生吗？ 

王某：哎，你好，你好。 

  

调查员：哎，你好，我刚才我一个朋友跟你联系过，哎，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来，

很抱歉啊，今天时间可能有点晚，啊。 

王某：啊，没事，没事。你们怎么都用同一、同一种电话呢？ 

 

调查员：啊，这样的，这是方便嘛，这不是现在都是用网络电话嘛，啊，这样的

啊，就是她跟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我跟我们兰大这两个医院的有关方面的人呢，

我们也合计了一下，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如果说你这里情况要真

这样，我们是完全可以跟你合作。所以今天呢，因为她给我介绍的情况也不全，



对吧，我们这么大的事要直接说， 

 

还有呢，我们希望呢，我们今天初步说一下，希望呢，就是能够互访，就是你能

够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啊，你比如说你建立手术室，你在哪儿建比较合适，你

要有一个方案，要有图纸，有要求，这个我们都可以帮你办的。啊，就很快可以

办好。嗯，当然我听她讲，就是你说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设手术室，啊，这是做

肾移植；肝移植嘛，肯定是在科室了。我们这里呢，倒是有想法，就是这也可以

跟你合作。但是最好呢，就是医院呢还想，如果是在医院做呢，你知道吧，这对

医院的这个技术力的成长啊，这个知名度各方面，它就会有帮助。啊，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用你合适的方法，先合作，然后再看。嗯，我只是跟你先说一下，就

是我跟他们，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就是说呢，我们第一选择，就是直接到我们

医院里面做，这个呢，我们就是什么条件都比较方便嘛，啊，对医院的各方面的

发展都有好处。当然呢，我还不了解你的情况啊，如果你觉得这样呢，它不是第

一选择，那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我们先试一下，啊，大体就…… 

 

王某：我、我先请问您，我问您几个问题好吗？ 

 

调查员：啊，好，你先说。 

王某：嗯，您是医院里边的医生，还是？ 

 

调查员：对。我是现在这样，我是负责这个肾源这个协调的。我也是医生。但我

现在呢，参加了这个…… 

王某：您对移植这块儿懂吗？ 

 

调查员：啊？ 

王某：您对移植这块儿懂多少？ 

 

调查员：我对移植懂的少。啊，我的专业是普外科。普外科呢，我也参与一些。

但是我现在主要是协调这件事情。就是肾源、肝源，就是器官来源。 

王某：我这样跟您说吧，就实话实说吧，好吧？ 

 

调查员：好。 

王先生：嗯，您提的这个呢，因为那个姐跟我讲了之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

跟北京这边都有合作，北京朝阳、武警我们都在合作。那就是说现在是这样的，

我就是担心您这个是真是假？我实话实说啊。 

 

调查员：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一开始就给你讲了，你的担心也是我们的担心，

因为这样大，所以我跟你说了，我们应该互访，你要到我们这来，咱们当面看，

到医院去参观，这样你，这样才说就是正儿八经做事，电话只是大体情况的了解，

我们也要到你这里来考察。哎，就是看必要的情况下。 

 

王先生：对，您让我去，我去了，你说你，这个我就心里没底。所以我为啥要问

你这个，是不是对这个移植懂多少？ 

 



调查员：这个懂不懂无所谓，我不是直接一线的手术室，手术的医生的话，一些

具体的技术。那你问吧，你随便问，我告诉你。这个技术，我既然做这个事情，

我都还是基本上是了解的，只是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是普外，那像这个人体

的手术，除了胸外科之外，其它我都做过，啊…… 

 

王某：那您能给我说一下这个，咱们、咱们这个手术的大概的流程？ 

 

调查员：你这样吧，咱们现在谈的不是技术，技术我告诉你，你来了看看我们这

医生，咱们这医生，这个医院的医生都是 50多例手术的经验。那么二院的医生

呢，也都是 100多例，143例，现在他们这个，你看他报，他这个上面一般都是

这样说。就是这么多年来，也都有一定的基础了，你既然到这来做，我们邀请你

来，那好，你就得要跟医生见面了，对吧，到我们手术室参观了。你说你就算是

警察，那你还没有做手术，也没有成交，那有什么关系呀？呵呵，对不对？ 

 

王某：对。 

 

调查员：当然你可以现在先跟我说说，我得，我得要知道，你到底有多少诚意？

你到底能拿出多少东西来？因为我们这个，我跟你今天来谈，不是随便探探口风，

而是说要真的问。我们要做呢，那就得要有一定的规模，才跟你做。啊，那你想

我们要投那么资，要做这些事，啊。 

 

王某：这个、这个方案可以这样来做，就是前期呢，就在你们医院做，如果你手

续这块儿，你没问题的话，你知道这个，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是，咱们不是合

法的。那你在医院里做呢，你也是手续这块你们是怎么做呀？还是怎么弄，这个

你们自己去考量。那前期，我还是觉得，先在医院做比较稳妥。 

 

调查员：对呀，这就是我要知道的呀。就是我们觉得呢，你在手术医院做呢，我 

们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好，这个风险小，对你对我们都有好处。 

 

王某：嗯，对。 

 

调查员：但是如果说，这方面打不通，那我们可以，就是先设个手术室，地下，

你这儿给我们提供供体，这也是可以的。 

 

王某：嗯嗯嗯嗯。 

 

调查员：但是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医院，你也知道，我们这么多年来，啊，

也是 2000年初就叫做，但是一直到，是（20）13年，这才卫生部啊、卫计委啊

才，才给我们这个，给了这指定的医院（资质），那就是这医院是（20）13年嘛。

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也就是规模才这个样子，那你就知道我们这方面也并不是

突破的太好，就是这方面，就是没有真正完全地展开。那你这么多年了，看看人

家都在这儿做哈，咱们医院当然也保守了一点，就是说，你看这个天津啊，郑州

啊，那个浙江啊，人这做的很红火，这个医院发展也很大，那我们医院想想，这

10 多年过去了，你看这个政策也比较稳定的嘛，那就是，现在就想开展一点，



开展一点呢，这个瓶颈嘛，就是器官的来源了，既然现在知道了你这个渠道，那

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如果，果然行，那我们这方面，不妨可以放开一些，放开一

些呢，也都是他们能做，我们也能做。啊，但这就是…… 

 

王某：供体这块儿你不用担心。 

 

调查员：啊？ 

王某：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供体这块儿是没问题的。 

 

调查员：供体现在问题是，你现在能提供多少？ 

王某：你要多少，我给你提供多少！ 

 

调查员：那你像我们现在，我告诉你，我组织十几个二十个手术组都是可以。肾

移植你知道是很简单的，割掉一个肾，挂上去一个肾嘛。那个手术呢，各方面都

比较简单，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一个麻醉师这就可以干了，对不对？ 

 

王某：嗯嗯，对。 

 

调查员：那我组织上，那一天你说做上四个五个都是可以的，七个八个也行。肝

脏呢，当然了，要麻烦一点了。肝脏我们一天可以做个两个，啊，一个、两个，

这都行嘛。当然多的时候呢，那也可以做的熟练一点，多一点，可以做个两个三

个的也行。 

 

王某：哎，是这样的，你有、有那么多病人吗？你们那儿。就一开始刚刚展开的

话，这个病人这块儿，会不会也会考虑很多？ 

 

调查员：哎呀，病人我告诉你，现在我们这病人已经排到一年多以后了，咱们至

少这个，你说做起来，你做起来，病人就会多起来，这个病人的来源应该是很多，

只不过是看你开展多少。啊，我们现在排队这里面可以选，选好的做了，就是成

功率高的做。然后把这个名声打出去，这个，那就病人会越来越多，你西北地

区…… 

 

王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突然之间，这么多年因为你

这个医院，现在平均每年做多少例？这种手术。 

   

调查员：现在做的少。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现在也就是，总共啊，就从 2000 年

来现在就是，肝移植还不到 400 例。肾移植呢，也就是五、六百例吧，这么多，

但一直没停…… 

 

王某：那也就说一年，一年连 50例都没有，是吧？ 

 

调查员：一年七八十例，肾移植七八十例。 

王某：七八十例。 

 



调查员：嗯，这个肝移植呢，二三十例，这样的。 

王某：那你突然之间这个，多了那么多，你们到时候怎么解释？跟卫生部这边。 

 

调查员：啊，这就是，我们就是探讨了。我们这个多了，各种原因啊，我就想问

问你啊，你们这里做的经验是什么呀？我们得问问。这个就是要，就是一个打通

的问题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技术力量，有这个病源，也有

这个物质条件，现在你这有器官来源，这个解释好解释啊，其实、其实咱们…… 

 

王某：事是个好事。 

 

调查员：哎，其实呢，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件事情做了这么多年，谁不清楚怎么

回事吗？对不对呀？公开说时，有些地方是非法的，它实际上是官方支持的。对

不对吗？这不是从上头…… 

 

王某：事是这么回事、事是这么回事儿。嗯。 

 

调查员：对呀，你这还不明白？ 

王某：但是你，你该通气的地方还是要通气，不然的话，可能有人找你麻烦。 

 

调查员：啊，对呀，但是它总体的政策在那里啊，它麻烦也麻烦不到太大嘛，不

就是经费上的纠葛嘛。你先说说，那你说，你们是怎么做吗？这方面你的经验，

他们其它地方成功的怎么做？ 

 

王某：呃，呃，就说朝阳和武警吧，人家是有关系，知道吗？他们不怕。 

 

调查员：嗯，怎么关系嘛，怎么打通啊？ 

王某：那、那就是人家主任跟那个，他们的关系都是部队里边，或者是中央的关

系。知道吗？就是明知道他是这样的，做这个事也没人、没人敢管。 

 

调查员：对。 

王某：啊。 

 

调查员：其实啊，这个你应该更清楚，咱们其实都知道，哎，这就是中央的。最

早是从江主席那儿下达的命令，对不对？从这个政法委，武警这方面通下来的嘛。 

 

王某：嗯，现在这个做呢，我们多数做的比较多的呢，还是在地下做的比较多。 

 

调查员：嗯。 

王某：在那边做的呢，现在他们是每个月就给我们 5例，每个月就给我们 5例，

因为我们是…… 

 

调查员：你是说朝阳？和那个武警总院？ 

 

王某：对。武警现在做的很少了，武警现在做的很少了。朝阳还是，还是一直在



做，但是朝阳的话呢，我们大概有三、四个人吧，在跟主任合作。每个人给我们

5 例，一个月，就是 5个床位。他给你讲的就是这一个月给你 5 个床位，那就是

5 例手术嘛，知道吗。所以他大概，他大概，因为以前做的就比较多了，以前你

随便来，你想来多少你就来多少，对吧。但现在的话就不行，现在他自己他都

觉得，可能是觉得有点过分了。 

 

调查员：你们原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做多少啊？ 

王某：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 5 例。 

 

调查员：嗯。 

王某：一天做过 5例。 

 

调查员：那一个月呢，就是一两百例哈。 

王某：这还啥，最、最、最疯狂的时候，我们大概在 11年、12年，2012年之前，

天津一中心，（20）12年之前，天津一中心，知道吧，一天，肝移植一天最多做

过 7例。 

 

调查员：做过 7例？ 

王某：他因为他是几个，因为他是几个组的，知道吗？ 

 

调查员：嗯。 

王某：一中心你应该知道。 

 

调查员：肝移植我知道，那个移植中心，人家是有一天做过 9 例肝移植，8 例、

7例，7例还是 8例肾移植。 

 

王某：这种事很正常。他们那组比较多，你知道吧？手术室也比较多。那我们就

说，回到这个问题上说吧，供体这块儿没问题，剩下的关系，或者是其它的事情，

你要自己去摆平，你要自己去摆平。 

 

调查员：呃，其实像我跟你说，像这个天津第一中心医院，那要疯狂的做那么多

年，包括朝阳也是，其实那些年，我们知道，也都做的很多，这就是胆大，上边

有人，再加上政策要求他们做，实际上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做过去了。其实现

在我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不对？这说穿了不就是这个政策要把那批人

消灭掉嘛！但这个搞了这么多年啦，这要有啥问题，早都有问题了嘛，对吧？这

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现在…… 

 

王某：你只要，做这个东西只要是你，你不要搞出事情来就行了，知道吧？你一

有事情，比如说出了事故了，出了事故，你自己处理好，不要、不要闹到外边去，

不要闹到这个记者那儿，或者是闹到国外去，就 OK。你如果闹到国际上，这就

麻烦。 

 

调查员：对，这是。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所以前些年，我们这里也都很保

守，你知道吧？因为你毕竟是那么一群人，就是炼法轮功的这一群人吧，你这个



东西做了的话，就是拿不准政策到底怎么变，但是现在其实还都在做。包括你这

个，我相信也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不会让它出现……你这个你出了经济问题，出

了矛盾，就无非就是这个手术没成功，家属找回来告状，告状你经济摆平就完了。

这样手术呢，不成功的也多嘛！就是正常情况下…… 

 

王某：主要是什么呢？对，最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供体千万不能出问题。

啊，供体出问题就麻烦了。 

 

调查员：供体对呀，供体就是说，这个一般是，哎，他们一般怎么说嘛？供体一

般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王某：到目前为止，供体还没有出现过事故，嗯。 

 

调查员：现在是这样的啊，我还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供体方面，我想你们

应该是很有经验的啦，那我想…… 

 

王某：这个我们能处理。 

 

调查员：哎，这个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就怎么处理。但是呢，我们可以配合你。

啊，你说叫我们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比较怎么好，那我们就跟你，按照你的方法，

反正咱们大家把这个事情，把它做起来嘛。呃，那么我就还问，你这个、你这个

肾脏，肾源啊，你就说肾源、肝源，你都是可以保证，对不对？假如说，你比如

说，我们现在初步这样说吧，咱们一个月 20个肾，啊，10 个肝，这种量你能不

能，你们有没有可能保证？ 

 

王某：没问题，能保证。 

 

调查员：噢，那就行。那这个，有这个基数，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感兴趣。当然再

多也可以，对吧？ 

 

王某：这个没问题。 

 

调查员：你想想，这个很简单嘛，手术肝移植，一天做一台，不算什么，做二台

也是可以的，一个月不就 20到 40台？肝移植，那个肾移植，肾移植那就更多了，

我刚才说的是肝，一个月做上一二十台肝，四五十台肾，这作为我们这样医院，

这个条件，很轻松。因为这件事情…… 

 

王某：很轻松，对。但是，问题是你，你要，到时候要，你准备是把供体放到你

们医院去检查，还是放到其它医院去检查？ 

 

调查员：供体无所谓。你要是能提供给我们这个，他的确切的数据就行，我们查

我们…… 

 

王某：那最好是，最好是去，对，最好是去其它医院检查，不要在一个医院检查。



那你，前期的话那就，你要住院嘛，前期你要，如果在你们医院做的话，供体还

要住在你们医院。 

 

调查员：可以呀，你要觉得需要住医院，就住医院，那当然更好。 

王某：没有，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是，把他分开，啊。 

 

调查员：可以呀。 

 

王某：最好是把供体分出去，分出去之后那个，你或者是你找个其它的医院，或

者是，如果是，你看啊，可以的话，你最好是把它分出去，因为这个供体跟患者

在一起呀，风险会大。 

 

调查员：啊，那当然了。 

王某：但是，你肝移植你就没办法分，肝移植只能在你们医院。 

 

调查员：对，可以呀，那就是不同的病房嘛。哎，但是这个事情这样的，供体要

住到医院来讲，那应该是以什么名目住呢？就是检查他的病？检查身体是吧？ 

 

王某：对，检查身体，或者是说他那个，有外伤，或者是什么都可以。这个你要

自己，你们自己去那个考虑，因为我们就像在武警，因为我们检查都在武警检查，

武警检查，主任给我们开单子，就是开腰疼。 

 

调查员：嗯，腰疼去检查。全项检查以后，这个就是拿着结果再去跟他…… 

 

王某：那数据我们就出来了嘛。 

 

调查员：嗯，对。 

王某：因为现在去其它医院，去查什么淋巴图之类的，这个很敏感，知道吗？ 

你们医院淋巴图应该没问题吧？ 

 

调查员：没问题。这些都必然…… 

王某：配型呢？ 

 

调查员：配型也可以。这都得要做。 

王某：都有，是吗？ 

 

调查员：都有的。这都是现成的。嗯。那供体什么人去带着他？你们带着他，是

吧？ 

 

王某：对，带着。 

 

调查员：是专门人带着他，专门人找个地方给他们住起来，是吧？ 

王某：对对。 

 



调查员：嗯。那这个数量，那你要这样的数量的话，因为他有个几，配型有个几

率的问题啊，你数据，那你也有一定的比例啊，你比如说，一个月啊，40个肾，

20 个肝，那六十个人，这基数，那你要有一大批人呢，这数量，那你住的地方

也是…… 

 

王某：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子的，我们最多只能给你准备个 3 到 5个，3到 5

个，一批一批的这样走，赶着走，不可能一下子弄那么多人过来，那样的话，

那目标太大，太显眼了。 

 

调查员：噢，对。那就是说，我们这里先给你提前给你们发上几个，发几个受体

的情况，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情况，选上几个合适的人，送过来，是不是这个

意思？ 

 

王某：对，对对对对对。 

 

调查员：那一批 5个 10个，好，这过来的就八九不离十了，这种对吧？ 

王某：对。 

 

调查员：就是从数据上，首先数据初步配型。啊，数据匹配，匹配好的，送过来，

然后在这边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意思？哦，这样啊，这是一个问题了。还一个问

题嘞，你要是建，听我们那个朋友介绍说，就是你们做的方式是，在医院跟前或

者医院里面建一个手术室？对吧，这是一种做法。 

 

王某：对对，对。 

 

调查员：那这个手术室做的话，是你建个手术室，我们派医生来做呀，还是你们

带医生来？ 

王某：你们最好是，你们派医生来。 

 

调查员：对。 

王某：你们派医生来，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我们带医生成本就很高了。 

 

调查员：那当然了。 

王某：你要在北京天津这边往那边带医生，那成本很高的。 

 

调查员：那是，是，嗯，对，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我们自己的人嘛，自

己取器官、移植器官，这就心里很踏实嘛。再是从这个医院来说，它技术发展各

方面都是也希望这样做，这是一个。那你现在是倾向于做，建立一个手术室呢？

还是在我们医院的手术室直接就做呢？ 

 

王某：呃，我觉得，在你们医院里直接做，那对我来说，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安全这块儿，你们要把控好，因为这个，在你们医院做的话，这个安全问题，

就是一个大问题，你看，如果万一出事，那出到你们医院里边了，你脱不了干系。 

 



调查员：对，所以这个问题…… 

王某：你如果放到外边的话呢，你还有的说，知道吧，还还有，我们还有缓。 

 

调查员：嗯，对。 

王某：嗯，你如果是说，觉得自己，你们能把控得了，没问题，所有科室的人

啊，或者是你们手术室的人，都是内部人，都是自己人，各方面都没问题，那

就放在医院里边做，这是最好的。 

 

调查员：对，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外边做个医院，这是地下的了，就

算出什么事，这有个说法，这是社会上一个黑市的这个买卖，或者非法行医啊，

这就可以给它化解了。 

  

王某：对…… 

 

调查员：到医院做呢，那医院就得承担这个风险。当然了，我们医院要做呢，我

们也想过，其实呢，你想，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呢，朝阳医院啊，包括浙大了，这

些其实都是在医院做，对吧？ 

 

王某：啊，对，对。他们呢，我给你讲，他们都是晚上做啊，或者是，那都得、

都得是自己人，做这种事情…… 

 

调查员：对…… 

王某：都要，都要…… 

 

调查员：噢，他们也是晚上做。 

 

王某：朝阳现在呢，对，朝阳现在的做法，我给你讲，朝阳现在是，供体是在

外面的，供体不在医院里边，他只有肝移植是在医院里，所以这供体都是在外

边，在外边手术室切了，切了之后拿过来。 

 

调查员：噢。但是那个，在外面切嘛，不就是外边建一个手术室，只是取供体就

是了嘛，取器官。 

 

王某：对。 

 

调查员：而且是在医院很近，对吧？离的很近。 

王某：嗯，对对对。 

 

调查员：这样的话，他就耽误时间少。嗯。 

王某：对。 

 

调查员：噢，他们都这样，那他们这个要是说有什么事了，他怎么解决啊，这个？

他们一般是怎么做？怎么说法？ 

 



王某：到目前，到目前为止，还没出过什么事儿。 

 

调查员：呵呵。 

王某：没出过事。 

 

调查员：哦，那他们…… 

王某：因为这个手术，你应该知道，这个手术，就前前后后这个手术，供体的这

个手术，前前后后，有 2个小时，足够、足够的。 

 

调查员：对。 

王某：很快。嗯，做的很快，你知道吧。做完之后，供体马上就转走，转到其它

地方住院去，而且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调查员：嗯。 

王某：一般不会出事。 

 

调查员：对，这是取器官嘛，取供体那是比较简单的。对，而且取了这个，医生

又不跟着走，那是另外一帮人做，移植是另外一帮人做。所以，送的人赶紧拿走，

就送走了。对吧？ 

 

王某：对。 

 

调查员：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虽然说现在，做到现在还没出什么事，但是一

般，你是应该了解的，他们这个，是这个风险，是有一种什么方案，他们怎么干，

总是要有一个应付的这个措施吧？  

 

王某：就找人吧，出了事情就找人吧，直接打招呼嘛，嗯，打个招呼就好了。 

 

调查员：给中央啊，这些相关的人。对吧？ 

 

王某：不不，这个，他这个就是相关的，你说，你是，一般你是哪儿的，哪过来

抓的人，直接打个招呼，完了就该，你就是这个罪躲不了，躲不了，那就判你

个重伤害，判你个重伤害，找个人出来担一下，找个人出来担一下，然后花点

钱，进去蹲个一年半载的就出来了。或者是仨月两月就出来了。啊。 

 

调查员：嗯，OK。那那怎么是，什么什么伤害？这个怎么说嘞？ 

王某：重伤害嘛，那你切了人家肾了嘛！他就是……呵呵呵。 

 

调查员：噢，这个…… 

王某：他就算，……你如果说往刑法上算的话呢，就是只能这么算，那如果他深

究你，那你是买卖人体器官，那你深究，那就两说了，你知道吗。都是，大家都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他拿不到证据，有的时候。而且，我们这块儿是这样

的，我们一定要保医院的，知道吧。我们为什么要保医院呢？因为只要我们说出

来之后，那大家都是罪过更大，我们罪过更大，我们还不如不说呢！就把医院保



了，你知道吗，把医院保下来呢，那你们在外围还能帮我们运作，以后就算你们

不帮我们运作，我们出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合作。 

 

调查员：对。 

王某：知道吗。 

 

调查员：嗯，这个、这个应该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说穿了啊，这个

事情是官方做的，但是官方公开不敢去承担这事（王某：肯定不能承担），这是

因为有个国际舆论、社会舆论的问题嘛。所以说这个…… 

 

王某：对，人权问题。 

 

 

调查员：对呀，这个还有，你像，咱们说，说那个什么一点吧，我看你也很直爽

了，其实这个事这么多年了，最初是江泽民、江主席，发起做这个事情嘛，对吧？ 

 

这不周永康那些，那一条线吗？政法委弄的嘛。把那些人抓起来了，把这些人，

给他用这种方式解决了， 就法轮功这个事嘛。到现在呢，当然这个换届了，情

况不同。但是呢，这件事情还在运作着，这么多年这个政策，其实这是关系到整

个大的政策的问题了。对吧？ 

 

王某：对。这个东西啊，我自己感觉哈，就是，他就像什么似的呢，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皇上似的，国家也管，也不是说不管，也管，但是就是明面上管，知道

吗？ 

 

调查员：对呀，其实当初，我是知道啊，咱们其实也知道。当初是抓了一大批，

因为那时候（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报姓名嘛，抓了很多人，抓了很多人，也没法

去遣返，也就无法处理，这些人就这样做了，但是后来呢，这么多年来，这些人

慢慢年纪大了，他不可能老做原来的人，这后边肯定还是有一些，不断的抓一些

人，哎，处理一些。但这件事情换届了，这个政策呢，它还在那延续着，它不能

拿到桌面上来，对不对，但是呢，事情还在做着，所以说他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对不对？ 

 

王某：对，这个、这个一直是这样。 

 

调查员：嗯，但是问题是这样，作为我们具体做的人来讲，作为你具体做的人来

讲，你得有一个化解风险的方法，对不对，你真的是给他撞到面上了，那就给你

认真一下，对吧？呵呵，但是他又不敢太认真，因为你这个事太认真，你说现在，

好，你说你做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器官，他要真的抓到面上来，这就会揭起

整个这个事情，他也不敢。 

 

王某：对对。 

 

调查员：因为你揭起整个的事情，你影响政局的，啊，你这个事把前面的都得揭



出来，那从江泽民那时候下命令，做法轮功学员器官，到周永康，然后你还有胡

锦涛这一届，现在习近平这一届，都延续到现在了，你说做了多少了？那你肯定

很多了，很多了，你这个事情影响整个国家的问题了。所以，我就想…… 

 

王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啊，在大概在 12、13 年左

右吧，就前后这几年吧，在国际上，在联合国那个有一个小的国家，也是其他

国家指使的吧，就告过我们中国，知道吧，当时告过我们中国，闹过一次这个

事，知道吗，就是用这个，当时没说法轮功（学员），当时说是用这个死刑犯的

那个器官，就人权问题吧，但是我们国家呢，当时给化解了这个事，知道吗？ 

 

调查员：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我更清楚一点，这个呢，国际上是 2006 年，苏家

屯有个护士出来，就揭露了这个事，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咱们国家嘞，是

把死刑犯拿出来，给化解了。原来死囚犯也不能公开的，死刑犯有规定是可以做，

但是呢，是内部掌握的，不公开的。到 06年的时候，人家把这个法轮功（学员）

这个做器官移植，活摘器官这个事弄出来了，每年呢，又公开发表那么多，做了

那么多器官移植，你的器官来源又没有一个明朗的来源，无法交代呀，那怎么办

呢？就把死刑犯拿出来，说我们是系统的做死刑犯，这是黄洁夫在国际上说的，

知道吧。 

 

王某：噢，是这么回事儿啊。 

 

调查员：哎，这样的，这样呢，就用那死刑犯把法轮功（学员）这个事情给掩

盖了。掩盖了，好，国际上一听这对，这个政府有可能的，对吧。呵，那死刑犯

你也不人道啊，但是毕竟和做法轮功（学员）这不一样了，这个事就化解，化解

了，就又下去了。但是你时间长了，年年都是死刑犯，人家国际上又开始谴责了，

你这个不人道，全世界都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好，从 2010 年开始，就咱们不是

将讲这个试点吗？噢，这个人体捐献，公民捐献，2015 年 1 月 1 号，国家公布

全部用公民捐献，死刑犯也不能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你这里地下，他们都不公

开说呢？就是因为这原因，哎，为什么说不能做司法的嘞？ 

 

其实过去做的司法，绝大多数也是法轮功（学员）的，现在做的也是法轮功（学

员）的，过去做的呢，做法轮功（学员）的呢，是以司法，死囚犯给他充了。

现在做的呢？是用这个捐献器官在充。捐献器官你也不能有公开的、明确的来

源，你也不能公布，所以大家都不公布，这国家统一弄，这也就查不出来，是

不是这样啊？  

 

王某：是，是，对。 

 

调查员：因为国内嘛，咱们这个很多外边的情况咱也不知道啊，对吧，咱也就不

知道。 

王某：对，对。 

 

调查员：国家统一做着嘛。其实你直接做着，你想想你这些人，你就最清楚了，

这些人什么人你最清楚了，都是法轮功（学员），哎，但是你还不能乱说，是不



是嘛？哎你说出来…… 

 

王某：咳。 

  

调查员：行，那现在，哎，那现在我再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人啊，那你这些

人来源，这肯定和警方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需要，还要

给他们一些分成啊什么这样…… 

王先生：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太清。 

 

调查员：这些器官来源这些人啊，那肯定是在警察呀，官方这些，警察转过来

的嘛。转一些呢，那给他们还得要提成一些嘛，对吧？  

王某：嗯嗯，对。 

 

调查员：那这些人就是来了，就是这些人动不动警方呢？警察嘞？这些人。 

王某：不动，我们都、我们都要、都要那个地下操作。 

 

调查员：这样子啊。 

王某：啊。 

 

调查员：那好啊，那行，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大体上就清楚了。啊，还有，就是

这样的话啊，还有一个啊，我还得问一下，一般你们跟朝阳啊，武警啊，咱们也

就延续他们的方式吧？他们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这边也怎么样，啊，一开始我们

先试着来，你比如说提供一个肾，啊，一个肝，大概是怎么一个，怎么一个价？

怎么一个分成啊？怎么个价格啊？ 

 

王某：价格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说，你们自己院，医院里边的患者，你们自己的

患者，那就一个肾源就是 20 万。 

 

调查员：嗯。 

王某：嗯。然后这个肝源这块儿呢，咋说呢？肝源这块儿，我建议咱们还是先做

肾，然后做完肾之后，我们先合作个 2台 3台之后，我们再去聊这个肝源。因为

肝源这个这个这个，你知道这个手术比较大呢，（调查员：对）。你后期也涉及、

也涉及很多事情，你涉及到患者这块儿。肾，没问题，你手术失败了，大不了肾，

把这个新装的肾摘掉，他继续透析。你肝源，这个肝病患者很容易下不来手术台。 

 

调查员：这个不要紧张，因为这个啊，做手术前家属都是要签字的，这个是风险，

正常的风险，任何手术，手术前都要签字，要说好的，像这样的手术…… 

 

王某：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

是说最好的一个做法，我给你讲啊，你想办法让病人，想办法让病人来找我们，

你不要直接跟病人，或者是说，你、你想、你想把这个责任、把这个责任拿掉，

去掉的话，那就让病人来找我们，知道吗。然后我们来想办法，那这样中间跟你

们没关系。 

 



调查员：哎，对，你这就很好。 

 

王某：哎，你比如说朝阳是这样的，病人来了之后，主任要一本正经地跟他讲，

啊，你这个手术怎么怎么的，怎么怎么的，啊，但是我们没有肾源呀，我没有

肾源，让患者，我们会跟患者讲，我们会告诉患者说，你就跟主任讲，我有肾源，

我有办法，我有关系，我能弄得到。那主任说，哎，那可以，那你自己去弄，你

肾源你能弄得来那就行，我就给你做手术，那这样的话，就算手术不成功，或者

是出什么问题，患者，我们就把患者拴到里边了，知道吗。嗯，你如果是你医院，

直接跟患者来的话，万一出什么问题，追查下去的话，他是，他肯定要作证。你

做好了可以，你要做不好了，他肯定要找你麻烦。 

 

调查员：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这个事儿，嗯，我知道。嗯，很好。这样

的话就是说，那通过，那就是通过、那个主任，就直接给他说，说叫他去找你们

吗？还是通过别的人告诉病人？ 

 

王某：哎，你最好是通过别的人告诉，或者是说，给个电话啊，或者说怎么样都

行。 

 

调查员：对。 

王某：反正你、你们主要问题就是什么呢？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撇清。 

 

调查员：嗯，对对对。嗯，我明白。我明白你们这个、这个操作方式了。这样的

话，病人自己找的肾源、肝源，那么我们给他了做了手术，啊，这个病人自己找

的肾源、肝源，医院给他做了手术啊，那么手术的成功与否是医院的责任，啊，

这个器官来源的责任那是病人自己找的了，那他自己得承担风险。 

 

王某：对对对。 

  

调查员：这样的话就更，那当然了，这个风险化解就更好一些。 

王某：更安全，对。 

 

调查员：嗯，对，我明白你们这个操作方式，很好，行。不过呢，我们这边倒是

想法啊，当然了，先从肾开始可以，但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肝肾一起来，因为

他们对这个肾啊，觉得很简单，这个从技术上来讲，不算什么，那么对打开医院

闯牌子，这个提高声誉上，肾呢，也不是太怎么样，但是肝呢，这个就比较比较

好一些。 

 

王某：技术难度高嘛。 

 

调查员：难度高而且还有联合移植呢，那就更好一点了，是这样，他们做这个事

情，你知道吧，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为了提高医院的知名度，啊，当然也有经

济收入这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从医生参与的角度来讲，是两方面，一个是他

的知名度，他这个写文章啊，第二个呢，他就是经济，哎，医生经济要看重的多

一点，但是医院呢，就是知名度偏重的多一点。所以肾来讲…… 



 

王某：我懂。 

 

调查员：你说人家同行来提起，你能做个肾移植，那算个什么，对吧。 

 

王某：呃，对对对对。那这样，我们这样开展，就是前期因为咱们现在只是电话

里边就是聊一下，那前期呢，我的意思是，你最好年前如果能准备 2台手术，那

我们先做 2台在你们医院，先做 2台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来做了。 

 

调查员：嗯，好。行，我们先商量一下，商量一下，这病人也有嘛，那要安排也

很快，然后我再给你打个回向……好。 

 

王某：好好好好好好…… 

 

调查员：行行行，那就这样……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