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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多世紀以前，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才震驚的發現，猶太

人在納粹德國佔領區內遭到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至少 600 萬歐洲猶

太人被有計劃的消滅在集中營。自此之後，為了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

演，國際社會對種族滅絕大屠殺發出了“NEVER AGAIN”的莊嚴誓言。 
 
 
不幸的是，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一場更加令人髮指的滅絕暴行在地

球的另一端--中國發生。它直接迫害了千千萬萬無辜的中國民眾，更

多的人則時刻生活在無助與恐怖之中。同時，這場迫害直接和間接地

影響到國際社會。然而，在嚴密的資訊封鎖、謊言掩蓋和利益的誘惑

下，外界無法知道迫害真相。 
 
 
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員，信守“NEVER AGAIN”的諾言是我們義不容辭

的責任，2003 年 1 月 20 日成立了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

追查國際 WOIPFG），凝聚和協調全球正義力量，徹底追查迫害法輪

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關的機構、組織和個人，無論天涯海角，無論時

日長短，必將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現公道，匡扶人間正義，這就是

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我們永不放棄。 
 
 
追查國際通過北美、歐洲、澳洲和亞洲，以及在中國境內冒著生命危

險的義務調查員的艱苦努力，在過去十七年的時間裡，為社會和受害

者提供了多方面的服務。截至 2019 年 6 月，追查國際已完成並公佈了

338 篇各類調查報告，約 880 多萬字，其中包括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

員器官的調查報告 80 篇。 
 
 
本書呈現的是對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部份調查報告，包括

2015-2018 年最新活摘現狀的调查報告。詳細內容和錄音下載請直接

浏覽追查國際網站（https://www.zhuichaguoji.org/）。 
  
 
從報告中您可以看到，以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權是如

何對法輪功學員實行 “群體滅絕”政策的。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權

動用了整個國家機器，包括黨、政、軍、武警和司法系統。在和平年

代，在全國範圍，活摘器官殺害國民，同時牟取暴利！這是人類有史

以來從沒有過的邪惡。通過比較您也會看到，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



太民族進行屠殺滅絕所施用的手段和方式，已被中共用於這群和平理

性、重德向善的無辜法輪功學員。例如：  
  
 
―建立以迫害為目的的恐怖機構：從“蓋世太保”到“610 辦公室” 
―用栽贓陷害為鎮壓找藉口：從 “國會縱火案”到“天安門自焚案”  
―滅絕人性的酷刑和奴役：從“納粹集中營”到“中國勞教所” 
―肉體和精神雙重滅絕：從“毒氣室”到“洗腦转化”、“活摘器官” 
…… 
  
 
調查報告清楚表明，江澤民通過謊言欺騙、煽動仇恨和威逼利誘等手

段，迫使大部份中國人認同甚至參與對法輪功的迫害，把這場完全基

於江澤民個人意志而發動的對中國社會主流大眾的迫害變成了一種全

民運動，而對法輪功學員所信仰的“真、善、忍”的攻擊和打壓更使中

國人民陷入並正在經歷著毀滅性的精神浩劫。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這場迫害不僅發生在中國，它已經延伸至世界各

地。中共通過政治壓力、經濟利益和文化外交等手段，脅迫一些國家

放棄正義良知，漠視和放任這場滅絕性迫害。人類文明所賴以存在的

道德和良知面臨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挑戰。對中共政權迫害法輪功暴行

的態度構成了對每個人道德和良知的根本考驗，姑息和沉默將被歷史

視為是這場迫害的同謀。 
  
 
值得欣慰的是，在追查過程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中國政府各級官

員和普通大眾已表示出對這場迫害的厭惡和抵制，我們得到了國內來

自各界正義人士的多方面的支持。在國際上，不僅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站出來譴責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滅絕性迫害，更有些國家和國際組織

已經或正在尋求與本組織合作，對發動和積極參與這場迫害的罪犯進

行制裁。 
  
 
我們期盼，本報告能使您以及社會大眾對這場迫害有全面和深刻的瞭

解，認識到譴責制止和全面追究這場迫害對中國人乃至全人類的重大

意義。當歷史翻過這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希望我們都能無愧

的說： 
 
 
我站在了正義的一邊！我做了我應該做的！ 



追查國際簡介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WOIPFG），2003年 1月 20日成
立，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在歐洲、澳洲、亞洲和加拿大設有分部。 
 
追查國際的宗旨 ：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關的機構、組織和個人，無
論天涯海角，無論時日長短，必將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現公道，匡扶人間正義。 
 
追查國際的追查原則：誰犯罪誰承擔、集體組織犯罪個人承擔、教唆迫害與直接迫

害同罪。根據這一原則，所有在組織、單位、系統名義下所犯的罪行最終將落實到

個人承擔，從根本上清除國家犯罪的基礎，從而充分體現司法的公正，維護人類的

道德、良知。所有責任人將被徹底追查並繩之以法。 

追查國際之所以成立，是鑒於，自 1999年 7月開始，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利用整個
國家機器，對法輪功修煉者實施了全國性的群體滅絕迫害。而且，中共又將迫害延

伸至海外，通過在海外對法輪功的詆毀和造謠，欺騙了幾十億人。實際上這是一場

對全人類的迫害。而中國現有的司法系統是奴屬於中共獨裁暴政的組成部份，不可

能對這場迫害進行調查並予以制止。為了在全世界揭露迫害的罪行並協助未來的法

庭審判， 追查國際因此而成立。 

对纳粹种族灭绝屠杀的审判及其相应的最主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是在第三帝国灭亡

以后才开始的，这对证据的收集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也完全没有起到在当时制止

屠杀的作用；对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带来的重大灾难的清算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

程度；有的在共产党倒台十多年以后才真正开始，有的还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

中共历次运动整死数千万民众，却从来就没有被追究过责任，致使迫害者一次比一

次残暴、疯狂而肆无忌惮。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在中共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龐大的極權恐怖

集團還擁有獨裁政權的情況下，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被迫害者就系統的追查和收

集了大量的證據，並啟動了相應的針對迫害者個人的司法正義的行動，有效的震懾

了迫害者。追查國際有幸發起和參與了這項活動。 
 
追查國際為社會和受害者提供的服務 
 
一、追查名單：涉嫌犯罪責任人：88, 483，責任單位：26, 117 
 
追查國際的追查名單，於 2004年 12月 9日首次發佈以來，共發佈了十三批。截至
2020年 6月 29日，因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被追查國際立案追查取證的名單總計：
責任單位 26, 117個，責任人 88, 483人。其中“610” 系統 11,682人， 政法委 15,709
人；涉嫌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器官的醫生 9519 人， 醫療單位 891個。 
 



 
二、系統調查：發表了 437篇報告（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 
追查國際完成了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系統性調查。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共發表
了針對中共黨、政、軍、司法、宣傳、教育、文化、海外滲透等各個領域的 437篇
調查報告，約 910多萬字。 
 
调查项目和调查报告包括： 
 
1、天安門廣場自焚偽案的調查報告 
2、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 
3、中共強制法輪功學員生產奴工產品的調查報告 
4、中共利用國有資產和外來資金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5、中共全方位向國際社會輸出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海外滲透） 
6、中共政法委員會操控司法系統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7、 “610辦公室” 系統參與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8、中共喉舌媒體參與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9、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洗腦迫害的調查報告 
10、精神病院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調查報告 
11、 “中共反邪教協會” 參與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12、重大迫害個案的調查報告 
13、中共利用高科技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14、中共各部委參與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 
15、對各地勞教所的調查報告 
16、中共打擊海外獨立媒體的調查報告 
17、中共干擾神韻藝術團全球巡迴演出的調查報告 
18、中共迫害正義人士的調查報告 
19、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主犯的調查報告 
20、各地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調查 
21、電影、視頻 
22、追查國際調查報告集 
 
三、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十多年來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系列調查報告共計
80篇，查獲涉嫌參與活摘器官的有 891家醫院、9519名移植醫生。 

上萬通電話調查，包括對 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名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
員、國防部長、前軍方總後勤部衛生部長的調查；對全國 41家醫院的 45个移植科
主任、醫生的調查等。截至 2020年 1月，公開發表了 630個調查錄音證據，2000
多個資料證據。等等。 
 
調查結論：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江澤民直接下令發起的中共國家群體滅絕罪、反



人類犯罪。中國各地存在著納粹集中營式器官活人供體庫。中共活摘器官屠殺法輪

功學員數量巨大，至今還在繼續。 
 

四、為社會和受害者的營救發佈 6943篇追查通告（截至 2019年 3月 1日） 
 
每日持續對嚴重迫害個案調查，並發佈追查通告。通告發到作案罪犯本人、工作單

位、上級單位和當地的民眾，並在相關人群中進行了相應的查證。而且，按司法程

式，採用電話、傳真、公函核查跟進。 

五、為社會和受害者提供全球監視追蹤系統 
 
由追查國際協調多個人權團體和個人建立的“全球監視追蹤系統”，分佈於 110多個
國家近 500個城市的網路系統，有效地監視、追蹤定位在中國大陸參與迫害法輪功
的中共各級黨政官員，尤其是那些涉嫌部署、抓捕、洗腦、虐待、酷刑和謀殺法輪

功學員的兇手，和直接參與資訊封鎖、輿論煽動、非法判刑的責任人。有力地幫助

了受害人，在罪犯出國期間及時對其採取法律行動。 
 
曾成功的對輿論界打手原武漢電視臺台長趙致真赴美國探親之際將其準確定位，直

接將法庭文書送達其在美國停留時的住所。當原中科院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組

長郭傳傑、原吉林省委副書記 610頭目林炎志、廣東省勞教局局長施洪輝出國訪問
時，一進入海外就對其成功定位、起訴和送達法律文書，為最終法庭缺席判決有罪

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全球監視追蹤系統還負責追蹤收集涉嫌迫害法輪功主要罪犯，在海外的

資產和家人逃匿的分佈情況，以備用於將來經濟凍結賠賞和對其家人協同犯罪的全

面清算，給邪惡以全方位震懾，讓邪惡無路可逃！ 
 
六、協助受害者司法起訴 
 
完成了對多個直接參與發起、策劃、推動、指揮迫害個人的調查。根據這些調查所

收集的證據，協助受害人和法律組在世界範圍對參與迫害的包括江澤民、羅幹、曾

慶紅、劉京、薄熙來等，中共高官的多起司法起訴，使參與迫害的中共黨政高官包

括江在內，出訪期間不敢公開走正門。如，甘肅省委書記蘇榮，面對在贊比亞的法

輪功學員對他的起訴不敢出庭接受法庭調查，而選擇了以非正式方式從其他國家繞

道悄悄逃回中國。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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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輪功？ 
 
 
法輪功也稱為法輪大法，是根植於中國古老傳統的一種修煉方法，由李洪志先生於

1992年在中國長春向公眾傳出。 
 
 
法輪功主要包括兩部份：指導原理和動作練習。人們發現這是一種平和、寧靜且有

助於自身改善的功法，便自發在戶外公園裡練習。通過人口相傳，習者日眾。許多

練習者不久發現，當他們按照《法輪功》和《轉法輪》（注：法輪功指導原理部份

最重要的兩本書）所教導的 “真善忍”原則去處理每日所遇事情的時候，不僅他們
個人的身體和精神狀況明顯改善，甚至與家人與同事及與周圍人的關係也變的越來

越和諧。他們把這稱為“修煉” ，而修煉法輪功的人則自稱“學員”或“修煉者”。 
 
 
事實上，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聽說了法輪功，並開始修煉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注意

到了這一功法對健康的益處。《美國新聞和世界通訊》雜誌在 1999年二月號中就
引用了中國國家體育委員會一位高級官員對法輪功的評價：一億人修煉法輪功，每

年可為國家節省幾十億元的醫療費用。 
 
 
法輪功對改善健康的有效性和其注重提升道德的原理，使他在世界各地得以迅速傳

播。據估計，至今在 100多個國家有超過一億人修煉法輪功，在其修煉者中幾乎可
以看到任何年齡、任何膚色和任何種族的人。《轉法輪》等主要著作已被譯成 40
多種文字在世界發行。在北美、歐洲、澳州和亞洲的主要城市和大學裡都有法輪功

修煉團體。 
 
 
在三千多封來自各國政府和要員對法輪功的褒獎函中，加拿大總督伍冰枝對法輪功

的描述最為貼切：“法輪佛法修煉者們努力完善自己的身心。他們希望與宇宙共
生，體驗內心的寧靜。他們的修煉遠非只是掌握一些技能，而是為了人的提高和昇

華。他們修煉達到內心祥和並與宇宙的意志協調，從而與人為善，有利於創造一個

更開放、更寬容的社會。” 
 
 
詳情請參考 www.falundaf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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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宣佈成立“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該辦公室又因成立日期而被稱為“中央610辦公室”

。中央610辦公室以“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之名於2001年2月26日首次公開露面。2003年，“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改名為“

中共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也相應改為“ 中共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

繼續掛牌“國務院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序列，同時保留“中央610辦公室”的名稱。2018年3月21日發布的中共中央《深

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職責劃歸中央政法委員會、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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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國家犯罪現狀調查綜述 
 

調查時間 2015-2020  

 

前言 

2015 年中共宣稱停用死刑犯器官，完全轉向公民自願捐獻器官。然而，追查國際（WOIPFG）
1 對中國大陸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院、醫生，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機構和醫院

OPO 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人體器官获取组织）持續追蹤電話調查，獲取

了很多重要證據和大量證據線索。結果顯示，中共是在“公民自願捐獻器官”的幌子下，

一直在進行著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國家群體滅絕犯罪！2 3 

2015 年 2 月至 2020 年 1 月，追查國際對分佈在大陸 23 個省、5 個自治區、4 個直轄市的

32 個省級行政區的數百家醫院和數十個器官捐獻機構做了數千例的電話調查，並先後發表

了 8 篇《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電話調查報告》4、和《北京市紅十字會

至今未開展人體器官捐獻的調查報告》5、《中國再度出現肝移植免費促銷！》6、《追查國

際：活摘現場目擊者的更多證詞》7等相關調查報告；公布了 581 個電話調查錄音證據。本

報告包含 246 個錄音證據（因為報告篇幅有限和保護當事人等原因，報告只呈現了錄音的

部份內容，如需要更多更詳細的內容請查閱以往發表的報告，或與本組織聯繫索取。）其

中，2015 年至 2018 年錄音證據有 22 家移植醫院（移植中心）的 26 位院長、主任、醫生

和 1 個“610 辦公室”的官員共 27 人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此外，2019 年还发表了

200 個调查錄音證據，由於篇幅所限不包括在本書內，以專題报告另行發表（《2019 年追

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其中，對中國器官移植醫院（器官移植中心）調查錄音證據包括 2015 年調查 7 個省，11
家醫院；2016 年調查 17 個省，33 家醫院；2017 年調查 28 個省，103 家醫院；2018 年調

查 16 省，40 家醫院。2019 年調查了 180 多家醫院。（附表 1. 全國各省、直轄市衛計委指

定肝腎移植醫院、移植中心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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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5-2018 年中國移植醫院調查電話錄音證據數量分佈圖 
（調查取證的時間、數量、涵蓋省市等情況概述，詳見附表 2.） 

 

被調查對象主要是 178 家有器官移植資質的三甲醫院的院長、移植科（移植中心）主任、

醫生、護士，和省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機構負責人、工作人員及醫院 OPO 組織成員。不同

角度的調查，真實的反映了 2015 年以來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現狀。 

 
調查結果顯示 
 
中共一直在進行著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國家群體滅絕犯罪！ 

中國仍然存在活人器官供體庫；醫院移植量逐年增長；器官供體普遍充足；等待時間不但

短而且穩定；仍然存在大量急診移植和綠色通道；再次出現免費移植促銷；紅十字會捐獻

器官仍舊很少，捐獻的器官數量遠低於移植量，其中北京市紅十字會至今未開展人體器官

捐獻；器官來源完全不透明；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不但仍在繼續，而且“活摘”
罪惡正向全社會蔓延。調查還發現，中共主動張揚的器官黑市，不仅是中共用來掩蓋活摘

器官罪惡的骗局，而且是其運作活人器官庫的另一種方式。 
 
自 2006 年 3 月 9 日開始，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國家群體滅絕犯罪經歷了十

多年的持續調查，截至 2020 年 1 月，公開發表了 630 個調查錄音證據，2000 多個資料證

據。其中，直接指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錄音證據 58 個。 



3	

	

2006 年以來，在追查國際的調查錄音記錄中，共有 58 人指證或承認中共在使用法輪功學

員器官。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張高麗，國防部長梁光烈，軍方總後勤部

衛生部部長白書忠，商務部長薄熙來，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週本順，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副主

任魏建榮，遼寧省政法委副書記唐俊傑，遼寧省錦州市中級法院刑庭警察，中央政法委李

姓官員，遼寧省錦州市活摘現場持槍警衛，黑龍江省牡丹江市“610 辦公室” 綜合科科長

朱家濱，天津薊縣 610 辦公室主任，41 家醫院的 45 位移植科主任、醫生。其中，2015 年

後有 26 人。大量證據證明，中共一直在進行著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國家犯罪！ 

資料存檔開放說明： 

為方便讀者深入研究，本組織把報告所引用證據的相關網頁、醫生論文、報告等資料來源，

以追查國際存檔連結的方式全部在章節附註（References）予以公布，直接呈現原始證據實

況圖片，供讀者查詢證據出處，可直接下載網頁備份和論文文本等，彌補因中共網路的侵

擾和對器官移植資訊系統的篡改或刪除，造成的原始資料缺失。调查錄音、錄影可直接到

追查國際網站下載。 
（中文：https://www.zhuichaguoji.org/ , 英文： http://www.upholdjustice.org/） 

 
目錄 

第一章 中共一直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一、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月对中共解放军西京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 

二、2018 年，13 家醫院 10 人次承認，6 人不否認，1 人否認還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1、10 人承認還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2、5 人不否認還在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3、1 人否認還在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三、2017 年 5 家醫院承認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四、2016 年 4個單位承認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五、2015 年 4 家醫院承認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六、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院舉例：“杭州樹蘭醫院” 

第二章 證據顯示活人供體器官庫仍然存在 

一、急診移植普遍存在 

二、器官供體可挑選年輕的好的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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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待時間超短 

1、當天找到肝源的案例和其他等待時間短的官方報導舉例 

2、器官移植等待時間資料統計 

四、供體充足 

五、供體過剩，中國再度出現肝移植免費促銷 

第三章 2015 年後全國實際器官移植量（以肝腎為例）在逐年上漲 

一、全國大部分醫院報出的移植量在上漲 

二、從沈中陽主持的兩家移植機構看實際移植量 

1、天津第一中心醫院 

2、武警北京總醫院 

第四章 各地的“腦死亡中心”與“活摘” 

一、“腦死亡中心” 

1、第一次出現 “源頭” 說法 

2、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有 “腦死亡中心” 

二、大量熱缺血時間為 0 分钟的中國 DCD 捐獻器官涉嫌活摘器官 

三、新一代的腦幹撞擊機 

第五章 醫院自稱捐獻器官來歷不明 

一、醫護人員自述器官來源，“自有管道”、“不方便說”等等 

二、器官分配的國家官網 “都是騙人的！” 

三、器官捐獻機構和移植醫院倒賣器官 

第六章器官捐獻的所謂“中國模式”是謊言 

一、中共官方公布的全國捐獻資料 

二、從中國器官捐獻登記人數看，無法解釋中國器官移植量 

三、可疑的中國死亡捐獻器官的人均捐獻率和利用率 

四、紅十字會捐獻器官仍舊很少醫院移植量巨大 

1、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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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市 

3、上海市 

4、廣東省 

5、浙江省 

6、河南省 

7、河北省 

8、山東省 

9、 湖南省 

10、湖北省 

11、江西省 

12、雲南省 

13、四川省 

14、深圳 

15、新疆 

16、貴州 

17、內蒙古 

表 9. 全國各省、直轄市衛計委指定肝腎移植醫院、移植中心的數量 

第七章 各省市實際捐獻量遠低於官方公布量更低於移植量 

一、北京市 

二、天津市 

三、上海市 

四、浙江省 

五、江蘇省 

六、江西省 

七、廣東省 

八、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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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福建省 

十、海南省 

十一、安徽省 

十二、黑龍江 

十三、遼寧省 

十四、 山東省 

十五、河北省 

十六、河南省 

十七、山西省 

十八、四川省 

十九、雲南省 

二十、貴州省 

二十一、甘肅省 

二十二、內蒙古 

二十三、新疆 

第八章 中共器官黑市掩蓋活摘器官 

一、輿論引導關注黑市器官交易 

二、黑市器官供體人是警方幕後轉來，器官賣買移植在地下操作 

三、製造假手續 

四、隱瞞器官移植量，掩蓋系統殺人的規模 

五、器官捐獻造假 

六、匡騙患者掩蓋器官來源真相化解風險 

七、黑市器官源頭與醫院的器官源頭是一回事 

八、錄音舉例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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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全國各省、直轄市衛計委指定肝腎移植醫院、移植中心的數量 

附表 2. 2015 至 2018 年中國移植醫院電話調查函蓋省市次數統計表 

附表 3. 2015 至 2018 年 23 家醫院 17 家承認，6 家不否認用法輪功學員器官證據統計表 

附表 4. 供體豐富器官找病人案例統計表 

附表 5-1. 2015 至 2018 年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電話調查省份、醫院、錄音統計表 

附表 5-2. 2015 至 2018 年對 48 家醫院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電話調查統計表 

附表 6. 2015 至 2018 年對中國紅十字會電話調查統計表 

 
 
 
第一章 中共一直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自 2006 年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黑幕曝光後，追查國際一直對此在追蹤調查，大量證據

證實，中共一直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僅 2015 年以來，追查國際以“還在用法輪功學員

器官”為問題的電話調查中，就有 22 家醫院的 26 個移植科主任、医生和 1 個“610 辦公室”
的官員，共 27 人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一、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对中共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醫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調查 

2019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追查國際對追查國際對中共空軍軍醫大學（原第

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腎移植科醫生李國偉跟踪調查，通過多個角度，逐步深入，調

查取證，獲得 5個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調查電話錄音。再次證實：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罪行並沒有停止，仍在繼續。 

特別是 2020 年 1 月 13 日的調查，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深層內幕，曝光了中

共長期以來用死囚犯器官和紅十字會公民捐獻等謊言，掩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調查對象直白地承認了：實際用的是法輪功學員的供體器官，而公開官方、表面上講的是

優質的年輕的，沒有原發病的器官。李國偉還聲稱，只要你們膽大，有這個供體（法輪功

學員）的時候，你們只要敢看，我可以把你領到床頭讓你看一下，讓你能夠親眼看到這個

人就是二十來歲。 

後，調查員以追查國際的身份嚴正告誡其所犯的是反人類罪，將面臨著可悲的下場。並

勸其棄暗投明，配合調查，立功贖罪。他卻回之以，“中國就是一黨制，你不用跟我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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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由此，也反映了中共洗腦控制的邪惡程度，把人變成了魔鬼，把禮儀之邦的中國變

成了地獄。 

（調查現場錄像：請掃描附表？二維碼列表#?） 

調查錄音 1 

調查日期：2019-12-26，紐約時間：8：42AM（+86-15929931212） 

（錄音和文本：請掃描附表 7 二維碼列表#?） 

(錄音 1.下載：MP3，文稿下載：pdf1） 

 

內容提要： 

調查員以病患家屬想換腎為名，對中共空軍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腎移植科醫生李國偉調

查取證。 

1. 當要求李提供法輪功供體時，李說：我們也願意用！以前國家允許用，可以用死刑犯人

的腎嘛，那種供體確實很好，我們自己做完手術之後，我們都知道那種供體效果確實很好。

2. 當問供體來源時，李說：現在大部分人都是不願意捐的，現在願意捐的人越來越少。家

屬要不同意的話，你即使有那個同意書你一樣捐不了；紅十字會那個所謂的分配，……有

時就是官員的一句話！ 

3. 問到換腎的價錢，李說：陝西的那個腎源是 便宜的，它應該是 10 萬塊錢。天津移植

中心已經問過了，光一個腎源現金就要 35 萬。 

 

調查錄音 2 

調查日期：2020-01-10，紐約時間：12：58（+86-15929931212） 

（錄音和文本：請掃描附表 7 二維碼列表#?） 

(錄音 4.下載：MP3，文稿下載：pdf2） 

內容提要： 

另一位調查員以患者親屬身份，繼續调查李國偉。 

1. 你如果說能幫這個忙，現金一次我就帶過來了。李：我給你找這個東西（法輪功供體）

沒問題！因為我就是在這個科，所以說對我而言，相對而言好辦。 

2. 當說到供體質量時，李：我能知道什麼他到底多大年齡，他有沒有什麼原發病，好與不

好，這些我都能知道，但是你們是無權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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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到器官來源，李：因為競爭也很激烈的，根本就不是像大家說的什麼紅十字會，什麼

官方篩的，篩到誰就是誰，根本不是那麼個說法！我不講你們可能估計也了解了。調查員

說紅十字會其實是個幌子！李：對對，官方給個說法。 

4. 調查員說，法輪功供體是有一定渠道的，也不是說絕對不行。李：這個，說實話，不太

好說！實話不太好說（笑）。暫時現在反正明文規定是不允許。 

5. 調查員：你要說實話，你真能找到這個東西（法輪功供體）？李：肯定能給你找吶，找

是肯定能找來了，就是，無非你多花點錢，我能找來。調查員：就是韓梅跟你說到那種，

你肯定可以找到對不對？李：嗯，對，是。 ……哦，我明白你說的那種。 

調查錄音 3 

調查日期：2020-01-11，紐約時間 7：32AM（+86-15929931212） 

（錄音和文本：請掃描附表 7 二維碼列表#?） 

 (錄音 4.下載：MP3，文稿下載：pdf3） 

內容提要： 

1. 調查員：我們決定帶病人一塊過來，我先帶一百萬（人民币，下同）給你，是叫你去公

關安排這個器官的。李：呃，我明白！調查員：手術完成以後，再拿一百是給你的酬勞費，

其次醫院那個住院啊治療啊那些費用啊，我直接和醫院結算交付。啊，如果是還有其它的

費用啊，你儘管跟我講。李：我明白了（笑）。 

2. 李：三十歲以下，沒有原發病。咱要是，相當於說是 強的咱就是靠到三十歲。咱說的

是三十歲，如果運氣好的話有可能還碰到一個二十來歲的，這個有可能碰到二十歲以內的， 

十五到二十歲之間的，這都有可能啦！ 

3. 調查員：像法輪功這種，有些也會有器官問題，說給他們打得很厲害，叫他要轉化，要

寫保證，有些人就不寫保證，絕食、灌食，就搞的器官很衰竭。李：我知道你說的這個意

思，只要你們膽大，我可以把你領到床頭讓你看一下，等會兒取的時候，就是取的時候你

肯定看不到，因為取的時候我們在手術室取了！ ……就是我到時候可以讓你看一下，讓你

能夠親眼看到這個人就是二十來歲。 ……就怕你膽小不敢看，只要你敢看，你可以。 

4. 調查員：這個供體也是在醫院取器官？李：對，在醫院取。調查員：取了之後馬上就接

上去了？李：對。供體只要取了之後啊，因為到時候要修的話… 所有的東西全部在醫院，

不會是在外頭，什麼小診所哪，啥的，現在不這樣。所有的手術治療都是在西京醫院裡完

成，不會把你攆到外頭別墅啥的，都不會。以前確實有。 

 

調查錄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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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期：2020-01-13，紐約時間：9：15AM（+86-15929931212） 

（錄音和文本：請掃描附表 7 二維碼列表#?） 

(錄音 4.下載：MP3，文稿下載：pdf4） 

內容提要： 

1. 李： 當時醫院所有做的這類手術的供體，全部用的是犯人的，調查員：犯人嘛，把這

個法輪功說成是犯人嘛，他被關在監獄了，對吧？李：至於人家說啥是啥呀，咱不管，那

不是你和我操心的事，和咱沒關係！ 

2. 調查員：你是做、拿的法輪功的器官，但是你公開不能那樣說，只能說是優質的沒有病

的，沒有原發病的這種。李：對對，是這麼個說法，你這麼說是對著的！ （笑）。調查員：

咱不要繞來繞去的，你是可以給我們找到法輪功的供體，但是官方，公開咱們就是說這是

優質的，沒有原發病的，年輕的就行了？李：對對對。調查員：就行了！就這個意思，對

不對？李：對，就這個意思。 

3. 調查員：你說這個軍隊系統 近暫時停了一下什麼原因？李：因為 近軍隊在（经费）

審計嘛！ 它這個腎源到時候它是要交現金的，因為你像現在這種的話不允許，醫院這個事

情，是不允許出現現金交易的。 

 

調查錄音 5 

調查日期：2020-01-15，紐約時間：9：35AM（+86-15929931212） 

（錄音和文本：請掃描附表 7 二維碼列表#?） 

(錄音 5.下載：MP3，文稿下載：pdf5） 

內容提要： 

前四次調查，調查員都是以病患家屬的身份，第五次，以追查國際調查員的身份，正式對

李國偉調查取證，希望他能夠棄暗投明，配合調查，披露真相，立功贖罪。 

1. 調查員：我告訴你，可以給你一個可以立功贖罪的機會。你揭露這個黑幕，你就立了功。

同時也就贖去了過去被中共威逼利誘下犯的罪行。你現在聽懂我說的話的意思了沒有？

李：我明白。 

2. 調查員：你能不能接受、配合我們調查，把這個前前後後的黑幕告訴我們？李：不能。

調查員：為什麼呢？李：不為什麼，不為什麼。 

3. 李：你說那是，哪一類人被拯救了？調查員：披露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內幕，他不就不

能再繼續做了嗎？李：不能再繼續做了，那、那些等待器官，活命的人咋辦那？調查員：

那活命的，那是有正常渠道在做啊。你不能說因為你這些人要活命，你把那些好人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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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這樣的道理嗎？李：誰殺好人了？調查員：這法輪功的人不是好人嗎？李國偉：法輪

功？調查員：對呀！那法輪功學員只是一個信仰，對不對？李：那些事情和我沒關係，我

就是一個老百姓，你跟我說這些沒有用。 

調查員：但是你直接參與了活摘器官這個事情，你是手術者，你也是參與者。 

4. 李：你不用跟我說這些反、反黨理論。中國就是一黨制，你不用跟我說這些！ 

小結： 

從李國偉在調查中披露的大量信息看，李參與活摘器官多年，犯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

罪行。 

 李國偉不僅是腎移植醫生，他可能也参与器官的切取，他對西京醫院器官來源的各種非

法渠道應該是清楚的。 

李國偉是中共活摘犯罪一線的參與者和知情人，他深陷中共反人類罪行中而不能自拔，並

且有侍無恐，對我們的勸善沒有理會，從而失去了這次難得的自救機會。這也反映了，也

反映了中共國家群體滅絕犯罪發生的現實根源。 

 
二、2018 年，13 家醫院 10 人次承認，6人不否認，1人否認還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2018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2 日，追查國際的調查員以四川省政法委維穩辦主任副主任的

身份，給親屬聯繫移植手術的事由，對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 13 家重點醫院的 17 個

責任院長、主任做了一次“還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為問題的電話調查。其中，10 人承認

他們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17 個電話調查無一例外都保證在一兩週內可安排手術。部分調

查是在新唐人電視台的演播室進行的，調查全程錄像，同時調查現場還有長期關注活摘器

官的時事評論員等嘉賓現場目擊見證。8 
（QR-Code《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9） 

本報告公布的 17 個調查電話錄音，涉及 13 家醫院。被調查者在回答“你們是還在用法輪功

學員器官對吧？”時，有 10 名被調查者（涉及 9 家醫院）做了肯定回答：“好好”、“對對對”、
“沒錯，你說的對”、“對，這肯定的”、“沒問題”、“你來了再說吧”等，其它人的回答含糊其

辭，答非所問，1 人否認，6 人不否认他們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調查結果再次顯示：中共

現在仍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牟取暴利。 
 
這 17 个电话调查，涉及 13 家医院，分佈在 3個直辖市和 8個省的主要城市。有北京、天

津、上海、煙臺、郑州、杭州、长沙、南京、广州、桂林等。 

 
1. 10 人承認還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調查錄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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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王建立，武警北京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醫師
10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2 日（電話：86-13911723417） 

(錄音 6.播放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及錄請看 pdf 附件 2）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一）11） 

調查結果提要 

王建立：什麼時間不確定，但是我們這邊器官挺多的！手術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可以安排。

（問：你們現在用的那個器官是不是都是那個法輪功那個健康器官、正常那個供體對不

對？） 

王建立：對、對、對。（肝移植）二、三十萬就可以了。 

個人簡介 

武警北京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醫師。現任武警總醫院肝臟移植研究所肝臟移植和

腎臟移植帶組組長12。  

 

調查錄音 2. 

調查對象：朗韌，北京朝陽醫院肝移植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6 日（電話：86-13911757869） 

(錄音 7.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4）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二）13） 

調查結果提要 

朗韌：沒有意外的話，估計二、三週週吧，差不多。調查員：那個供體了，也就是那種法

輪功的，那種正常的健康的供體，對吧? 朗韌﹕ 對對，沒錯沒錯，你說的對。 

個人簡介 

北京朝陽醫院肝移植主任,《中華肝膽外科雜誌》通訊編委，北京醫學會腸內外營養專業委

員會委員14  

 

調查錄音 3. 

調查對象：苗書齋，鄭州人民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醫師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6 日（電話：86-13938277351） 

(錄音 8.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6）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四）15） 

調查結果提要 

苗書齋：（安排肝移植手術）“一般一、二個星期到一個月都有”；調查員﹕還有就是你

們現在供體啊，你們供體就是那個法輪功的、那種正常的供體，對不對? 苗書齋﹕對對對

啊。 

個人簡介 

主任醫師，畢業於河南醫科大學。16 

調查錄音 4. 

調查對象：杭化蓮，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外科付主任醫師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8 日（電話：86-18616206806） 

(錄音 9.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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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提要 

杭化蓮：明天過來找我，我爭取一個禮拜之內幫你搞定。調查員：你們現在就是那個法輪

功供體，對吧？杭化蓮：對，這肯定的。 

個人簡介 

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外科付主任醫師,中國醫師協會器官移植醫師分會移植外科技術專業

委員會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器官移植醫師分會幹細胞與組織移植專業委員會委員、海峽兩

岸醫藥衛生交流協會肝膽胰外科專業委員會委員及國家執業醫師考試主考官。17 

 

調查錄音 5. 

調查對象：白榮生，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沈中陽院長助手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15 日（電話 86-13803019898） 

(錄音 10.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1）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肝源供體啊這個情況，現在一般還是比較健康的那種供體對吧？就是法輪功的那

種健康供體對吧？白榮生：對對對，啊。 

個人簡介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沈中陽院長助手、肝移植醫生。沈中陽是解放軍總醫院第三醫學中心（原

武警部隊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18 

 

調查錄音 6. 

調查對象：王長希，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科主任
19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15 日（電話：86-13600450862） 

(錄音 11.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2）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你們還是法輪功的，就是肝源還是那種，健康的肝源對吧？ 

王長希：現在捐獻的都是，都是有，那個公民死後，捐獻的供體可能都有這個呀。整體都

這樣做的，公民死後的捐獻做得很多的，現在都成功了。現在都這樣做的，可以做成的！ 

個人簡介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國際器官移植學會（TTS）會員、中華醫學會泌尿

外科分會腎移植組委員、廣東省器官移植學會常委。 

 

調查錄音 7. 

調查對象：何曉順，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一）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15 日（電話：86-3802510799） 

(錄音 12.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還有法輪功的那種，那就是，就是那種這個健康的供體對吧？ 

何曉順：呃，對呀，都是健康的，都是車禍、意外、意外身亡提供的供體。 

調查員：對，對，我的問題就是說，是法輪功的那種器官本身是健康的，對嗎？ 

何曉順：對，對，對，當然，當然，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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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錄音 8. 

調查對象：何曉順，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二） 

第二次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電話：86-13802510799） 

(錄音 13.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4）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你們技術好，再一個器官的本身，你們用的器官，我知道本身是法輪功的，本身

的器官本身就好，所以兩方面加起來就非常好。 

何曉順﹕對。 

個人簡介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國際肝臟移植學會會員，國際消化外科學會會員，衛生部人

體器官移植臨床應用委員會專家委員，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外科

學分會委員、廣東省肝病學會副會長，器官移植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20 

 

調查錄音 9. 

調查對象：彭志海，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電話：86-13761010066） 

(錄音 14.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5）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你們用的還是法輪功的，就是健康的供體對吧？ 

彭志海：肯定是健康的，那不健康的怎麼行呢！ 

調查員：主要的問題還是請你把關，就是那個供體的問題啊，法輪功的那個供體！ 

彭志海：沒問題，沒問題。 

個人簡介 

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委員、上海市醫學會普

通外科學會副主委、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肝膽疾病分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

器官移植學會常委、中國醫師協會器官移植醫師分會副會長、中國醫師協會器官移植醫師

分會第一屆移植管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分會肝移植學組副組長、

上海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臨床醫學中心主任、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

中心主任、上海市肝移植品質控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21 

 

調查錄音 10. 

調查對象：李醫生，北京朝陽醫院泌尿外科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12 月 2 日（電話：011-86-10-85231457） 

(錄音 15.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7）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對啊，還是法輪功那種正常的腎源，對不對？ 

李醫生：對，對，對。 

 

調查員：那一般來說，你們取供體，不光是取個腎了，心、肝、腎都要取，這個過程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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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時間？ 

李醫生：大概三、四個小時吧。 

 

調查員：從消毒、鋪巾，到 後結束要用三、四個小時取這個器官，對吧？ 

李醫生：對，對，對。 

 

調查員：有時候你們是直接到腎源頭去取器官，有時候是通過仲介轉一下，院外取了拿來

用，現在不用仲介了，是吧？ 

李醫生：現在也可能也有，但是一般都是。 

 

調查員：仲介取的器官也還是法輪功的那種正常器官，器官源頭是一樣的，對吧？ 

李醫生：對。 

 

調查員：我的問題是，仲介取的和你們取的都是一回事嘛，對吧？ 

李醫生：對，對，對。 

 

2. 6 人不否認還在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調查錄音 1. 

調查對象：鄭樹森，杭州樹蘭醫院院長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3 日（電話：86-13805749805） 

(錄 16.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3）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三）22） 

調查結果提要 

鄭樹森對“是否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沒有正面回答，但也沒予以否認。鄭樹森答

应二週週內可以安排肝移植手術。 

個人簡介 

曾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院長，現任該院移植中心主任，樹蘭（杭州）醫院院長，

中國器官移植大會前主席、中國器官獲取組織聯盟（OPO）主席23。2007 年至 2017 年，鄭

樹森曾任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重要機構——浙江省反邪教協會的前副理事長、理事長24。  

 

調查錄音 2. 

調查對象：曲青山，鄭州人民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6 日（電話：86-13703717386） 

(錄音 17.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5）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還有一個就是你們這個供體啊，你們現在用的供體，還是這個法輪功的、那種正

常的這個供體對不對？曲青山：啊，都是，都是正常的。 

個人簡介 

鄭州人民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現任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器官

移植醫師分會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器官捐獻與獲取管理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生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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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程學會透析移植分會常務委員；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腎臟移植分會常務委

員；河南省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副主任委員。25 

 

調查錄音 3. 

調查對象：葉啟發,中南大學湘雅三院副院長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6 日（電話：86-13875987051） 

(錄音 18.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 

調查結果提要 

配上型一個月左右能做了 。調查員：供體，就是法輪功的那種正常的供體，對吧？葉啟發：

你就，你就把病歷先發給我，好不好。 

個人簡介 

中南大學湘雅三院副院長,衛生部移植醫學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華外科學會移植

分會常委、湖南省醫學會移植分會副主任、湖南省肝病學會副主任、湖南省器官移植品質

控制中心主任、湖南省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委員會副主任。26 

 

調查錄音 4. 

調查對象：柳東夫，山東煙臺毓璜頂醫院腎移植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8 日（電話：86-13853501608） 

(錄音 19.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9） 

調查結果提要 

柳東夫：這個快的話，可能明天就有啊！快的話一個禮拜就做了，不快的話等兩個月，兩

個月也有。調查員： 好要用那個法輪功的那種就是正常狀況的供體啊。柳東夫：這個你

聽我說啊，這個等來了以後有些事情再說啊！ 

個人簡介 

山東煙臺毓璜頂醫院腎移植主任，現任中華醫學會泌尿外科煙臺分會副主任委員、山東省

器官移植學會副主任委員、煙臺毓璜頂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27 

 

調查錄音 5. 

調查對象：王學浩，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8 日（電話：86-13305178713） 

(錄音 20.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0） 

調查結果提要 

王學浩：安排手術不超過兩個星期吧。器官大部分是院外的，從腦死亡中心取來的。調查

員：啊，就是那個法輪功的正常器官對吧？王學浩：這個是捐献的器官麼。 

個人簡介 

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

醫院肝臟外科研究所所長，江蘇省肝臟移植中心主任，衛生部活體肝臟移植重點實驗室主

任兼學術委員會主任，衛生部人體器官移植專家組成員，江蘇省醫學會副會長等職。28 

 

調查錄音 6. 

調查對象：陳懷週，解放軍第 181 醫院（廣西桂林）移植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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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16 日（電話：86-13087737632） 

(錄音 21.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6）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家屬希望的就是，希望的就是要用法輪功的這種供體，要是這種供體他肯定很快

過來。 

陳懷週：對呀對呀！你過來住院檢查，檢查一下，先檢查。查查看能不能做？ 

3. 1 人否認還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調查錄音 1. 

調查對象：陳新國，武警北京總醫院肝移植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0 月 19 日（電話：86-13701220662） 

(錄音 22.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調查結果提要 

調查員﹕月底應該差不多吧（一週週多）。就是那個用過刑、酷刑的，絕食的這就不能要，

好是這個正常狀態，還有些能練功的就更好。陳新國﹕你放心，我們做了這麼多，我會

把關的，啊！ 

個人簡介 

武警北京總醫院肝移植主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器官移植專業委員會

常委，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甦專業委員會委員29。  

 
三、2017 年 5 家醫院承認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調查錄音 1. 

調查對象：濟南軍區總醫院原腎移植科主任倪家連 

調查時間：2017 年 1 月 19 日（電話：+86 -1192017134231） 

調查結果提要倪家連，原來用的那都不好說了，那都是犯人的…。原來哪個醫院都是用犯

人的多。調查員：那你們原來用的都是法輪功那種的吧？倪家連：對啊。 

(錄音 23.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8)) 30 

調查錄音 2. 

調查對象：山東省立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4 月 8 日（電話：531-68776161） 

調查結果提要：護士：今年做了不少啦，這兩天做了好幾個，你來我們這兒挺快的。調查

員：以前一般都是死刑犯和煉功人的那種供體？護士：對，以前是。 

(錄音 24.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 31 

調查錄音 3. 

調查對象：南京鼓樓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7 月 9 日（電話：86-2583106666） 

 

調查結果提要：醫生：我們做的很多，上個禮拜做了四個。器官來源的管道就多了，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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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考慮的，我們只負責提供技術跟後續的保障，其它我們管不了！調查員：過去怎麼讓

用煉法輪功的？醫生：過去不講人權！ 

(錄音 25.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20) 32 

調查錄音 4. 

調查對象：第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17 日電話（86-2989661629） 

 

調查結果提要：護士：異體供腎，一年差不多有一百例。今年做幾十個了。以前可以用犯

人的嘛！ 

(錄音 26.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21) 33 

 

調查錄音 5. 

調查對象：蒲淼水,廣州軍區總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1 月 23 日 

 

調查結果提要：調查員：能不能還用以前那種死刑犯或煉功人？蒲淼水：現在國家規定取

消了……以前呀是合法的，現在是說也不是不合法，現在國家規定不行……它說不行就不

行，也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 

(錄音 27.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22) 34 

 

四、2016 年 4 個單位承認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610”官員高調承認他们活摘了法輪功學員高一喜器官，并说器官賣了。 

 

調查錄音 1. 

調查對象：“610辦公室”綜合科科長朱家濱 

調查時間：2016 年 6 月 21 日 

 

調查結果提要：2016 年 4 月 19 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法輪功學員高一喜男，45 歲，被牡

丹江市公安局先鋒分局圓明社區警務室副隊長呂洪峰等 5人，非法綁架後關押在牡丹江第

二看守所。30 日警方通知家屬高一喜已死，遺體在牡丹江市四道火葬場，已被“解剖”。  

2016 年 6 月 21 日，中共黑龍江省牡丹江市“610 辦公室”綜合科科長朱家濱，對調查員高

調承認是他們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並說器官“賣了”。 

（錄音 28.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23）35 

 

調查錄音 

調查員：你把人家的器官摘完了，那就沒事了？ 



19	

	

朱家濱：那吶！那 

朱家濱：賣了！ 

調查員：啊？ 

朱家濱：都賣、都賣了。 

調查員：賣了就可以了，你說得這麼輕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親兄弟，你也這樣說話嗎？ 

朱家濱：那不是人那玩藝兒，屠戮了，開腸破肚，就摘了，就賣了唄。 

調查員：跟你說朱家濱呐，你呀，是 610 的頭目，國際網站寫得很清楚，你知道“610”當

初就是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鎮壓法輪功設立的一個非法組織，你們這個部門就是違法的，

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嗎？ 

朱家濱：不知道啊。 

調查員：你們參與活摘高一喜器官，你還這樣說話，你良心沒有了？你良心何在啊？ 

朱家濱：有啊，在這兒呢，我看撲通、撲通跳呢！ 

調查員：你把人家的器官賣了，你還這樣說話？！你還是人不是人哪？！ 

朱家濱：你還…… 

調查員：人應該有人性啊，你們這樣沒有人性的人，你還這樣說話，你們家親朋好友這樣

了，你這樣想嗎？ 

朱家濱：你要是出現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你信不信？ 

調查員：你要知道，善惡有報是天理，知道這個道理不？ 

朱家濱：不知道，我就知道摘完賣錢，這是我的道理。 

調查員：我跟你說，這錢你好花嗎？啊？你們家的人讓人活摘了、給賣了，你行嗎？你呀！ 

朱家濱：你不知道我外號叫什麼名嗎？ 

調查員：殺人償命，你知道嗎？| 

朱家濱：我剛才跟你說了，你現在要有膽量，站到我面前，我一樣把你活摘了，老子外號

叫屠夫， 

調查員：我跟你說呀～ 

朱家濱：下回吧，下回給我打電話別叫我名，我改名了，我今叫屠夫。 

調查員：我跟你說，你迫害法輪功，活摘法輪功學員高一喜的器官，一定要追查你的刑事

責任，你知道嗎？ 

朱家濱：追查吧，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怕啥，老子叫屠夫，專門幹活摘的！ 

調查員：你這樣囂張，你以為就沒人管你了，是嗎？ 

朱家濱：誰敢管我啊？ 

調查員：法律，你就是法律了是嗎？你們“610”凌駕法律之上是違法組織。 

朱家濱：這我不知道，是你說的，我沒無法無天。我覺得挺好的。沒事就像宰豬似的，過

來先把毛剃了，把那個肚子豁開，需要用啥我就割啥，割完就賣，多好，來錢多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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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錄音 2. 

調查對象：陈绍彦，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腎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2 月 2 日（86-13304519590） 

 

調查結果提要：九九年做活腎開始，活腎移植。以前做的屍體腎移植多，後來九九年以後

活腎多。（調查員問是不是法輪功的器官？對方掛線了。） 

（錄音 29.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24）36 

 

調查錄音 3. 

調查對象：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劉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4 月 5 日，（86-13975195016） 

 

調查結果提要：就以前用的都是那些東西，現在不讓用了……這個電話裡面不能給你講……

你那個人就過來諮詢一下好……這個電話裡也說不清楚。 

（錄音 30.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25）37 

 

調查錄音 4. 

調查對象：何恩辉，北京友誼醫院肝移植博士 

調查時間： 2016 年 9 月 2 日（86-13699102049） 

 

調查結果提要：肝移植我們做了十幾年了，……朱教授已做了 1,900 多例了。過去那種供

體現在不能用了，是鑽了法律空子。 

(錄音 31.下載 MP3， 文稿下載附件 26)38 

 

五、2015 年 4 家醫院承認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 

調查錄音 1. 

調查對象：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臟病理科主任醫生譚雲山 

調查時間：2015 年 2 月 8 日（8613681972360） 

 

調查結果提要：現在做肝移植，所有的肝臟供體都是“源頭”拿的。我們當然知道供體是

誰的，至於法輪功不法輪功，我們不管。如果它符合標準，不管你是誰。 

調查員：您知道？原中共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白書忠已經供認了江澤民下令活摘法

輪功學員器官做移植。那在那個政策下是不是都在做啊？譚雲山：對，對。 

（錄音 32.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7）39 

 

調查錄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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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廣州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膽外科韓醫生 

調查時間：2015 年 6 月 30 日 

 

調查結果提要：當韓聽說黃潔夫每年做 500 多例肝移植後說：“我們現在做的 1,500 多例

都有啊！”韓對關押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庫、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兩次表示肯定，說：

“對，沒錯。” 

（錄音 33.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8) 40 

 

調查錄音 3. 

調查對象：華中醫科大學同濟醫院心胸外科二病區宮醫生 

調查時間：2015 年 10 月 12 日  

 

調查結果提要：追查國際調查員對宮醫生的電話調查中，可聽出：一是，承認是用法輪功

器官做移植；二是，因江澤民的命令而做的。 

（錄音 34.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9) 41 

對話片段如下： 

調查員：噢。那以前說是到監獄、到勞教所取器官？ 

宮醫生：原來有，是。 

…… 

調查員：噢，就是那種法輪功的啊？ 

宮醫生：嗯，沒有家屬認領的，現在都不能了。 

調查員：噢，那一直是他們在做？是啊，以前很多醫院都在做，那種大量的，他那個，當

時你知道，讓做，他也是江澤民下的命令，他不是當時當國家主席嗎。 

宮醫生：那那個東西是要有國家的文件才會做的。 

調查員：是啊，是啊，他下令用監獄關押的這種煉功的，像法輪功的都可以用。是江澤民

當時下令的，所以你們也才敢做，是不是這樣？ 

宮醫生：那肯定啊。 

 

調查錄音 4. 

調查對象：廣東省江門市中心醫院心臟移植科值班醫生（男，李倫明？） 

調查時間：2015 年 12 月 21 日，9點 55 分(86-7503165709) 

 

調查結果提要：接聽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電話時說： “做了（活摘法輪功器官）又怎樣？

是法輪功的，又怎樣？”“我們做的多的是，你可能還沒調查清楚，那太多了。” 

（錄音 35.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30 ）42 

調查錄音 5. 

調查對象：廣東省江門市中心醫院心臟移植科值班醫生（男，李倫明？） 

調查時間：2015 年 12 月 21 日，22 点 54 分（86-750316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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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提要：法輪功學員：你挖出了多少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醫生：“數不勝數”。法

輪功學員：你敢確定是“數不勝數”嗎？醫生：數不勝數。醫生：你敢來，我就把你殺了，

我把你殺了，我看你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錄音 36.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31） 

 

六、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院舉例：“杭州樹蘭醫院” 

樹蘭（杭州）醫院，2015 年 12 月 6 日正式開業。這是鄭樹森成立的私營醫院，主打專案

是器官移植。 

據追查國際一次專項調查結果顯示，僅 2017 年 12 月 12 日-2018 年 5 月 20 日，杭州樹蘭

醫院肝腎移植 545 例（肝 306，腎 239），消耗器官數 560（15 器官廢棄），急症移植：10-20%，

器官等待時間 1-2 週， 短等待時間 1 天，還有器官找病人、器官過剩的案例。腎源漲到

40餘萬，1 個月包（保證提供）年輕（器官供體）。7 例二次移植，間隔時間：1-3 天。一

例肝移植 9 天內用 3 個供肝。2018 年 2 月 10 日當日完成 4 台肝移植，2 台腎移植。43 

據大陸官媒報導，2017 年 5 月 11 日下午至 5 月 12 日中午，樹蘭（杭州）醫院的 8 間手術

室燈火通明，20 個小時內完成 8 台大器官移植手術。其中一吳姓患者，僅等了兩天，便等

到了“捐獻”肝臟。44 

對於成立僅一年多的一家私人醫院，怎麼可能在同日獲取如此多的組織配型相吻合的捐獻

器官？這本應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鄭樹森辦到了！唯一的可能就是鄭樹森能從活人器官供

體庫裡提取“器官”。而作為中共“國家器官”的法輪功學員，是 有可能被首先加害的。 

鄭樹森曾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院長、移植中心主任多年，中國器官獲取組織聯

盟（OPO）主席45。同時他在 2007 年～2017 年，任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浙江省反邪教協

會的副理事長、理事長46。身為器官移植的主刀醫生、院長同時兼任迫害法輪功專職機構的

主管領導官員的雙重身份。在中共仍在嚴重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大氣候下，我們更有理由質

疑，樹蘭（杭州）醫院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綜上所述，2015-2020 年在中共嚴酷封鎖的情況下調查取證，追查國際直接以使用法輪功學

員器官為問題調查取證的 29 家醫院中，就有 22 家醫院承認在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7 家

醫院不否認用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些醫院复蓋全國除西藏外的主要大城市，地域從北到南，

跨越全中國。 27 個被調查者大多是中國頂級器官移植醫院的院長、主任，很多是國家器

官移植專業領域的項目負責人、國家級省級技術專家。甚至，有的還同時兼職迫害法輪功

專職機構的負責人。此罪行始於 1999 年持續至今，還在進行！ （詳見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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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證據顯示活人供體器官庫仍然存在 
 
急診移植、等待時間超短、供體充足，至今依舊存在。供體充足到過剩，2017 年再次出現

免費移植促銷。 

美國超過 1.38 億 18 歲以上的人登記捐獻器官47，有發達的全國器官調配網路。2007 年美國

衛生部的報告，在美國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時間為：肝移植 2 年，腎移植 3 年48。和國際發達

國家器官移植需要等待幾年相比，中國大陸醫院保證數週，甚至數日內可進行器官移植手

術，即使 2015 年停用死刑器官後也未受影響，而且等待時間越來越短，這是極其異常的現

象。 

 
一、急診移植普遍存在 

通常急診肝移植，是對存活時間不超過 72 小時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緊急換肝手術。因

為緊急配型困難，供體等待時間很長，所以急診肝移植在國外不常見。而在中國，近年來

急診肝移植竟然被普遍實施。 

表 1. 急診移植案例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

象 
醫院 省份 急診移植 

3/1/2016 肝移植

醫生 
郎韌 

北京朝陽醫

院 
北京市 如果很重的話，我們有一個綠色通道。 

（錄音 37.下載 MP3 文稿按兩下下載：附

件 32）49 
7/25/2016 肝移植 

梁建忠 
浙大國際醫

院_肝移植 
浙江省 假如說非常急的話，我們肯定會做，馬上

手術。 
(錄音 38.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附件 33)50 
10/7/2017 三區主

任焦興

元 

廣州中山大

學附屬第一

醫院 

廣東省 要十天到半個月我們估計能找到肝。以前

做急診肝移植，我知道我們是能做。 
(錄音 39.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

錄請看 pdf 附件 34)51 
10/30/2017 移植病

房醫生 
武漢大學中

南醫院 
湖北省 我們經常做急診肝移植。 

(錄音 40.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

錄請看 pdf 附件 35)52 
11/4/2017 肝移植 福州軍區總

醫院 
福建省 2015 年以前是有肝移植急診，因為有那個

供體。有個病人，7 個肝源都沒有配上。 
(錄音 41.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

請看 pdf 附件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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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017 肝移植

醫生 
廣州軍區總

醫院 
廣東省 醫生：我們有急診肝移植條件。要快的

話，你至少資金、獻血的人都準備好了，

你家裡要十個人來獻血的。移植快慢，看

你們提供上述條件的快慢，不在我們這

邊。 
(錄音 42.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

請看 pdf 附件 37)54 
11/7/2017 普外器

官移植

科醫生 

中南大學湘

雅二院 
湖南省 我們醫院每年有很多急診做肝移植的病

人，非常多！我們絶大部份病人都還是算

是急診的移植。 
(錄音 43.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

錄請看 pdf 附件 38)55 
12/15/2017 移植科

醫辦楊

醫生 

四川省人民

醫院 
四川省 我們做肝移植都是急診，比如今天晚上

做，然後馬上就要通知這個受體。 
(錄音 44.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

請看 pdf 附件 39)56 
 

二、器官供體可挑選年輕的好的供體 
 
調查對象：陳勇峰 鄭州人民醫院醫生 

調查時間：2015 年 6 月 26 日  

調查結果提要：如果你們想做，時間充裕，我們可以挑一個好的、年輕一點兒的肝臟。我

們供體多現在還可以挑選年輕的好的，以後就不好說了。 

（錄音 45.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40）57 

 

調查對象：王主任 山東煙臺臺毓璜頂醫院腎移植器官協調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5 月 26 日 

調查結果提要：王主任說，等腎源做手術，連檢查半個月之內（搞定），兩週之內都是多

說的。這邊要四十萬，給醫院十萬。得找三十歲以下的，一分錢一分貨，明白嗎！ 

（錄音 46.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41） 58 

 

調查對象：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肝移植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 

調查結果提要：調查員問：能找年輕健康供體？答：這個東西呢，具體的，你得要過來，

然後找我們移植組的教授（王正昕）談一談。 

（錄音 47.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42）59 

 

調查對象：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科肝移植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 

調查結果提要：調查員問：供體能不能年輕點？答：一般都還是四十歲左右，主要還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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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的。（錄音 48.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43）60 
 

三、等待時間超短 

2015 年到 2018 年，調查電話中有 84 家醫院提到了等待時間，平均 1 至 2 週， 短的來了

就能做。很多醫院表示我們每天都在做，是常規開展的，急診移植 “綠色通道” 仍舊存

在。 

其中，2018 年 10 月 19 日-12 月 2 日 新調查，17 名被調查（涉及 12 家醫院、11 個省）

移植醫院院長、主任都保證在一兩週內可安排手術。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杭化蓮：

“明天過來找我，我爭取一個禮拜之內幫你搞定！”山東煙臺毓璜頂醫院腎移植主任柳東

夫：“這個快的話，可能明天就有啊！”61 

 

1. 當天找到肝源和其他等待時間短的官方報導舉例 

 
1）2016 年 4 月 24 日，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醫生的一句 “他父親已經嚴重肝衰竭，必須馬

上住院，否則有生命危險，不用回家收拾了，需要立即住院” ， “終於在五院住了 4 天之

後，通過輾轉聯繫貴人相助，在 4 月 28 日，如願轉入華山醫院。很幸運，剛剛轉入院的當

天，醫生馬上找我們談話，當天正好有肝源適合他父親”62。 
 
2）2015 年 6 月，成都商報報導一個患者六十餘天三次找到肝源63。 
 
3）2015 年 6 月，葉啟發為一名患者實施肝移植手術，很快有一位器官捐獻者死後捐獻的

肝臟與陳俊匹配上了，移植手術一週前順利進行64。 
 

4）湖南省人民醫院肝膽醫院啟動肝移植緊急部署， 4 個小時後，找到合適的肝源出現。 
2018 年 2 月 23 日，肝膽醫院院長、首席專家吳金術教授、移植中心主任等僅用 5 個多小

時就完成了肝移植手術65。 
 
5）韓國記者實地調查： 
2017 年韓國記者去中國實地調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的等待時間是幾天或者數週
66。 
 
 
2. 器官移植等待時間資料統計 

 

表 2. 2015 至 2018 年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電話調查分佈省份、醫院、次數統計表 

 

年份 省份 醫院數量 電話數量 
2015 年 3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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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12 15 
2017 年 18 36 51 
2018 年 6 7 20 

 
 

 
圖 2. 2015 至 2018 年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電話調查涵蓋省份、醫院、次數分佈圖 

（2015-2018 年器官移植等待時間調查日期、省份、醫院、錄音統計，詳見附表 4-1. 2015

至 2018 年對 95 家移植醫院器官移植等待時間調查摘要，詳見附表 4-2.） 

 
 

 
圖 3. 2015-2018 年器官移植 短等待時間證據涵蓋醫院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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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至 2018 年電話調查 短移植等待時間醫院統計表 
 

低等待時間 醫院數量 
當天 11 

等待 1 天 3 
等待 2 天 1 
2～3 天 1（2 個電話） 
幾天 3 

1 個週 7 
1～2 週 4 

2 週 2 
2～3 週 1 
一個月 3 

 
 
 
 

 
圖 4. 2015-2018 年器官移植 長等待時間證據涵蓋醫院分佈圖 

 
表 4. 2015 至 2018 年電話調查 長移植等待時間醫院統計表 

 
慢等待時間 醫院數量 
1～2 週 3 

2 週 3 
2 週以上 1 

不超過一個月 2 
一個月 4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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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月 5 
2 個多月 1 

 
 
 

 
 
 

 
 

圖 5. 2015 至 2018 年器官移植一般等待時間證據數量分佈圖 
 
 

表 5. 2015 至 2018 年電話調查一般移植等待時間統計表 
 

一般等待時間 電話數量 
一週 1 
十天之內 1 
十天到半個月 3 
小於半個月 3 
1～2 週 3 
1、2 週～1 個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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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 8 
2 週～1 個月 2 
十幾天甚至一個月 1 
一個月 8 
1～2 個月 1 
1～3 個月 1 
一個多月 2 
2 個月 1 
2 個多月 1 
2～3 個月 1 
3～4 個月 1 
幾個月 3 
很快 或很短 3 
快或短 2 
比較快或比較短 2 
不久或不會太長 2 

 
 
四、供體充足 
 
2015 年至 2018 年，追查國際調查中，發現全國移植醫院的器官供體普遍豐富，許多醫院

器官過剩，出現器官找病人的情況。其中，北京、天津、山東、河南、湖南尤為突出（詳

見附表 3）。調查取證的時間、數量、對象、結果、分佈等概況如下圖所示。 

 
圖 6. 供體豐富-器官找病人案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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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供體豐富-器官找病人案例統計表） 
 

 

調查電話舉例： 

 

1、調查對象：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付院長冉江華 

調查時間：2016 年 2 月 27 日 

調查結果提要：冉江華：……“我們自己的病人做完了，還調那個浙江的，從杭州調一個

病人來做。……  我還到處去找，說服一個病人來做的。…… 去年你看，我們 80 例獲取

的。”然而，《雲南資訊報》報導：雲南省 2015 年全年僅捐獻 48 例，還沒有一個醫院實際做的

量多。可見器官來源另有出處。 

（錄音 49.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44）67 

2、調查對象：“杭州樹蘭醫院”肝移植器官協調員謝琴芬 

調查時間：2017 年 2 月 28 日 

調查結果提要：謝琴芬，我們醫院做的多，肝源品質也比較好。 （等待時間）一般來說可

能兩個禮拜差不多。有時候有很快的，有時候第二天就能做也有，就看你，危重的病人我

們可優先一點。去年建院第一年，做一百二十幾個。一般隔天就會有肝源消息的。肝源主

要還是靠院長鄭樹森的關係。 

(錄音 50.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1)	 68 

 

3、調查對象：中南大學湘雅三院劉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4 月 5 日 

調查結果提要：劉醫生說，我們處理的肝臟，都是肝源往外邊，通過國家的網，那個協調

到其它那個移植中心去了。 

（錄音 51.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45）69 

4、調查對象：解放軍第 181 醫院（廣西桂林）肝膽外科醫生楊志堅 

調查時間：2016 年 9 月 1 日 

調查結果提要：楊志堅說，我們這做肝移植的供體是很多。7月份我們就做了 30 個腎，15

個肝，沒病人，肝沒用完都送出去了。北京、上海的都有帶病人到我們這做。今年腎移植

已做了 100 例，一年 180 例，肝移植減半，但由於沒病人肝移植只做了幾十例。 

（錄音 52.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46）70 

5、調查對象：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泌尿外科腎移植醫生蘇宇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2 日 

調查結果提要：蘇宇說，我們的腎源是 廣泛的啦！現在目前已經超三百個了。就現在七

月份已經超三百了。我們醫院 大的特色，就是活人的供體，腦死亡的病人。器官從哪來

的？這個東西我也不敢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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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53.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47）71 

6、調查對象：解放軍第 153 醫院腎臟移植辦公室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10 月 14 日 

調查結果提要：護士：我們是河南地區保留的一個部隊移植醫院，一年做 100 例以上沒問

題。我們一直在做，每次一做就是 2例或 4例。等待時間快，前兩天有一例供體提供給其

它醫院了，因我院做的太多了。 

（錄音 54.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48）72 

 

7、調查對象：山東臨沂市人民醫院泌尿外科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12 日 

調查結果提要：每年做的不少，100 多例。有時候只要一來，哇！都 4、5 個，5，6 個的，

成雙成雙的！ 

(錄音 55.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3)	 73 

 

五、供體過剩，中國再度出現肝移植免費促銷  

吉林旅遊廣播和吉林大學第一醫院肝臟移植中心，聯合發起一個月的前 10 名兒童免費肝臟

移植活動（2017 年 6 月 1 日至 30 日）74。 
 
2017 年 6 月 13 日，追查國際調查員對吉林旅遊廣播“心肝寶貝綠色通道” 免費肝移植報

名處，和吉林大學第一醫院院長華樹成電話調查，分別詢問核實了有關 10 名兒童免費肝移

植活動的情況，免費肝移植報名處和華樹成院長都承認該活動是真的。 
(錄音 56.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49) 
(錄音 57.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50) 
 
2017 年 6 月 14 日，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小兒外科主任張海玉：“前十個是免費的…我院供

體來源很多。” 

(錄音 58-1.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51-1) 
 
2017 年 6 月 14 日，對旅遊廣播“心肝寶貝綠色通道” 免費肝移植報名處進行調查，對方提

到肝源的來源是保密。對方說：“肝源是保密，你就是 200 萬也不可能知道！” 
(錄音 58-2.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51-2) 
 
2017 年 6 月 15 日，對吉林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劉先生進行調查，錄音中提到吉林

大學免費肝移植活動的“肝源不是我們紅會提供的。75 
(錄音 59.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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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實際器官移植量在逐年上漲 

2015 年中共宣稱停用死刑犯器官後，全國器官移植量（以肝腎為例）沒停反增。醫院年年

表示“比去年做的多”，報出的數字即便大縮水，也在逐年上漲。 

實際移植量是多少？以北京朝陽醫院肝移植為例。2017 年 9 月 6 日，調查員問北京朝陽醫

院肝移植科醫生今年肝移植情況。醫生說：我們朝陽醫院是北京第一家做肝移植的，一年

做一百，就這麼一个資料，你去別的地方打聽打聽吧！ “一年做一百，就這麼一个資料”，
這是多家醫院對外通常的說法。意思是，允許我告訴你的只能是這個資料，實際移植量要

大的多，但我不能說。 
(錄音 60.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53)76 

 
一、全國大部分醫院報出的移植量在上漲 

四川華西醫院自報 2016 年腎移植做了四百多例，今年自報 2017 年做了七百例 
 (錄音 61.播放及下載 MP3，文稿下載：pdf 附件 54）。77  
 
上海仁濟醫院自報 2016 年肝移植做了五百多例，官網報 2017 年做了八百例。 
(錄音 62.播放及下載 MP3，文稿下載：pdf 附件 55） 

海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腎移植科醫生披露，該院腎移植做了十來年了，現擴大了，7月

移植科正式揭牌成立做的多了，這兩個月做了有幾十例，等待時間不定，也有當天來就做

的。 

(录音 63.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56）78 
 
上海長征醫院腎移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2016 年 1 月 29 日）：腎移植每天都在做，

當天正在做，還沒下手術臺呢。這不光是我們醫院呢，其它醫院也做的多呀！ 
（錄音 64.下載 MP3 文稿詳見：附件 57）79 
 
廣州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泌尿外科醫生蘇宇（2017 年 8 月 2 日）：就現在七月份己經超

300 例了。現在量非常大！ 
(錄音 65.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58)80 

西安交通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醫生鄭瑾（2017 年 8 月 13 日）：我們是西北地方 大

的移植中心，一直在做腎移植。我們一年有 200 多例吧！今年目標是 300 例，己經做了 100
多例了。 
(錄音 66.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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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中醫院腎移植孟醫生（2017 年 8 月 14 日）：去年資質批下來，今年開始做了。大

概每個月做腎移植 10～12 例左右。這個月剛半個月就做了 6 台 B 型的。 
(錄音 67.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60) 
另一移植醫生（2017 年 8 月 29 日）：資質批下來了，做的多啊，做了好多啊！現在每天

都在做。 
(錄音 68.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1)82 

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腎移植病房醫生（2017 年 8 月 25 日）：今年做了多少，這個我不方

便告訴你，我們肯定是做得多啦！因為今天還在做，做了 2 台！誰也不會告訴你！ 
(錄音 69.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2)83 
 
北大三院腎移植辦（2017 年 8 月 29 日）：我們腎移植有 11 個醫療組，都能做。 
(錄音 70.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63)84 
 
內蒙古包鋼醫院泌尿科病房護士（2017 年 9 月 7 日）：醫院專門闢出來幾個人找供體，專

門跑各個醫院。去年反正是比前年要多，多了大概得有十幾例。我們每年都會增加。今天

晚上還要做一個呢！每次我們科一般有兩個腎，可以做兩個人。 
(錄音 71.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4) 85 

大同市等第三人民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2017 年 9 月 11 日）：人家太原做的多，人家一

天就做十幾例！我們去年做了兩例，做的還都是那種領導級別的，人家自己找的腎源，從

太原調過來的。 
(錄音 72.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5) 86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腎移植醫生（2017 年 9 月 11 日）：我們醫院今年腎移植做

得多！腎移植量越來越大了。 
(錄音 73.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6) 87 

第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肝移植醫生（2017 年 9 月 17 日）：今年做多少例？這個我不

太方便透露啊！今年比去年要多！有時候一天 2 個的。 
(錄音 74.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7)88 

山東聊城市人民醫院肝移植鞠醫生（2017 年 9 月 15 日）：肝移植今年做了快 20 例，前兩

天有個肝昏迷的病人當天來了就做。我們也請外面專家來做，我們是去年剛成立的肝移植

科，只能會做的愈來愈多。肯定會得到醫院、國家的支持，不然我們也不會成立的。  
(錄音 75.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8) 89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腎移植科護士（2017 年 9 月 22 日）：光 9 月份這一個月，還沒過完呢，

就做了 20 多例了。我們去年做了 140 多台。今年已經做了上百台了，肯定超過去年！ 
(錄音 76.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69)90 
 
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2016 年 5 月 4 日（鄭樹森任院長時），肝移植病房值班護士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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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員脫口而出：“我們醫院一年下來都是幾千例的啊！”這個數字是其公開移植量的 10 倍以

上，恰好與醫院幾百張移植專用床位相匹配。 
（錄音 77.下載 MP3， 文稿下載：附件 70）91 

 

二、從沈中陽主持的兩家移植機構看實際移植量 

沈中陽是天津東方移植中心主任、原武警北京總院移植研究所主任。他經營的這兩家器官

移植機構，肝腎年移植量，已超過官方公布的全國萬餘例年移植量。 

 
1、天津第一中心醫院 

2017 年天津第一中心醫院肝移植醫生自報每年能做四、五百例，經調查員追問，醫生承認

這是他們一個組的手術例數。另有醫生說，中心的肝移植有十多個組。粗略估算，每年肝

腎移植量達數千例。92  
(錄音 78-1. 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1-1） 
(錄音 78-2. 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1-2） 
 
調查錄音舉例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 6 樓腎移植科醫辦馮醫生：（調查員：腎移植也能像肝移植一樣做四、

五百嗎？）嗯～差…差不多。 
（調查時間：2017 年 10 月 17 日）（+86+2223626855）…… 
(錄音 79.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2） 

新建移植大樓 2006 年 9 月床位增到 500 多張(另有官方媒體報導開業時移植專用床位已達

700 多張93)，床位使用率超過 90%， 高達 131.1%，手術患者平均住院日 25-30 天，每年

的實際手術超過 5,000 例，高峰期達 8,000 例/年。94 

2014 年移植中心有病床 1,500餘張，2015 年底改擴建工程投入使用床位達 3,200 張95。這時

肝腎移植量該是什麼規模？ 

2018 年 5 月 4 月，調查員問天津一中心醫院 8 樓肝移植辦公室醫生：我朋友說你們每年能

做一千多例？答：那不止！我們這幾個組，每個組下來都有幾百例，得有了。 
(錄音 80-1.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3）96 

據鄭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肝移植醫生楊翰 2018 年 6 月 2 日（+8637166279137 ）披露：移

植量全國排名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是 大的，但它沒有資料，因為他們有一份資料是不上報

的，所以說沒辦法知道它到底做了多少。 
(錄音 80-2 下載，文稿下載） 

 
2、武警北京總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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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器官移植量排名，武警北京總院數第一。2018 年肝移植病房護士說：肝移植手術每天都在做。

醫生說：現在肝源比較多，做的挺多。等待時間兩週、一個月。2017 年腎移植醫生說：腎移植分二

個組，一個組一年能做 200 多例，兩個組能做 500 多例。今年比去年更多一些。肝移植組有好幾個

主任管，做得更多。 
	
調查對象：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病房（8樓）護士 

調查時間：2018 年 2 月 8 日（+861057976180） 

調查內容提要：護士，這（肝移植）手術每天都有做的。 …… 

(錄音 81-1 下載 MP3 ， 文稿下载 pdf 附件） 

 

調查對象：武警總醫院肝移植醫辦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3 月 20 日（+861057976858） 

調查內容提要：醫生：目前肝源多，做的也多；等待時間 2週， 多一個月。 …… 

(录音 81-2 下载 MP3 ，文稿下载 pdf 附件） 

 

調查對象：武警總醫院肝移植醫辦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3 月 29 日（+86+ 1057976857） 

調查內容提要：醫生：腎移植分二個組，一個組一年能做 200 多例，兩個組能做 500 多例。今年比

去年更多一些。肝移植組有好幾個主任管，做得更多。97 
(錄音 81-3.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74-3) 

2018 年 9 月 6 日，北京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王朝輝：在北京武警醫院做得 多了，

人家是部隊嘛！98 

2018 年 11 月 2 日，武警總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醫師王建立：什麼時間（安排手術）

不確定，但是我們這邊器官挺多的！99 

2018 年 11 月 16 日，調查員問武警總醫院腎移植醫辦护士：今年做不了上千？答：做不了，

可能差不多，也差不多這麼多例了。 
(錄音 8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75) 
  
沈中陽主導的北京、天津兩家移植機構，是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重點單位。多年來，

他們器官供體始終充足，但和北京天津紅十字會捐獻器官關係不大。 

 
 
 
第四章 中國各地的“腦死亡中心”與活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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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後各醫院聲稱是在用 DCD（心死亡）和腦死亡捐獻供體。因死後捐獻很少，所以

DCD（心死亡）器官很少。移植醫院告訴患者，他們使用的都是腦死亡捐獻器官。追問怎

麼導致腦死亡的？被告知是車禍，意外高空事故。再追問細節，便沒下文了。是真的腦死

亡，還是被腦死亡？是自願捐獻，還是被活摘？一概由醫院任意說。 
 
一、“腦死亡中心” 

全國各地設有“腦死亡中心”的消息，是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移植醫生 2015 年 7 月 20 日

披露出的。黃潔夫任該院移植中心名譽主任。曝料稱停用死刑犯之前，中共已經在全國各

地布點設立“腦死亡中心”，以保障提供活供體。 

腦死亡中心”，實際上是在活人器官庫和醫院移植室之間增設的一個環節。人被“腦死亡”

後在“腦死亡中心”，人工維持呼吸和血液循環，保證更多器官切取利用。另一方面，因

為存放的是“死人”，對移植醫生的心理壓力要比直接從“活人器官供體庫”提取要小得

多。 

2018 年 11 月 8 日，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王學浩（中國工程院院士）

對調查員說，他們用的器官大部分是院外的，是從腦死亡中心取來的。 
(錄音 83.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6）100 

2018 年 12 月 2 日北京朝陽泌尿外科值班李醫生：（調查員問：腎源是你們找的呢？到源

頭去拿呢？）是直接去拿的。（源頭是指腦死亡中心） 
(錄音 84.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77）101  
 

1、第一次出現“源頭”說法 
 
是 2015 年 2 月 7 日，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肝移植值班護士：我們是直接從源頭上拿

的！我們有很多管道，全國各地都會去取，不單單是我們附近。我們可以做活體，自己直

接去供體上取，那肯定保證品質的。我們去取的時候，當場就做了血漿啊，HID 啊，血型

啊，當場都定好的呀。取好了之後，病人做準備了，肝還沒到，病人就已經去手術室了。

我們飛機來回都訂好的呀！ 
（錄音 85.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78） 

轉天 2 月 8 日，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臟病理科主任譚雲山對調查員說：我們所有

的肝臟都是源頭拿的！為什麼源頭拿的呢？自己去拿，那麼他自己可以把控所有供體的

原始資料，因為委託別人拿的話，他有時不能保證這個條件，那自己拿的他可以控制這個

條件，所以像我們醫院絕大部分的肝臟都是自己去拿的。 
（錄音 86.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79） 
 
2、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有“腦死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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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20 日，位於廣州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小兒心臟外科醫生秦瀚對調查員說：

我們專門有個腦死亡中心，就在我們華南地區，就是我們醫院的，黃埔醫院，大概開車是

四十分鐘吧。我們一個醫院兩個院區，本部和黃埔區。做手術在本部，取器官就在黃埔那

邊。取的器官都不會熱缺血。我們那個中心就是專門為了器官移植來運行的。我們在全國

都是，都已經是，都已經取消掉那個所謂的死囚犯的嘛，所以在全國都是這樣子的，全國

就可能每個大城市就是這樣。華南地區可能就我們這邊一個中心，移植中心這樣子，比如

說有的地方啊需要這個型號的，就打電話過來取，大概是這樣。我們就主要是供應廣州，

優先是中山醫院，相對來說是這樣子，因為畢竟我們是自己開的嘛！(錄音 87.播放及下載

MP3 上、MP3 下，文稿上下載、文稿下下載）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肝腎移植病房 (三區即黃埔區)醫生（2017-08-03）：現在供體是比

以前多了。……供體現在都是腦死亡捐獻的，……這個器官都是不能運，這個時間一長就

影響那個功能嘛！所以現在一般都是就近原則……是國家統一分配的。……如果捐到學校

裡面去，是先把器官獲取，再把遺體運到學校的。 

(錄音 88.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1)102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二區）醫生（2017-09-26）：腎源一批一批的，有時一來好

幾個，休息幾天又來好幾個。來的都是遺體（腦死亡活體），不是器官。供體在本院切取。 
(錄音 89.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2) 103 

 
二、大量熱缺血時間為 0 分鐘的中國 DCD 捐獻器官-涉嫌活摘器官 

美國的公民去世的器官捐獻，規定是在撤去支援儀器之後，等待 5 分鐘之後宣佈死亡之後

才能使用；中國規定是 2-5 分鐘。考慮到還需要打開胸腔、摘取器官的過程，不可能出現 2
分鐘以內的熱缺血時間104。 

然而在對中國移植醫院的論文的隨機檢索中，我們發現了 6 篇宣稱使用 DCD 捐獻器官的論

文裡的熱缺血時間少於 2 分鐘，例如： 
 
其中一篇論文顯示，中國新的公民捐獻系統 重要的部分——器官獲取組織 OPO 的首家掛

牌醫院（2011 年）——廣州軍區總醫院 33 例 DBCD（腦心雙死亡）和 5 例 DBD（腦死亡）

供體的熱缺血時間全部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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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廣州醫科大學碩士論文顯示：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9 月期間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

33 例 DBCD 和 5 例 DBD 供體熱缺血時間均為 0105。 
 
 

表 6. 其它五篇論文顯示的熱缺血時間可疑的證據； 
序

號 
醫院 論文顯示的手術時間和例數 熱缺血時

間 
1 廣州軍區總醫

院 
2015 年 6 月發表論文，供體為 1 例106 0 

2 中山大學附屬

中山醫院 
2008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公民逝世

後供肝移植 62 例，均符合 DBCD107 
0-30min 

3 南京醫科大學

第一附屬醫院 
2015 年 1 月-2016 年 8 月，87 例原位肝移

植，全部為 DCD 供肝108 
1-8min 

4 中山大學附屬

第三醫院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 93 例肝供體，

87 例肝移植受體109 
1-12min 

5 中國人民解放

軍第 303 醫院 
2007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31 例

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肝移植，其中Ⅰ類 8
例、Ⅱ類 3 例、Ⅲ類 20 例。110 

2-13min 

 
 
 
解放軍第 181 醫院肝膽外科醫生楊志堅（ 2016-09-01）：供體以前到刑場去取，現在在醫

院取。 
(錄音 90.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3) 111 

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吳醫生（2017-10-21）：供體病人接過來以後，都是住在監護室……。

監護室、手術室都在一起的，器官切取和移植基本上都是同步的。 
(錄音 91.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84）112 
 
解放軍第 303 醫院（廣西南寧）肝移植科醫生、器官協調員廖吉祥（2017-05-30）：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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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個手術，就必須得有一個人走掉了！我給你打保票，供體質量肯定是非常好的。因

為我們這麼多年的那個，那個，就是說，就是以前的，大約是這樣子 。我們這邊經常很多，

也是用十來二十歲的人，那個小孩……。司法（器官）品質，還不一定就比現在的腦死亡

的供體質量好，至少還要打槍套，還要心跳停幾分鐘，二十幾分鐘。而腦死亡捐獻，現在

這一部分時間都沒有了，幾乎沒有獲取。 
(錄音 9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5)113   

 
三、新一代的腦幹撞擊機 
人为制造脑死亡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 

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軍，2011 年 12 月作为领衔发明人（发明人是王立军、尹志勇、赵

辉、王正国），申请专利“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 并于次年获此专利。该发明专利的

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种实用新型能较准确地制备中型动物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模型。”114 

該機器由基座、高速氣炮、二次錘、動物（實際 是人頭）固定平台等組成。在氣炮的衝擊

下，二次錘（金屬球）直接錘擊 腦殼形成衝擊波，穿越頭蓋骨到達腦內部，讓人瞬間腦死

亡，卻在一定時 間內維持呼吸和心跳。 

2017 年，年韓國 大日報社“朝鮮日報”的旗下電視臺「TV 朝鮮」記者去中國實地調查腦

死亡機的證據，中國還在研發新一代腦死亡機，而據專家研究之後，該儀器唯一用途是製

造人的腦死亡，其他器官都鮮活115，揭露中共醫院以外國人為服務對象進行不法移植 手術

的內幕。〝TV 朝鮮〞是韓國 大日報社《朝鮮日報》旗下的電視台。 據該專題片揭露，

自 2000 年以來，約有 20,000 名韓國患者去中國大陸接受 了器官移植手術，而移植的器官

大多數來自中國的良心犯，特別是法輪功 修煉者身上摘取的器官。 

 

“TV 朝鮮” 發現，中共醫院所用的“腦死亡”器官供體，是用王立 軍發明的“腦幹撞擊

機”製備的（圖 8）。這就說明“腦幹撞擊機”不僅 用於實驗室，而是被普遍用於臨床器

官移植的器官切取的過程中。“TV 朝鮮” 還發現中共還在研發新一代腦死亡機，目前已

經升級到第三代。記 者採訪了韓國“器官移植倫理協會”會長兼外科醫生李承原，李醫生

表 示：“'原發性腦幹損傷撞擊機'，除了為摘器官將人進入腦死狀態外別無 它用，誰會

讓人腦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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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王立軍等的發明“原發性腦幹損傷撞擊機”模型 

54 

“腦死亡機”的發明和廣泛應用為大規模活摘器官提供了極大的方 便。在此之前，負責摘

取器官的醫生面對的真正的活人---有思想、有感 情、會說話、五官手腳都能動的健康的

活人，要把他們的身體切開，從他 們身上摘取心、肺、肝、腎等器官，過程中可能還要面

對他們的反抗、斥 責，對這些醫生的心理壓力是很大的。以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集中營為 

例，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秘密綁架和關押在此，摘取器官完全是在活人身上 進行。由於過程

極其殘忍，參與的醫務人員大多出現嚴重的心理問題，存 在普遍的失眠、做惡夢，部份人

通過嫖娼緩解心理壓力，還出現過因精神 壓力過大而自殺的事件。 

 

2006 年 3 月初首次將中共活摘器官惡行公佈於世的瀋陽蘇家屯遼寧省 血栓中西結合醫院

的護士安妮女士的前夫因為參與活摘，被折磨的痛苦不 堪，不可能再從事這個罪惡，他決

定出國來逃避。他曾告訴安妮說： “你 不知道我的痛苦，因為這些法輪功學員是活的，

若從死人身體上摘除器 官，這還好說，這些人還是活的。” 

 

有了“腦死亡機”，中共就在全國各地佈點設立“腦死亡中心”，實 際上是在活人器官庫

和醫院移植室之間增設的一個環節。器官被匹配上的 人被王立軍的機器“腦死亡”後在

“腦死亡中心”，人工維持呼吸和血液 循環，這樣保證更多器官被切取利用。因為面對的

是“死人”，對移植醫 生、警衛等的心理壓力要比直接從活人身上切取器官要小得多。在

被問到 器官來源時，許多醫生說，他們的器官來自“腦死亡中心”。追問怎麼導 致腦死

亡的？被告知是車禍、意外高空事故。再追問細節，便沒下文了。 是真的腦死亡，還是被

腦死亡？是自願捐獻，還是被活摘？一概由醫生任 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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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醫院自稱捐獻器官來歷不明  

醫院有的說自己使用的移植器官“都是捐獻的”；也有說是網上分配的，進一步追問，說

去問主任，是主任告訴的；還有的說“我們有自己的管道”、“無可奉告”，等等。 
 
一、醫護人員自報器官來源，“自有管道”、“不方便說”等等 

調查對象：南京鼓樓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7 月 9 日 

提要：醫生，我們做的很多。器官來源的渠道就多了，這是國家考慮的，我們只負責提供

技術跟後續的保障，其它我們管不了！ 

(錄音 93.下載 MP3，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6)116 

調查對象：山東煙台毓璜頂醫院腎移植王主任兼器官協調員 

2017 年 5 月 26 日 

提要：王主任稱，保證能在二週之內（10 天之內）搞到 30 歲以下的配型腎供體，一分錢

一分貨；器官來源既不是捐獻的，也不是從衛計委器官網上拿的，而是自有渠道。 

(錄音 94.下載 MP3，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7)117 

調查對象：鄭州人民醫院肝膽外科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5 年 6 月 25 日 

提要：值班醫生，等供體等待時間一般快的二、三天，慢的十來天。我們的供體很多。 (問：

你們的供體一般是什麼類型的？)這個東西…嗯…無可奉告，無可奉告，不要問，不要問這

些東西。 

（錄音 95.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88）118 

調查對象：解放軍第 181 醫院（廣西桂林）院長楊明 

調查時間：2017 年 1 月 21 日 

提要：院長楊明，供體的問題是我們來負責幫你弄好，現在 關鍵的問題是先過來。 ...

這個你就不要想那麼多啦。調查員問：哪有那麼多捐獻？楊明答：我們肯定多嘛！全中國

都是我們這裡搞出來的，我們做的挺多的！ 

(錄音 96.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89)119 

調查對象：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杭化蓮主任 

2017 年 3 月 25 日 

提要：這都不是問題，供體的問題我們是，我們來負責幫你弄好了。 

(录音 97.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90)120 

 

調查對象：解放軍第 303 醫院移植醫生兼器官協調員廖吉祥 

2017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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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器官來源，不是紅十字會，國家分配的。我們是國家器官網分配來的，到時候就來

了。 …供體評估沒問就可用，來源說不清，也不是紅十字會。 

(錄音 98.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2)121  

 

調查對象：第四軍醫大學附屬西京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 

2017 年 9 月 17 日 

提要：異體捐獻的，就是急診科有那種腦死亡、心臟死亡的病人。按政策來說，是國家統

一分配，但是各醫院他自己找，自己用。供體有分配的，也有自己找的。 

(錄音 99.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4)122 

調查對象：北京友誼醫院肝移植病房醫生 

2017 年 9 月 9 日 

提要：具體肝源問題是咱們左右不了的啦！您問我們也沒用！肝源是衛計委的事。(錄音

100.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5)123  

调查对象：解放军北京 302 医院器官协调员马骁 

2016 年 7 月 31 日 

提要：我是到各医院联系供体的，我们有好多合作医院。 

(錄音 101.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6)124 

調查對象：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肝移植 8樓 B區護士 

2017 年 7 月 20 日 

提要：去年做了 300 多台肝移植。腎移植也在做。供體只要申請了，就送過來。 

(錄音 10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7) 125  

调查对象：青岛大学医学院是山东移植大户，其监护室肝移植医生 

2017 年 9 月 8 日 

提要：过来直接就做，那种也多的是！肝源这个你不用打听了，你如果要做这个手术啊，

你就不要问这种问题了！供肝来源，不方便说。 

(錄音 103.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8) 126  

調查對象：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二區醫生 

2017 年 9 月 26 日 

提要：腎源一批一批的，有時一來好幾個，休息幾天又來好幾個。來的都是遺體，不是器

官。因為我們醫院有資質，能夠取嘛！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取的。 

(錄音 104.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99) 127  

调查对象：湖北东风公司总医院肾脏移植研究所医生 

2017 年 9 月 14 日 

提要：现在这个肾源都是来自中央的，来自捐献的。 

(錄音 105.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0)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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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天津市紅十字會人體捐獻管理服務部（幹細胞捐獻中心和人體器官捐獻中心）

部長桂志超 

2018 年 6 月 26 日 

提要：經天津紅會見正的捐獻，一年一百多例。醫院的移植器官不通過我們鑑證，我們不

算它是不是自願無償的捐贈器官。 

(錄音 106.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01）129 

 

二、器官分配的國家官網 “都是騙人的！” 

對器官捐獻和移植分配兩個官方網站，在被調查的上百名紅會人員、醫護人員，無一人登

錄過，只是聽說過。 

調查對象：山東煙臺毓璜頂醫院移植科王主任、器官協調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6 月 10 日 

調查員：從全國器官網拿？ 

王主任：那都是騙人的，都，都是騙人的！那都是形式。 

調查員：供體都是各個醫院自己去找的，不是那個國家統一分配的？ 

王主任：啊，對。對。 

調查員：那個網站有證件才能上去？ 

王主任：不讓進的，那什麼，那都是武警的，不是誰都能進的。 

（錄音 107.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2）130 

調查對象：廣西南寧 303 醫院肝移植醫生、器官協調員廖吉祥 

調查時間：2017 年 6 月 11 日 

廖吉祥：國家系統網，有密碼，有專人管理資料。國家不想讓人知道器官秘密。 

（錄音 108.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3）131 

調查對象：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腎臟移植科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28 日 

護士护士承认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有 10 台左右，一年做一、二百台没问题。供体不是本地

的…… 

（錄音 109.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4）132 

調查對象：湖北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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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員：捐獻具體數字，衛計委他那邊比我的應該更清楚，更更那個……；肝源腎源都在

分配系統，分配系統是在衛計委手上。 

（錄音 110.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5）133 

調查對象：新疆烏魯木齊紅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12 日 

陳先生：全國器官網，我們沒有管理員帳號，看不到有多少人登記。 

（錄音 111.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6）134 

調查對象：浙江省人民醫院肝膽科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30 日 

調查員：同在杭州市，為什麼浙大能取幾百器官，而你們不能？ 

醫生：人家關係好囉！中國不是美國，沒有那個供體的網絡啊！ 

（錄音 112.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7）135 

 

三、器官捐獻機構和移植醫院倒賣器官 

調查對象：江西南昌市紅十字人體捐獻辦公室王先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12 月 8 日 

王先生：我們省登記捐的有 60 來例，南昌市實際今年捐獻有 20 例左右。醫院做移植必須

經紅十會見證，沒見證的是黑市買賣，這種黑市買賣在全國很多，我們無權管。 

（錄音 113.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8）136 

調查對象：山東煙臺毓璜頂醫院腎移植器官協調員王主任 

調查時間：2017 年 5 月 26 日 

王主任：等腎源做手術，連檢查半個月之內（搞定），兩週之內都是多說的。這邊要四十

萬，給醫院十萬。得找三十歲以下的，一分錢一分貨，明白嗎！ 

（錄音 114.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09）137 

調查對象：浙江省人體器官捐獻管理局辦公室工作人員 

調查時間：2018 年 1 月 1 日 

工作人員：找器官的事，你不要通過電話裡去問，好不好？器官我們肯定多了。肝，大概

30 萬可以不？腎多少？15 到 20（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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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員：供體費給誰？ 

工作人員：那肯定是給我們了！ 

（錄音 115.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10）138 

調查對象：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移植醫生何方平 

調查時間：2017 年 6 月 4 日 

何方平：我们自己肝现在 近就做 60 多例，然后那个 DCD 肝现在大概有做了 30 多例，总

共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嘛。那个什么活体啊，总共乱七八糟现在做了 200 多例。 

（錄音 116.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11） 

調查對象：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腎移植池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25 日 

池醫生：供體就是腦死亡那種，腎要付錢，直接給紅會，估計得個一、二十萬。 

（錄音 117.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12）139 

調查對象：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1 日 

醫生：肝移植要 100 萬，腎移植要 50 萬；供體，他會給你弄的。15 萬到哪裡弄啊？肝腎

供體，等十天就會有的；每天都在做，做的很多的。 

（錄音 118.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13）140 

調查對象：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 

醫生：肝移植做得很多。賣肝沒有，賣腎的有。 

調查員：能找年輕健康供體？ 

醫生：這個東西呢，具體的，你得要過來，然後找我們移植組的教授（王正昕主任）談一

談。 

（錄音 119.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14）141 

 
 
 
第六章器官捐獻的所謂 “中國模式”是謊言 
 
2015 至 2018 年追查國際對 30 個省、直轄市的 47 個紅十字會進行調查取證，發表了 50 個

電話錄音證據。調查證據涵蓋 2015 年 5 個省份，6 個器官捐獻機構；2016 年，5 個省份，

5 個器官捐獻機構；2017 年，共調查 10 個省份，15 個器官捐獻機構；2018 年，共調查 10
個省份，21 個器官捐獻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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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 
 
紅十字會捐獻器官仍舊很少，無法解釋巨大的醫院移植量。對醫院的調查中，醫護人員有

說移植器官 “都是捐獻的”，有說網上分配的，進一步追問，說去問主任，是主任告訴的；

“我們有自己的管道”、 “無可奉告” “不方便說”等等。 
移植醫院 OPO 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器官獲取組織），很多是移植醫生

兼協調員，持“雙證”上崗，也就是，既是確定人死亡的診斷者，又是切取器官的使用者。 

醫院獲取的“腦死亡捐獻”器官，從“腦死亡”的認定到器官“捐獻”過程，沒有相關的法律立

法，也沒有授權的官方機構監控。醫護人員對器官來源和移植量的問詢越來越敏感，緊張

得一聽就掛電話。院長、主任、醫生的手機號碼早已是機密，甚至連打進正常辦公的科室

電話也不敢接聽回答相關問題。 

 
 
 

 
圖 9. 2015 至 2018 年對中國紅十字會電話調查證據涵蓋圖 

（調查取證的時間、數量、對象、結果、分佈等情況摘要，詳見附表 5. 2015-2018 年對中

國紅十字會電話調查證據涵蓋統計表） 
 
 

一、中共官方公佈的全國捐獻資料 
 
表 7. 2015-2017 中國官方公佈的全國捐獻量統計表 
年份 捐獻數量 大器官數量 
2015 年 2,297 例142 6,428 個 
2016 年 4,080 例143 11,29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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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148 例144 16,000 個 
 
 

二、從中國捐獻登記人數看，無法解釋器官移植量 
 
2017 年，美國超過 1.38 億人 18 歲以上的人登記捐獻器官145，死亡捐獻總人數 10,287 人。 
 
2018 年 5 月 5 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介紹，作為中國首個網

上器官捐獻志願者登記系統，“施予受”線上登記志願者人數昨日超過 30 萬，這意味著已有

30 萬人表明了器官捐獻的意向146。 
 

按照國際慣例方式計算，正常情況下，捐獻登記人的年死亡率 7/1,000，由於捐獻人因患病、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年齡問題、死亡和器官摘取之間的時間差等原因， 終只有 1%-2%的

曾登記過的死者，才符合提供移植器官的條件。 

若用上面的計算方式推理對應到 30 萬的中國器官捐贈者身上來推算的話，其結果為： 
“2016 年，這 30 萬人中的 7/1,000 過世，大概為 2,100 人。其中 1%—2%的人可以提供移植

的器官，這相當於只有 21—42 例器官捐獻人供體。147 但是，中共聲稱 “而 2016 年則達到

了 4,080 例”148   “2017 年，我國器官捐獻 5,148 例”。149   這提示中共的器官出自其它的來

源。 

截至目前，中國志願捐獻總人數僅僅是美國志願捐獻總人數的 1/500。然而，美國器官等待

時間， 近肝腎移植約平均 2-3 年，是病人在等器官；中國平均等待時間 10 多年來一直僅

需要 1-2 週， 長不超過 1-2 個月，還有大量的急診移植。甚至 “連夜能來連夜做” ，器官

等人的現象現在依然存在150。 
 
另外，關於急診肝移植，美國擁有發達的全國分配網路，在捐獻者死亡之後僅需要簡單的

手續即可完成器官摘取和全國分配的程式，急診肝移植僅 6%151。而在中國，擁有比例高達

26.6%的急診肝移植152，而且醫院對急診病人開通綠色通道，這是無法用數量很少且不規律

的捐獻器官解釋的。 
 
目前中共聲稱實現的捐獻，是在醫院急診室發現病人因為疾病或者傷重之後，勸捐員臨時

對家屬做工作進行勸捐，2015 年，據被稱為“中國肺移植第一人”的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

陳靜瑜說：“一般需要耗費數天到十幾天的時間，才能勸捐成功”。153 所以，加之考慮配型

因素，根本無法保證大量急診移植。 
 
 

三、可疑的中國死亡捐獻器官的人均捐獻率和利用率 

美國 2017 年死亡捐獻人數 10,287 人，肝腎移植數量 21,753 例，包括心臟和肺等在內的總

移植量 28,588，平均每一個供體的器官總利用率 2.8，其中每人的肝腎總利用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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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美國 2017 年器官捐獻和移植統計154 

 
 
中共宣稱中國 2017 年器官捐獻155：5,148 例，完成 1.6 萬個大器官捐獻，較 2016 年增加了

25.9%，其中肺移植僅有 224 例。中國的器官移植中主要以肝腎移植為主，心臟每年移植僅

有 300-400 例、2016 年 368 例156，也就是說，按照黃潔夫提供的數字，中國的死亡器官捐

獻總利用率>3，肝腎總利用率>3，怎麼可能呢？ 
 
在中國，有世界上 高的肝病患病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國有超過 4.33 億慢性

肝病病例，其中超過 57%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另外超過 21%為乙型肝炎”157。同期，中

國總人口 13.79 億，也就是說，佔總人口的 31.4%患有肝病，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 17.9%。

而按照移植標準，脂肪肝和乙肝是無法用作供體的，全球 2014 年 4 月才出現第一例乙肝患

者做供體的實驗性移植158。同時，中國腎臟患病率達到了 13%159，按照這個比例，不考慮

不適合移植的其它疾病，每一個中國人可以捐獻的器官總數僅為 2.426 個肝臟和腎臟。而

按照中共官方 2017 年公佈的數字，減掉心臟 400 例和肺移植 224 例，那麼每個人捐獻的肝

臟和腎臟數量為 2.96，遠大於 2.426，更大於健康情況、器官捐獻和分配系統遠好於中國的

美國（2.1）。 
 
所以，大量證據提示有來自死亡捐獻之外的大量健康人被中共作為器官供體。 
 

四、紅十字會器官捐依舊很少 醫院移植量巨大 

 

中美器官移植系統的透明度比較 

器官捐獻和移植 重要的是透明。美國的器官捐贈登錄中心，可以看到各個層級醫院的每

週、每月、每年完成的器官移植數字；臺灣也一樣，臺灣只有 2,300 萬人口，但登錄捐獻

器官的公民近 30 萬人，完全可知道都做了哪些器官移植。 

 

但中國只能看到全國性的數位，其他資料完全不公開。 

時至今日，中共拒絕國際社會對中國器官捐獻系統的獨立調查。 

 

1、北京市 

 

2018 年 8 至 9 月間，追查國際再次對北京市紅十字會系統人體器官捐獻情況做了相關的電

話調查。調查結果：地處首都的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成立 6年來，至今處於籌

備階段，始終沒開展實際器官捐獻工作。下屬各區紅會都沒設器官捐獻辦公室，都未開展

實際器官捐獻，僅限於做些宣傳。160北京市共有 23 家移植醫院，移植數量居全國之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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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器官並不是來自北京紅十字會。 

 

1）紅十字會器官捐獻情況調查電話錄音 

調查錄音 1. 

調查對象：王朝輝，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籌備辦公室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6 日（電話：86-18910670191） 

調查結果提要：王朝輝：“我這是籌備辦公室，現在器官捐獻辦公室沒有成立呢。現在是

我們紅會，衛計委，還沒有在一塊兒合作呢，就是他們醫院通常自己做。我們那個情況比

較特殊，所以一直是就沒有開始這個工作。現在國家都那個，下一步看怎麼弄啦，不知道

怎麼說呢！” 

(錄音 120.下載 MP3，文稿下載：pdf 115） 

調查錄音 2. 

調查對象：北京市海淀區紅十字會官員 

調查時間：2018 年 8 月 31 日（電話：86-1068317551） 

調查結果提要：值班員：“北京市的器官捐獻工作現在還是籌備階段，六年沒開展；今年

剛剛掛牌，還沒開展捐獻工作，今年也開展不了；現在我們區裡主要承擔宣傳工作，其它

的工作還都沒有落實。” 

(錄音 121.下載：MP3，文本下載：pdf 116） 

調查錄音 3. 

調查對象：北京市西城區紅十字會辦公室官員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14 日（電話：86-1083975423） 

調查結果提要：值班員： “我們這兒就只有這三個遺體捐獻接收站聯繫方式，有人打電話，

就把這三個電話告訴人家；像我們這一級部門沒有器官捐獻的辦公室。” 

(錄音 122.下載：MP3，文本下載：pdf 117） 

調查錄音 4. 

調查對象：北京市東城區紅十字會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17 日（電話：86-1087556904） 

調查結果提要：值班員：“我們沒有器官捐獻辦公室；區縣一級的紅會負責宣傳；北京市

紅十字會也沒有器官捐獻辦公室，也是負責宣傳。” 

(錄音 123.下載：MP3，文本下載：pdf 118） 

調查錄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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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北京市朝陽區紅十字會辦公室孫女士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0 日（電話：86-1065094673） 

調查結果提要：孫女士：“關於器官捐獻這塊，北京市的紅十字會沒有開通這個業務；我

們這只有遺體捐獻，沒有器官捐獻。器官捐獻還是得聯繫各大醫院；我們跟醫院沒有直接

那種聯繫關係，因為我們工作性質不一樣；我這只接受北京市紅十字會工作安排，它現在

給我們的就是三家對口的醫院，是遺體捐獻的。” 

(錄音 124.下載 MP3，文本下載：pdf 119） 

調查錄音 6. 

調查對象：北京市石景山區紅十字會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0 日（電話：86-1068606619） 

調查結果提要：值班員：“我們這邊是提供遺體捐獻電話登記的、聯絡方式；區紅十字會

本身沒有做器官捐獻，因為市紅十字會沒有這項工作，他們平時也沒有這項工作。” 

(錄音 125 下載 MP3，文本下載：pdf120） 

調查錄音 7. 

調查對象：北京市丰台區紅十字會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0 日（電話：86-1063824717） 

調查結果提要：值班員：“北京市各區都沒有器官捐獻，目前還沒有開展這個業務。” 

(錄音 126.下載 MP3，文本下載：pdf 121） 

調查錄音 8. 

調查對象：北京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工作協調辦公室職員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21 日（86-1063558266） 

調查結果提要：職員：“我們遺體跟器官是兩個部門管；王朝輝他就是負責這個器官捐獻

的，那具體以他的解釋為準吧，他就是負責這塊的！” 

(錄音 127.下載：MP3，文本下載：pdf 122） 

調查錄音 9. 

調查對象：北京協和醫科大遺體捐獻接受站 

捐獻時間：2018 年 8 月 30 日（86-1069156975） 

調查結果提要：值班員：“北京不接受外省市的遺體、器官捐獻。”“捐獻於本地”。 

(錄音 128.下載：MP3，文本下載：pdf 123） 

調查錄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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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首都醫科大学遺體捐獻站 

捐獻時間：2018 年 9 月 6 日（86-1083911443） 

調查結果提要：景鵬：“你要說器官捐獻，它（北京市）是沒開展；好多醫院有器官捐獻，

現在很多都沒通過紅十字會啊！” 

(錄音 129.下載 MP3，文本下載：pdf 124） 

2）醫院移植量調查錄音舉例 

 

北京市器官移植医院共有 23 家，移植量巨大。下面以北京武警總醫院为例说明。 

《武警總醫院遠端網站》時間：2005 年 9 月 5 日報導，武警總醫院肝移植中心自 2003 年 5

月成立以來，短短的兩年多時間內，創造了年度手術總例數、手術成功率、患者年齡 大、

小等多項全軍和全國之 161。 

調查記錄舉例： 

調查對象：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病房（8 楼）護士 

調查時間：2018 年 2 月 8 日（+861057976180） 

肝移植做的多，肝移植手術每天都在做。 

（錄音 130.下載：MP3 ，文本下载： 附件 125）. 

調查對象：武警北京总院_肾移植医办值班医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3 月 29 日（+86-10-57976857） 

2017 年腎移植醫生說：腎移植分二個組，一個組一年能做 200 多例，兩個組能做 500 多例。

今年比去年更多一些。肝移植組有好幾個主任管，做得更多。 

（錄音 131.下載：MP3 ，文本下载：附件 126） 

調查對象：武警總醫院肝移植醫辦 

調查時間：2018 年 3 月 20 日（+861057976858） 

醫生：目前肝源多，做的也多；等待時間 2週， 多一個月。……  

(錄音 132-1.下載：MP3，文本下载：pdf 附件 127-1) 

調查對象：王朝輝，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籌備辦公室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9 月 6 日（電話：86-18910670191） 

調查結果提要： 武警做的比较多，北京是武警医院做的是 多的。...... 武警医院不是

部队的医院嘛， 武警医院做，部队做的 多。162 

(錄音 132-2.下載 MP3，文稿下載：pdf 127-2） 

調查對象：王建立，武警北京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醫師163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2 日（電話：86-13911723417） 

(錄音 132-3.播放下載 MP3， 文稿下載 pdf 附件 2） 

調查結果提要 

王建立：什麼時間不確定，但是我們這邊器官挺多的！手術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可以安排 

 

調查對象：北京武警總醫院肝移植醫辦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6 月 14 日，（+86-105797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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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一般順利術後 20 天可出院，我們每個月都有做，光我們組上月就做了 6台，我們有

4、5個組，“ 近只要你想住……”，快的話“可能立馬就能做”，“一般的話如果慢一

點就一個多月”。 

（錄音 133.下載 MP3 文稿下載： 128） 

 

調查對象：黎功，北京武警總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5 年 10 月 11 日 

黎功：現在做肝移植， 慢，二星期都能做成；今年超過三百例；去年做得很多，現在病

人特別多，肝源也特別多。 

（录音 134.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129） 

 

2018 年 10 月 16 日，北京武警總醫院肝移植主任陳新國涉嫌使用法輪功學員供體。164 

2018 年 11 月 2 日，北京武警總醫院肝移植副主任王建立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供體。165 

 

2、天津市 

天津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量遠遠低於該市器官移植量，去年器官捐獻只有 100 多例。可是，

仅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肝腎年移植量超过 5000 千例166，醫生多次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供體 

 

天津市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中心值班員（2017 年 11 月 9 日）：幾年來累計登記三千人，

只是表明了他們想在死後捐獻器官的意願，天津去年實際捐獻 100 多案例，今年也是 100

多，這不代表他們身上全部器官都捐了。有的不能用，有的不捐 

(錄音 135.播放及下載 MP3 ，文稿下載：pdf 附件 130167 

 

2017 年 10 月 17 日，東方器官移植大樓 6樓腎移植馮醫生說，他們腎移植也能像肝移植一

樣，一年做四、五百。 

(錄音 136.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1） 

 

2018 年 5 月 4 日，8樓肝移植醫生在調查電話中說：肝移植一年有四、五百，各個組的都

做。調查員問一肝移植醫生：每年能做一千多例？答：那不止！我們這幾個組，每個組下

來都有幾百例！得有了。 

(錄音 137.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2） 

 

2018 年 5 月 8 日，8樓肝移植另一醫生在調查電話中說：肝供體很多，每天都在做，每個

主任帶一個團隊做。調查員問：有多少移植團隊？對方脫口而出“十～”，然後急忙改口：

“啊～都挺好的！”  

(錄音 138.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3）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於 1998 年由沈中陽創建， 2002 年建立了天津市器官移

植研究所。2006 年 9 月新大樓啟用後，床位增加到 500 個（另有報導此時床位已達 700 張
168），移植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 9台肝臟移植及 8台腎臟移植手術169。2013 年，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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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同比增長 5.7%，高達 131.1%”，170。醫院肝移植平均住院時間 25～30 天171。故可以

估算出該移植中心肝腎移植高達 7975 例/年。（500×365×131.1%/30） 

天津市衛生局 2014 年 3 月網站稱：“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是目前亞洲 大規模的器官

移植基地，是中國臨床肝移植發源地及天津市“移植技術應用基地”。醫院現有病床 1,500

餘張。2015 年底三期改擴建工程投入使用，編制床位達 3, 200 張172。 

 

2015 年 1 月，《今晚傳媒集團》稱：“在沈中陽的指導下，昔日的小大夫各自獨立完成肝

移植手術均近千例”173。追查國際調查顯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參與肝臟和腎臟移植的醫

生共有 110 位，其中包括 46 名主任醫師、13 名主治醫師。移植醫生數量大，可組成多個

肝腎移植團隊。 

 

2006 年，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中心主任宋文利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供體174。 

2018 年 11 月 15 日天津一中心沈中陽院長助手肝移植醫生白榮生承認使用法輪功學員供體
175。 

 

3、上海市 

 

上海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量遠遠低於該市器官移植量。上海有 11 家器官移植醫院，每年器

官移植量巨大。例如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移植量大，而且該院院長
176
和醫生177多次承認使用

法輪功供體。 

 

1）上海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情況 

據《澎湃新聞網》報導，2016年6月～2017年8月，上海市紅十字會共接受器官捐獻200

例178。而上海共有11家器官移植醫院179 ，僅仁濟醫院2017年官方公佈的肝移植量達800

例 180 。 

 

調查對象：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肝移植鄭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10 月 23 日（+86 2152887174） 

鄭醫生每年能做 200 例，今年己做了快 200 例了。今年會比去年多。原則上他們這個供肝

肝源是保密的呀！ …… 

(錄音 139.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4）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肝移植科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862152887174） 

值班醫生肝移植做得很多，今年能突破 200 例。上週做 4台。調查員：能找年輕健康供體？

值班醫生：這個東西呢，具體的，你得要過來，然後找我們移植組的教授（王正昕主任）

談一談。 



54	

	

 …… 

(錄音 140.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5） 

 

調查對象：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肝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1 日 (+86 2131161855) 

去年肝移植一百多例，腎移植五、六百例；今天就做兩個肝、兩個腎；肝源等十天半個月

會有；肝移植要一百萬，腎移植要五十萬；供體，他會給你弄的。15 萬到哪里弄啊？肝腎

供體，等十天就會有的；每天都在做，做的很多的，我們這裡不如人家仁濟。…… 

(錄音 141.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6) 

 

調查對象：上海長海醫院器官移植科護理站護士 

2017 年 12 月 20 日（+86 2131162866） 

護士：腎移植一直在做，今年已經做了三百多台了；2016 年 3 月份成立的移植中心，腎移

植做了七八百例，去年 10 個月就做了 300 多例，肝移植今年也做了 100 多例； …… 

(錄音 142.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37) 

 

調查對象：上海長征醫院腎移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 

調查時間：2016 年 1 月 29 日（+8613901743189） 

朱有華：腎移植每天都在做，當天正在做，還沒下手術臺呢。“這不光是我們醫院呢，其

他醫院也做的多呀”。 

（錄音 143.下載 MP3 文稿詳見：附件 138） 

 

調查對象：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醫生孔德富 

調查時間：2017 年 3 月 18 日（+86 18817667836） 

孔德富：一六年做了能有七百例。 

(錄音 144.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39) 

 

調查對象：杭化蓮，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副主任 

調查時間：2018 年 11 月 8 日（錄音查閱第一章錄音 8） 

明天過來找我，我爭取一個禮拜之內幫你搞定！調查員：你們現在就是那個法輪功供體，

對吧？杭化蓮：對，這肯定的181。 

 

上海仁濟醫院器官移植中心有可同時實施 6台肝移植手術的百級層流手術室、萬級層流病

房182。2014 年，仁濟醫院肝臟外科擁有 3個病區、110 張床位、70 余位醫護人員，已成為

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國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學科、國家臨床藥理機構、上海市衛計委

重中之重臨床醫學重點學科。183 

 

2017 年 12 月 29 日，仁濟醫院宣佈了 2017 年肝移植手術量突破 800 例。2017 年 8 月 23 日，

夏強團隊還宣佈了另外一個資料，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兒童肝移植手術完成 1, 000 例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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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建明，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185。譚建明曾在 2003 年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為一名

患者做腎移植手術用了 8 個腎配對186。譚建明截至 2014 年 6 月，主持腎移植 4,200 多例187。

廈門 174 醫院肝膽外科醫生李文崗1882017 年 4 月在調查電話說：“上海交大移植中心的彭

志海來了幾天了，在廈門大學正準備手術。院長彭志海已經做了 5,000 多例（肝移植），前

幾年每年能做 400 多”。 

 

4、廣東省 

 

廣東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量遠遠低於該市器官移植量。廣東省有 17 家移植醫院，僅中山大

學附屬醫院官方公佈的移植量就超過了上述捐獻數字。《新快報》2010 年 10 月 9 日，中

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移植中心截至 2010 年，在這裡換肝、換腎的病人已數以萬計189。 

 

調查對象：廣東省紅十字器官捐獻辦公室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2 日值班員：近幾年捐獻案例幾百，排名全國第一。捐獻案例能

用到移植上的，只是一部分。捐獻者是病人，要看他的器官品質，有時可能肝不能用，有

時腎不能用。廣東省醫院用的器官，不一定都由我們見證。  

(錄音 145.播放及下載 MP3，文稿下載：pdf 附件 140）190 

广东省有 17 家移植医院，仅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官方公布的移植量就超过了上述捐献数字。 

《新快报》2010 年 10 月 9 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移植中心截至 2010 年，在这里换肝、

换肾的病人已数以万计191。 

 

調查對象：廣州中山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肝膽外科韓醫生調查時間：2015 年 6 月 30 日，當

韓聽說黃潔夫一年做 500 多例肝移植後說：“我們現在做的 1,500 多例都有啊！192” 

（錄音 146.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141) 

 

調查對象：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泌尿外科腎移植醫生蘇宇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2 日 

蘇宇：我們的腎源是 廣泛的啦！現在目前己經超三百個了。就現在七月份己經超三百了。

我們醫院 大的特色，就是活人的供體，腦死亡的病人。器官從哪來的？這個東西我也不

敢亂說！ 

(錄音 147.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142)193 

 

調查對象：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腎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7 日（+86-2034152559） 

醫生：腎移植去年做了有四、五百例，今年做了也有二、三百；其它事來醫院說。 

 (錄音 148.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43） 



56	

	

 

5、浙江省 

 

浙江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量遠遠低於該市器官移植量。浙江省有 8家移植醫院自報的移植

量是全省紅十字會捐獻器官的幾十倍。 

 

調查對象：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 

調查時間： 2017 年 4 月 20 日） 

捐獻人不多呀！2016 年全省捐獻器官一百多，還有一些不能用！（浙江有 8家移植醫院自

報的移植量是全省紅會捐獻器官的幾十倍。 

（錄音 149.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144） 

 

 

調查對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 

調查時間：2015 年 5 月 8 日 (+86 57187236871) 

護士：去年做了 300 多例，今年也有 300 多例。 

（錄音 150.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145） 

 

調查對象：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肝移植病房值班護士 

調查時間：2016 年 5 月 4 日 （+86 57187236736） 

護士：我們醫院一年下來都是幾千例的啊，你……鄭樹森是我們主任。原先還有活體的。

調查員問能不能用“活體的”，醫生讓快去門診登記。 

（錄音 151.下載 MP3 文稿下載：附件 146） 

 

調查對象：浙大國際醫院肝移植醫生梁建忠 

調查時間：2016 年 7 月 25 日（+86 13516703061） 

梁建忠：假如說非常急的話，我們肯定會做，馬上手術。肝移植每天基本上做 2～3台，每

天都在做。肝移植是國際醫院的優勢，肝源比較好找。 

(錄音 15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47) 194 

 

調查對象：浙大國際醫院肝移植器官協調員謝琴芬 

調查時間：2017 年 2 月 28 日 （+86 13968153957） 

謝琴芬：（等待時間）一般來說可能兩個禮拜差不多。有時候有很快的，有時候第二天就

能做也有，就看你，危重的病人我們可優先一點。去年建院第一年，做一百二十幾個。一

般隔天就會有肝源消息的。肝源主要還是靠院長鄭樹森的關係。 

(錄音 153.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48) 

 

據大陸官媒報導，2017 年 5 月 11 日下午至 5月 12 日中午，樹蘭（杭州）醫院的 8間手術

室燈火通明，20 個小時內完成 8台大器官移植手術。其中一吳姓病患，僅等了兩天，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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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捐獻”肝臟195。對於成立僅一年多的一家私人醫院，怎麼可能在同日獲取如此多的

組織配型相吻合的捐獻器官？ 

 

調查對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08 月 1 日（+86 57187236871） 

護士：我們做得多的，平均每個月有三四十例吧。問：一個月做三四十，那一年能做四五

百例嗎？答：對啊！腎源你要等捐獻的話，就很慢啦，至少 5年以後啦！ 

(錄音 154.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49) 

 

調查對象：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中心護士 

調查時間：2018 年 4 月 23 日（+86 57187236871） 

護士：每天都有腎移植，今年做了有幾百了。……  

(錄音 155.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50） 

調查對象：寧波市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人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26 日 

值班員：我們去年有 38 例捐獻，今年捐了一、二十個了。 

而寧波市醫療中心李惠利醫院腎移植大約一年能做二、三百例。196  

(录音 156.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51) 
 
6、河南省 
 
河南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量 2017 年大約 200-300 例，遠遠低於該市器官移植量。鄭州人民

醫院移植數量大，該院承認使用法輪功供體197。該院腎病器官移植科開放床位 90 張198。 

紅十字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 

调查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 

值班員：去年一年大概捐了二、三百例，這都是醫院的案例。 

调查员：你們那邊捐獻多不多？ 

值班員: 少！因為這都是醫院的案例199  

鄭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2017 年肝腎移植量超千例。郑州人民医院移植数量大，该院承

认使用法轮功供体200。该院肾病器官移植科开放床位 90 张201。 

(录音 157.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52） 

 

 

調查對象：鄭州市人民醫院器官移植科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12 月 17 日（+86 37167077512）  

現在（腎移植）做了有二百多了，基本上不停，12 月做了十幾台了。連著上個兩三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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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都沒問題。有一天連著 24 小時都能做五、六台，兩個肝，四個腎。 

(录音 158.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53) 

 

調查對象：河南鄭州市人民醫院器官移植科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10 月 18 日（+86 37167077512） 

床位有 60 張，己住了 67 個病人，全部都是移植病人。如果有供體，一天能做好幾例。…… 

(录音 159.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54） 

 

調查對象：鄭州市人民醫院器官移植科腎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10 月 29 日（+86 37167077512） 

我們腎源費 15 萬；等腎源快的當天；腎移植病房現在 60 張床位住了近 70 個人；（調查员：

一附院做三、四百例。）應該差不了多少；（調查员：都是你們醫院自己去找腎源？）對

呀！…… 

(录音 160.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55） 

 

調查對象：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移植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5 月 9 日（+86 37166862191） 

去年腎移植我們做了三百多。今年已經做了一百多了。 

(录音 161.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56) 

 

調查對象：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移植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6 月 28 日（+86 37166862192)  

今年到現在，應該也有二、三百例。去年的話，做了三百多。 

(录音 162 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57) 

 

調查對象：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移植科護士 

調查時間：2018 年 5 月 3 日（+86 37166862191） 

腎移植去年做了近 400 台。今晩有 4台腎移植手術。 

(录音 163.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58) 

 

調查對象：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科肝移植值班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25 日（+86 37166279137） 

醫生：我們這肝移植是比較快的。肝源涉及週圍好多個省。 

調查員：去年能做上千例這種肝移植嗎？ 

醫生：啊～應該也～，做不夠到一千台，也好幾百台。 

調查員：供體能不能年輕點？ 

醫生：一般都還是四十歲左右，主要還是年輕的。…… 

(录音 164.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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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北省 

 

浙江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量遠遠低於該市器官移植量。 

 

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負責人牛志強 

調查時間 2017 年 11 月 1 日 

從 2013 年開始捐獻到現在，（全省）累計捐獻七十多例；2017 年捐了 18 例，占三家移植

醫院的實際移植量很小。 

(录音 160.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60）202 

 

8、山東省 

 

煙臺市紅十字會人體捐獻辦公室 

調查時間 2018 年 1 月 16 日 

值班員：捐獻器官哪個地方都不多！我們捐獻的也就是幾十例，他們都做上百例、上千例！ 

(录音 166.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61）203 

 

煙臺毓璜頂醫院移植數量大，主任柳東夫承認使用法輪功供體。204 

器官移植是該醫院四大品牌技術之首205。2004 年高振利開始主持毓璜頂醫院器官移植中心

工作後，該院器官移植得到了迅猛發展，腎臟移植、心臟移植、肝臟移植、胰腎聯合移植

均有突破性發展，年器官移植手術量列全省第一206。 

 

泌尿外科下設腎移植重症監護室、器官移植研究室、組織配型室，編制床位 100 張207。柳

東夫主任醫師，目前已完成腎移植手術 3,000 餘例208。 

 

調查對象：煙臺璜頂醫院腎臟移植中心護士 

2018 年 5 月 21 日（0535-6691999 轉 83947） 

腎移植一年能做三、四百例，去年做了三百多例；費用 40 萬。 …… 

(录音 167.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62） 

 

調查對象：煙臺毓璜頂醫院科李大鵬醫生 

調查時間：2018 年 5 月 21 日（+86 15506657777）  

李大鵬：去年做了 300 例腎移植；我給你個電話，電話裡頭我給你說這個價格的問題；我

們這兒全國的、港澳臺的病人都有；電話裡不用說那麼多啊！你就到醫院來，見見柳東夫

主任；移植科有好多主任。 

 

濟南軍區總醫院醫生承認使用法輪功供體 

濟南軍區總醫院泌尿外科，2005 年被總後批准為全軍腎移植與透析治療中心，病床 80 張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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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168.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63）調查對象：濟南軍區總

醫院原腎移植科主任倪家連調查時間：2017 年 1 月 19 日（+86 1192017134231） 

倪家連：原來用的那都不好說了，那都是犯人的～。原來哪個醫院都是用犯人的多。 

调查员：那你們原來用的都是法輪功那種的吧？ 

倪家連：對啊。 

(录音 169.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64) 

調查對象：濟南軍區總醫院泌尿外科腎移植醫辦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4 月 8 日（+86 53151665311） 

醫生：去年做的有二、三百例。這種東西都是所裡面安排的，我們都具體不知道排多長時

間。 

(录音 170.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65) 

 

9. 湖南省 

 

中南大學湘雅二院 

近年來，該院在腎臟移植手術例數上屢創新紀錄，在全國位居前列210。移植科主任彭龍開

主刀 2,000 餘例腎移植手術211。 

 

調查對象：中南大學湘雅二院腎移植三病區聶夢華護士長 

調查時間：2017 年 4 月 18 日（+86 73185296141） 

護士長：我們這裡確實比其它地方等待的時間短，去年做了三、四百台。 

(录音 171.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66) 

調查對象：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器官協調員馬望宗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0 日（+86 18773160380） 

馬望宗：去年腎移植，我們確定三百四十多接近三百五。紅十字會和醫院配合做，都是本

地供體。去年肝移植做了一百多台，今年做了五六十台。 

(录音 172.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67) 

 

10、湖北省 

 

調查對象：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移植科醫辦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10 月 30 日（+86 2786708757） 

肝移植今年做了不到 100 例；我們以腎移植為主，今年做了有 300 例了。…… 

(录音 173.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68） 

 

11、江西省 

調查對象：南昌市紅十字會人體捐獻辦公室王先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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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我們省登記捐的有 60 來例，南昌市實際今年捐獻有 20 例左右。醫院做移植必須

經紅十會鑒證，沒鑒證的是黑市買賣，這種黑市買賣在全國很多，我們無權管。 

(录音 174.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69)212 

 

12、雲南省 

 

調查對象：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員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5 日） 

值班員：2017 年雲南省器官捐獻六、七十例，不一定都能用。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自報 2017

年僅腎移植達四、五百例。 

(录音 175.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70）213 

 

調查對象：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腎移植病房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7 月 22 日（+86 87167390509） 

醫生：這半年做的有二百例了。主任他們現在沒在科室，正在做腎移植手術。等一個月差

不多。 

(录音 176.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71) 

調查對象：昆明市第一醫院北院腎移植病房 7樓 B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10 日（+86 87167390509） 

醫生：我們只做異體，不做親體；去年做了二百多例，今年半年時就超過二百例了，今年

能做四、五百例。…… 

(录音 177.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72） 

調查對象：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北院腎移植病房 7樓 B護士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6 日（+86 87167390509） 

護士：腎移植做的很多。問去年做了四、五百例？對方沒有否認。…… 

(录音 178.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73） 

 

13、四川省 

 

四川省從 2012 年到 2016 年 3 月底，通過紅十字會系統實現的器官捐贈 150 多例，其中華

西醫院 63 例。“2012 年僅接受 2 例，2013 年 10 例，今年（指 2016 年）1 到 3 月有 20 例”214。 

 

調查對象：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員 

調查時間：2018 年 6 月 7 日 

值班員：中國人是“死後入土為安，死要留個全屍”的思想，這個捐獻量還是蠻少的，登

記的多，但是 後把器官捐出來的不多；要看家屬情況，他的病適不適宜捐獻，不是每一

個人他願意捐器官就全部捐獻，也不是說每一個都適合移植。去年捐獻一百九十多例，但

不能保證今後捐獻多少，因為有很多因素來決定這個捐獻成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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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179.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74）215  

 

調查對象：華西醫院醫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3 月 31 日 

醫生：我們每年都做的很多，做的很多，我們腎移植，我們整個病房都是腎移植。我們每

天都在做。 

(录音 180.播放及下载：MP3 ,文稿双击下载：附件 175)  

 

調查對象：四川華西醫院腎移植科病房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12 月 15 日（+86 2885422925） 

護士:腎移植做很多，每年都在遞增，今年也做了有幾佰例了！我們每天，一、三、五都在

做，每週做十來台。我肯定不能隨便給你回答這些東西啊！反正我們現在也有幾百個

了。…… 

(录音 181.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76） 

調查對象：四川省人民醫院移植科醫辦楊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12 月 15 日（+862887393722） 

楊醫生:肝移植想優先做，和我們主任多溝通，應該問題不大的；我們做肝移植都是急診，

比如今天晚上做，然後馬上就要通知這個受體；35～40 萬不包括肝供體，供肝費不超過 10

萬；春節前後供體多，年過節的時候是 忙的。 …… 

(录音 182.播放及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177）216 

 

14、深圳 

 

調查對象：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人員高敏 

調查時間: 2016 年 3 月 9 日 

現在即使想捐，能不能捐的成？絕大多數是捐不成的。器官捐獻是有很多局限條件的。 

(录音 183.播放及下载：MP3，文稿详见：附件 178)
217
 

 

15、新疆 

 

調查對象：烏魯木齊紅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陳先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12 日 

陳先生：從開展捐獻以來，現在全疆到現在才幾十例呀！捐獻器官很少，主動捐獻的肯定

少啊！就算很多人備案（登記）了，他都達不到捐獻狀態。他們沒有幾個能捐的！ 

（录音 184.播放及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179）218 

 

16、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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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貴陽市紅十字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負責人，捐成的，這幾年下來有 30 多例，包

括今年的十多例。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26 日 

(录音 185.播放及下载：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80)219 

17、內蒙古 

 

調查對象：包鋼醫院肝膽病房醫辦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15 日 

現在捐獻很少啊！沒人捐獻，現在誰捐獻啊！ 

（錄音 186.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81）220  

 
 

 
第七章 各省市實際捐獻量遠低於官方公布量更低於移植量 
 
追查國際調查發現，中國各省市實際器官捐獻量明顯低於官方公佈的器官捐獻量、遠遠低

於移植量。甚至，官方公布的器官捐獻量不足於當地 1-2 家醫院的移植量。本章對主要省

份分別敘述如下。 

 
一、北京市 
 
調查結果 
 
地處首都的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成立 6 年來，至今處於籌備階段，始終沒開展

實際器官捐獻工作。下屬各區紅會都沒設器官捐獻辦公室，都未開展實際器官捐獻，僅限

於做些宣傳221。這是 2018 年 8～9 月間，追查國際再次對北京市紅十字會系統人體器官捐

獻情況電話調查的結果。（詳見附表 6. 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調查統計表） 
 
北京市共有 23 家器官移植醫院，移植數量居全國之首。可是，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系

統至今還在籌備，實際捐獻工作為零。 

 
二、天津市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表 8.2015-2018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年份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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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 3 月 1 日 123 例。 
截至 2016 年 9 月底 293 例222。 

截止 2017 年 5 月 400 例。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人體器官捐獻 521 例。223。 

 
 
電話調查：2015-2018 年天津市器官捐獻情況 
 
 表 9.2015-2018 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

間 年份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情況 

12/11/15 2015 工作人員 天津市紅十字會 

從 2003 年建庫到現在，捐獻

的有 170 多個。 
（錄音 187 下載：MP3 文稿

詳見：附件 182）224 

11/9/17 2017 值班員 
天津紅十字會人

體器官捐獻中心 

幾年來累計登記三千人，只

是表明了他們想死後捐獻器

官的意願；天津去年實際捐

獻 100 多案例，今年也是 100
多 
(錄音 188.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83）225 

6/26/18 2018 
部長桂志

超 

天津市人體器官

捐獻管理中心捐

獻服務部 

經天津紅會鑒證捐獻的，一

年一百多例 
(錄音 189.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18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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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7 年天津市捐獻人數與天津第一中心醫院肝移植數量比較圖 
 
天津市有 3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腎移植醫院。其中肝移植醫院有 1 家、腎移植醫院有 2 家。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肝腎年移植量每年達數千例。227 

 
 
三、上海市 
 
官方報導：上海市器官捐獻數量 
 

表 10.2013-2018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器官捐獻數量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3 年 8 月～

2016 年 6 月 
  

器官捐獻累計突破 200 例228。 

2016 年 2016 年共完成人體器官

捐獻 138 例229。 
 

2017 年 7 月 9 日 2017年第100例器官捐獻

案例230。 
 

2017 年 8 月 25 日  本市人體器官捐獻累計突破 400
例231。 

2018 年 5 月 1 日 2018 年第 63 例器官捐獻

案例232。 
 

 
 
電話調查：上海市器官捐獻數量 

 
表 11. 2015 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情況 

12/17/2015 
器官捐獻辦

公室的職員 
上海市黃浦

區紅十字會 

去年上半年才開始開展此項工

作，上面有檔，器官捐獻很困

難，到目前全上海市只有 5 例器

官捐獻成的。 
（錄音 190.下載：MP3 文稿詳

見：附件 18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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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017 年官媒報導上海市捐獻人數與仁濟醫院肝移植數量的比較圖 
 
 
上海市有 8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的醫院和 7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的醫院。這些醫

院肝腎移植量每年達數千例，舉例如下。 
 
2017 年 12 月 29 日，2017 年在年倒數第三天，仁濟醫院宣佈了 2017 年肝移植手術量突破

800 例。2017 年 8 月 23 日，夏強團隊還宣佈了另外一個資料，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兒童肝

移植手術完成 1, 000 例234。 
 
這裡僅僅是衛生部指定上海一家醫院的部分移植情況，就遠遠超過了官方公佈的全市的器

官捐獻量。 
 
在 2011 年 5 月 11 日，第二軍醫大學附屬肝膽外科醫院前院長吳孟超及其學生王紅陽接受

新浪採訪。主持人尹俊：“肝臟移植目前在我們國家的水準怎麼樣？”吳孟超：“肝臟移植我

們現在做的數字是全世界 多，品質、效果也不錯，已經趕上國際水準。235”。該醫院有床

位 742 張236，網站的科室導航顯示，該院 11 個外科裡至少有 7 個科室可以做肝移植，它們

是特需治療一科237、肝移植科238、肝外一科239、膽道一科240、肝外三科241、肝外五科242、

膽道二科243。由於業務繁忙，該醫院建設了新院，2015 年 10 月床位 1,500 張244，整整增加

了一倍。 
 

四、浙江省 
 
官方報導：2010-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12.2010-2018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年份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0 年 10 月 第一例器官捐獻245。 
截至 2017 年 4 月 24 日 617 例246。 
截至 2017 年 7 月 6 日 730 例247。 
截至 2018 年 4 月 5 日 899 例248。 



67	

	

 
浙江有 8 家移植醫院，其中有 5 家醫院是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7 家醫院是衛生部指定

開展腎移植。 
 
電話調查：器官捐獻 
 
調查對象：浙江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 
調查時間： 2017 年 4 月 20 日 
負責人: 捐獻人不多呀！2016 年全省捐獻器官一百多，還有一些不能用！ 
（錄音 191-1.下載：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86） 
 
調查對象：浙江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值班人員 
調查時間：2016 年 12 月 15 日（+86 57185043999） 
值班人員：大部分人都拒絕，如果不拒絕的話，不可能捐獻只有這麼點兒！ 
 
(錄音 191-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86) 

調查對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腎移植病房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1 日（+86 57187236871） 
護士：我們做的多的！腎源你要等捐獻的話，就很慢啦，至少 5 年以後啦！ 
 
(錄音 19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87) 

寧波市 
 
調查對象：寧波市紅十字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人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 26 日（+86 57489183496） 
我們去年有 38 例捐獻，今年捐了一、二十個了，而寧波市醫療中心李惠利醫院腎移植大約

一年能做二、三百例。 
 
(錄音 193.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88) 

 
五、江蘇省 
 
1、官方報導：2017 年共接受器官捐獻 130 多例249。 
 
2、電話調查：器官捐獻。 
 
調查對象：江蘇省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人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4 月 24 日( +86 2583318652 ) 
值班人員：2016 年全省捐獻器官八十例左右，今年三、四十例，還有一些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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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194.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89) 

 
調查對象：江蘇省常州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人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4 月 26 日（+86 51988155335） 
值班人員：一年能捐 5～10 個吧，今年我們捐獻了 4 個。從 2011 年到現在，共捐 29 例。

你可以去上海找器官，那邊多。紅會沒有器官，你自己再聯繫其它途徑吧。 
 
 (錄音 195.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0) 

 
調查對象：江蘇省南通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人員 
調查時間：2017 年 4 月 27 日（+86 51385053656） 
值班人員：我們這麼多年以來就做了一兩例，不是去年一年，這麼多年也就一共兩例。我

們這邊特別少。 
 
(錄音 196.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1) 

 
3、電話調查：2016-2018 年器官移植數量舉例 
 
江蘇省有 3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5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調查對象：江蘇省人民醫院肝移植主任王平 
調查時間：2016 年 7 月 24 日（+86 13951873090） 
王平：想換肝沒問題，來就是了，直接找我。我們都經常做，這是我們常規的一個東西。B
型一個月能等到。 
 
(錄音 197.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2) 

 
調查對象：南京鼓樓醫院肝移植醫辦湯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8 月 10 日（+86 2583106666—60921） 
湯醫生：肝移植一年能做四、五十個。今年做了二十多個。一般都是腦死亡的。我們和江

蘇省，安徽、山東、河南，都有供體聯繫。我們有專門的紅十字會、器官協調員和他們聯

繫的。 (錄音 198.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3) 

 
調查對象：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腎移植護士 
調查時間：2017 年 9 月-日（+86 2580860017） 
護士：一年一百多例。今年做的也還蠻多的吧，大概幾十有了。供體情況不清楚，因為我

們自身也不知道，明白嗎？ 
(錄音 199.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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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江蘇省人民醫院腎移植醫辦醫生 
調查時間：2017 年 2 月 19 日（+86 25 68136851） 
醫生：腎移植做的很多，多的時候每週有四、五台，少的時候有兩、三台。在省內應該是

多的了，跟上海比肯定少了。供體有各種管道，監獄的他同意捐，我可以在他沒有死，

剛死時候還沒死的時候把它取出來就捐了。腎源取過來，誰能保證它一定是捐獻的，就是

死囚的，誰知道腎源取過來是啥。 

 
(錄音 200.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195)250 

 
六、江西省 
 
官方報導：截至 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我省共實現器官捐獻 227 例251。 
 
電話調查錄音 
調查對象：南昌市紅十字會器官協調員王先生 
調查時間：2016 年 12 月 8 日（+86 791_86771992） 

登記捐獻的一年也才五、六十例，實現捐獻的大概有二十例左右。醫院不能自己捐獻。他

們自己找的供體，我們不知道，他們黑市買賣，我們管不著的! 

(錄音 201.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附件 196) 

 
江西省有 3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3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七、廣東省 
 
官方報導：2013-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13. 2013-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器官捐獻數量 

2014 年 268 例252 
2015 年 398 例253 
2016 年 513 例254。 
2017 年 668 例255 
2018 年 6 月 318 例256 
 
 
電話調查：器官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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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廣東省紅十字器官捐獻辦公室值班員：近幾年捐獻案例幾百，排名全國第一。

捐獻案例能用到移植上的，只是一部分。捐獻者是病人，要看他的器官品質，有時可能肝

不能用，有時腎不能用。廣東省醫院用的器官，不一定都由我們見證。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2 日（+86 2038824642）  
(錄音 202.播放及下載 MP3，文稿下載：pdf 附件 197)257 

深圳 
 
調查對象：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人員高敏：現在即使想捐，能不能捐的成？絕大多

數是捐不成的。器官捐獻是有很多局限條件的。 
調查時間：2016 年 3 月 9 日（+86 1314879 9308） 
（錄音 203.下載 MP3 文稿詳見：附件 198） 
 
廣東省有 17 家移植醫院。  

 
八、廣西 
 
官方報導：2016-2017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14. 2016-2017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器官捐獻數量 

2016 年 273 例258。 

2017 年 275 例259。 
 
 
電話調查：2015-2017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15. 2015-2017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情況 

9/12/2016 值班人員 
廣西桂林紅十字會_
器官捐獻辦公室 

調查員：“165 是今年一年捐獻

的嗎？”，值班員：“那不可

能！是從器官捐獻工作展開

以來。”，調查員：“ 今年捐

多少？”	 值班员：“這個數字

我不方便透露。“ 
(錄音 204.下載 MP3， 完整錄

音記錄請看附件 199)260 

11/24/2016 值班人員 
廣西桂林紅十會_人
體器官捐獻辦公室 

調查員：“7 月份 181 醫院做了

30 多個腎移植，是從紅會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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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吗？”，值班员：“不是” 
(錄音 205.下載 MP3， 完整錄

音記錄請看附件 200) 261 

11/9/2017 值班員 
廣西紅十字會人體器

官捐獻辦公室 

值班员：去年捐獻 200 個左右

案例，今年也差不多。 
(錄音 206.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01）262 
 
廣西自治區有 3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4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九、福建省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以福建省為例，截止 2018 年 7 月，福建省完成人體器官捐獻 24 例263。 
福建省有 4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2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十、海南省 
 
官方報導：2012-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16. 2012-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器官捐獻數量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2 年 12 月 實現第 1 例器官捐獻。  

2018 年 03 月 25 日  獻 47 例264。 

2018 年 06 月 19 日  51 例265。 

 
海南省有 1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電話調查：2017 年器官移植數量 
 
表 17. 2017 年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醫院名稱 腎移植中心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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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017 
腎移植_
醫生 

海南省農

墾總局醫

院 

醫生：腎移植都是我們常規手術，每個

月都有。一年至少能做到 20～30 個。

上個月做了 2 台，這個月做了目前為止

做了 1 台。 
(錄音 207-1.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附件 202-1)266 

10/18/2018 
腎移植科

醫生 

海南醫學

院第二附

屬醫院腎

移植科 

這十幾年來都在做，只是說今年剛升醫

科。這兩個月幾十例吧。現在蕭院長（肖

勁逐）、王院長，還有現在過來的孫主

都在做，都是搞移植的。 
。（錄音 207-2 下载：MP3，文稿下载：202-2） 

 
 
十一、安徽省 
 
官方報導：2013-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18. 2013-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捐獻數量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3 年 3 例  
2014 年 4 例  
2015 年 7 例  
2016 年 29 例  
截止 2017 年 4 月 3
日 

 55 例267 

2017 年 63 例 100 例268。 
2018 年 4 月 2 日 已有 16 例 124 例269。 
 
 
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據 
 
表 19. 電話調查器官移植資料統計表 
醫院名稱 移植數量 

中科大附一院

（安徽省立醫

院） 

2017 年我院器官捐獻獲取和移植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完

成 16 例器官捐獻、獲取大器官 47 個。實施 204 例腎臟移植、

5 例肝臟移植、3 例肺臟移植、1 例心臟移植和 20 例角膜移植
27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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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17 年官媒報導安徽省捐獻腎與腎移植數量比較圖 
 
 
十二、黑龍江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例數 
截至 2018 年 6 月，黑龍江省實現器官捐獻例數 61 例272。  
 
電話調查：器官移植 
調查對象：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腎移植陳昭彥醫生 
調查時間： 2016 年 2 月 20 日 
陳昭彥：九九年做活腎開始，活腎移植。以前做的屍體腎移植多，後來九九年以後活腎多。

（調查員問是不是法輪功的器官？對方掛線了。） 
（錄音 208.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203）273 
 
調查對象：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腎移植醫生 
調查時間： 2017 年-09 月-11 日 
我們醫院今年腎移植做得多！腎移植量越來越大了。 
(錄音 209.下載 MP3，文稿下載：附件 204) 274 
 
黑龍江省有 1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1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十三、遼寧省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例數 
中共官方報導截至 2017 年 10 月，遼寧省實現器官捐獻 245 例275。 
 
電話調查：2017 年器官移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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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017 年辽宁省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醫院名稱 腎移植中心例數 

4/12/2017 

腎移植_
麻醉師高

光潔 
瀋陽 463
醫院_ 

我不清楚具體多少，但是腎移植非常

多，非常多。反正做的非常多。你明

天早上找泌尿外科，因為今天人家現

在在做手術呢，做腎移植呢。 
(錄音 210.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

請看附件 205)276 

8/23/2017 
_護理部_
醫生 

瀋陽軍區

463 醫院 

醫生：我們現在開展腎移植，做的很

多！ 
(錄音 211.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

請看附件 206) 277 

8/23/2017 
_腎臟移

植_護士 
瀋陽軍區

總醫院 

我們做得多呀！那肯定多呀！今年

做了一百多。楊宏偉主任負責。他現

在不在，這個點，上手術了。 
(錄音 212.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

請看附件 207)278 
 
遼寧省有 2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5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十四、 山東省 
 
官方報導：2014-2017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1.  2014-2017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器官捐獻數量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4 年 113 例279  

2015 年 1 月 11 日  186 例，（腎臟 334 個、

肝臟 138 個280）。 
2016 年 449 例281。  
截至 2017 年底 633 例282。  
 
 
 
電話調查：2017-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2. 2017-2018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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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017 值班員 

山東煙臺市紅

十字會_辦公

室 

（問：毓璜頂醫院去年做了 270 例腎移

植，供體是從你們紅會獲取的？）肯定

不會呀，哪有這麼多啊！ 
(錄音 213.下載 MP3， 錄音記錄附件
208) 283 

1/16/2018 值班員 

山東煙臺市紅

十字會人體捐

獻辦公室 

捐獻器官哪個地方都不多！我們只管登

記，怎麼用器官、怎麼獲取、怎麼分配，

不關我們，我們管不了啊！毓璜頂醫院

有自己的器官獲取管道，不都是捐獻

的，我們捐獻的也就是幾十例，他們都

做上百例、上千例！不是我們這兒捐獻

的多，是他們自己獲取的途徑多，和我

們紅十字會沒有關係；我們紅十字會捐

獻這塊，至於其它器官哪來的，我們也

不追究，我們也不是公安，也不是什麼，

不知道！ 
(錄音 214.播放 MP3， 錄音記錄 pdf 附
件 209）284 

6/7/2018 值班員 

山東省濟南市

紅十字會人體

器官捐獻辦公

室 

器官捐獻必須要有家屬簽字才可以，就

是說執行和完成；器官捐獻工作就是比

較難展開。 
(錄音 215.播放 MP3，錄音記錄 pdf 附件

210）285 
 
 
山東省有 8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11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十五、河北省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調查對象：據河北省紅十字會專職副會長宋振江介紹，截至 2017 年 4 月，河北省紅十字會

已有 55 位志願者成功實施捐獻286。 
 
電話調查：2015-2017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3. 2015-2017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數量 

5/14/2015 
器官捐獻辦

公室女職員 
河北秦皇島

市紅十字會 

有簽名捐的，這只是他本人生前有捐的

意向，這樣的都不多。都是生前簽，生

後捐，死了以後捐遺體器官，現在沒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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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我們這裡沒有實施捐獻的。 
（錄音 216.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11）287（（次日另一值班員：捐器官我

們成功的只有一例，後又澄清捐成功的

還沒有）。他可能很年輕的時候簽了捐

獻器官，那只能等到 後時候再說了。

現在簽了，等他死後捐時，器官不一定

能用得上。沒死怎麼捐？有病的那種也

不能用。現在秦皇島，捐肝和心的還沒

有。 
（錄音 217.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12）288 

11/1/2017 

河北省紅十

字會人體器

官捐獻辦公

室負責人 
牛志強 

河北省紅十

字會人體器

官捐獻辦公

室 

整個省捐獻協調員大概有三十多位；從

2013 年開始捐獻到現在，累計捐獻七十

多例；2017 年捐了十八例，已經超過去

年了。 
(錄音 218.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

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13）289 
 
河北省有 1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2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電話調查：2017 年器官移植數量 
 
表 24. 2017 年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醫院名稱 腎移植 肝移植 

10/17/2017 
泌尿外醫

辦醫生 
河北醫科大

學第二醫院 

每年大約做幾

十台，到不了

100 台。 
(錄音 219.播
放及下載 
MP3  ， 完整

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14）
290  

10/16/2017 
肝移植病

房醫生 
河北醫科大

學第三醫院  

肝移植今年做了上百

不到。做的例數直到全

國都是可以的！我只

能給你說這些了。(錄音

220.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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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 pdf 附件 215）291 

 
 
 
十六、河南省 
 
官方報導：2013-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5. 2013-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截至 2013 年 2 月 25 日 48 例292。 

截止 2016 年 11 月 14 日 554 例293。 

截至 2018 年 4 月  1,039 例294。 

 
 
電話調查：2015-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6. 2015-2018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數量 

3/1/2015 

泌尿外科

主任醫師

劉中華 
河南省人民

醫院 

捐獻器官對中國人幾乎是不可能，找不

到，幾乎找不到；非親屬關係，誰願意給

你啊！ 
（錄音 221.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16）
295 

7/1/2015 

器官捐獻

辦公室值

班員 
河南省濮陽

紅十字會 

濮陽沒有捐獻的，“目前沒有捐的”。 （此

錄 222.音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17） 

296 

7/1/2015 

器官捐獻

辦公室值

班員 
焦作紅十字

會 

有人捐獻，但是捐獻的力度很小很小；有

登記的，那也得等人家正常死亡後才能

捐；事故捐獻的人數是很少很少的；死後

捐獻，死後他就自己做不了主了，必須家

屬給我們打電話。即使近親屬同意了，有

的遠親屬他一句話就把這個捐獻的意願改

變了。 
（錄音 223.下載：MP3 文稿詳見：附件 218）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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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8 值班員 

河南省紅十

字器官捐獻

辦公室 

去年一年大概捐了二、三百例，這都是醫

院的案例，都是器官系統分配的，不是人

去操作分配的。 
(錄音 224.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

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19）298   

5/8/2018 值班員 

河南省紅十

字人體器官

捐獻辦公室 

河南器官捐獻全國排到第六，從 2011 年到

現在，總共是一千例；2017 年捐獻 300 多

例，給鄭大附一院肝供體一百多例 
(錄音 225.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

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20）299 
 
河南省有 2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6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十七、山西省 
 
官方報導：2012-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從 2012 年至 2015 年 3 月，山西共 26 名捐獻者300。截止 2018 年 2 月，全省實施公民逝世

後人體器官捐獻 158 例301。 

電話調查：2017 年器官移植數量 
 
表 27. 2017 年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醫院名稱 腎移植 肝移植 

9/13/2017 

普外科肝

移植_護
士 

山西醫科大

學第一醫院  

護士做肝移植

的我們有一個

專門的團隊。

今年做了一

個，是請北京

專家做的。(錄
音 226.下載

MP3， 完整錄

音記錄請看附

件 221)302 

9/11/2017 
腎移植病

房_護士 
大同市第三

人民醫院 

我們這兒等

腎源難等，人

家太原做的

多，人家一天

就做十幾

例！我們去

年做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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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做的還都

是那種領導

級別的，人家

自己找的腎

源。從太原調

過來的。 
(錄音 227.下
載 MP3， 完
整錄音記錄

請看附件
222)303 

5/6/2017 
_腎移植_
護士 

山西省第二

人民醫院 

我們每年至

少有一百多

例移植。今年

做得快過百

了。 
(錄音 228.下
載 MP3， 完
整錄音記錄

請看附件
223)304   

8/30/2017 
_腎移植

護辦 
山西省第二

人民醫院 

我們有腎移

植科中心了

嘛！我們這

是專科了，今

年做了一百

多啦！（8 個

月） 
(錄音 229.下
載 MP3， 完
整錄音記錄

請看附件
224) 305  

8/31/2017 
透析室_
醫生 

山西省第二

人民醫院 

腎移植做的

挺多的，反正

今年己經做

了一百多

了！ 
(錄音 230.下
載 MP3， 完
整錄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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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附件
225) 306 

 
山西省有 2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3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十八、四川省 
 
官方報導：2017-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8. 2017-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截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 296 例307。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 424 例308。 

截至 2018 年 3 月 23 日 493 例309。 
 
 
電話調查：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29. 2018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機構 捐獻數量 

6/7/2018 值班員 

四川省紅

十字會人

體器官捐

獻辦公室 

中國人是“死後入土為安，死要留個全屍”的
思想，這個捐獻量還是蠻少的，登記的多，

但是 後把器官捐出來的不多；要看家屬情

況，他的病適不適宜捐獻，不是每一個人他

願意捐器官就全部捐獻，也不是說每一個都

適合移植；去年捐獻一百九十多例，但不能

保證今後捐獻多少，因為有很多因素來決定

這個捐獻成不成功。 
(錄音 231.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記

錄請看 pdf 附件 226）310 
 
四川省有 2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4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十九、雲南省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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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 
調查對象：昆明市第一醫院北院腎移植病房 7 樓 B  

醫生：我們只做異體，不做親體；去年做了二百多例，今年半年時就超過二百例了，今年

能做四、五百例。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10 日（+86 87167390509） 
(錄音 232.播放及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27) 

 
官方報導：2016-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30. 2016-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年份 器官捐獻數量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6 年 69 例311。  
2017 年 1 月 20 日  163 例312。 
2017 年 7 月底  209 例313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  259 例314。 
 
《昆明信息港》2018 年 8 月 7 日報導，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醫院於 2010 年開始器官捐

獻的試點工作，器官捐獻數量逐年上升，至 2017 年 8 月共完成器官捐獻 171 例，成為雲南

省器官捐獻的“排頭兵”315。 

 
電話調查：2015-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31. 2015-2018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捐獻數量 

12/1/2016 

雲南省紅

十字會_
器官捐獻

辦公室陳

先生 

前兩天我統計數字是將近 70 例吧（2016
年全年）。省紅會一級的器官捐獻辦公

室，應該統攬了全省所有的器官來源。 
(錄音 233 下載 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

看附件 228) 316 

6/5/2018 

雲南省紅

十字會人

體器官捐

獻辦公室

值班員 

2017 年雲南省器官捐獻六、七十例，(錄
音 234.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記

錄請看 pdf 附件 229）317 
 
雲南省有 3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2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二十、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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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報導：2017-2018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32. 2017-2018 年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時間 器官捐獻數量 累計器官捐獻數量 
2017/10/24 截至到 2017 年 10 月 24

日， 34 例318。 
43 例319。 

2017 年 51 例320  

2018/4/13  截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 98 例321 
 
 
電話調查：2017 年器官捐獻數量 

表 35. 2017 年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捐獻數量 

9/26/2017 

貴陽市紅十

字人體器官

捐獻辦公室

負責人 

捐成的，這幾年下來有三十

多例，今年有十多例。(錄
音 235.下載 MP3， 完整錄

音記錄請看附件 230)322 
 
貴州省有 2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和 2 家醫院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  
 
 
二十一、甘肅省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截止 2018 年 3 月 4 日，累計捐獻 22 人（包括 2017 年捐献器官 8 人）323。 
 
電話調查：2018 年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表 34. 2018 年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腎移植數量 

1/5/2018 

蘭州大學第

二醫院腎移

植科醫生 

腎移植在蘭州以我們為主， 
一年幾十例，不到一百例。(錄音 236.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31）324 

 
甘肅省有 2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3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二十二、內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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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截至 2017 年底，人體器官捐獻 34 例325。  

 
電話調查：器官捐獻數量 
調查對象：包鋼醫院肝膽病房醫辦醫生：現在捐獻很少啊！沒人捐獻，現在誰捐獻啊！ 
(錄音 237.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32） 
調查時間：2017 年 11 月 15 日（+86 4725992765） 
 
表 35. 2017 年電話調查內蒙古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腎移植數量 

4/14/2017 

內蒙古包鋼

醫院泌尿病

房值班護士 
（移植數量）這個我沒數過，反正去年增長了很多。 
(錄音 238.下載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233) 326 

4/13/2017 

內蒙古包鋼

醫院泌尿病

房醫生 

腎移植大約有一百多，二百～？問：光異體的是吧？

答：差不多。 
(錄音 239.下載MP3， 完整錄音記錄請看附件 234) 327 

 
 
 
二十三、新疆 
 
官方報導：器官捐獻數量 
2018 年 6 月新疆公民逝世後已經完成 9 例器官捐獻，比去年同期增長三成328。 
 
電話調查：2018 年器官移植數量 
 
表 36. 2018 年電話調查器官移植數量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肝移植數量 

1/9/2018 

新疆醫科

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

肝移植醫

辦醫生 

肝移植做的多，做好幾年了； 
年末一週就做了 3 例；上百可能沒有。 
(錄音 240.播放及下載 MP3  ， 完整錄音記錄請

看 pdf 附件 235）329 

 
新疆自治區有 1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肝移植醫院和 4 家衛生部指定開展腎移植醫院。 
 
 
 
 
第八章 追查國際對中共器官黑市掩蓋活摘器官的調查簡介 



84	

	

追查國際在中國大陸，發現了一個涉嫌參與運作活人器官庫協調人的聯繫電話，並對此線

索跟蹤調查。發現，器官黑市是中共用來掩蓋活摘器官罪惡和運做活人器官庫的另一種方

式。 
 
器官庫規模很大，運作涉及中國很多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浙江等。可在 1-2
週內提供大量器官，可供應到達中國各地。連絡人王某說 “我們在全國各地，你知道嗎，

哪都有，” “要多少有多少。你需要時，它就到了。” 器官供體等待時間，“腎一週沒問題，

肝移植也能做，大概要兩週。連路上算上也就一週之內，肝腎都是這樣。”供體來源是主要

為法輪功學員，活摘獵取涉嫌也在向全社會漫延。運作方式為官方、警方、大醫院、器官

黑仲介勾結的地下活摘滅絕。本報告揭示初步調查結果，供全世界有關方面和正義人士深

度調查參考。  

2006 年 3 月 9 日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惡被曝光後，中共高調承認系統運用死囚器官，

搪塞逃避對其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的指控。2010 年後，中共開始宣傳公民器官捐獻、

黑市器官賣買等。2015 年 1 月 1 日中共又宣佈停用死囚器官，全部用公民捐獻的器官，給

活摘器官移植披上合法的和人道的外衣。2015 年 10 月，黃潔夫宣稱公民捐獻器官獲得了

極大的成功，器官移植量創歷史新高！可是，無論那種中共給出的解釋，都不透明，都不

能溯源，都無法解釋全國器官移植量的持續爆增。 

2017 年 12 月以來，帶著種種的疑問，追查國際對一名與北京朝陽醫院和武警北京總醫院

合作的器官連絡人追蹤調查，初步發現，黑市器官涉嫌是中共活摘器官活人器官庫的一種

運作方式，是逃避活摘器官罪行指控的另一種騙局。 

 
一、輿論引導關注黑市器官交易 
 
雖然中共明文規定出售器官違法，仍放任網路上流通各種尋找器官、出售器官的買賣雙方

的交易資訊和報導，任由此類資訊大量流通，營造黑市氾濫的各種現象。這與中共對網路

封鎖，過濾關鍵字等資訊控制的一貫做法完全相反。 

為了引導人們注意，中共表面上打擊了幾個黑仲介，且高調報導招搖過市。330 背地裡卻保

護（或組織）那些超級黑仲介，讓他們成為官方活人器官庫販賣器官的代理人， 
 
二、黑市器官供體人是警方幕後轉來，器官賣買移植在地下操作 
 
器官供體人是來自員警、官方；員警、官方參與利益分成；器官賣買是地下操作。 
 
調查員：這些器官來源的這些人啊，那肯定是在員警、官方轉過來的吧？轉一些來，那給

他們還得要提成一些吧？  
王某：嗯，對。 
調查員：那這些人（法輪功學員）就是來了，就是這些人動不動警方呢？ 
王某：不動，我們都要地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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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做這種事情，他們都是晚上做，那都得是自己人。 

三、製造假手續 
 
中共放縱全社會黑市器官買賣的蔓延；放任和包庇器官捐獻造假，以各種假證明文件，把

地下器官偽裝為親屬捐獻，把活體報為屍體，隱瞞器官的真實來源。 
 
四、隱瞞器官移植量，掩蓋系統殺人的規模。 
 
醫院瞞報、少報移植手術數量。醫院上報的是衛生部每年給醫院的指標，但是醫院通過偽

造假的手續和證明，用一個指標冒名頂替， 多可做多達十幾個手術。 
 
王某：做手續這是很關鍵的。朝陽醫院每年有一個指標，是衛生部給的， 或者是他醫院裡

給的。所謂的指標，就是他醫院裡邊按正常合法的手續做的。比如說他做的王某某，這是

按正常手續做的，供體是腦死亡啊，捐獻啊。做完這個病人之後，他就是再做我們這個單

子，我們再做的時候呢，就是冒名頂替（調查員：啊），就用王某某的這個指標，來做其

他人。 

他是這樣的，他一個人，他可以 多的，他能做到十幾個，做到十幾台手術。 
他利用這一個人的名，他就做十幾台手術，知道嗎。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每年公布的一萬多例移植例數，可能只是實際移植數量的幾分之一，

至十幾分之一。 
 
五、器官捐獻造假 
 
以各種假證明，把賣器官偽裝為親屬捐獻，把活體報為屍體，隱瞞器官的真實來源。 

 
六、匡騙患者掩蓋器官來源真相化解風險 
 
自稱小王的器官連絡人是這樣介紹他們的經驗，“北京市朝陽醫院是這樣做的，醫院讓病人

來找我們（器官黑仲介），醫院主任對病人講，你這個手術怎麼怎麼的，但是我們沒有腎

源呀（告訴病人器官仲介的資訊）。而我們這邊會告訴患者，你就跟主任講，我有腎源，

有辦法，有關係，能夠弄得到。那主任說，哎，你能弄得來（器官），我給你做手術。那

這樣的話，就算手術不成功，或者是出什麼問題，我們就把患者拴到裡邊了（就把醫院的

責任撇清了），知道嗎。” 

 
七、黑市器官源頭與醫院的器官源頭是一回事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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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 日追查國際 新調查中：北京市朝陽醫院泌尿外科值班的李醫生承認，仲

介取的器官也還是法輪功（學員）的那種正常器官，和他們取得器官源頭是一回事。此調

查證據再次佐證，黑市器官是中共活摘活人器官庫的另一種運作方式，和逃避指控的騙局。 
 
八、錄音舉例： 
 
調查錄音 241. 器官庫-連絡人王某（一） 
（錄音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36） 
 
調查錄音 241. 器官庫-連絡人王某（二） 
（錄音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37） 
 
調查錄音 243. 器官庫-連絡人王某（三） 
（錄音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38） 
 
調查錄音 244. 器官庫-連絡人王某（四） 
（錄音播放及下載 MP3,完整錄音記錄請看 pdf 附件 239） 

 

結語 

2010 年以前中國沒有器官捐獻系統，之後的中國器官捐獻也完全未形成系統。2015 年後，

在器官捐獻上，黃潔夫推行多系統、多層面、多平臺捐獻器官。特別是醫院的 OPO 組織介

入器官後，“捐獻”器官來源五花八門，來路不明。加上醫院瞞報移植量，讓人無法推測中

國自願捐獻的器官是多少。而這樣的結果，正是黃潔夫攪渾水的目的，為掩蓋那些大量的

來歷不明的“腦死亡”供體，器官來源真相。這是“中國模式”下自願捐獻的本質。 

黃潔夫打著“腦死亡”、OPO 組織、綠色傳輸通道等歐美移植大國成熟完善的運作方式的名

目為幌子，在中共治下的大陸中國，完全缺失配套的法律法規適用條件下佯裝效仿，偷樑

換柱包裝成器官移植“中國模式”欺騙國際社會。 

在“中國模式”的幌子下，“活摘”不但沒有停止，而且日益猖獗。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的這部機器，很可能將黑手已經伸向普通民眾和更多的受害群體，中共“活摘”罪惡涉嫌正

向全社會蔓延。 

 

 

附表 1. 全國各省、直轄市衛計委指定肝腎移植醫院、移植中心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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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移植醫院數量 腎移植中心數量 肝移植中心數量 

北京市 23 16 16 
天津市 4 2 1 
上海市 11 7 8 
安徽省 2 2 2 
河北省 3 2 1 
山西省 5 3 2 
內蒙古 2 1 1 
遼寧省 6 5 2 
吉林省 1 1 1 
黑龍江省 2 1 1 
江蘇省 8 5 3 
浙江省 8 7 5 
福建省 7 2 4 
江西省 3 3 3 
山東省 13 11 8 
河南省 6 6 2 
湖北省 7 7 5 
湖南省 9 9 4 
廣東省 17 15 8 
廣西自治區 5 4 3 
海南省 1 1  
重慶市 5 4 3 
四川省 4 4 2 
貴州省 3 2 2 
雲南省 5 2 3 
陝西省 4 4 2 
甘肅省 4 3 2 
青海省 3 1 1 
寧夏 2 1 1 
新疆 4 4 1 
西藏 1 1  
合計 178 136 97 

 
 

 

附表 2. 2015 至 2018 年中國移植醫院電話調查函蓋省市次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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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省份 撥打電話數量 
2015 年 上海市 1 

北京市 3 
廣東省 2 
河南省 7 
浙江省 1 
湖北省 1 
湖南省 1 

2016 年 上海市 5 
雲南省 3 
北京市 6 
吉林省 1 
四川省 2 
天津市 2 
山東省 4 
廣東省 3 
廣西 1 
江蘇省 1 
江西省 1 
河南省 2 
浙江省 4 
湖北省 2 
湖南省 4 
黑龍江省 1 
安徽省 1 

2017 年 上海市 10 
雲南省 5 
內蒙古 4 
北京市 19 
吉林省 3 
四川省 8 
天津市 3 
安徽省 2 
山東省 19 
山西省 5 
廣東省 25 
廣西省 10 
新疆 3 
江蘇省 11 
江西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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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4 
河南省 16 
浙江省 13 
海南省 1 
湖北省 14 
湖南省 15 
福建省 2 
西藏 1 
貴州省 9 
遼寧省 5 
重慶市 2 
陝西省 5 
黑龍江省 2 

2018 年 上海市 5 
雲南省 1 
北京市 8 
四川省 2 
天津市 5 
山東省 5 
廣東省 5 
新疆 1 
江蘇省 4 
河南省 10 
浙江省 4 
湖北省 1 
湖南省 4 
甘肅省 1 
江西省 1 
海南省 2 

 
 

 
附表 3. 2015-2020 年 18 家醫院承認 7 家醫院不否認用法輪功學員器官證據統

計表 

調查 
月/日/
年 

調查對

象 
醫院 省

份 
法輪

功器

官 
 

供體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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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2019-
1/15/2

020 

肾移植

科医生

李国伟 

中共空军

军医大学

附属西京

醫院 
陕

西 

承認  

調查員：你是做、拿的法輪功的器官，

但是你公開不能那樣說，只能說是優質

的沒有病的，沒有原發病的這種。李：

對對，是這麼個說法，你這麼說是對著

的！ （笑）。 

11/2/2
018 

器官移

植研究

所副主

任醫師

王建立 
武警北京

總醫院 
北

京 

承認 

（問：你們現在用的那個器官是不是都

是那個法輪功那個健康器官、正常那個

供體對不對？）對、對、對。 

11/3/2
018 

院長 
鄭樹森 

杭州樹蘭

醫院 

浙

江

省 

不否

認 鄭對“是否在用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

題沒有正面回答，但也沒予以否認。 

11/6/2
018 

肝移植

主任 
朗韌 

北京朝陽

醫院 
北

京 

承認 調查員：那個供體了，也就是那種法輪

功的，那種正常的健康的供體，對吧? 
朗韌﹕ 對對，沒錯沒錯，你說的對。 

11/6/2
018 

器官移

植中心

主任 
曲青山 

鄭州人民

醫院 

河

南

省 

不否

認 
（調查員：還有一個就是你們這個供體

啊，你們現在用的供體，還是這個法輪

功的、那種正常的這個供體對不對？）

啊，都是，都是正常的。 

11/6/2
018 

器官移

植中心

主任醫

師 
苗書齋 

鄭州人民

醫院 

河

南

省 

承認 

調查員﹕還有就是你們現在供體啊，你

們供體就是那個法輪功的、那種正常的

供體，對不對? 苗書齋﹕對對對啊。 

11/6/2
018 

院長葉

啟發 
中南大學

湘雅三院 

湖

南

省 

不否

認 
調查員問：供體，就是法輪功的那種正

常的供體，對吧？葉答：你就，你就把

病歷先發給我，好不好。 

11/8/2
018 

肝移植

外科副

主任醫

師杭化

蓮 
上海仁濟

醫院 

上

海

市 

承認 

調查員：你們現在就是那個法輪功供

體，對吧？杭化蓮：對，這肯定的。 

11/8/2
018 

腎移植

主任柳

東夫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

東

省 

不否

認 
調查員： 好要用那個法輪功的那種就

是正常狀況的供體啊。柳東夫：這個你

聽我說啊，這個等來了以後有些事情再

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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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018 

肝移植

中心主

任 
王學浩 

南京醫科

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 

江

蘇

省 

不否

認 
器官大部分是院外的，從腦死亡中心取

來的。調查員：啊，就是那個法輪功的

正常器官對吧？王學浩：這個是中心的

器官麼。 

11/15/
2018 

沈中陽

院長助

手肝移

植醫生

白榮生 
天津一中

心 

天

津

市 

承認 
（問：肝源供體啊這個情況，現在一般

還是比較健康的那種供體對吧？就是

法輪功的那種健康供體對吧？）對對

對，啊。 

11/15/
2018 

腎移植

二區主

任 
王長希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

醫院 

廣

東

省 

承認 調查員：你們還是法輪功的，就是肝源

還是那種，健康的肝源對吧？ 
王長希：現在捐獻的都是，都是有，那

個公民死後，捐獻的供體可能都有這個

呀。整體都這樣做的，公民死後的捐獻

做得很多的，現在都成功了。現在都這

樣做的，可以做成的！ 

11/15/
2018 

副院長

何曉順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

醫院 

廣

東

省 

承認 調查員：對，對，我的問題就是說，是

法輪功的那種器官本身是健康的，對

嗎？ 
何曉順：對，對，對，當然、當然，當

然。 

11/16/
2018 

副院長

何曉順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

醫院 

廣

東

省 

承認 調查員：你們技術好，再一個器官的本

身，你們用的器官，我知道本身是法輪

功的，本身的器官本身就好，所以兩方

面加起來就非常好。 
何曉順﹕對。 

11/16/
2018 

副院

長、器

官移植

中心主

任 
彭志海 

上海第一

人民醫院 

上

海

市 

承認 調查員：你們用的還是法輪功的，就是

健康的供體對吧？ 
彭志海：肯定是健康的，那不健康的怎

麼行呢！ 
調查員：主要的問題還是請你把關，就

是那個供體的問題啊，法輪功的那個供

體！ 
彭志海：沒問題，沒問題。 

11/16/
2018 

移植中

心主任

陳懷周 
解放軍第

181 醫院 

廣

西 
承認 調查員：家屬希望的就是，希望的就是

要用法輪功的這種供體，要是這種供體

他肯定很快過來。 
陳懷周：對呀對呀！你過來住院檢查，

檢查一下，先檢查。查查看能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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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018 

泌尿外

科值班

醫生 
李醫生 

北京朝陽

醫院 

北

京

市 

承認 調查員：還是法輪功那種正常的腎源，

對不對？ 
李醫生：對，對，對。調查員：仲介取

的器官也還是法輪功的那種正常器

官，器官源頭是一樣的，對吧？ 
李醫生：對。 

1/9/ 
2017 

原腎移

植科主

任 
倪家連 

濟南軍區

總醫院 

山

東

省 

承認 原來用的那都不好說了，那都是犯人的

～。原來哪個醫院都是用犯人的多。

問：那你們原來用的都是法輪功那種的

吧？答：對啊。 

1/23/2
017 

肝移植

醫生 
蒲淼水 

廣州軍區

總醫院 

廣

東

省 

承認 （問：能不能還用以前那種死刑犯或煉

功人？）現在國家規定取消了...以前呀

是合法的，現在是說也不是不合法，現

在國家規定不行…它說不行就不行，也

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 

4/8/ 
2017 

腎移植

_病房

護士 
山東省立

醫院 

山

東

省 

承認 
以前一般都是死刑犯和煉功人的那種

供體？）對，以前是。 

1/19/2
017 

原腎移

植科主

任倪家

連 
濟南軍區

總醫院 

山

東

省 

承認 原來用的那都不好說了，那都是犯人的

～。原來哪個醫院都是用犯人的多。

問：那你們原來用的都是法輪功那種的

吧？答：對啊。 

7/9/ 
2017 

_肝移

植_醫
生 

南京鼓樓

醫院 

江

蘇

省 

承認 器官來源的管道就多了，這是國家考慮

的，我們只負責提供技術跟後續的保

障，其它我們管不了！問：過去怎麼讓

用煉法輪功的?答：過去不講人權！ 

9/2/ 
2017 

肝移植

何恩輝 友誼醫院 

北

京

市 

不否

認 
肝移植我們做了十幾年了，……朱教授

己做了 1900 多例了。過去那種供體現

在不能用了，是鑽了法律空子。 

9/17/2
017 

西京醫

院腎移

植病房

護士 
第四軍醫

大學 

陝

西

省 

承認 調查員：那就沒有以前多啦哈，沒有以

前那種拿犯人、煉功人的那種 
護 士：沒有以前那麼多，但是也有。

以前可以用犯人的嘛！ 

2/2/ 
2016 

附二醫

院腎移

植陳昭

彥醫生 
哈爾濱醫

科大學 

黑

龍

江 

不否

認 
九九年做活腎開始，活腎移植。以前做

的屍體腎移植多，後來九九年以後活腎

多。（調查員問是不是法輪功的器官？

對方掛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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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16 

三醫院

劉醫生 
中南大學

湘雅 

廣

東

省 

不否

認 
就以前用的都是那些東西，現在不讓用

了……這個電話裡面不能給你講……
你那個人就過來諮詢一下好……這個

電話裡也說不清楚。 

6/21/2
016 

“610”
科長 
朱家濱 牡丹江市 

黑

龍

江 

承認 高調承認是他們活摘了高一喜的器

官，並說器官“賣了”。 

9-2-20
16 

肝移植

何恩輝 
北京友誼

醫院 

北

京 
承認 肝移植我們做了十幾年了，……朱教授

己做了 1900 多例了。過去那種供體現

在不能用了，是鑽了法律空子。 

2/8/ 
2015 

肝臟病

理科主

任醫生

譚雲山 

上海復旦

大學附屬

中山醫院 

上

海

市 

承認 現在做肝移植，所有的肝臟供體都是

“源頭”拿的。我們當然知道供體是誰

的，至於法輪功不法輪功，我們不管。

如果它符合標準，不管你是誰。 

6/30/2
015 

肝膽外

科 
韓醫生 

中山大學

附一醫院 

廣

东 
承認 當韓聽說黃潔夫每年做 500 多例肝移

植後說：“我們現在做的 1500 多例都有

啊！”韓對關押法輪功學員人體器官

庫、使用法輪功學員器官，兩次表示肯

定，說：“對，沒錯。” 

10/12/
2015 

心胸外

科二病

區 
宮醫生 

華中科技

大學同濟

醫院 

湖

北

省 

承認 追查國際調查員對宮醫生的電話調查

中，可聽出：一是，承認是用法輪功器

官做移植；二是，因江澤民的命令而做

的。 

12/21/
2015 

心臟移

植科值

班醫生 
李明倫 

江門市中

心醫院 

廣

東

省 

承認 “做了（活摘法輪功器官）又怎樣？是

法輪功的，又怎樣，”“我們做的多的

是，你可能還沒調查清楚，那太多了。” 

 

 

附表 4. 供體豐富-器官找病人案例統計表 
 

調

查

時

間 

年份 調查對

象 
醫院 省份 供體豐富 

10/1
1/15 2015 

肝移植

黎功醫

生 

北京

武警

總醫

院 北京市 肝源也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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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16 2016 

肝移植_
梁建忠 

浙大

國際

醫院_
肝移

植 浙江省 肝源比較好找。 

4/5/
16 2016 劉醫生 

中南

大學_
湘雅

三院_ 湖南省 

我們處理的肝臟，都是肝源往外邊，通過

國家的網，那個協調到其他那個移植中心

去了。 

11/1
5/16 2016 

腎移植

病房_嶽
醫生 

青島

大學

醫學

院附

屬醫

院 山東省 
我們的腎源比較充足，比較豐富，這是我

們的優勢 

11/2
/16 2016 

肝移植

科_醫生

辦 

上海

華山

醫院 上海市 我們這兒供體比較充足。 

2/27
/16 2016 

付院長

冉江華 

昆明

市第

一人

民醫

院 雲南省 

因為 近一直獲取的都是 B 型，（多的用

不完），我們自己的病人做完了，還調那

個浙江的，從杭州調一個病人來做”。“我
還到處去找，說服一個病人來做的” 

3/1/
16 2016 

肝移植

醫生郎

韌 

北京

朝陽

醫院 北京市 因為我們供體來源很豐富 

9/6/
17 2017 

肝移植

科_醫生 

湖南

中南

大學

湘雅

二醫

院_ 湖南省 也有等肝的，也有等病（人）的嘛！ 

6/14
/17 2017 

小兒外

科張海

玉主任 

吉林

大學

第一

醫院 吉林省 

張海玉：“前十個是免費的……我院供體來

源很多。”  
 

8/16
/17 2017 

_肝移植

病房_護
士 

西安

交通

大學

附屬

第一 陝西省 
供體肝，可能這周沒有，可能下周有，可

能天天都會有，可能一天還兩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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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8/30
/17 2017 

肝移植

李俊傑

醫生 

天津

第一

中心

醫院 天津市 供體肝我們是比哪都多。 

10/1
4/17 2017 

腎臟移

植辦公

室護士 

河南

解放

軍第

153 醫

院 河南省 
前兩天有一例供體提供給其它醫院了，因

我院做的太多了。 

8/21
/17 2017 

泌外腎

移植醫

辦值班

醫生 

北京

朝陽

醫院 北京市 
如果他去武警，武警做得快！為什麼快?不

知道，反正他們那邊供體比較多。 

1/11
/17 2017 

_肝移植

_醫生黃

小春 

南寧

303 醫

院 廣西 
廣州那邊也有很多這種中心，但是那邊沒

有我們這邊這麼充足（器官）。 

4/25
/17 2017 

腎移植_
醫生單

振飛 

山東

煙臺

毓璜

頂醫

院 山東省 
我們這邊（供體）很多，其它省份的病人

都在我們這裡住著。 

4/30
/17 2017 

_肝膽外

科醫生

李文崗 

廈門

174 醫

院 福建省 

手術並不複雜，關鍵是供體的來源很關

鍵。他在全國各地供體很多啊！彭教授是

要組建廈門大學的肝膽移植中心，非常大

的。 

12/1
5/17 2017 

移植科

醫辦楊

醫生 

四川

省人

民醫

院 四川省 春節前後供體多，年過節的時候是 忙的。 

11/7
/17 2017 

普外器

官移植

科醫生 

中南

大學

湘雅

二院 湖南省 
肝源在整個湖南地區，我們這邊應該是

多的，我們醫院應該是 多的 

9/26
/17 2017 

腎移植

（二區）

_醫生 

廣東

中山

大學

附屬

第一

醫院_ 廣東省 
腎源一批一批的，有時一來好幾個，休息

幾天又來好幾個。 
10/2 2017 腎移植 解放 河南省 腎源你不用擔心，我們等腎源比廣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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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護士 軍 153
醫院 

腎源品質也好。（調查員：為什麼品質好？）

你來了再說吧! 

3/20
/18 2018 

肝移植

醫辦醫

生 

武警

總醫

院 北京市 目前肝源多，做的也多 

5/8/
18 2018 

8 樓肝

移植醫

辦 

天津

市第

一中

心醫

院 天津市 肝供體很多，每天都在做 
 
 

 
附表 5-1. 2015-2018 年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電話調查省份、醫院統計表 
 

年份 省份 醫院數量 電話數量 
2015 北京市 3 3 
 河南省 2 5 
 湖南省 1 1 
2016 上海市 2 2 
 雲南省 1 2 
 北京市 2 3 
 天津市 1 1 
 山東省 2 2 
 廣東省 1 1 
 江蘇省 1 1 
 湖北省 1 2 
 湖南省 1 1 
2017 上海市 4 4 
 雲南省 1 1 
 北京市 3 5 
 吉林省 1 1 
 四川省 1 1 
 天津市 1 1 
 山東省 3 7 
 廣東省 4 5 
 廣西 2 5 
 新疆 1 1 
 江蘇省 2 2 
 河北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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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 4 4 
 浙江省 3 3 
 湖北省 1 1 
 湖南省 1 2 
 貴州省 1 5 
 陝西省 2 2 

2018 年  上海市 2 2 
 北京市 2 5 
 天津市 1 2 
 廣東省 1 1 
 江蘇省 2 2 
 河南省 2 3 
 浙江省 1 1 
 山東省 1 1 
 湖南省 1 1 

 
在這些電話調查中，共有 37 個電話提到了 低等待時間。 
 

 
附表 5-2. 2015-2018 年對 48 家醫院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電話調查統計表 

 
調查時間 調查對象 醫院名稱 省份 等待時間 

10/9/15 

肝移植科

值班醫生 

北京佑安

醫院 北京市 

等肝源，快了，來了就能做了。

慢了，可能一、二周，不會太

晚 

10/11/15 

肝移植黎

功醫生 

北京武警

總醫院 北京市 

現在做肝移植， 慢，二星期

都能做成 

6/1/15 

心臟移植

黃潔醫生 

北京阜外

醫院 北京市 心臟供體 快是 2～3周 

6/25/15 

肝膽移植

科趙醫生 

鄭州人民

醫院 河南省 

做肝移植，快了一、二個星期，

慢了要等一個月。 

6/25/15 

肝膽外科

值班醫生 

鄭州人民

醫院 河南省 

等供體等待時間一般快的 3-2

天，慢的 10 來天 

3/19/15 

肝移植李

功權醫生 

鄭州大學

第一附屬

醫院 河南省 

一周就之內就可以，要你願意

跟他配型吧 

6/28/15 

肝臟外科

王冰醫生 

鄭州市人

民醫院 河南省 二天就等到肝供體 

9/25/15 

肝移植科

醫生陳建

鄭州市人

民醫院 河南省 

等 2-3 天就可以， 多十天半

月就可以做肝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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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 

3/19/15 

肝移植科

值班護士 

中南大學

湘雅二醫

院 湖南省 

短的話就幾天吧，長的話可能

兩個星期以上吧！ 

1/27/16 

肝移植醫

生徐軍明 

上海市第

一人民醫

院 上海市 

B 型的來了馬上給你做，沒問題

的 

1/28/16 

肝移植醫

生黃曉武 

復旦大學

附屬中山

醫院 上海市 如是 B型血，等 1～2個月可做 

2/27/16 

付院長冉

江華 

昆明市第

一人民醫

院 雲南省 

因為 近一直獲取的都是 B

型，（多的用不完），我們自

己的病人做完了，還調那個浙

江的，從杭州調一個病人來

做”。“我還到處去找，說服

一個病人來做的” 

7/22/16 

_腎移植_

病房醫生 

昆明市第

一人民醫

院 雲南省 等一個月差不多。 

3/1/16 

肝移植醫

生郎韌 

北京朝陽

醫院 北京市 

如果很重的話，我們有一個綠

色通道”。“ 多、 多等 2

周， 

3/3/16 

肝移植主

刀賀強 

北京朝陽

醫院 北京市 等待時間 1～2周， 

6/14/16 

肝移植醫

辦 

北京武警

總醫院 北京市 

近只要你想住……”，快的

話“可能立馬就能做”，“一

般的話如果慢一點就一個多

月”。 

8/11/16 

東方器官

移植中心_

肝移植科_

醫生辦醫

生 

天津一中

心 天津市 

O 型的是 難的，前些日子有一

個 O型的病人，等一個多月才

等到供體。 

3/31/16 

腎移植主

刀柳東夫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腎移植大約等一個月左右吧，

差不多。過來我給他早些做

了” 

11/15/16 

腎移植病

房_嶽醫生  

青島大學

醫學院附

屬醫院 山東省 一般等待時間 2周 

2/25/16 

副院長、肝

移植專家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 廣東省 

你是 B型血，來了 2--3 周就可

以做， 多不超過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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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曉順 醫院 

7/24/16 

肝移植主

任王平 

江蘇省人

民醫院 江蘇省 B 型一個月能等到。 

9/12/16 

肝移植_張

醫生 

武漢中南

醫院 湖北省 等供體時間，一般一個月。 

4/2/16 

肝腎移植

陳醫生 

武漢大學

中南醫院 湖北省 

等的時間可能會有，我估計

一、兩個星期會有一個初步的

結果。一般來說都不會到一個

月，兩個星期左右。 

3/3/16 

腎移植中

心主任謝

晉良 

中南大學

湘雅醫院 湖南省 

只要配型合適，馬上就可安排

手術。 

3/25/17 

肝移植_杭

化蓮主任 

上海仁濟

醫院 上海市 

B 型如果不出意外是兩個禮拜

以內的事情。 

3/7/17 

肝移植_值

班醫生 

上海華山

醫院 上海市 也有人剛來就可以直接做。 

10/24/17 

肝臟移植

醫生 

上海市第

一人民醫

院 上海市 

等待時間也許一個月，也許二

個月。 

8/31/17 

_肝移植_

醫生 

復旦大學

附屬華山

醫院 上海市 

等肝移植，A型血反正一個月之

內應該是可以的。 

11/13/17 

肝移植病

房 8樓 A

區(南院)

醫生 

昆明市第

一人民醫

院 雲南省 

他可能來了，可能一兩個星期

就做到。 

3/24/17 

肝移植_醫

生辦朱醫

生 

北京佑安

醫院 北京市 等待的時間大約一兩個月。 

9/10/17 

_肝移植病

房_醫生 

北京佑安

醫院 北京市 

等肝移植，快的話，一、兩周

就解決了。 

8/8/17 

肝移植醫

辦_醫生 

北京朝陽

醫院 北京市 

有的很快就能做上。有的可能

也得等一兩個禮拜，甚至更長

時間。 

9/15/17 

肝移植_護

士 

北京解放

軍 302 醫

院 北京市 等二到三個月能做上 

5/5/17 

肝移植_值

班醫生 

北京解放

軍 302 醫

院 北京市 等肝源快一兩周，慢一兩個月。 

6/14/17 小兒外科 吉林大學 吉林省 等的時間不會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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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玉主

任 

第一醫院 

3/30/17 

肝移植_醫

辦醫生 

四川省人

民醫院 四川省 等待時間一般還是比較快的。 

8/30/17 

肝移植李

俊傑醫生 

天津第一

中心醫院 天津市 

A 型血一般可能要等三、四個月

左右，但我們也有非常規的一

些辦法。 

9/12/17 

腎移植_醫

生 

山東臨沂

市人民醫

院 山東省 

如果是那種大眾型的血型，應

該很快就能配好。 

4/18/17 

腎移植器

官協調員

李醫生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B型的多，可以很快。”“我

們這幾個 B型的剛做～～，半

個月吧。” 

6/10/17 

腎移植器

官協調員

王主任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B 型血，一周，十天之內。 

4/25/17 

腎移植_醫

生單振飛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我們這兒等很短時間 

4/18/17 

腎移植李

醫生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用不上半月能做手術。 

5/26/17 

腎移植_器

官協調員

王主任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等腎源做手術，連檢查半個月

之內（搞定），兩周之內都是

多說的。 

9/8/17 

監護室_肝

移植_醫生 

山東青島

大學醫學

院 山東省 

有人等一個多月做上了，有的

可能就空降過來，過來直接就

做，那種也多的是！ 

10/7/17 

三區主任

焦興元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

醫院 廣東省 

要十天到半個月我們估計能找

到肝。以前做急診肝移植，我

知道我們是能做。 

11/7/17 

肝移植醫

生 

廣州軍區

總醫院 廣東省 

醫生：我們有急診肝移植條

件。要快的話，你至少資金、

獻血的人都準備好了，你家裡

要十個人來獻血的。移植快

慢，看你們提供上述條件的快

慢，不在我們這邊。 

1/23/17 

肝移植_醫

生蒲淼水 

廣州軍區

總院 廣東省 等待時間一般一個月左右。 

1/6/17 

_腎移植_

病房護士 

廣州醫學

院第二附 廣東省 

過年醫院一樣開診的。我們是

隨時，隨時有供體，有材料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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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醫院 時做，明天都有四台。 

8/29/17 

腎移植_醫

生 

廣州珠江

醫院 廣東省 

等腎源很快，有時一個星期，

一個月，不一樣的。 

1/11/17 

_肝移植_

醫生黃小

春 

南寧 303

醫院 廣西 

等供體一般可能要十幾天甚至

一個月。 

6/2/17 

肝移植_聶

峰醫生 

南寧 303

醫院 廣西 

等供體時間會很快，很快，很

快！ 

6/30/17 

移植科_腎

移植_值班

護士 

南寧 303

醫院 廣西 

問：今天那四台病人在你們醫

院等的久不久？答：不久。 

1/24/17 

移植科_黃

平華主任

門診 ICU 

南寧 303

醫院  廣西 

肝移植可以做，等待時間快的

幾天，機會很多，會很快的，

趕快過來，年前會有會做的 

1/18/17 

移植中心_

主任陳懷

周 

桂林 181

醫院 廣西 

供體你就別管了！有時候它一

來一下子就有了，很快。 

8/22/17 

_醫辦_醫

生 

新疆醫學

院第一附

屬醫院 新疆 

等待時間不一定，可能，幾個

月就可能找到 

9/8/17 

肝臟移植_

張冬華醫

生 

南京軍區

第81醫院 江蘇省 

如果說今年要做上，應該問題

不大，按照目前這個速度應該

是可以的。 

10/31/17 

肝移植醫

生 

江蘇省人

民醫院 江蘇省 

一般情況，排隊一個月差不多

了；快的兩周，慢的兩個月。 

3/13/17 

肝移植_趙

醫生 

河北醫科

大學第三

醫院 河北省 

能等到手術的話大概一個月左

右吧。 

8/25/17 

腎移植_池

醫生 

河南中醫

學院第一

附屬醫院 河南省 一般都等一兩個月。 

10/14/17 

腎臟移植

辦公室護

士 

河南解放

軍第 153

醫院 河南省 等待時間快 

7/31/17 

肝移植科_

孫冉大夫 

鄭州大學

第一附屬

醫院_ 河南省 

好配的血型，可能幾天就能做

的上。 

10/29/17 

器官移植

科腎移植

醫生 

鄭州市人

民醫院 河南省 等腎源快的當天； 

8/22/17 肝移植_醫 寧波市醫 浙江省 B 型的一個月之內可以給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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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吳勝東 療中心李

惠利醫院 

的。 

2/28/17 

肝移植器

官協調員

謝琴芬 

浙大國際

醫院 浙江省 

一般來說可能兩個禮拜差不

多。有時候有很快的，有時候

第二天就能做也有，就看你，

危重的病人我們可優先一點。

一般隔天就會有肝源消息的。 

8/25/17 

腎科醫辦_

醫生 

浙江省人

民醫院 浙江省 

總體來說我們這邊會相對快一

點，會比較快。 

6/7/17 

肝移植毛

醫生 

武漢同濟

醫院 湖北省 等待時間大概也得要個把月。 

4/18/17 

腎移植三

病區_聶夢

華護士長 

中南大學

湘雅二院 湖南省 

我們這裡確實比其它地方等待

的時間短 

9/6/17 

肝移植科_

醫生 

湖南中南

大學湘雅

二醫院 湖南省 

等待時間有快有慢，有的今天

來了明天就做了。也有等肝

的，也有等病（人）的嘛！ 

8/24/17 

腎移植_醫

生牛玉林 

貴陽醫學

院第一附

屬醫院 貴州省 一般 長等兩個多月。 

8/15/17 

_肝移植_

王興醫生 

貴陽醫學

院第一附

屬醫院 貴州省 

王興：大前天剛做了一個，排

了一天就等上了。 

8/24/17 

_器官協調

員孫驍 

貴陽醫學

院第一附

屬醫院 貴州省 

等待排隊，反正就是幾個月反

正是肯定就可以排到。 

8/21/17 

_腎移植病

房_醫生 

貴陽醫學

院第一附

屬醫院 貴州省 

等待時間，一般我們 長等的

有兩個多月。 

8/14/17 

_肝移植病

區_醫生 

貴陽醫學

院第一附

屬醫院 貴州省 肝源等了一個多月。 

9/17/17 

_腎移植_

病房護士 

第四軍醫

大學附屬

西京醫院 陝西省 

哦。您，您不是說那個主任也

有這種分配的這種器官嗎？那

如果找到主任，他能夠找到那

種分配的嗎？你說隨時可以找

到，可以做的？ 

護 士：對，對，你要認識主任

的話，可能會更早一點吧！ 

8/16/17 

_肝移植病

房_護士 

西安交通

大學附屬 陝西省 

供體肝，可能這周沒有，可能

下周有，可能天天都會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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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醫院 能一天還兩三個。 

6/1/18 

肝移植醫

生 

第二軍醫

大學附屬

長海醫院 上海市 

肝源等十天半個月會有。肝腎

供體，等十天就會有的。 

5/3/18 

肝移植醫

辦醫生 

北京朝陽

醫院 北京市 

一般二周左右，但是也不排除

等到四周的可能性。 

3/20/18 

肝移植醫

辦醫生 

武警總醫

院 北京市 等待時間 2周， 多一個月。 

1/26/18 

8 樓肝移

植醫辦醫

生 

天津市第

一中心醫

院 天津市 等待時間一般 2月左右 

5/4/18 

8 樓肝移

植醫辦醫

生 

天津第一

中心醫院 天津市 

醫生：不會等很長時間。運氣

好有一周都有。 

5/6/18 

肝移植病

房一區醫

生 

中山大學

附屬第一

醫院 廣東省 

等待時間 1～3個月，一兩個星

期都有可能。 

6/25/18 

肝移植醫

生 

南京鼓樓

醫院 江蘇省 等待時間快，十天半個月。 

4/25/18 

肝移植楊

翰醫生 

鄭州醫科

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 河南省 做肝移植要等一個多月 

6/2/18 

肝移植醫

生楊翰 

鄭州大學

附屬第一

醫院 河南省 

A 型不太好等；估計得個兩周到

一個月。可能一周內就做成； 

10/19/18 

肝移植中

心主任陳

新國 

北京市武

警總醫院 北京市 

一、二個星期差不多， 

沒有特殊情況可以做。 

10/18/2018 

腎移植科

醫生 

海南醫學

院第二附

屬醫院腎

移植科 

海南省 

有等得快的，有當天做到的。 

10/17/2018 移植科 

南昌大學

第二附屬

醫院 

江西省 

等待時間有快有慢，運氣好來

了就做。 

11/3/18 

鄭樹森:院

長 

杭州樹蘭

醫院 浙江省 二周內可以安排肝移植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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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8 

肝移植主

任朗韌 

北京朝陽

醫院 北京 估計二、三周吧，差不多。 

11/8/18 

肝移植中

心主任王

學浩 

南京醫科

大學第一

附屬醫院 江蘇省 安排手術不超過兩個星期吧。 

11/6/18 

器官移植

中心主任

醫師苗書

齋 

鄭州人民

醫院 河南省 

安排肝移植手術，一般一、二

個星期到一個月都有 

11/8/18 

腎移植主

任柳東夫 

山東煙臺

毓璜頂醫

院 山東省 

快的話一個禮拜就做了，不快

的話等兩個月，兩個月也有。 

11/2/18 

器官移植

研究所副

主任醫師

王建立 

武警北京

總醫院 北京 

手術差不多一兩個星期可以安

排。 

11/8/18 

肝移植外

科副主任

醫師杭化

蓮 

上海仁濟

醫院 上海市 

明天過來找我，我爭取一個禮

拜之內幫你搞定。 

11/6/18 

院長葉啟

發 

中南大學

湘雅三院 

湖南省 

配上型一個月左右能做了。 

 
 
 
 

附表 6. 2015-2018 年對中國紅十字會電話調查統計表 
 

年份 省份 電話數量 
2015 河北省 1 

河南省 2 
北京市 1 
上海市 1 
天津市 1 

2016 廣東省 1 
廣西省 2 
雲南省 1 
江西省 1 
浙江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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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山東省 1 
江蘇省 5 
廣東省 2 
新疆 1 
浙江省 1 
貴州省 1 
河北省 1 
廣西省 1 
湖北省 1 
天津市 1 

2018 廣東省 1 
河南省 3 
浙江省 2 
湖南省 1 
山東省 2 
雲南省 1 
陝西省 1 
四川省 1 
天津市 1 
北京市 10 

 
 

 

 

																																																													

1 追查国际 https://www.zhuichaguoji.org/ 

2	 《2015-2018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2019 年 2 月 23 日发表，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33	

3	 《2015-2018 年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綜述（下）》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44	

4 追查国际【活摘器官】https://www.zhuichaguoji.org/taxonomy/term/15 

5 《北京市红十字会至今未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调查报告》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788 

6追查国际《中国再度出现肝移植免费促销！》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79 

7追查国际《追查国际：活摘现场目击者的更多证词》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5238 

8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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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10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武警总医院）》医学文献数据库

http://www.wj-hospital.com/yjshzx1/yz/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814/157.pdf 

11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12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武警总医院）》医学文献数据库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jingtai/ZWuJingZongYiYuanZhuanJiaTuanDui/5322.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814/157.pdf 

13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1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元网》 
https://www.bjcyh.com.cn/Html/Doctors/Main/Index_636.html，	
http://hpt2000017211.h.yynet.cn/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814/158.pdf 

15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16 《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
https://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SYhIlQVy3s6uiTQK.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20/01/0101.png	

17 《好大夫在线》 
https://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hLTy8fQwHCo55twNygxV.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0.pdf 
18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武警总医院）》医学文献数据库 
http://www.wj-hospital.com/yjshzx1/yz/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5.pdf 

1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http://www.gzsums.net/zhuanjia_297.aspx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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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http://gzsums.net/custom_2017.aspx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4.pdf 

21 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AD%E5%BF%97%E6%B5%B7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29.pdf 

22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1-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17	

23 《人民网-湖北频道》2014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在武汉宣布成立” 
http://hb.people.com.cn/n/2014/1125/c194063-23001645.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6.pdf 

24 《中国反邪教协会章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2182003/http://pds.weidong.gov.cn/quwei/kexie/fxj.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7.pdf 

25 《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 
https://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SYhIlQVy3s6uiTQK.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28.pdf 

26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社会服务网》 
http://shfw.xy3yy.com/xymy/414.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9.pdf 

27 《好大夫在线》 
http://360wenda.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hILFNv5LwmK7DLi.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1.pdf 

28 王学浩 - 江苏省异种移植重点实验室 - 南京医科大学 
http://klx.njmu.edu.cn/2744/list.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2.pdf 

29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武警总医院）》医学文献数据库

http://www.wj-hospital.com/yjshzx1/yz/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5.pdf 

3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2《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33《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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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3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3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38《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4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4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4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43 追查国际档案信息 

44 浙江新闻 > 首页 > 健康 >与时间赛跑！树兰医院 20 小时完成 8 台器官移植手术

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638760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0.pdf 

45 《人民网-湖北频道》2014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在武汉宣布成立” 

http://hb.people.com.cn/n/2014/1125/c194063-23001645.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6.pdf 

46 追查国际《关于“中国反邪教协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08 
47 In 2017, more than 138 million people over the age of 18 had registered as organ donors. That's more 
than half of all U.S. adults. (54 percent)*** 
Organ Donation Statistics, U.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https://organdonor.gov/statistics-stories/statistics.html#glance 

48《OrganDonor.Gov》The Matching Process — Waiting List 來源： 美國衛生部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7.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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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5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5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5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5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5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5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5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57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58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59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60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6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62 父亲重症肝衰竭，肝移植术后仍需巨额费用治疗，家中还有弟弟在读书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2165827/https://www.qschou.com/project/index/93b3edb8-b63
3-42e9-910f-33ae404557b3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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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成都肝衰竭老师昨日下午完成肝移植手术 [日期：2015-06-23] 来源： 成都商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2163112/http://transplantation.org.cn/zjingtai/zganxiwen/7455.h
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2.pdf 

64《人民网》湖北省发现罕见“淀粉人” 肝移植后转危为安 2015 年 07 月 09 日    来源：武汉晨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2162250/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709/c14739-2727
6796.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3.pdf 

65《湖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 4 小时决定，5 小时手术，省人民医院创肝移植生死时速  时间：

2018-04-10 http://archive.is/RShM1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34.pdf 

66 《杀了才能活》韩国 大的日报社《朝鲜日报》旗下的电视台[TV 朝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LqZAfR_ZE 
67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6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69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70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71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72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7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74 吉林旅遊廣播 
http://www.sohu.com/a/145446454_223169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6.pdf 

75 《中国再度出现肝移植免费促销！》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79 

7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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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78《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7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8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8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9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9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9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3【大纪元 2016 年 03 月 30 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

清编译]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二）《“亚洲 大移植中心”窜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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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16/3/29/n7471686.htm 
94 《追查国际对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报告（摘要）》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5694#_ch1 
95 2014 年度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高層次人才招聘  發佈時間：2014-03-17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101042005/http://www.tjwsj.gov.cn/html/WSJ/RCZP22891/2013-07-
26/Detail_634471.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7.pdf 

96《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98 《北京市红十字会至今未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调查报告》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788 

9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0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0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0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0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04 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工作指南（第 2 版） 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711174547/http://www.cccm-em120.com/qiguanyizhiguokan/1/9.pdf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5.pdf 

105 廣州醫科大學二〇一三年五月碩士論文， ECMO 應用於DBCD 器官獲取研究The research of 
organ procurement after DBCD applying ECMO 研究生：鐘傑導師：霍楓教授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7.pdf 
106 体外膜肺氧合用于脑死亡合并意外心脏停搏捐献者器官保护一例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15 年 6
月第 36 卷第 6 期 www.doctorpda.cn/news/191481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8.pdf  

107 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供肝移植 62 例 臨床分析 ，中華醫學會核心期刊 《中華普通外科學文獻

（電子版）》官方網站，www.pwwxcma.com  

www.pwwxcma.com/Admin/UploadFile/Issue/gqmpcdvw.pdf   



113	

	

																																																																																																																																																																																																					

中華普通外科學文獻（電子版）2016 年 10 月第 10 卷第 5 期 Chin Arch Gen Surg（Electronic 
Edition）, October 2016, Vol. 10, No.5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9.pdf 

108 心臟死亡供體原位肝移植術後膽道併發症的原因探討和診療經驗，南京醫科大學學報 2017 年 7
月第 7 期 37 卷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711154848/http://jnmu.njmu.edu.cn/zr/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_
no=aumn170714&year_id=2017&quarter_id=7&falg=1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5.pdf 

109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维护的体会 作者：傅斌生;易述红;唐晖;易慧敏;孟炜;张彤;
姜楠;李华;杨扬;陈规划 来源期刊：《器官移植》2016 年 第 3 期 
www.cqvip.com/main/export.aspx?id=669284955&sign=f0528e7a6291408fd6a08d329dabddaa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8.pdf 

110 公民逝世後器官捐獻供肝移植 31 例臨床效果分析 藍柳根, 秦科, 董建輝, 黃瑩, 曹嵩, 李海濱, 
李壯江, 周潔惠, 孫煦勇 《器官移植》雜誌官方網站 www.xml-data.org/qgyz/html/20150508.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0.pdf 

11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1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1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14 《应用技术网》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 专利编号：20112054204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083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0832.png 
115 《杀了才能活》韩国 大的日报社《朝鲜日报》旗下的电视台[TV 朝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LqZAfR_ZE 
11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1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1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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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2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2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2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2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2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2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2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2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2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2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30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31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32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33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34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35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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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37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38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39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40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41 《追查國際對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現狀調查報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42	《新華網》“器官捐獻與移植”摘得中國醫學“諾貝爾獎”	2015 年 12 月 01 日	 08:08:12		 來源：	 新
京報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1017041708/http://www.xinhuanet.com/health/2015-12/01/c_12848579
8.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3.pdf	

143 《我國人體器官捐獻數與移植數均位居世界第二 》 來源：央廣網 發佈時間：2017/8/5 14:55:15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8/384342.s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08.pdf 

144 《“施予受”器官捐獻登記人數超 30 萬》作者：張思瑋 來源：科學網 www.sciencenet.cn 發佈時

間：2018/5/6 22:42:51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5/411424.shtm?id=411424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07.pdf 
145 In 2017, more than 138 million people over the age of 18 had registered as organ donors. That's more 
than half of all U.S. adults. (54 percent)*** 

Organ Donation Statistics, U.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https://organdonor.gov/statistics-stories/statistics.html#glance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22.pdf 

146 去年我国完成 1.6 万个大器官捐献 2018-05-05 07:30:03 来源： 新京报 ，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2018-05/05/c_1122786122.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1.pdf 

147大纪元 2017 年 8 月 14 日“DAFOH：中共器官移植改革如杀人犯毁尸灭迹”来源：大纪元网站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8/13/n9525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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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来源：央广网 发布时间：2017/8/5 14:55:15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数与移植数均位居世界第二》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8/384342.s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08.pdf 

149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发布时间：2018/5/6 22:42:51《“施予受”器官捐献登记人数超 30 万》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5/411424.shtm?id=411424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07.pdf 

150 2015-2016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的综合报告 
www.zhuichaguoji.org/node/69668  
151 Acute Liver Failure (ALF) Acute liver failure (AL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https://transplant.surgery.ucsf.edu/conditions--procedures/acute-liver-failure-(alf).aspx  

152 《2006 肝移植报告》，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92.pdf 

153 凤凰网转载新华网文章，《移植专家“坚决同意”停用死囚器官》，2015 年 02 月 09 日，

http://news.ifeng.com/a/20150209/43134434_0.s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2.pdf 
154 Organ Donation Statistics by U.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https://organdonor.gov/statistics-stories/statistics.html#glance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22.pdf 

155 去年我国完成 1.6 万个大器官捐献 2018-05-05 07:30:03 来源： 新京报 ，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2018-05/05/c_1122786122.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1.pdf 

156 心脏移植：450 万心衰患者的希望，2018-03-01，来源健康时报， 新华网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80301/content-500838.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3.pdf 

157 读报告|2017 年中国慢性肝病患病率预测分析 www.sohu.com/a/160483537_576647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4.pdf  

158 港擬做全球首宗乙肝移植 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40422/00176_064.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6.pdf 

159 中国肾病患病率达 13% 大多数等不到供体器官死亡，2012 年 03 月 09 日 09:08 来源：新华日

报 ，中国新闻网 www.chinanews.com/jk/2012/03-09/3730125.s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2.pdf 

160 《北京市红十字会至今未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调查报告》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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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武警总医院远程网站》时间：2005 年 9 月 5 日  “肝移植受者’彩虹俱乐部’ 在武警总医院成

立（图）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227031623/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WuJingZongYiYuanK
uaiXun/2005-09/217.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503.png 

162 《北京市红十字会至今未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调查报告》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788 
163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武警总医院）》医学文献数据库

http://www.wj-hospital.com/yjshzx1/yz/ 
16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6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6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电话调查报告（六）》 

实际捐献量远少于移植量 活摘器官还在继续 

调查时间：2017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发表日期 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6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68《津门名医》昔日拼搏进取 今日重建辉煌 — — 著名移植学专家沈中阳教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10202329/http://www.cccm-em120.com/zhongxiyiguokan/cccm/p
df/2006-2/1 昔日拼搏进取%20 今日重建辉煌——著名移植学专家沈中阳教授.pdf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szy.pdf 

169搜狐新闻《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昨天投入使用》日期：2006-09-02] 来源：天津日报网-每日新报  
作者：徐杨  

http://news.sohu.com/20060902/n245125745.shtml 网络版无此链接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03.png  

170 天津北方网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作者：2014-06-25  编辑：曲璐琳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4/06/25/011973313.shtml 网络版无此链接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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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97.png 
17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为探索有效心肌保护途径和方法麻醉科一课题通过验收  揭示肝移植围术

期心肌损伤机制》 

http://www.tj-fch.com/sitecn/magazineInfo.aspx?id=6413&cid=6358 网络版无此链接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04.png 
172 2014 年度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高層次人才招聘  發佈時間：2014-03-17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101042005/http://www.tjwsj.gov.cn/html/WSJ/RCZP22891/2013-07-
26/Detail_634471.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47.pdf 

173 《今晚传媒集团》用移植放大生命的希望—记天津市肝移植专家沈中阳和他的团队 2015 年 1
月 6 日 

http://epaper.jwb.com.cn/zjb/html/2015-01/06/content_1201384.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33.png 
174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2013 年 9 月 11 日,2015 年 3 月 2 日更新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  

175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76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

六）》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77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2013 年 9 月 11 日,2015 年 3 月 2 日更新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  

178  2017 年 08 月 31 日 17:39:46 来源：澎湃新闻网 澎湃新闻记者 陈斯斯《上海实现第四百例人

体器官捐献》http://china.zjol.com.cn/gnxw/201708/t20170831_4913686.s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7.pdf 

179 来源：国家卫计委网站，国家卫计委网站《173 家器官移植医院名单》 
https://www.yigoonet.com/article/22538992.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59.pdf 

180 2017-12-30 19:25:00 央广网《上海仁济医院 2017 年肝移植手术量突破 800 例 创造全球 高纪录

》http://www.cnr.cn/shanghai/shzx/jw/20171230/t20171230_524082221.s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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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82 《中国器官移植网》日期：2007-06-28 “上海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团队”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jingtai/ZJiaoTongDaXueYiXueYuanFuShuRenJiYiYuan/1587.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4.pdf 

18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仰望星空》仁且慧是为强——记第九届中国医师奖得主、附属仁济医院肝

脏外科主任夏强 2014-07-04   

http://www2.shsmu.edu.cn/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35446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24.png 

184腾讯新闻《肝移植手术量突破 800 例！这个外科团队如何实现的？》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1053148/https://new.qq.com/omn/20171229/20171229A10CVU.
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1.pdf 

185人民網《譚建明先進事蹟》 

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72.png 

186 《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修订版》 第 5 页 2007 年

2 月 25 日  大卫.麦塔斯  大卫.乔高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report0701/report20070131-ch.pdf  
187 譚建明先進事蹟  《人民網》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4/0604/c385611-25104541.html 

https://archive.is/kfG6Q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0.pdf 

188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时间：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 

2017 年 7 月 19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89 《新快报》中山一院今庆百岁华诞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0104634/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0-10/09/c
ontent_940841.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2.pdf 

19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191	 《新快报》中山一院今庆百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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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10104634/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0-10/09/content
_940841.htm 
192追查国际 新调查：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没停反增	 2015 年 11 月 27 日，2015 年 12 月 20
日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19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9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中文版，2017 年 7 月 19 日，
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195 《树兰医院》争分夺秒，树兰医院一晚八台肝肾大器官移植手术 
http://archive.is/wmWLE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19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97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198《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郑州市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http://www.zzrmyy.com/art_news_1821.aspx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4.pdf 

19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00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201《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郑州市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http://www.zzrmyy.com/art_news_1821.aspx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4.pdf	

20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0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04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

六）》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205《烟台毓璜顶医院》肝胆外科简介 

http://www.ytyhdyy.com/products_list/&pmcId=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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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57.pdf 
206《烟台毓璜顶医院》高振利简介 

http://www.ytyhdyy.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249.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58.png 
207《烟台毓璜顶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ytyhdyy.com/products_list/&pmcId=54.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4004.png 
208	 《煙臺毓璜頂醫院》柳東夫簡介	

http://www.ytyhdyy.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253.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4009.png	

209《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介绍 

http://www.jnjqzyy.cn/htm/MNW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36.png 
21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10:36:34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21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10:36:34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21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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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14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2016-04-01 新闻《四川省首座器官捐献者陵园启动》 

http://news.chengdu.cn/2016/0401/1776951.shtml  
21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1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1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21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21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22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21 北京市红十字会至今未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调查报告 2018 年 10 月 21 日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788 
222 《人民网》天津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全国第二 移植服务全国 

2016 年 10 月 31 日来源：北方网 

http://archive.is/bMVIF 
223 天津：红十字清明追思 缅怀人体器官及遗体捐献者 

2018 年 04 月 04 日 08:51  来源：人民网-天津频道 

http://archive.is/eUUKK 
22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2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2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2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电话调查报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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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捐献量远少于移植量 活摘器官还在继续 

调查时间：2017 年 10 月 01 日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发表日期 2018 年 7 月 2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28	 《新聞晨報》上海人體器官捐獻突破 400 例，2017-09-01，記者：潘文。文中記載：截至 2016
年 6 月，上海市器官捐獻累計突破 200 例。	 http://archive.is/CgcrK.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8.pdf	

229 媒体聚焦｜仁济医院与 7 校携手推出器官捐献课程，探索器官捐献“中国模式”！ 

2017-05-10 来源：《文汇报》2017 年 5 月 10 日  记者：唐闻佳 http://archive.is/v9qO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9.pdf 

230 《中国新闻网》上海 27 岁快递员车祸离世 妻子捐献其器官救 3 人 

2017 年 07 月 19 日 17:56 来源：新华网 http://archive.is/6COJw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0.pdf 

231《新闻晨报》上海人体器官捐献突破 400 例  晨报君/ 大事件, 电子报/ 2017-09-01   记者 潘 

文 http://archive.is/CgcrK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061910.png 

232 《上海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让生命走得更远 

http://archive.is/Xo6T0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1.pdf 

23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34《腾讯新闻》肝移植手术量突破 800 例！这个外科团队如何实现的？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21053148/https://new.qq.com/omn/20171229/20171229A10CVU.
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61.pdf 

235《新浪健康》肝脏外科创始人吴孟超分享肝病防治与长寿秘诀 2011 年 05 月 11 日  

http://health.sina.com.cn/d/2011-05-11/145222445449.shtml 网络版无此链接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41. png 
236《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医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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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2010755/http://www.ehbh.cn/intro.ph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09/018.pdf	 	

237《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特需治疗一科简介 

http://www.ehbh.cn/departments.php?section_id=385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907.png 

238《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肝臟移植科簡介 

http://www.ehbh.cn/departments/?section_id=63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908.png 

239《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一科科室简介 

http://www.ehbh.cn/departments.php?section_id=385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50.png 
240《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 膽道一科  

http://www.ehbh.cn/departments/?section_id=3860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910.png 

241《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肝外三科簡介  

http://www.ehbh.cn/departments/?section_id=3859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911.png 

242《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肝外五科簡介 

http://www.ehbh.cn/departments/?section_id=386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91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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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12 年 18 卷 08 期 611-614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 Clavien 分级及高危因素分析” 作者：杨德君、张海斌、朱楠、

陈威、王希强、杨广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二科, 上海,20043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913.pdf  

244《东方网》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将迁址嘉定安亭床位扩容一倍  2015-8-15  来源:新民晚报作者:施
捷选稿:李佳敏 

http://sh.eastday.com/m/20150815/u1ai8841164.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495.pn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495.png 
245 《中國器官捐獻网》温暖！全省第 730 例器官捐献者让 3 人重获新生 

[日期：2017-07-10]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作者：作者：陈宁 实习生 张沛 通讯员 方序 鲁
青 http://archive.is/e2w1J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2.pdf 

246 浙江召开省红十字会代表大会 器官捐献形成浙江经验  2017年 04月 24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archive.is/zeEge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3.pdf 

247 温暖！全省第 730 例器官捐献者让 3 人重获新生 

[日期：2017-07-10]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作者：作者：陈宁 实习生 张沛 通讯员 方序 鲁
青 http://archive.is/e2w1J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2.pdf 

248 浙江 899 例器官捐献传递人间大爱  浙江红十字 2018-04-08 

http://archive.is/8u2XI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4.pdf 

249《新华报业网》去年江苏共接受器官捐献 130 多例 这项事业，需要更多爱心人士参与 

来源： 交汇点   作者：仲崇山  2018-05-19 http://archive.is/971Mv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5.pdf	 	

25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251《人民网》未等到器官移植 青年离世后捐献器官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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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4 月 19 日   来源：江西日报 http://archive.is/OXrlN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6.pdf	 	

252《搜狐首页》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健康界 04-03 

http://archive.is/PJG9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7.pdf 

253《搜狐首页》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健康界 04-03 

http://archive.is/PJG9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7.pdf 

254《中国中央政府网》广东器官捐献数连续七年全国第一 

2017-06-11  来源： 南方日报 

https://web.archive.org/save/http://www.gov.cn/xinwen/2017-06/11/content_5201550.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8.pdf 

255 《新华网》广东省器官捐献例数 连续八年全国第一 

2018-04-27  来源： 金羊网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8191426/http://m.xinhuanet.com/gd/2018-04/27/c_1122749869.
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79.pdf 

256 广东省器官捐献例数连续八年排名全国第一 

 南方新闻网 

http://archive.is/DXJIE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0.pdf 

25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58 广西器官捐献例数稳居全国前列 

2017 年 03 月 28 日 09:15  来源：南宁日报 http://archive.is/LJq4T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1.pdf 

259 广西开展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 2018-04-04  | 来源：国际在线 | 编辑：唐志强 | 责编：

赵滢溪 http://archive.is/04DaW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2.pdf 

26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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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26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63 国内外专家共话器官移植 助推福建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 2018-09-10 由 人民网福建频道 發表

于健康 

http://archive.is/0qANi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3.pdf 

264 《人民网》海南清明节前夕举行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 王培琳 丁平 2018年 03月 25日 10:05  
来源：海南日报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2917/http://hi.people.com.cn/n2/2018/0325/c231190-313812
09.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4.pdf 

265 《新浪网》44 岁农民工成海南第一例心脏器官捐献者 2018 年 06 月 28 日  工人日报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2907/http://news.sina.com.cn/o/2018-06-28/doc-iheqpwqx82
98357.s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5.pdf 

26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267 《人民网》安徽省器官捐献现状：五年 55 例 增幅明显但缺口巨大 

2017 年 04 月 07 日 07:21  来源：中安在线 

http://archive.is/opzHW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6.pdf 

268《凤凰网》安徽省器官捐献一再“刷新”纪录 2018 年 01 月 24 日 11:06:09 

来源：中安在线 

http://archive.is/Qmo09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7.pdf 

269 安徽首例在校大学生捐献器官 少可救治五人 

2018 年 04 月 02 日 20:26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archive.is/75By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8.pdf 

270《安徽省立医院》移植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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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chive.is/ES5f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9.pdf	 	

271《凤凰网》安徽省器官捐献一再“刷新”纪录 2018 年 01 月 24 日 11:06:09 

来源：中安在线 

http://archive.is/Qmo09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7.pdf 

272 我省 70 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艰难奔走 “生命摆渡人”面临 N 重考验 

东北网 2018-06-24 

http://archive.is/BOhBF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0.pdf 

27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二）》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27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275 《器官捐献网》辽宁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8077 人 已实现捐献 245 例 

[日期：2017-10-15] 来源：国搜东北  作者：徐月姣 

http://archive.is/7zEF9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1.pdf	 	

27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27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27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279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齐鲁晚报：去年捐献器官超前四年总数 

我省年捐献数猛增至 113 例,但仍是杯水车薪 发表时间：2015-01-1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8191127/http://www.sdhospital.com.cn/index.php?m=content&c
=index&a=show&catid=18&id=7545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2.pdf 

280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齐鲁晚报：去年捐献器官超前四年总数 

我省年捐献数猛增至 113 例,但仍是杯水车薪 发表时间：2015-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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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8191127/http://www.sdhospital.com.cn/index.php?m=content&c
=index&a=show&catid=18&id=7545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2.pdf 

281 山东实现器官捐献 924 例 挽救 2700 余名重症患者  来源：齐鲁网-闪电新闻 作者：廖亮 刘冰

冰 2017-04-01 

http://archive.is/V1qG5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3.pdf	 	

282 79 秒｜山东器官捐献总数居全国第二 四千患者重获新生 

来源：齐鲁网 作者：郑茂生 菏泽台韩冰 赵化林 牡丹台李索军 2018-04-05 

http://archive.is/wn6hJ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4.pdf	 	

28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28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8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86 河北举办缅怀遗体与器官捐献者纪念活动(图) 

2017 年 04 月 01 日 18:32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archive.is/FQrQO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5.pdf 

28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8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8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9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9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92《科讯医疗网》河南 48 人捐献器官 人数在全国排第五  编辑：gloria_ji      来源：燕赵晚报  
2013 年 02 月 28 日 



130	

	

																																																																																																																																																																																																					

http://archive.is/kTdgv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6.pdf 

293 《新华网》河南器官捐献 554例 逾 1600人受益获新生  本文来源: 郑州日报 2016-11-14 08:25:28 
编辑: 王海霞 作者: 王治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8191615/http://www.ha.xinhuanet.com/healthynews/20161114/
3528566_c.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7.pdf 

294 河南已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1039 例 2920 名重病患者受益 

2018 年 04 月 10 日 18:07 来源：大河网 

http://archive.is/YSr7U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8.pdf 

29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9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9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一）》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98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29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300 山西器官捐献 3 年救活 66 人 小捐献者仅 16 天大 

2015-03-27 07:33 中国新闻网 

http://archive.is/cISo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6.pdf 

301 山西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推进会暨协调员培训班在太原举办 发布时间：2018-04-01来源：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32641/https://www.codac.org.cn/mhjnmhhd/20180401/696828
.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8.pdf 

30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131	

	

																																																																																																																																																																																																					

303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30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05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30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307《四川在线》四川器官捐献者纪念园落成 1 年 新增 99 个捐献者名字 

  (2017-03-19)  来源：成都商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8200955/http://sichuan.scol.com.cn/dwzw/201703/55856373.ht
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0.pdf 

308四川已实现器官捐献 424 例 上千重症患者重获新生 

www.scol.com.cn  (2017-11-03 15:43:41)  来源：四川在线 

http://archive.is/KHuTJ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99.pdf 

309《澎湃》6600 名四川人登记捐献器官，省内每年十万人等待器官移植 

封面新闻 2018-03-30 

http://archive.is/Wtu5I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1.pdf	

310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3112013 年至今云南报名身后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逾 600 人  2017 年 01 月 20 日  来源：中国新闻

网  

http://archive.is/mPHW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2.pdf 

312 2013 年至今云南报名身后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逾 600 人  2017 年 01 月 20 日  来源：中国新闻

网  

http://archive.is/mPHWp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2.pdf 

313《新华网》2016 年云南省器官捐献总例数列全国第 17 位 2017 年 08 月 15 日  来源： 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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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chive.is/HRWtW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706174514/http://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7-08/15
/c_136526939.ht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3.pdf 

314《昆明信息港》云南省举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 2018-04-11  云南日报  

http://archive.is/a4sNm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4.pdf 

315《昆明信息港》市一院 7 年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171 例 2017-08-07 

http://archive.is/Oy7p5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5.pdf 

31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1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318 《中國新聞網》貴州完成 43 例器官捐獻 已救治 127 名器官衰竭患者發表時間： 2017 年 10 月

26 日 11:13 稿件來源：貴陽晚報 

http://archive.is/UPnWj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6.pdf	 	

319 《中國新聞網》貴州完成 43 例器官捐獻 已救治 127 名器官衰竭患者發表時間： 2017 年 10 月

26 日 11:13 稿件來源：貴陽晚報 

http://archive.is/UPnWj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6.pdf 

320 贵州：人体器官捐献已成功 98 例 救助 286 人 2018 年 04 月 13 日 来源：人民网-贵州频道  

http://archive.is/GX3IW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7.pdf 

321 贵州：人体器官捐献已成功 98 例 救助 286 人 2018 年 04 月 13 日 来源：人民网-贵州频道  

http://archive.is/GX3IW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7.pdf 

322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四）》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323 去年甘肃省 6 人捐献遗体 8 人捐献器官 2018/03/04/ 09:29 来源：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 首席记

者 金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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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1022/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8/03/04/016
917383.s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8.pdf 

324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325 内蒙古 1608 人登记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 2018-04-05  来源： 呼和浩特日报 

http://archive.is/jXYxu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09.pdf 

326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27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三）》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328《天山网》新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会议举行 今年新疆完成 9 例器官捐献 较去年同期增长三成 
2018 年 06 月 21 日 12:44   来源：天山网原创 

http://archive.is/FEq6Z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0.pdf	 	

329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330中国网 作者：叶青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http://news.163.com/10/0506/03/65VJLEO20001124J_all.html 
追查國際存檔連結：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111.pdf	 	

331 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六）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新证据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