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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中国的器官移植机构是中共活摘器官的犯罪场所 

1999 年以来，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团，通过政法委和 “610” 系统操控整个国家机

器，包括党、政、军、武警、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用活摘器官做移植的方式，对法

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大屠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江泽民下令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由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犯罪，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所以，中

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所有军队、武警和地方医院（医疗中心）的器官移植机构都涉嫌参与

了。甚至，还包括相当数量的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中小型医院和专科医院等。类似当年中共实施 

“一胎化” 政策时所有医院都参与了强制堕胎，今天中国的所有移植机构都参与了活摘器官移植。 

 

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中国所有器官移植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等机构的责任人涉

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关于调查取证方法 

 

1. 对涉案人员直接和间接全面地电话调查、实地调查。调查对像包括：官员、警察、医生等电话调

查。 

 

调查对像、地域和时间分布 

 

追查国际的调查对像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各种不同职务的人，证据分布时间持续近 20 年，结果高度

一致。这些都证明活摘器官是中共系统性的安排。 

1）调查对像分布：器官移植医院院长、主任、医生、护士、警察。 

2）地域分布：在全国各省、军、警、地方器官移植医院（中心）都有相当数量的录音证据 

3）时间分布：证据返映的活摘信息时间分布，始于 1999 年，持续至今。 

 

2. 对资料数据的调查 

1）从医院的网站和新闻稿中收集数据 

2）检索关于移植医学论文 

3）搜索 www.archive.org 以查看医院以前的档案 

4）收集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5）整理获得的所有信息以建立医院的数据库 

事实告诉我们，中共绝不是一个理性正常的组织、政党，而是由一群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犯罪分子操

控的超级国家犯罪集团。它的思维逻辑和行事原则是反人类的，其罪行是人类没有过的邪恶。 

 

本报告集包含近七十篇追查国际对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国重点军队和地方医院及责任人的

调查报告。本卷包含其中八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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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青年路 504 号（南院区） 

昆明市北京路 1228 号（北院区） 

 

 

前言 

2015 年中共宣称停用死刑犯器官后，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肾移植量快速增长。医院制定了以器

官移植为中心的学科建设战略，建成 3 个国家级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1。电

话调查显示：该院年肾移植达四、五百例，肝移植达三百多例。器官等待时间一般二三周，快的一

天。该省的器官捐献例数远少于该院的移植例数，器官来源可疑。2016 年泌外科肾移植病房护士在

电话调查的中，回答（法轮功的器官）从去年不让用了。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

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一、 医院概况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医院设有三十多个科室，其中庞大的肝胆外科和肾移植

科等科室组成的器官移植中心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首推重点科室。医院开设床位 1100 张，拥有磁

共振成像系统（MRI) 、全身 CT、彩超、人工肾机、C臂式 X光机等医疗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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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外科分为肝胆胰一科、肝胆胰二科两个科室，分别分布于医院本院和甘美国际医院，由李立院

长主管2。 

 

该院官网称医院制定了以器官移植为中心的学科建设战略，建成 3 个国家级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

、肾移植、心脏移植）。结合医院战略，以移植专科为龙头建成省内领先、国内先进的国际化医院3

。 

 

 

二、 该院肝胆胰外科是云南省唯一一个国家级器官移植肝脏移植研究中心 

该院肝胆胰外科是该省唯一一个国家级器官移植肝脏移植研究中心。团队现有主任医师 3 人，副主

任医师 18 人，主治医师 7 人，博士学历 15 人，研究生 18 人。该中心是云南省唯一获得国家卫计委

资质的肝移植中心，肝移植团队以李立院长为核心4。 

 

 

三、调查电话录音 

 

提要：该院肝肾移植量大；器官等待时间一般二三周，快的一天；床位很紧张，可加床。 

1、 李立院长和二个副院长都做肝移植 法轮功的器官从去年不让用了  

 

1）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_付院长冉江华 

 

调查时间：2016 年 2 月 27 日（+86-18987162566） 

内容提要： 

1.肝移植我们一直在做。 

2.一六年我们已经做了 8 台了。（过年也没休息） 

3.云南它是有一部份低保可以报销。 

4.全部费用三四十万。云南省发改委专门提了供体材料的成本费，是 12 万。 

5.云南省的病人，我们申请了国家就说政府的支持，国家还可以补贴 10 万。 

6. 去年你看我们年三十获取的，大概有十几个都是 B型的，我们自己的病人做完，还从杭州调的病

人来做的。现在病人好好的。 

7.即便放假，……还是要做，这个不等人嘛！ 

(录音 1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 

 

2）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_肝移植_副院长赵永恒 

 

调查时间：2016 年 5 月 6 日（+86-15877990896 ）  

内容提要： 

1.肝移植在做，今天就有一台肝移植，两台肾移植。 

2.包括当地医院这些我们通过发改委进行物价评估了，肝脏在整个获取费用上和保存上是收十二万

块钱。 

(录音 2.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 

 

3）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外科肾移植病房护士 

 

调查时间：2016年5月7日（+86-87167390509） 

内容提要：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2/2016-2-2786-1898716256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2016-2-27%E5%86%89%E6%B1%9F%E5%8D%8E-86-18987162566-CN.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2/2016-5-6-%2B86-1587799089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2016-5-6-%E8%B5%B5%E6%B0%B8%E6%81%92-86-15877990896-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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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昨天我打电话，有一个肝移植两个肾移植都忙的顾不上接电话！ 

2. 冉江华副院长，还有那个赵永恒，他们都做肝移植。 

3. 我们科的主任啊，孙主任、胡主任、周主任。我们主任是孙洵。 

4. 有医生负责这肾源一块，马云瑞医生。 

5. 调查员：不是本院自己取？他们有的就本院自己取，现在这种监狱里边，像他们讲抓起来法轮功

的现在都不能用了？ 

护  士：不能，现在不像以前，以前那个肾源肯定是现场就取了嘛！ 

调查员：你们去年做的挺多的，去年的时候还可以用是吗？ 

护  士：应该是前年，去年好像就不可以了。 

(录音 3.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3） 

 

2．年肾移植达四、五百例，肝移植达三百多例 

1）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_肝移植 8 楼 B区_护士5 

 

调查时间：2017 年 7 月 20 日电话（+86+ 87167390507） 

调查内容：去年做了三百多台肝移植，今年到现在一百台肯定有了。肾移植也在做。只要      申请了

，不管什么地方，如果有肝源的话都会运送过来的。院长李立、冉江华都参与做。 

(录音 4.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94) 

 

2）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医院北院肾移植病房 7 楼 B医生6 

调查时间：2017-11-10（+86 87167390509） 

我们只做异体，不做亲体；去年做了二百多例，今年半年时就超过二百例了，今年能做四、五百例

。…… 

(录音 5.下载：MP3，文稿 下载：pdf 附件） 

3）调查对像：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肾移植病房 7 楼 B护士7 

调查时间：2018-06-06（+86 87167390509） 

肾移植做的很多。问去年做了四、五佰例？对方没有否认。…… 

(录音 6.下载：MP3，文稿 下载：pdf 附件） 

4）调查对像：昆明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门诊医生8  

 

调查时间：2019 年 3 月 24 日 （+86-871-67390506） 

内容提要：问：你们那边现在在做的多不多啊？ 

答：做的挺多的。最多一次一天做了四个！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33） 

 

3．去外地取肾供体，都是用直升机运过来的 

 

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_肾病房 7 楼 B区_护士9 

 

调查时间：2017 年 7 月 23 日（+86+ 87167390509） 

内容提要：肾移植去年做了二百多例，今年也做了一百多了。供体一般都是脑死亡那种。  有时去外
地取，都是用直升机运过来的。 

(录音 8.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9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2/2016-5-7-86-87167390509.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2016-5-7%E6%B3%8C%E5%A4%96%E7%A7%91%E8%82%BE%E7%A7%BB%E6%A4%8D%E7%97%85%E6%88%BF%E6%8A%A4%E5%A3%AB-86-87167390509-CN.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9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94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3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3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9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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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等待时间一般二三周，运气好的话，你今天打电话登记上，明天就可能有 

1）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_肾移植_病房医生 

 

调查时间：2016 年 7 月 22 日（+86+ 871_67390509） 

內容提要： 

1. 主任他們現在沒在科室，正在手术台做肾移植手术。 

2. 这半年做的有二百例了。 

3. 等一个月差不多 。 

4. 現在移植云南這個手術只有我們醫院做。 

(录音 9.播放及下载:MP3; 录音文稿下载：pdf 176) 

 

2）调查对象：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移植病房 8 楼 A区 (南院) 医生 

 

调查时间：2017 年 11 月 13 日（+86-87167390554） 

内容提要：象我们这里不单做肝，各种移植都在做。他可能来了，可能一两个星期就做 

到。 

(录音 10.播放及下载 MP3，录音文稿下载：pdf 附件） 

 

3）调查对像：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科医生杨平10 

 

调查时间：2019 年 3 月 21 日 （+86-871-68261904） 

内容提要：B型血的话，应该要不了多久，运气好的话，今天你打完电话登记上，明天就 

可能有的，都遇到，很多了！ 

(录音 11.下载：MP3，录音文稿下载：pdf030） 

 

 

4）调查对像：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科病房护士11  

 

调查时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 （+86-871-68261904） 

内容提要：床位很紧张，走道床呀，我们可以加床的。运气好，两三个周能安排做移植。 

（录音 12.下载：MP3，录音文稿下载：pdf137） 

 

5.器官捐献远少于该院移植例数，该院器官来源不明 

 

2016 年 12 月云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对调查员说：从 2013 年到现在，全省捐献器官

有一、二百例。因为 “好多人受传统思想限定，他不愿意干这个事情（捐献器官）12。(录音 13.下载

：MP3，文稿下载：附件)  

2018 年 6 月云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值班员对调查员说：2017 年云南省器官捐献六、七

十例13。 

(录音 14.下载 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四、责任人名单 

 

KMDYRMYY001 李立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教授，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6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media/Recordings/Recording176_Appendix%20160,%20A%20ward%20doctor%20for%20kidney%20transplant%20operations%20at%20the%20First%20Hospital%20of%20Kunming.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3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30.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3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3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91.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10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9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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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1991 年获华西医科大学肝胆胰外科博士学位。1995 年-1998 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

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目前主要从事器官移植的实验与临床研究。 1999 年主持并成功开展云南省

第一例肝脏移植，2003 年和 2005 年分别主持并成功开展云南省第一例亲体部分肝脏移植和肝肾联

合移植，2006 年 5 月主持并成功开展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例肝脏移植，7 月成功开展云南省首

例成人间亲体部分肝移植，至今成功开展肝脏移植 149 例（其中：包括 17 例亲体部分肝移植、3 例

肝肾联合移植）。擅长肝移植 14。 

 

KMDYRMYY002 冉江华  

职务职称：副院长、肝胆胰研究中心暨肝胆胰外科中心主任。云南省肝脏移植中

心暨昆明器官移植中心核心成员。 

  

个人简介：1989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医学系六年制本科毕业并
获临床医学学士学位，1997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昆明医学院同等学力在职研究

生班毕业，2003 年 9 月考入并攻读昆明医学院肝胆外科医学博士学位，于 2006 年 7 月获得昆明医学

院普通外科学医学博士学位。1999 年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兼副教授，2003 年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

兼教授。 

 

主要从事普外、肝胆胰外科及器官移植的研究。自 1995 年起参与肝移植动物实验, 是云南省最早研

究肝移植技术的成员之一。作为主要人员,1999 年 10 月 22 日参与并成功完成云南省首例肝移植、

2001 年 4 月 3 日云南省首例肝肾联合移植、2003 年 12 月云南省首例活体肝移植；2002 年 3 月至

2003 年 1 月曾到华西医科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专业进修学习肝移植手术技术；2006 年 4 月被昆明市第

一人民医院作为肝胆胰外科及肝移植人才引进，聘为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6 月赴美分别在阿肯色大学医学院 UAMS 和 OKLAHOMA INTEGRIS Nazih 

Zuhdi Transplantant Institute 进修学习，同时进行博士后研究学习肝移植、及多器官联合移植。 

  

作为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李立院长肝移植团队的主要人员。2006 年 5 月 11 日完成昆明市第一人民医

院首例肝移植，至今参与完成肝移植 270 余例。2003 年 7 月，协同李立教授赴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

完成肝移植 1 例；2006 年 8 月受聘到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协助该院完成肝移植手术 1 例；2007 年 1

月 17 日受聘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完成肝移植手术 1 例； 2007 年治愈罕见的肝移植并发症 GVHD; 2009

年完成云南省年龄最小 20 个月的肝移植手术；2009 年完成云南省首例供受体血型不相符的肝移植
手术。每年主要参与肝移植手术（含活体肝移植）30 多例外。自 1998 年至今，一直从事器官移植

供体切取技术及程序优化的研究15。 

 

KMDYRMYY003 李晓延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副院长 

  

个人简介：1984 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2001 年获昆明医学院肝胆外科硕士

学位，2003 年昆明医学院肝胆外科博士研究生，任昆明医学院普通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 年

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并成功完成 1999 年云南省首例肝移植， 2006 年 7 月参与完成云南省首例成人间

亲体部分肝移植并获得成功，2006 年 8 月参与完成云南省首例成人间亲体双供体移植的成功开展。

至目前为止，共成功完成肝移植 173 例16。 

 

KMDYRMYY004 陈刚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擅长肝移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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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DYRMYY005 张升宁  

职务职称：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肝胆胰一科主任，云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秘书，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青年委员。 

个人简介：2010 年 2 月赴韩国 ASAN医学中心学习活体部分肝移植；2010 年 3 月至

2011 年 1 月赴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 UAMS 进行肝移植及肝胆胰外科研修18。 

 

  

 

KMDYRMYY006 王磊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于 1998 年从事泌尿外科专业至今，曾先后 2 次到过北京 301 医院进修及学习，还去过昆

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微创泌尿外科学习。擅长肾脏移植19。 

 

KMDYRMYY007 李克功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85 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近 20 年。在肾脏移植手术及术后的

康复治疗和指导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20。 

 

 

 

 

 

追查国际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 87 号 

 

 

 

前言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是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所、中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所在医院，

国家级器官移植诊治和研究中心。器官移植中心可开展急诊肝移植，供体来源充足，等待时间短、

可挑选年轻健康供体。单日移植量惊人，最高可达一天 17 台移植手术。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

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医院概况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是教育部直属、卫生部直管的三甲综合医院。医院设有医技科室 51 个，床位

3500 张21。设有 3 个卫生部直属挂靠的研究中心与培训基地；2个部级重点实验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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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所、中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所在医院，国家级器官移

植诊治和研究中心。 

 

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是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的临床重点基地，中心下设器官移植中心。中心有

肝脏外科、器官移植、胆道外科、肛肠外科和生物医学 5 个研究室。临床医疗开展背驮式肝移植手

术23。 

该研究中心建立多个基地：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小榄基地24、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内蒙

古肝胆外科研究所25、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瑞康医院临床基地26，指导这些医院开展肝移植。 

 

2003 年 7 月中山小榄医院与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在小榄人民医院共建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

究中心小榄基地，共同解决有关肝移植方面的研究课题27。 

 

《健康报》2011 年 6月发文：“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内蒙古肝胆外科研究所在包钢医院成立

”。该文章指出：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内蒙古肝胆外科研究所成立，将加强包钢医院和卫

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在科研、教学、医疗培训方面的合作。包钢医院普外科是内蒙古肝脏移

植中心、肝脏移植已成为特色和优势28。 

 

2004 年 9 月建立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已成该院常规手术29。 

 

中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可开展肾移植，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移植中心黎磊石院士、刘

志红院士被聘为中南大学肾脏病与血液净化研究所的首席专家
30
。 

 

 

二、单日移植量惊人，最高可达一天 17台移植手术 

据湘雅医院网站报导： 

2005 年 5 月 26 日，完成了 1 台肝、6 台肾和 8 台角膜移植31； 

2005 年 9 月 3 日，完成 7台换心肝肾大型手术32； 

2006 年 2 月初，72 小时内完成了 2例肝移植手术33。 

2006 年 4 月 28 日施行了 17台移植手术，一天同时完成 2 台肝移植、7 台肾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

术
34
。 

 

 

三、器官移植中心开展急诊肝移植，供体来源充足 

 

该院称自 2002 年以来，完成重症肝炎急性肝衰竭肝移植 38 例35。重型肝炎患者，入院后平均存活

3 天，“只能采用急诊肝移植方法”36。 
 

 

四、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 

 

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现有医、教、研人员 129 人，其中教授及相应职称人员 12人，副教授

及相应职称人员 26 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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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的追查名单有该医院的移植医生团队成员：
38
，从事肾移植的主任医师 7 名，

副主任医师 2名，主治医师 3 名，其他 4名。一天同时完成 7 台肾移植
39
。可组成 7个肾移植团队。

从事肝移植的主任医师 5 名，副主任医师 4 名，主治医师 1名。可组成多个肝移植团队。 

 

 

五、肝移植中心的硬件设施、床位数量大 

 

2006 年 4 月，中共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大楼在湘雅医院破土动工，张阳德任中心主任40。 

湘雅医院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病房 60 病室、61 病室位于湘雅医院老外科楼 4楼、5楼二层，设置床

位 90 张41。 

“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瑞康医院临床基地” 设在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卫生部肝胆肠

外科研究中心广西基地有 2个门诊（3 楼）和 2 个病区（19楼），即肝胆外科和胃肠外科，病区编

制床位 100 张42。 

 

六、调查电话 

 

提要：等待时间短、可挑选年轻健康供体 

 

调查对象：中南大学湘雅医院_肾移植中心主任谢晋良 

调查时间：2016-03-03（+86-13908469057） 

内容提要：肾移植今年己做二十例。只要配型合适，马上就可安排手术。 
（录音 1下载 MP3 ，文稿下载：附件 5）43 

 

调查对象：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肝移植_汤恢焕医生 

调查时间：2016 年 3月 12 日（+86-13808470091） 

内容提要： 

汤恢焕：现在价格最少是五十万以上，因为供体贵了。 

调查员：我记的就好像不是零五年就零六年，送去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给他做了。 

汤恢焕：是的是的。 

调查员：是这样吧？ 

汤恢焕：是的。这是机遇，反正有肝源的话，我们就很快呀！ 

（录音 2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 

 

调查对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肾移植医生办朱医生44 

调查时间：2019 年 9月 24 日 （+86-73189753702） 

内容提要：这个手术本身就存在着风险。不仅手术风险，包括后期的一些治疗方面都有风  险。 问

：我想要个年轻一点的，身体健康一点的？ 答：这个要求你可以提，到时候登记的时候给他们讲一
下就可以了，没问题好吧！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04） 

 

 

七、责任人名单 

 

ZSDX-XYYY001 张阳德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7.2016-03-03_14-43-43_zhong_nan_da_xue_xiang_ya_yi_yuan_yi_zhi_zhong_xin_xie_jin_liang_86-13908469057shen_yi_zhi_zhi_yao_pei_xing_he_gua_ma_shang_jiu_ke_an_pai_shou_zhu_.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1/04/2016-03-1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4/2016-03-12_.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0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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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中南大学外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学教授、一级主任医师。现担任国家卫

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主任兼书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45  

个人简介：2014 年 12 月，原卫生部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肝胆肠外科

研究中心主任张阳德涉嫌贪污受贿，已被立案侦查46。   

 

ZSDX-XYYY002 谢晋良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个人简介：1988 年湖南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分配至湘雅医院泌尿外科工作，1995 年

获医学博士学位，1999 年晋升为副教授，2005 年晋升为教授。1990 年开始参加器官

移植工作，有丰富的器官移植临床工作经验，专长于肾移植。主刀肾移植手术 500

余例。20 余年来，任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主持移植中心日常工作。擅长肾移

植 47。 

 

ZSDX-XYYY003 齐范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教授，湖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湖南省器官移植质量控制中心

委员。  

个人简介：1968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现第三军医大学）。1978

年起从事泌尿外科工作。1992 年至 2004 年任湘雅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

副主任。擅长：器官移植 
48
。 

 

ZSDX-XYYY004 王志明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外科主任、普通外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 

个人简介：1984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1992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94 年晋

升为副教授。师从于国内著名的韩明教授和吕新生教授，是本学科学术带头人，也是

本院年青医师中最早晋升副教授及教授的医师之一。1999 年赴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部第

一外科进修学习，2000 年晋升为教授。20 余年来一直工作在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专长于肝脏

移植。目前，肝脏移植已成为湘雅医院的常规手术。王志明教授从事肝脏移植的科研及临床工作已

有 17 年，能独立主持肝移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2002 年 4 月主刀完成的一例背驮式原

位肝移植。自 2002 年主持医院的肝移植工作。特别是 2007 年 2月 10日成功完成了中南地区首例成

人间扩大左半肝活体肝移植手术。至今已主刀完成了 7例活体肝移植手术。主攻方向：肝移植 49。 

 

ZSDX-XYYY005 汤恢焕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外科教授，普外科主任。湖南省政协常委。   

个人简介：1996 年留学日本。 率先在湖南省内开展了脾修补、脾部分切除、脾

片移植等手术，参加了异位和原位肝移植的实验及临床研究，手术均获成功，领导

和参加了率先在湖南省开展的活体肝移植 
50
。 



    

       

           

1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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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ZSDX-XYYY006 周乐杜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7 年湖南医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2007-2008 年至全球最大活体肝移

植中心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习。回国后投身于活体肝移植及精准切肝治疗肝癌的临

床研究。专长于肝脏移植 51。 

 

ZSDX-XYYY009 韩明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外科教授。  

个人简介：1952 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并留校工作。历任湘雅医学外科教研室主任、器官移植研究室

主任、普外科主任，现任外科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48 年从美国安德鲁斯大

学医学预科毕业回国。先后 4 次参加国际肝脏、器官移植学术会议。1994 年成功地进行了亚洲首例

异位肝脏移植术52。 

 

ZSDX-XYYY010 黄云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擅长：肝脏移植
53
。 

 

ZSDX-XYYY011 吕新生  

职务职称：普外科教授  

个人简介：1958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并留院工作至今。曾任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外

科教研室主任；普外科主任。1981 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86 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伯明翰大学。先后在本学科开展带十二指肠壶腹部全胰腺移植术治疗胰岛素依赖型糖

尿病、带血管甲状腺—甲状旁腺移植术治疗甲状旁腺机能低下、人胎肝细胞块腹腔输

注移植治疗重症肝炎及治疗晚期肿瘤。93年进行了亚洲第一例部分异位肝移植54。 

 

ZSDX-XYYY012 李新营  

职务职称：普外肝脏甲状腺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师从于国内著名外科专家吕新

生教授和王志明教授。作为王志明教授领导的肝移植小组主要成员协助完成原位肝移

植和活体肝移植手术。专长：肝移植55。 

 

 

ZSDX-XYYY013 李劲东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教授、副主任  

个人简介：1993 年毕业于原湖南医科大学。研究方向为肝移植外科。作为主要成员完

成了 70 余例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和 7 例成人间活体肝移植手术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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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DX-XYYY014 罗万俊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心胸外科主任兼心脏外科专科主任。湘雅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个人简介：1982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2000 年至-2001 年在美国明

尼阿波利斯心脏研究所和美国百佳医院之一的 Abbott 西北医院师从著名的 Emery 等

医师进修心脏外科并从事有关外科机器人手术的研究。2007 年在国际著名的 Mayo 

Clinic 医学中心访问学习。2005 年主刀一例心脏移植手术57。 

 

ZSDX-XYYY015 许廖枚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副主任护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80 年开始从事体外循环工作至今，湖南省体外循环学术带头人之一。曾到北京阜外医

院、上海儿童中心等学习。体外循环下心脏移植、肺移植、肝移植等体外循环新技术 58。 

 

ZSDX-XYYY016 陈胜喜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教授  

个人简介：1969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他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南地区首例原位心脏移植及我国首例

体外循环下单肺移植术
59
。 

 

ZSDX-XYYY017 夏晓波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教授，眼科及眼科教研室主任  

个人简介：1998 年在美国 Glaucoma Research Foundation 的资助下在美国 New 

Orland 接受青光眼的诊疗培训，1999 年-2002 年分别在美国 University of Texas-

Hemann Hospital 以及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从事眼科博士后研究工作。擅长

穿透性角膜移植联合小梁切除术，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60
。 

 

ZSDX-XYYY018 王平宝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5 年本科毕业于衡阳医学院，从事眼科工作二十余年。曾于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
61
。 

 

 

 

 

 

追查国际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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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 8号 

 

前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市属医疗单位中规模最大的肝移植中

心，肝移植团队强大，实际肝移植量大。电话调查显示：器官等待时间超短，“可能来了就能做、

有 5个肝移植组、一年能做二三百例、床位是满的”。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

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一、医院概况 

北京佑安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暨第九临床医学院，是卫生部三级甲等医院，是一所以感染

和传染性疾病患者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大型综合性专科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5 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4 万余平方米。开放床位 550 张（改扩建后开放床位达 750 张）。医院技术力量雄厚，博士及硕士研

究生百余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近 30名
62
。 

 

 

二、肝胆外科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市属医疗单位中规模最大的肝移植中心 

北京佑安医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肝胆病临床专科医院
63
。肝脏移植中心成立于 2003 年，该中心与美

国匹兹堡大学 Starzl 器官移植中心联合成立了中美肝移植协作中心，并聘请朱岳教授和华西医院肝

脏移植中心的严律南教授为名誉主任，也与国内十余家知名的肝脏移植中心建立了协作关系64。该院

肝胆外科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市属医疗单位中规模最大的肝移植中心，每年完成的肝移植例数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65
。 

 

三、肝移植医生数量多，肝移植量大 

全科现有医生 22人，护士 44 人，其中高级职称 3人，副高级职称 4人，中级职称 6 人
66
。可组成多

个肝移植团队。 

2014 年 6 月，武警总医院臧运金加入佑安医疗团队，该院称借助臧运金打造北京市一流的肝脏移植

中心67。臧运金，中共党员，主任医师、教授、留美归国学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外

中心学科带头人,青岛大学医院集团副院长、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至 2019 年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

1800 例68。 

2006 年 6 月，原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李宁教授调任该院院长。医院官网

称李宁是北京地区肝移植学科带头人69。2015 年 10月 24 日时称他十余年来主持肝移植 200 余例。

而早在 2010 年中国网就以《主持 500 余例肝移植手术 记中国医师奖获得者李宁》为标题披露过李

宁的移植例数70。 

医院官网称，医院每年完成大中型常规肝胆胰脾外科手术 500 余例，其中肝脏移植 60-80 例71。肝移

植中心副主任王梦龙，他是 5 个移植团队之一的主任、主刀医生。目前医院官网显示，王梦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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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完成包括肝切除在内的各类大中型手术 200 例左右，在全国各地累积主刀肝移植手术 800 例以

上72。 

截至 2022 年 11 月，佑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栗光明完成各种肝脏移植手术逾 1500 例73。 

 

 

四、该院开展急诊肝移植 

2016 年 7 月，北京佑安医院肝脏移植团队完成一例急诊肝移植74。 

 

五、该院扩建新移植手术室并于启用当日完成 2 台肝移植 

据北京佑安医院微博《佑安新手术室启用，国庆前夜 2例肝脏移植手术完成》报道：北京佑安医院

B 楼 10 层新手术室完成扩建改造工作，手术麻醉科在池萍主任、李学宁护士长的带领下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启动搬迁工作。搬迁完成后次日即 9月 30日国庆前夕，手术麻醉科与普外中心合作在新手

术室顺利完成 2台肝移植手术
75
。 

 

六、电话调查 

提要：可能来了就能做、有 5个肝移植组、一年能做二三百个、床位是满的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值班医生 

调查时间：2015 年 10月 9日（+86-1083997176） 

内容提要：等肝源，快了，来了就能做了。慢了，可能一、二周，不会太晚；“十一”期间做了 5

台肝移植。供体质量没问题，我们都是自己取。 

（录音 1下载：MP3，文稿详见：附件 10）76 

 

调查对象：肝移植病房_医生
77
 

调查时间：2017 年 9月 10 日（+86-1083997175） 

内容提要：等肝移植，快的话，一、两周就解决了。每年差不多百十来例。 

(录音 2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9) 

 

调查对像：肝移植李传云主任
78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24 日 （+86-13693686031） 

内容提要：你明天登记有可能有肝源，也有可能等几天也等不着，运气好明天就能做。……可能明

天挂上号，后天就能做。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8） 

 

调查对像：肝移植张震医生
79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24 日 （+86-13911567814） 

内容提要：一般是在一个月之内都能安排上。还有几天能做上的呢！ 

(录音 4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2-3-2015_10__09_bei_jing_you_an_yi_yuan_gan_yi_zhi_yi_sheng_lai_liao_jiu_neng_zuo_-pub-2-k.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10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9-Beijing-Youan-Doctor.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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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像：肝移植主任李传云
80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24 日 （+86-13693686031） 

内容提要：我们医院一年能做二三百个。我们和朝阳都是一年有上百例的，都做了上千例的经验，

应该没问题。 
(录音 5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8） 

 

调查对像：肝移植医生办张震医生
81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24 日 （+86-13911567814） 

内容提要：和朝阳差不多，一年二三百。不保证肯定有空床，有监护室。 

(录音 6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9） 

 

调查对像：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82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16日 （+86-10-83997175） 

内容提要：肝移植科不是一个主任，好几个主任。今年做了多少？我没有这个数字。我只能说，我

这儿能做！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83 ） 

 

调查对像：肝胆病房护士83 

调查时间：2019 年 4月 17 日 （+86-1083997177） 

内容提要：王梦龙王主任在肝胆外科二室，是肝移植主刀。现在病房这边是满的，你只能找他。  

(录音 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2） 

 

调查对像：北京佑安医院肝移植李传云主任84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24 日 （+86-13693686031） 

内容提要：我是主刀，主任。王孟龙他也是我们科的一个组，他一个组，我一个组，一共有 5 个

组。  

(录音 9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8） 

 

七、主要责任人 

 BJYA001 卢实春，男。出生日期：1962 年85。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暨肝脏移植 卢实春教授 卢实春教授 中心主任。国际肝移植学

会会员，国际消化外科学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肝移植分会委员，中华器官

移植杂志、中华消化外科杂志、中华肝胆外科杂志等八个杂志编委。  

1984 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1987 年获华西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1992-1995

年留学德国，获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腹部外科及器官移植博士学位。历任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普外 II科副主任兼肝移植中心副主任等职。2004 年 4月，调入北京佑安医院，成立了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中美肝脏移植协作中心。2013 年底调入北京 301医院

担任肝胆医院主任。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9.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8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8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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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5 年留学德国，获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腹部外科及器官移植博士学位，2002 年赴美国匹兹

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研修临床肝移植。  

该中心成立近 10年以来，主持完成各种肝移植（包括活体肝移植）手术逾 700 例86。  

 

BJYA002 李宁，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院长。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第六届委员

会委员； 北京医学分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候任主委  

1982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同年分配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

科，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重

点从事肝、胆、胰外科，外科危重病医学及肝脏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1992 年任北

京朝阳医院副院长，2006 年 5月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工作。  

1998-1999 年先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丹佛大学医学院、澳大利亚墨尔本 Austin 医院国家肝

移植中心考察、学习临床肝脏移植。  

1999 年作为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率先在北京地区开展肝移植的系统临床与基础研究和实

践。十余年来主持临床肝移植 500 余例87。  

 

BJYA003 王孟龙，男。出生地：武汉88。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副教授，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肝胆外科/肝移植中心副主任，中美肝移植协作中心副主任  

曾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及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及广西军区第 200 医院学习和工

作。1986 年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6 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普通

外科（现全军肝移植中心前身）获外科硕士学位，2001 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获医学博士学位。2004 年 11月由广州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调入89。  

2004 年在美国匹兹堡 Thomas E Starzl 器官研究中心进修三个月。  

从事肝胆外科基础与临床工作 25 年，肝移植基础与临床实践 16年。在中国各地累积主刀肝移植手

术 250 例以上90。  

 

BJYA004 武聚山，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6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6 年获首都医科大学外科专业硕士学位。 

累计参加实施肝移植供体、受体手术九百余例。91。  

急慢性肝功能衰竭的肝移植治疗。 

 

BJYA005 郭庆良，男。出生日期：197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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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5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6 年获首都医科大学外科专业硕士学位。现任职于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通外科中心。   

从事肝胆外科、肝移植的临床工作 16 年。自 2003 年始，参加实施肝移植手术及围手术期管理工

作，共计 300余例92。  

 

BJYA006 曾道炳，男。  

个人简介：副主任医师，普通外科学博士  

师从卢实春教授，长期从事普通外科及肝胆外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擅长肝移植的诊治。 

  

累计参与肝脏移植 200余例，独立完成供肝获取 150 余例，供肝修整 200 余例93。  

擅长肝移植的诊治。 

 

BJYA007 李传云，男。出生日期：1970 年。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累计参与完成各种肝移植 500 余例94。  

擅长肝移植。 

 

BJYA008 段斌炜，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2007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得临床硕士学位；从 2007 到 2010 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肝胆

外科担任住院医师，熟练掌握了肝胆胰系统肿瘤的综合治疗。2010 年开始，师从卢实春教授，长期

从事肝胆胰外科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   

擅长肝胆胰系统疾病的诊断和以外科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每年独立完成和参与各类大中型手术

150 余台
95
。 

 

BJYA009 王璐，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器官移植专

家委员会秘书。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   

自 2005 年后一直从事肝移植围手术期治疗，主要负责肝移植围手术期和术后以抗排斥反应为主的随

诊治疗工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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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YA010 马超，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中心住院医师    

擅长肝移植疾病治疗97。  

 

BJYA011 朱岳，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中美肝移植协作中心（美方）主任，国

际器官移植协会委员。  

197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原卫生部上海医科大学），1982 年获西安交通大学（原卫生部西安

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1987-1988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外科任临床讲师，1988-2005 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

移植研究所任外科助理教授兼大动物实验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肝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98。  

 

BJYA012 夏仁品，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  

1998 年获华西医科大学博士学位。  

1999.03-2003.07 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系统掌握了肝胆外科疾病的诊治及移植

免疫研究技术。  

参与施行尸体肝移植 200 余例、活体肝移植 30 余例99。  

肝移植。 

 

BJYA013 刘源，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治医师    

擅长肝移植100。  

 

BJYA014 赖威，男。出生日期：1972 年。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7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7 年至 2001 年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2004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获外科学硕士学位。2007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

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获外科学博士学位。2007 年至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

外科及肝移植中心就职，历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及副主任医师。   

长期从事肝胆外科及肝移植临床及科研工作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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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YA015 张劲光，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肝移植中心主任医师。中美肝移植协作中心主任医师  

先后在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外科从事肝胆外科、普通外科、肿瘤外科及移植外科的临床、教学及

科研工作。并依次先后获得以下职称：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职称。 

  

从医近 30 年，一直从事移植外科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等
102
。  

 

BJYA016 刘静，女。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从事同种异体、亲属肾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胰岛移植术前诊断与治疗。IMMUKNOW、移植肝程序化

病理与临床相关性研究103。  

肝移植、肾移植术后管理，致力于器官移植术后患者长期存活。 

 

BJYA017 林栋栋，男。出生日期：1971 年 12月。2005 年 6月入党104。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暨肝脏移植中

心行政副主任。  

1994 年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获学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获外科学博士学位。2011

年 11 月晋升主任医师，2011 年 12 月获首都医科大学普通外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赴美国 Starzl 器官移植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累计参与临床肝移植 300 余例，供肝修整 200 余例，主刀病肝切除 50余例，作为第一助手全程参与

肝移植 50 余例105。  

擅长肝脏移植。 

 

 BJYA018 栗光明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106
 

截至 2022 年 11 月，完成各种肝脏移植手术逾 1500 例107。 

 

 

 

 

 

追查国际对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 

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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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 368号 

 

 

 

前言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2016 年 2 月正式移交海南医学院管理，成为海

南医学院直管附属医院108。2008 年海南建省后，医院成为海南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挂靠

单位，当年在泌尿外科内设立独立的肾脏移植小组。2010 年医院获国家肾移植资质，2017 年，海南
医学院在该院成立“海南医学院移植医学研究所”，分设基础部和临床部。为此，黄洁夫、郭燕红

、郑树森等中共移植界高官都亲自到场支持该院全面开展大器官移植，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国家

移植医学人才培训基地109。2018 年 7月 31 日 器官移植科正式成立后，该院肝肾移植量都有大幅增

长，等待供体“有当天来了就做的，四、五天左右就能做”。 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

景，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医院概况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简称“海医二院”）始建于 1952 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

复及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110
。具有国家器官移植资质，是海南省“试管婴儿

”定点医院。总院现有床位 2100 张，职工 2673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2212 人，副高及以上职称

298 人，博硕士研究生 276 人。国务院特贴专家和省优专家 7 人。111 

 

医院设有 47个临床科室、25 个医技科室。器官移植科开展和即将开展的肾脏、肝脏、心脏、肺脏

和胰腺等实体器官移植，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植医师培训基地
112
。 

 
 

一、该院成立“海南医学院移植医学研究所” 

 

1982 年 5 月, 海南农垦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身）开展了岛内首例同种异体肾移植手

术。1996 年-2005 年，韩启光任肾移植主任。2008 年 5月，海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成立

，医院成为海南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挂靠单位。2008 年在泌尿外科内设立独立的肾脏移

植小组。2011 年 1 月，张国庆任泌尿外科肾脏移植专业组主任。2010 年医院获得国家肾脏移植资质

，成为中国首批获准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 163家单位之一。2017 年，海南医学院成立“海南医学院

移植医学研究所”，分设基础部和临床部113。  

 

二、黄洁夫、郑树森来院指导，全面开展大器官移植，要建成“一带一路”国家移植医学人才培训

基地。 

 

2018 年 4 月 25 日，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国家卫健

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树兰医院院长郑树森等来院指导器官移植工作，提出海医二院要开展

心、肺、肝、胰、肾等大器官移植，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移植医学人才培训基地
114
。 

 

海南省第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王毅教授表示，努力把

海南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器官移植医生培训基地，打造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115。 



    

       

           

2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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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2018 年 7 月 31 日器官移植科成立，设床位 34张（其中移植 ICU 床位 8 张）；移植专家 8 名，麻醉

专家 4名，重症监护专家 2名，特聘心肺移植专家 4 名。有器官移植手术间 4间；DD 器官获取手术

间 2间；有 ECMO2 台、HLA 组织配型、CDC、PRA、DSA 检测及 FK506 和 CsA 药物浓度检测等设备。

器官移植技术临床运用伦理委员会和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独立运行。有潜在供者和人体器官转

运直升机和现场器官获取手术专用车等专用工具
116
。 

 

三、建立器官移植科，聘任曾凡军为主任。  

  

2011 年 5 月，肖劲逐任海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16 年 5月，医院选送医生、

护士、麻醉师、重症监护专业医生一批共 18 人，去郑树森主管的浙江大学一附院肝移植专科进修。

2016 年 10 月，何书民主任医师任泌尿外科二区主任、肾移植专业组主任。2018 年 3 月，王毅教授

任全国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2018 年 6月，曾凡军加盟器官移植团队，筹建独立的器官移植科

。2018 年 7月 31 日器官移植科正式成立，聘任曾凡军为器官移植科主任
117
。 

 

2021 年 5 月 15 日，记者从海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年会上获悉，2020 年，海南第

四届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 138 例，其中移植肝手术 29 例，肾移植 99

例，胰肾移植 3例，心脏移植 1例，肺移植 6例118。 

 

自 2018 年 7月 31 日开科以来到截至 2022 年 3 月，海医二院肝脏移植团队，共做了 106 例肝移植手

术119。2022 年开始至 9月，有 154 名器官衰竭者完成移植120。 

 

四、电话调查 

 

提要：移植等待时间短，移植量大，远超捐献数量 

 

1. “有当天来了就做的，四、五天左右就能做” 

 

调查对象：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医生121 

调查时间：2018 年 10月 18日 

内容提要：该院肾移植做了十来年了，现扩大了，7 月移植科正式揭牌成立做的多了，这两个月做

了有几十例，等待时间不定，也有当天来就做的。 

(录音 1 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56）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高良辉（主任医师）122 

调查时间：2019 年 3月 19 日 （+86-17733192929） 

内容提要：现在都是脑死亡供体，说不定有可能马上就行，有可能等个把月，两个。 
(录音 2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26） 

调查对像：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海南农垦总局医院）肾移植科医生张善斌 

调查时间：2019 年 3月 1日 （+86-898-66809311）
123
 

内容提要：住院检查完大概四、五天左右就能做。 

(录音 3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4/111433_155654703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4/111433_1556547030.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2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2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2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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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医院很多人做肾移植，礼拜六也有人做的，去年做二百”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泌外二肾移植医生124 

调查时间：2019 年 4月 23 日 （+86-898-66808472） 

内容提要：一年能做上百例。排队的人多！ 

问：肾源从哪来的？ 

答：我怎么知道啊！ 

(录音 4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6） 

 
调查对象：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护士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15日  （+86-898-66808103） 

内容提要：那肯定做了，我们医院最擅长这种手术了。我们这里很多人做啦！  很多人做肾移植。

我们医院做肾移植人还是比较多的，比别的移植多。礼拜六也有人做的。  

(录音 5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26） 

 

调查对象：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肾移植李护士125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11 日（+86-89866809311） 

内容提要： 

1.我们医院以前是定点医院。 

2.我们周主任是不坐门诊的，蒋主任是星期一，王院长是星期三。 

3.肺炎检查，门诊的费用是自费的。CT 可能几百块钱左右。 

4.疫情期间病人移植相对会少一点，但是也在做。一有供体的话都会在做。 

5.去年我们差不多就做了有一百多，两百啊。 

6，问：有法轮功供体吗？ 

答：我不知道，这个方面供体方面，我们护士都不在管的，对这个供体我们基本信息也都是不知
道的，所以你想了解供体什么的话都是在医生那边。 

(录音 6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35） 

 

 

3、该院移植例数远超全省捐献例数 

 

海南省官方报道：2012-2018 年器官捐献数量 

 

表 1. 2012-2018 年官方报道器官捐献数量统计表 

年份 器官捐献数量 累计器官捐献数量 

2012 年 12 月 实现第 1例器官捐献

。 

 

2018 年 03 月 25 日  47 例126。 

2018 年 06 月 19 日  51 例127。 

 

电话调查：2017 年器官移植数量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3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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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2017 年 9月 22 日  

调查对象：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肾移植医生   

内容提要：肾移植都是我们常规手术，每个月都有。一年至少能做到 20～30 个。上个月做了 2 台，

这个月做了目前为止做了 1台。 

(录音 7 下载：MP3， 文稿下载：附件 202) 128 

 

调查时间：2018 年 10月 18日  

调查对象：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医生  

内容提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肾移植科这十几年来都在做，只是说今年刚升医科。这两个月

几十例吧。现在萧院长（肖劲逐）、王院长，还有现在过来的孙主都在做，都是搞移植的。（录音

8 下载：MP3， 文稿下载：附件 202-2)
129
 

 

 

五、该院单日移植量巨大，移植中心主任称，一天多台器官移植手术早已是医院的常态 

 

 

2022 年 4 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完成了海南省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就在同一天，17小

时内，该院还另外还完成了 2 台肝移植、5 台肾移植手术130。 

 

2022 年 9 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肝移植科、肾移植科、肺移植科、心血管外科、重症医学科

、麻醉科、手术室、超声医学科、检验科、输血科、病理科、药学部、护理等多学科，近 200 名医

护人员通力配合，18 小时内完成一台心脏移植、两台肺移植、一台肝移植、一台肾移植和一台胰肾

联合移植共 6台大器官移植手术131。 

 

王毅教授表示，器官移植作为海医二院的重点学科，像这次这样一天多台器官移植手术早已是医院

的常态
132
。 

 

 

六、责任人名单 

  

HNYXYF2Y001 王毅  

职务职称：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海南移植医学研究

所所长。海南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33。  

个人简介：1988 年毕业于衡阳医学院并留校工作。   

2000 年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高级研修班学习。2002 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 2005 年 7 月毕业后即赴日本北海道大学泌尿外科学习。2009 年 7月赴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

心学习。主攻肾脏移植。  

 

HNYXYF2Y002 肖劲逐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8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8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9/111444_156770037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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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0 年在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进修泌尿外科一年。1992 年 2月至 6 月

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进修微波治疗技术。 1992 年 7 月至 12月参加海南

省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结业。1994 年在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进修肾脏移植术

。2002 年 9月考取中南大学外科学研究生在职读书，2004 年 12月 5日硕士毕业，获

外科学硕士学位，现在职读博士学位。 

1996 年月 11月至 1997 年 11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国大医院泌尿外科学习。器官移植是一个医

院医疗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外科诊疗技术发展的方向，为开展器官移植，1994 年，组织上派

他带领梁培育等六名医护人员赴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进修肾脏移植术。肾脏移植术是在海

南省内开展专科新技术较多较好的专业组。肖教授带领海医附院泌尿外科同种异体肾移植例数最多

。他正着手组建海南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器官移植配型中心134。  

 

HNYXYF2Y003 张国庆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个人简介：1982 年毕业于海南医学院，已从事泌尿外科及普外科临床工作 20 多年；

1991 年在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进修学习泌尿外科专业一年
135
。  

 

 

HNYXYF2Y004 王海东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90 年在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进修泌尿外科一年。1967 年 9月新疆医

学院医疗系毕业。在海南率先进行了肝脏移植
136
。  

 

 

HNYXYF2Y005 高剑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科肝移植组
137
     

 

HNYXYF2Y006 曾凡军  

职务职称：海医二附院器官移植科主任
138
     

 

HNYXYF2Y007 李威  

职务职称：海医二附院肝移植科主任
139
 

 

HNYXYF2Y008 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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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海医二院肺移植科主任，教授
140
 

 

 

追查国际对四川省人民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 32 号 

 

 

前言 

 

四川省人民医院获得国家卫健委所有实体器官移植准入资质，并且临床开展全部器官移植项目。该

院器官移植中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集多种器官移植为一体的临床移植中心之一。2009 年在全国 160

多家移植中心综合排名第 28 位。2017 年电话调查中医师回答：做肝移植都是急诊，移植等待时间
短，一年能做几百例。该院器官移植展开和发展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运动同步。在这种国家群

体灭绝运动的大背景下，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鉴于，中共活摘法轮学

员器官的国家犯罪的大背景，四川省人民医院是严重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群体灭绝犯摘的重点

单位。 

 

医院概况 

四川省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141。医院开放病床 4132 张，现有职工 6875 人，高级职称专家

1068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选 54 人。医院拥有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PET-CT、TrueBeam 直

线加速器等医疗设备，开展了器官移植、细胞移植、大血管、瓣膜置换等高新手术，获得国家卫健

委所有实体器官移植准入资质，并且临床开展全部器官移植项目。 

 

一、该医院建有“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获得国家上千万拨款 

“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的建立，是基于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

移植研究所。医院 2007 年建立器官移植研究所，并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开展肾、肝移植临床；

2008 年建立了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室；2010 年成立了细胞移植中心，并着手建立国内先进

的标准层流实验室；随后建立了移植免疫学研究室、实验动物研究室和病理学研究室。2011 年 12

月，四川省科技厅批准本实验室为 “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142
。 

主要研究方向： 

 1. 移植免疫排斥的机理、分子诊断和药物靶点研究 

 2. 移植免疫耐受的临床转化研究 

 3. 细胞移植的临床转化研究 

    4. 脑死亡（DBD）及心死亡（DCD）供体的临床研究 

 5. 异种移植的转化医学研究 

 6. 营养代谢与人类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科研基金总额约 1113 万人民币。 

 

二、该院器官移植中心 2009 年在全国 160 多家移植中心综合排名第 2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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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集多种器官移植、细胞移植、

肝胆胰外科及泌尿外科和腔镜外科为一体的临床移植中心之一，是卫生部批准的肝移植、肾移植国

家定点准入医院。科室发展以移植外科为重点，肝胆胰外科、泌尿外科专业为基础，现开展临床肝

脏、肾脏、小肠、胰腺、胰肾联合移植和肝肠联合等多种器官移植技术和常规的肝胆胰外科。2009

年 6月开设了省内首个目前唯一的器官移植专科门诊；2009 年在全国 160 多家移植中心综合排名第

28 位，2010 年获得四川省器官移植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143
。2019 年，四川省人民医院在年内已实施了

小肠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肝移植、肾脏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手术 197 例144。 

 

三、移植中心发展迅速、床位多 

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 2007 年 3月，在短时间里获得大发展。截止 2011 年 1 月，发展为有 100 多张
病床，12 名医师、27名护士的临床外科中心145。 

 

四、电话调查 

 

提要：医院里活摘器官、急诊肝移植、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象：四川省人民医院移植科医办_周医生 

调查时间：2016 年 5月 5日（+86-2887393722） 

内容提要： 

周医生：我从 12年开始，那时候取肝的都在医院里面取，都不到刑场…… 

调查员：那拉来以后取，取完以后再送走？ 

周医生：取完以后嘛，该往哪送往哪送吧，太平间呢，火化146。 

（录音 1 下载 MP3 ，文稿下载：附件 29） 

 

调查对像：四川省人民医院移植科医办_杨医生 

调查时间：2017 年 12月 15日（+86-2887393722） 

内容提要：肝移植想优先做，和们主任多沟通，应该问题不大的；四川整体来说，不是所有的人他
都做得起肝移植的；我们做肝移植都是急诊，比如今天晚上做，然后马上就要通知这个受体；35～

40 万不包括肝供体，供肝费不超过 10 万；春节前后供体多，过年过节的时候是最忙的147。 

(录音 2 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四川省人民医院_肝移植_医办医生148 

调查时间：2017 年 3月 30 日（+86-2887393722 ） 

内容提要：我们这做的是三个肾移植，就是三对六个肾移植。等待时间一般还是比较快    的。一

年能做几百例吧。 

(录音 3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72) 

 

五、疫情期间 四川省人民医院一天之内完成两台高难度肺移植 

2020 年 3 月 12 日，四川省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作，在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的带领下，一天之内

完成两例危重症患者肺移植149。 

据《新浪网》报道，2021 年 6月 16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介绍说，“5 台手

术（包括器官摘取手术）同时进行，一共有 100 多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参与。直到次日凌

晨”150。 

 

六、责任人名单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5.4.2016-05-05_15-10-44si_chuan_sheng_ren_min_yi_yuan_yi_zhi_ke_yi_ban_86-28-87393722zhou_yi_sheng_wo_cong_12nian_kai_shi_qu_gan_du_zai_yi_yuan_li_mian_qu_du_bu_dao_xing_chang_.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28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6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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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RMYY001 邓绍平  

职务职称：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省“千人计划”专家

  

个人简介：1983-1990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外科医师。2006 年至今，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

人民医院为建设完善器官移植中心，特别引进邓绍平博士为我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并担任副院

长。1991-1995 年获瑞士联邦奖学金资助留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移植外科，获 M.D.学位；并于

1995-1998 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美国，宾西法尼亚州，费城）Harrison 外科研究所完成博士后

训练；1998-2000 年加拿大 Western Ontario 大学医院担任外科助理教授；2000-2007 年美国宾西法

尼亚大学医学院担任外科助理教授、副教授和筹建宾大医院人胰岛移植实验室并担任主任; 2007 年

6 月邓绍平博士应美国哈佛大学大学邀请指导建立哈佛大学大学医学院胰岛移植实验室, 并任胰岛
移植实验室主任151。 

  

SCSRMYY002 杨洪吉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泸州医学院及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导师，四川省器官移

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省肝癌协会常委，四川省人民医院临床器官移植中心主任。 

个人简介：1997 年获广州暨南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1997 年-1999 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攻读医学

博士学位；1999 年-2003 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移植免疫实验室博士后。2003 年-2007 年，在加

拿大伦敦健康医学中心任器官移植外科医师。2007 年至今，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器

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异种器官移植专家，从事 HDAF 转基因猪，GAL-KNOCKOUT 

猪研究十年。美国 2006 年 WTC 移植年会国际青年研究员，并获得多项国际奖励。主刀实施 300 多例

肝肾移植，并且开展临床胰肾联合，肝肠移植，活体肝移植和劈裂式儿童肝移植等等。在中国首次

实施分期肝切除术（ALPPS）。  

   2007 年回国后主持建立了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器官移植研究所，开展了腹腔镜亲体

供肾移植手术，婴儿劈裂式肝移植，脑死亡和心跳死亡移植器官捐献。1997 年-1999 年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1999 年-2003 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移植免疫实验室博士后。2003

年-2007 年，在加拿大伦敦健康医学中心任器官移植外科医师 。曾在加拿大一直长期从事器官移植
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伦敦健康科学研

究中心（London Health Sciences Center）接受了临床肝胆胰外科和多器官移植（肝，肾，胰腺和

小肠）的临床和科研专业训练.。加拿大安大略省医师执业医师授权机构（College of phycisians 

ａnd surgeons of Ontario）认证的移植医师， 并获得美国器官移植外科医生协会（ASTS, 

American Societyof Transplant Surgeons）颁发认证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证书152。 

 

SCSRMYY003 赵高平  

职务职称：四川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美国移植协会及移植外科协会会员

；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会员。  

个人简介：2005 年获得四川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2008.6－2011.4 在美国哈佛医学院

麻省总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当时任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胰岛移植实验室

主任的邓绍平博士，主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关于抗 CD45RB 抗体与移

植免疫耐受关系课题，以及参加 71 例人胰岛分离及麻省总医院首例临床胰岛移植工作。回国后将长

期维持与麻省总医院胰岛移植实验室交流与联系，拟安排每年不少于 3 个月的工作时间在该实验室

工作
153
。  

 

SCSRMYY004 廖顺尧  

职务职称：副研究员，副教授 2009 至今，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

民医院，糖尿病中心和移植研究所，副研究员。2000 至 2002 年，华西医科大学，移植免疫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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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2000 年西南农业大学博士毕业。 2006 至 2007 年，韩国圆光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

院，高级研究人员。2005 至 2006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人体胰岛研究室, 博士后。

2002 至 2005 年，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 分子遗传和微生物学系, 博士后
154
。  

 

SCSRMYY005 魏亮  

职务职称：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2009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器官移植与工程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0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器官移植术后

新型分子诊断技术、新型药物靶点和移植免疫耐受的诱导机制155。  
 

SCSRMYY006 黄孝伦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外七病区（肝、胆、胰

、脾 外科中心）和 细胞移植中心主任。全国临床细胞移植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四川

省器官移植免疫专委主任委员。  

个人简介：1998 年获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肝、胆、胰外科专业）；1998-

2000，中山大学附一院器官移植中心：博士后；2005 年中山医科大学聘为：外科副教

授；2010.3：四川省医科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高级引进人才、西南交大生物医学研究生导师。

2001-2004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美国长春藤大学之一）：外科助理教授；2006 获美国执

业证书；2006.7-2010.2：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院肝、胆、胰外科、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并兼任细胞

移植中心主任 。原位肝移植（>500 例）、亲体部分肝移植治疗肝衰、及小儿先天性胆道闭锁156。 

 

SCSRMYY007 狄文佳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擅长肾移植，肝移植157。 

 

 
SCSRMYY0018 张宇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擅长肝移植158。 

 

SCSRMYY009 邓小凡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93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1997 年开始从事腹腔镜微创

外科工作，后在华西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擅长肝脏移植、胃脏移植159。 

 

 

 

SCSRMYY010 熊玮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熟练完成肾移植。开展的主要临床工作如下：尸体肾移植及活体肾移植等移植手术160 

 

 

SCSRMYY011 冉清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四川省器官移植专委会委

员。 

个人简介：主要擅长肾移植等。特别是在肾移植方面有较高的造诣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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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RMYY012 朱世凯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擅长肝脏移植、胰腺移植等162。 

 

 

 

 

SCSRMYY013 窦科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城东病区院长  
个人简介：1993 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医学系，2002 年获四川大学泌尿外科硕士学位

。擅长肾移植手术
163
。 

 

 

 

 

SCSRMYY014 赵翼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主攻移植。熟练掌握肝脏移植、肾移

植围手术期管理等
164
。 

 

 

 

 

SCSRMYY015 邱明星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 
个人简介：医学学士，泌尿外科学专家，硕士生导师。擅长器官移植165。 

 

 

 

 

 

SCSRMYY016 杨训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1982 年毕业于川北医学院医学系。擅长专业肝移植166。 

 

 

 

 

 

追查国际对南京鼓楼医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3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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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鼓楼医院于 2001 年率先在江苏省开展肝肾联合移植，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床位数量大。追

查国际电话调查显示，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医生承认过去用法轮功学员器官。鉴于，中共活摘器

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明显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的犯罪。 

 

医院概况 

南京鼓楼医院创建于 1892 年，为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院核定床位 3325 张，在岗职工 4869

人167。 

 
一、该院在江苏省率先开展肝肾联合移植 

该院在江苏省率先开展了肝移植，2001 年，在江苏省率先开展了肝肾联合移植
168
。2007 年 5月 23

日，该院是卫生部指定开展肾移植、肝移植的医院169。 

丁义涛，早年曾进修于解放军肝脏外科研究所及澳大利亚国家肝脏移植中心。1996 年 5月至 2014

年 8月，曾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院长。现任南京鼓楼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器官

移植学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器官移植学会名誉主任委员170。 

 

二、移植医生团队强，床位数量大 

 

1、床位数量大 

 

泌尿外科、普通外科、肝胆外科都开设器官移植业务。 

泌尿外科，是江苏省“135 工程”医学重点学科、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南京市医学重点学科。编

制床位 120 张，为卫生部移植准入单位171。年门诊 10 万余人次，住院手术 4800 余台，门诊手术

1000 余例，出院 4000 余人次。 

普通外科设有器官移植中心等,编制床位 164 张172。 
肝胆外科下设移植、肝脏、胆胰外科，以及南京大学肝胆研究所。目前编制床位 180 张173。 

 

2、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 

 

泌尿外科现有医护人员 100 余人，其中主任医师、教授 4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8 人，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8人，为卫生部移植准入单位174。 

普通外科设有器官移植中心等。现有医护人员 76 人，其中主任医师 9人，副主任医师 20 人，主治

医师 10人
175
。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团队。 

 

3、移植手术量 

 

据医院官网报道： 

肾移植：泌尿外科已开展肾移植术、肝肾联合移植术，移植量位居全国前列。自院称年完成肾移植

50 余例176。 

肝移植：截至 2008 年 3 月，该院实施 314 例肝移植
177
。 

三、电话调查 

 

提要：器官来源可疑，医生承认过去用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等待时间短， 



    

       

           

31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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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1、医院无法说清器官来历，医生承认过去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调查对像：南京鼓楼医院肝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7 年 7月 9日（+86-2583106666） 

 

内容提要：  

医生：我们做的很多，上个礼拜做了四个。器官来源的渠道就多了，这是国家考虑的，我们只负责

提供技术跟后续的保障，其它我们管不了！ 

调查员：过去怎么让用炼法轮功的？ 

医生：过去不讲人权！ 
(录音 1.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0) 178 

 

2、移植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像：南京鼓楼医院肝移植 

调查时间：2018-06-25电话（+862583106666） 

内容提要： 医生：肝移植今年己做了五、六十例；等待时间快，十天半个月179。…… 

 (录音 2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南京鼓楼医院肝移植医生办公室医生180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26日 电话（+86-25-83106666） 

内容提要： 一般来说一个月以内是可以做的。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94） 
 

五、曾在 7天内完成 13 台器官移植 

据该院官网报道，2018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南京鼓楼医院先后完成了 13 台移植手术，其中 7台肾

移植，5台肝移植和 1台肺移植181。 

 

六、器官移植科室主任医师黄新立涉非法摘取器官案 

 

2017 年至 2018 年间，南京市鼓楼医院主任医师黄新立，未经批准进行跨地区人体器官捐献，且在

没有死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共同签字确认的情况下，违背死者生前意愿或其近亲属意愿，在怀

远县共实施摘取尸体器官手术 11 例182。黄新立是南京市鼓楼医院 OPO（器官获取组织）成员，主要

从事人体器官的摘取手术
183
。根据医院官网的介绍，江苏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器官捐献与管理学

组委员。2018 年 1 月，黄新立通过“人才引进”方式，从江苏省人民医院肝胆中心调入南京鼓楼医

院184。 

 

七、主要责任人： 
 

NJGL001 吴亚夫，男。出生日期：1960 年 10月185。 

个人简介：普外科（肝胆外科）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普外科肝脏、

移植病区主任。香港玛丽医院高级访问学者。  

擅长肝脏移植等
186
。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2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2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8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8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9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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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GL002 岳扬，男。出生日期：1977 年出生，天津市人
187
。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 副主任医师  

2004 年 7月毕业于泸州医学院，获血管外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入伍，在北京武警总

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工作，从事肝脏、肾脏移植工作 15年。   

参与完成肝移植手术 800 余例次，肾脏移植手术 400 余例次，参与完成儿童亲体肝脏

移植、多米诺肝移植、劈离式肝脏移植、三次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

植等复杂移植手术。国家 863 项目“扩大供体器官来源的策略及关键技术研究”课题

组成员188。 

 
NJGL003 仇毓东，男。出生日期：1967 年 5月出生，江苏苏州人189。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普外科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南京大学肝胆研究所副所长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青年委员。    

精于肝脏移植手术
190
。 

 

 

 

 

NJGL004 江春平，男。  

个人简介：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2001 年-2003 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及 Strzal E.Tomas 器官移植研究所从事消

化系统肿瘤及器官移植临床研究。  

主要擅长肝脏移植
191
。 

 

 

 
NJGL005 徐庆祥，男。  

个人简介：普外科（肝胆外科） 副主任医师、医学学博士、副教授   

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研修肝胆胰外科技术及活体肝移植。  

擅长肝脏移植192。 

 

 

 

 

 

 

NJGL006 吴星宇，男。  

个人简介：普外科（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曾赴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研修肝胆胰外科及肝移植。 

擅长肝脏移植手术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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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GL007 施晓雷，男。出生日期：1974 年 4月出生。江苏南通人
194
。  

个人简介：普外科行政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吴孟超医

学青年奖获得者，江苏省卫生拔尖人才、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江苏省医学重

点人才、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南京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移植感染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青

年委员、移植管理学组委员。江苏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1993 年 -1998 年，南京铁道医学院本科学生，获学士学位。南京大学医学院外科

学博士研究生，获硕士、博士学位。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 14 余年。  

曾赴德国汉堡大学附属 Eppendorf 医院研修肝胆外科及肝脏移植。  

擅长肝脏移植195。 
 

NJGL008 管文贤，男。出生日期：1963 年 8月出生, 中共党员
196
。  

个人简介：普外科行政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1982 年就读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

后一直供职于西京医院。曾留学日本。  

多年来一直进行有关腹部外科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工作，作为主要成员在国内率先成功

开展了首例活体肝脏移植、首例原位辅助性肝脏部分移植、首例幼儿活体肝脏移植术

。参加了心脏移植、胰腺、肾移植、换脸等多种移植管理。合作研制了器官保存台等

器材。擅长移植外科197。 

 

 

NJGL009 孙喜太，男。出生日期：1965 年 2月。 

个人简介：普外科（肝胆外科）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

任南京鼓楼医院微创腔镜外科主任。为中华医学会江苏省器官移植学会秘书、腔镜外

科学组委员198。 

 

    
 

 

 

NJGL010 郭宏骞，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行政主任、教授，主任医师。江苏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研究肾移植。 

擅长器官移植手术199。 

 

 

 

 

NJGL011 刘铁石，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2003 年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师从国内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傅耀文教授。2003 年 8月

工作至今。  

2012.8～2013.8 赴美国南卡莱罗那医科大学进修学习，获第二硕士学位（美国 MSCR

硕士学位）。擅长肾脏移植手术及围手术期管理
200
。 

 

 



    

       

           

34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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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NJGL012 李笑弓，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硕

士生导师。任江苏省泌尿外科分会肾移植学组委员    

擅长肾移植手术201。 

 

 

 

 

NJGL013 张古田，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临床擅长泌尿外科和肾移植相关的开放、腹腔镜和内镜微创手术
202
。 

 

 

 

 

 

 

NJGL014 赵晓智，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2006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医学院师从泌尿外科郭宏骞教授。  

2008-2010 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的

Transplantation Research Center 从事移植免疫及肿瘤免疫研究。  

擅长肾移植。主要专业方向为肾脏移植203。 

 

NJGL015 刘光香，女。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2007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师从国内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郭宏骞教授。 "2011 年 06 月至 2012 年 06月

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哈佛医学院 布莱根女子医院（BWH）学习。 

擅长肾移植204。 

 

NJGL016 陈明，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肾脏移植、器官联合移植
205
。 

 

NJGL017 李一壮，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擅长角膜移植
206
。 

NJGL018 丁义涛，男。 

个人简介：南京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医学院

附属鼓楼医院名誉院长，南京鼓楼医院普外科学科带头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南京

鼓楼医院仙林国际医院院长。国际肝胆胰协会资深会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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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副会长。南京大学肝胆研究所所长及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等数十种专业杂志编委等。  

曾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院长（1996 年 5月至 2014 年 8 月）。早年曾深造于澳大利亚国

家肝脏移植中心207。  

 

 

 

追查国际对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前言 

 

追查国际电话调查中该院医生承认用法轮功供体，供体随时有，活人的供体。肾移植例数多，2017

年做了有四、五百例。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

体器官的犯罪。 

 

 

一、医院移植概况 

 

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简称广医二院）是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高等医学院附属医院
208

。肾脏移植开始于 1987 年，独立建科于 2001 年 1月.现有教授（主任医师）3人，主治医师 5 人，

医师 3人。建科至 2014 年完成肾移植手术近两千例。肾移植科室是获得肾移植资质209。 

 

 
二、移植医生团队 

 

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了该医院的移植医生名单210，仅肾移植专业的医生，我们能够从官方网站和论

文中查到确实做了手术的就有 15 名，其中主任医师 1名，副主任医师 2名，其他 12 名。仅肝移植

专业的医生，我们能够从官方网站和论文中查到确实做了手术的就有 6 名，其中主任医师 4 名，副

主任医师 1名，其他 1名。 

 

三、医生承认用法轮功供体 

 

在追查国际 2016 年电话调查中，该院移植医生称：2006 年 4 月中旬有一批。法轮功炼功人身体比

较好， 肾都是年轻的 20 至 30 岁，没有传染病、没有艾滋病、梅毒
211
。 

 

四、电话调查：供体随时有、活人的供体、肾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肾移植医生陈正212 

调查时间：2016 年 2月 15 日（+86-13808896300） 
内容提要：今年一月份开始做了，港澳台的都可以做的。去年做了二百多，今年我已经做了四十多

。（录音 1.下载 MP3 ，文稿下载：附件 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5.2016_02_15yan_zhou_yi_xue_yuan_fu_er_yuan_shen_yi_zhi_chen_zheng__8613808896300__2016-02-15_shen_yi_zhi_gang_ao_tai_du_zuo_-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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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肾移植病房护士
213
 

调查时间：2017 年 1月 6日（+86-2034153251） 

内容提要：过年医院一样开诊的。我们是随时，随时有供体，有材料随时做，明天都有四台。一六

年做了 260 吧。 

(录音 2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55) 

 

调查对象：泌尿外科医生苏宇 

调查时间：2017 年 8月 2日（ +86- 13822296238 ） 

内容提要：就现在七月份己经超三百了。现在量非常大，一年呢，至少在两百五十例以上。器官从

哪来的？这个东西我也不敢乱说！我们的肾源是最广泛的啦！我们医院最大的特色，就是活人的供

体，脑死亡的病人214。 

(录音 3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80) 

 

调查对象：肾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7日（+86-2034152559） 

内容提要：肾移植去年做了有四、五百例，今年做了也有二、三百；其它事来医院说215 。 

(录音 4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五、主要责任人： 

 

GZYX-DE001 潘光辉，男。  

个人简介：教授，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广州医学院教授、主

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州市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中国透析移植协会（CDTA

）委员，广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器官移植当代视点》（中文版）编委  

1983 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泌尿外科

，获硕士学位；1989 年至 2001 年任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副主

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器官移植近 30 年，具有 2000 多例肾移植管理经验，亲自完成了 1000 余例肾脏移植；主刀 200

余例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供受体完成了广东省第二例胰肾联合移植。 2001 年主持开创了广州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工作，每年肾移植量 140 例左右
216
。 

 

GZYX-DE002 廖德怀，男。  

个人简介：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担任中华医学会广州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会和秘书，广州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病区区长217。  

1985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著名高等医科学府—湘雅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工

作，1989 年调至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至今。擅长器官移植。 

从事泌尿、男性外科、器官移植工作 24 年，完成近 800例肾脏移植。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4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8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80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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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数十例
218
。 

 

GZYX-DE003 陈正，男。  

个人简介：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广州市器官移植学分会秘书、委员，广东

省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委员。   

分别与 2010 年、2011 年在德国 Charite 医院、美国麻省总医院学习肾脏移植。  

累计完成尸体肾移植 600 余例，活体肾移植近 300 例219。 

 

GZYX-DE004 胡以则，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首席教授、主任医师。  

1981 年同济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  

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医学院访问学者一年，回国后主攻肝胆胰外科临床研究。  

开展原位肝移植术 30 例220。 

 

 

GZYX-DE005 梁惠宏，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教授   

 1.2004.10-2005.2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Austin 医院、澳洲国立肝移植中心进修  

2.2012.4-2012.5 英国伦敦 Hammersmith Hospital 外科学系进修  

擅长肝癌综合治疗，包括肝癌外科手术、移植221。 

 

 

GZYX-DE006彭和平，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进修学习

肝胆外科和腹腔镜外科高级技术。  

擅长肝移植技术
222
。 

 

 

GZYX-DE007沙翔垠，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眼科学博士，主任医师   

擅长于各种角膜移植手术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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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88 号,苏州市平海路 899 号 

 

 

前言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首批获得卫生部肾移植资质，建有国家级肾移植中心。追查国际电话调查

中，医院心血管外科和研究室主任沈振亚说：法轮功的（器官）我们也有，今年有个一例吧。2017

电话调查问以前监狱的器官供体现在还能用吗？移植医生答：用啊。如果有肾源配上了就可以用，

就到监狱去取。鉴于，中共活摘器官国家犯罪的大背景，该院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等群体器官

的犯罪。   

 

 

医院概况 

 

是卫生部首批三级甲等医院，为江苏省卫计委直属的省级重点医院。医院设有临床科室 37 个，医技

科室 8个，医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96 人，硕士生导师 17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总院占地约 200

亩，规划床位 3000 张
224
。 

 

 

一、国家级肾移植中心，技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第一批获得卫生部肾移植资质，国家级肾移植中心。泌尿外科（含血液透析和肾移植中心），是江

苏省和苏州市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科室技术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博士

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5人225。苏大附一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博导侯建全教授介绍，医院肾移

植技术处全国领先水平226。 

 

 

二、苏州 HLA 配型实验室称大大缩短了寻找供者的时间 

 

苏州 HLA配型实验室称：出具的 HLA 配型报告单可直接被国际、国内移植中心和中华骨髓库认可，

大大缩短了寻找合适供者的时间，实验室技术平台的建设和管理也走上国际化道路，其影响力已辐

射到海内外移植领域
227
。 

 

 

三、电话调查 

 

提要：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还可以去监狱取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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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外科和研究室主任沈振亚：法轮功的（器官）我们也有，今年有个一

例吧。
228
 

(录音 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调查对象：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_移植大组值班医生229 

调查时间：2017-04-19（+86-51267972185） 

内容提要： 

问：以前监狱的器官供体现在还能用吗？ 

答：用啊。 

问：可以帮病人从监狱找吗？ 

答：这个事，不是我们帮你找，是他如果有肾源的话会通知我们医院的。……配上了就可以用，就

到监狱去取。 

(录音 2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6) 

 

调查对象：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护士站230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28日（+86-51267780128） 

内容提要： 

肾移植个手术，王亮良王主任是负责的嘛，他肯定会在台上。 
这边老医院是有负责肾移植的医生的。 

检查在老院做，这个肾移植手术是要在新院做的。 

侯健全在我们病区，你也可以挂他的号。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98） 

 

调查对象：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移植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26 日（+86-51267972184） 

内容提要 

1.看胡林昆门诊或者潘浩石或者王亮良主任都可以的，都是肾移植主任。 

2.我们去年做了 80 多例。 

3.我们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在做，今年已经做了将近 20 例了。 

4.问：当面问的时候他什么都会告诉我的吗？ 

答：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录音 4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 

 

四、责任人名称 

SZDX-D1YY001 沈振亚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大外科教研室主任、心血管外科和

研究室主任。 

个人简介：主持的器官移植研究室已成为江苏省 “135” 临床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的

重要组成部分231。 

SZDX-D1YY002 严春寅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1/46728/46728_2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1/46728/46728_2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16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9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98.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2/2020-04-26%E8%8B%8F%E5%B7%9E%E5%A4%A7%E5%AD%A6%E9%99%84%E5%B1%9E%E7%AC%AC%E4%B8%80%E5%8C%BB%E9%99%A2%20%E8%82%BE%E7%A7%BB%E6%A4%8D%2051267972184%E5%8E%BB%E5%B9%B4%E5%81%9A80%E4%BE%8B%EF%BC%8C%E4%BB%8A%E5%B9%B4%E5%81%9A20%E4%BE%8B%E4%BA%8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2020-04-26%E8%8B%8F%E5%B7%9E%E5%A4%A7%E5%AD%A6%E9%99%84%E5%B1%9E%E7%AC%AC%E4%B8%80%E5%8C%BB%E9%99%A2%20%E8%82%BE%E7%A7%BB%E6%A4%8D%2051267972184%E5%8E%BB%E5%B9%B4%E5%81%9A80%E4%BE%8B%EF%BC%8C%E4%BB%8A%E5%B9%B4%E5%81%9A20%E4%BE%8B%E4%BA%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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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器官移植专业副主

任委员。  

个人简介：1989 年获医学硕士学位。 1992.8－1993.12 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

，2003 年 12月由国家教育部公派赴瑞士苏黎士大学泌尿外科高级访问。严春寅教授

重视对肾移植和血液透析的研究，重视对肾移植的组织配型、淋巴细胞毒试验、PRA

监测、单克隆抗体的监测以及取肾、整肾和移植的整个过程工作，术后免疫抑制剂的掌握、预防排

斥反应和免疫耐受的临床研究工作232。 

 

SZDX-D1YY003 欧阳骏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  

个人简介：1986 年从医，在苏大附一院泌尿外科工作至今。 2004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

。曾获国家公派留学加拿大 Montreal 大学及 McGill 大学医学中心（2000-2002），

并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中心 AKH医院及多瑙医院访问进修（2010）。擅长肾脏移

植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233。 

 

SZDX-D1YY004 浦金贤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83 年 7月毕业于苏州医学院。毕业后第一年在苏州医学院进行师资培训

。1984 年在苏州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工作。1985 年 9月，在苏州医学院攻

读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1988 年 7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在苏州医学院附属

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工作。在泌尿外科领域中对肾移植等都有良好的诊断和治疗经

验。成功地开展了同种尸肾移植术 234。 

 

SZDX-D1YY005 王亮良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助教    

个人简介：擅长肾移植预约登记，随访
235
。 

 

SZDX-D1YY006 平季根  

职务职称：泌尿科主任医师，教授。对肾移植有着深入的研究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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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DX-D1YY007 侯建全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个人简介：1982 年大学毕业，1988 年苏州医学院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1996 年苏州

医学院外科博士研究生。自 1988 年至今一直从事泌尿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擅长肾移植 K 期存活237。 

 

 

SZDX-D1YY008 温端改  

职务职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77 年大学毕业，一直从事泌尿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一直从事泌尿外科工作 

。从事泌尿外科学、器官移植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科研设计等一整套医教研。研究方向 ： 肾移植

长期存活 238。 

 

SZDX-D1YY009 钱海鑫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副院长  

个人简介：1973 年就读于苏州医学院，1982 年以硕士学位毕业，任职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普外

科。长期从事普外科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1983 年 12 月至 1985 年 1 月，在日本名古屋保健

卫生大学病院外科进修。1998 年，开展了肝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肝移植术 
239
。 

 

SZDX-D1YY009 秦磊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4 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医疗系，获学士学位；1999 年获硕士学位（肝癌）；2004 年

获外科学博士学位（肝脏移植）。擅长肝脏移植240。 

 

SZDX-D1YY011 周晓俊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6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医学院临床医学系，2003 年获得苏州大学

外科学硕士学位，2010 年获得苏州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普外科

专家钱海鑫教授，主要从事肝脏肿瘤外科和肝脏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241 。 

 

 

SZDX-D1YY012 黄浩岳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讲师    



    

       

           

42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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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

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个人简介：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异种移植》
242
 。 

 

SZDX-D1YY013 叶文学  

职务职称：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5 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开始心胸外科工作至今。2001 年获得苏州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2003 年赴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专修胸腔镜技术，2010 年获得苏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2011 年

入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赴美国心脏中心--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CLEVELAND CLINIC）访问学者学习，主修冠脉搭桥、瓣膜外科、大血管“杂合”（Hybrid）技术和

微创心脏外科243。 

 

SZDX-D1YY014 何军  

职务职称：主任技师，研究员，中华骨髓库 HLA 高分辨配型实验室主任和移植免疫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华骨髓库专家委员会委员。    

个人简介：何军带领的团队于 2011 年成为全国第一家通过国际 HLA 领域最权威的

ASHI 认证实验室，同时也是卫生部三类技术“基因芯片诊断技术”及江苏省的二类技

术的准入单位。苏州 HLA 配型实验室已连续 8年承担中华骨髓库华东地区移植医院供

患者 HLA高分辨基因确认配型，从 2006 年起至 2012 年实验室在参加卫生部、美国 UCLA 大学和

ASHI 的 HLA 高分辨基因分型和 HLA 特异性抗体质控样本检测中均获得 100%通过。苏州 HLA 配型实验

室出具的 HLA配型报告单可直接被国际、国内移植中心和中华骨髓库认可，缩短了寻找合适供者的

时间。 长期从事血液学的实验和临床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造血干细胞移植、肾移植的基础与临床

研究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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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chive.vn/jIF2p 
47《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器官移植中心  谢晋良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844&chn=424 
48《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泌尿外科 齐范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Yx3c5-

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504112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Yx3c5-

zTRBJvHg.htm 
49《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普外科 王志明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748&chn=424 
50《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普外科 汤恢焕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459&chn=424 
5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普外科 周乐杜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384&chn=424 
52《好大夫在线》韩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lhaaHzEWhYkCq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01330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lhaaHzEWhY

kCqt.htm 
53《好大夫在线》黄云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pWJbtgYZIMDlWg3.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313062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pWJbtgYZIM

DlWg3.htm 
54《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普外科  吕新生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391&chn=424 
55《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专家信息库  普外科  李新营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392&chn=424 
56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李劲东简介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393&chn=424 

57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罗万俊简介 http://www.xiangya.com.cn/web/zj_info.aspx?id=754&chn=424 

58《好大夫在线》许廖枚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0C27qZSnk6w5s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910232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0C27qZSnk6

w5sT.htm 
59《好大夫在线》陈胜喜大夫简介 

http://www.xiangya.com.cn/web/Content.aspx?chn=1012&id=65
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1-09/15/c_122036922.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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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NKb1I6Imj3t-5V.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0111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NKb1I6Imj3

t-5V.htm 
60《好大夫在线》夏晓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0h17qZSnk6w5s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907555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0h17qZSnk6

w5sT.htm 
61
《好大夫在线》王平宝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0ZpUNoD0ioO33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907430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Z0ZpUNoD0io

O33P.htm 
62 北京佑安医院简介 

https://www.guahao.com/hospital/introduction/cd3ddf0f-5d5e-4cfc-ba09-dbc7e3e22700000 
63
《互动百科》北京佑安医院 

http://www.baike.com/wiki/%E5%8C%97%E4%BA%AC%E4%BD%91%E5%AE%89%E5%8C%BB%E9%99%A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17.pdf 
64
《北京佑安医院》科研管理信息系统肝胆外科简介 

http://www.chinawsyjk.mobi/keyanguanli/xk_xiang.asp?id=2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18.png 
65《好大夫在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iYGYZwIQrvS30yF9V0wc/jieshao.htm 

https://archive.is/BGlk8 
66《好大夫在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胆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iYGYZwIQrvS30yF9V0wc/jieshao.htm 

https://archive.is/BGlk8 
67《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北京佑安医院普通外科中心引进学科带头人臧运金  发布时间：2014-

06-30 

http://www.bjyah.com/Html/News/Articles/23288.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54.png 
68
 【佑安荣誉】北京佑安医院普外中心臧运金教授入围《中国百强名医榜》 发布机构：普通外科中心  发布

时间：2019-02-01 

https://archive.vn/oHT22 
6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李宁简介 

http://www.bjyah.com/Html/Doctors/Main/Detail_11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20.png 
70《中国网》“主持 500 余例肝移植手术记中国医师奖获得者李宁”时间： 2010-11-12 责任编辑: 陈维松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0-11/12/content_21328362.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21.png 
71北京佑安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https://www.bjyah.com/Html/Departments/Main/Detail_69.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08142924/https://www.bjyah.com/Html/Departments/Main/Detail_69

.html 
72王孟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https://www.bjyah.com/Html/Doctors/Main/Index_355.html#summary 
7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023 年肝移植培训基地招生通知 2022-11-29 

https://archive.vn/tbhaa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iYGYZwIQrvS30yF9V0wc/jieshao.htm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iYGYZwIQrvS30yF9V0wc/jiesha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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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北京佑安医院合力急诊肝移植生还 2016-08-31 

https://archive.vn/qvxlo 
75
北京佑安医院微博【佑安新手术室启用，国庆前夜 2 例肝脏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https://archive.vn/UTVAU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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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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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79
《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80《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81《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82
《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83
《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84《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85
《中央电视台》华西医院儿普外科主任医师：卢实春 

http://idm.cctv.com/health/special/C11271/20031113/100598.shtml 

https://archive.is/wip/fuuu2 
86卢实春 － 百度百科 2016 

http://baike.baidu.com/view/4643306.htm; 

https://archive.is/piH5V 
87《好大夫在线》李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az58Knnx8s59Gn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44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XCoLUaz58Knnx8s59Gnn.htm 
88《快报》有人吃这类感冒药可致严重肝损伤 

https://kuaibao.qq.com/s/20190115C08E1G00?refer=spider 

https://archive.is/wip/ZM2or 
89《北京佑安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日期：2006-03-03 “王孟龙--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 

http://www.youanlivertx.com/html/c15/2006-03/59.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01042449/http://www.youanlivertx.com/html/c15/2006-03/59.htm 
90
《好大夫在线》王孟龙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aRBgakhlkqINLV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4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XCoLUaRBgakhlkqINLVW.htm 
91《好大夫在线》武聚山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Buj7sSGBvoNi46Z7n1.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0454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Buj7sSGBvo

Ni46Z7n1.htm 
92《好大夫在线》郭庆良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SRGMC7p6dzBx736Jm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0482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SRGMC7p6dz

Bx736JmU.htm 
93《好大夫在线》曾道炳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MSLSH6-XlQ4z9ZEju-cx.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0505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MSLSH6-

XlQ4z9ZEju-cx.htm 
94《好大夫在线》李传云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SRGNKcrVKBSmlvNl4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054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WSRGNKcrVKB

SmlvNl4j.htm 
95《好大夫在线》段斌炜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g0hoYKaUJVWg66K2nYytQ.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0573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g0hoYKaUJVWg

66K2nYytQ.htm# 
96
《好大夫在线》王璐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MSLSH8i0zJ1SHSYhq37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1012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SMSLSH8i0zJ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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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SYhq37w.htm 
97《好大夫在线》马超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wLTRDJ4-MJFhFZqqOoER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1044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Fy0C9LuwLTRDJ4-

MJFhFZqqOoERk.htm 
98
《北京佑安医院肝脏移植中心》 “[图文]朱岳--教授，中美肝移植协作中心（美方）主任” 日期：2006-

02-08  来源：佑安肝移植中心 http://www.youanlivertx.com/html/c15/2006-02/18.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01044531/http://www.youanlivertx.com/html/c15/2006-02/18.htm 
99
《好大夫在线》夏仁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aRBTnjfh42XHZ0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4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XCoLUaRBTnjfh42XHZ0l.htm# 
100
《好大夫在线》刘源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UnRBLgYZIMDlWg3.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35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UnRBLgYZIM

DlWg3.htm 
101《好大夫在线》赖威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URgXYj6dZX-ciU9.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315235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URgXYj6dZX

-ciU9.htm# 
102
《好大夫在线》张劲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aQ9PJ1t4xLBGs4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34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XCoLUaQ9PJ1t4xLBGs4w.htm 
103《好大夫在线》刘静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BuH17SZ99C2br23VV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3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BuH17SZ99C

2br23VVO.htm# 
104《北京佑安医院》佑安先锋，优秀共产党员风采展示 

https://www.bjyah.com/Html/Mobile/Articles/33032.html 

https://archive.is/wip/YIBUE 
105
《好大夫在线》林栋栋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XCoLUaRtTXx47TZMZ31t.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820381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O-

XCoLUaRtTXx47TZMZ31t.htm 

106《北京佑安医院》栗光明简介 

https://archive.is/Aq4XQ 
107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2023 年肝移植培训基地招生通知 2022-11-29 

https://archive.vn/tbhaa 

 
109
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器官移植中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

/qiguanyizhike/ 
110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简介  

https://archive.is/hcuuu 
111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简介

  

https://archive.is/hcuuu 
112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简介 

http://www.shhmu.net/html/about/aboutus/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30221954/http://www.shhmu.net/html/about/aboutus/ 
113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器官移植中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

/qiguanyizhike/ 
114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器官移植中心 

https://www.bjyah.com/Html/Mobile/Articles/33032.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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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

/qiguanyizhike/ 
115
《南海网》海南将打造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 2021-05-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908/https://hn.house.163.com/21/0517/10/GA6MGV1A00078224

.html 
116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器官移植中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

/qiguanyizhike/ 
117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器官移植中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

/qiguanyizhike/ 
118
《南海网》海南将打造国际移植科学研究中心 2021-05-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908/https://hn.house.163.com/21/0517/10/GA6MGV1A00078224

.html 
119《新浪海南》肝脏移植换回新生！海医二院第 100 例肝移植患者顺利出院 2022 年 03 月 22 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501/https://hainan.sina.cn/news/zh/2022-03-22/detail-

imcwiwss7493500.d.html?oid=3832194852299582&vt=4&cid=56310&node_id=56310 
120《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命接力｜18 小时完成 6 台大器官移植大爱创造“重生奇遇”  发布时间

:2022-09-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425/http://www.shhmu.net/cn/ynxwxq?id=0DEB2BC0832FF297 
1212015-2018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44 
122《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123
《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124《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125《2020 年上半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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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81209.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4.pdf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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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eqpwqx8298357.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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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015-2018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44 
130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全省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患者已下床活动  发布时间:2022-04-0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404/http://www.shhmu.net/cn/ynxwxq?id=6B2A773DC6CD35DA 
131《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命接力｜18 小时完成 6 台大器官移植大爱创造“重生奇遇”  发布时间

:2022-09-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425/http://www.shhmu.net/cn/ynxwxq?id=0DEB2BC0832FF297 
132《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命接力｜18 小时完成 6 台大器官移植大爱创造“重生奇遇”  发布时间

:2022-09-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425/http://www.shhmu.net/cn/ynxwxq?id=0DEB2BC0832FF297 
133
《百度百科》王毅 

http://archive.is/gqJRz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2917/http:/hi.people.com.cn/n2/2018/0325/c231190-31381209.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2917/http:/hi.people.com.cn/n2/2018/0325/c231190-31381209.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4.pdf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2907/http:/news.sina.com.cn/o/2018-06-28/doc-iheqpwqx8298357.s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028142907/http:/news.sina.com.cn/o/2018-06-28/doc-iheqpwqx8298357.s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media/2019/0712/SC85.pdf
http://archive.is/gqJ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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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大器早成的肖劲逐教授 

http://bbs.tianya.cn/post-hn-24996-1.shtml 

https://archive.is/pZWlv 
135《海南省农垦医院》 专家介绍  张国庆

http://www.nkhospital.com.cn/v2008/special_details.php?id=7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5040254/http://www.nkhospital.com.cn/v2008/special_details.p

hp?id=76 
136
《海南省农垦医院》 专家介绍  王海东

http://www.nkhospital.com.cn/v2008/special_details.php?id=15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5042705/http://www.nkhospital.com.cn/v2008/special_details.p

hp?id=151 
137
海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器官移植中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

/qiguanyizhike/ 
138力争让更多器官移植患者看病不出岛 - 手机光明网 

http://archive.is/rxKYE 
139《新浪海南》肝脏移植换回新生！海医二院第 100 例肝移植患者顺利出院 2022 年 03 月 22 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501/https://hainan.sina.cn/news/zh/2022-03-22/detail-

imcwiwss7493500.d.html?oid=3832194852299582&vt=4&cid=56310&node_id=56310 
140《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命接力｜18 小时完成 6 台大器官移植大爱创造“重生奇遇”  发布时间

:2022-09-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20021425/http://www.shhmu.net/cn/ynxwxq?id=0DEB2BC0832FF297 
141《四川省人民医院》医院简介  

http://www.samsph.com/gaikuang-content.asp?SmallClassID=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4201.pdf 
142《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4203.png 
143
《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samsph.com/zhongdian-content.asp?id=8399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36.pdf 
144《四川在线》 四川省人民医院今年已实施大器官移植 197 例 2019-12-21   编辑：田珊  

https://archive.vn/pLYYY 
145《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samsph.com/qgyzzx_intro/409/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4206.png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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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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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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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人民网-四川频道》疫情期间 四川省人民医院一天之内完成两台高难度肺移植手术 

2020 年 03 月 18 日  

https://archive.vn/tcG5p 
150《新浪网》曾接受两次肝脏移植手术的他走了，这次他捐出器官拯救 4 个生命 

2021 年 06 月 17 日 作者 红星新闻 

https://archive.vn/DDjc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814153300/http:/www.shhmu.net/html/keshi/linchuangkeshi/waike/qiguanyizhike/
http://archive.is/rxKYE
http://www.samsph.com/gaikuang-content.asp?SmallClassID=1
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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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邓绍平 

http://www.scrcgz.com/show-21-20-1.html 

https://archive.is/77s1Z 
152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杨洪吉 

http://www.samsph.com/experts/735/862/1/fakeid/38 

https://archive.is/jAJ9C 
153
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1025247/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154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1025247/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155器官移植转化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1025247/http://www.samsph.com/tech_sub_sczdsys/148/122/1 
156
《好大夫网站》黄孝伦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YHcZaNDNGERReY.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05572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bYHcZaNDNG

ERReY.htm# 
157
《好大夫在线》狄文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bIR8LgYZIMDlWg3.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301644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bIR8LgYZIM

DlWg3.htm 
158《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samsph.com/zhinan-

content1.asp?SmallClassID=109&SmalldepartID=12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617031851/http://www.samsph.com/zhinan-

content1.asp?SmallClassID=109&SmalldepartID=123 
159《好大夫网站》邓小凡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i318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4331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i318hoLSN

Zn1O5.htm  
160
《好大夫在线》熊玮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i77vRDydDzVOl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010622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i77vRDydD

zVOlL.htm 
161《好大夫在线》冉清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hEK38upZO0ZUs6x.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02453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hEK38upZO0Z

Us6x.htm 
162《好大夫在线》朱世凯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oMxo2bpNCqpa7rv.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3005491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oMxo2bpNCq

pa7rv.htm# 
163《好大夫在线》窦科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ir1Bx2XzuGO4ty.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500441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w0ir1Bx2Xzu

GO4ty.htm 
164
《好大夫在线》赵翼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Ni5uJs56FCrgR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04350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Ni5uJs56F

CrgRH.htm 
165 《好大夫在线》邱明星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hEK1d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0245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hEK1dBIFkeS

a2ob.htm 
166 《四川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杨训简介 http://www.samsph.com/zhinan-content1.asp?id=4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31546/http://www.samsph.com/zhinan-content1.asp?id=408 
167南京鼓楼医院网站：医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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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jglyy.com/about/about.asp 

https://archive.is/wip/JnFhy 
168
《南京鼓楼医院》普通外科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2.png 
1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2007 年 08 月 06 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人体器官

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工作的通知附件:1、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医院名单

.doc” 

http://www.moh.gov.cn/mohyzs/s3585/200804/18974.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00.png 
170《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3.png 
171《南京鼓楼医院》 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9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1.png 
172《南京鼓楼医院》普通外科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2.png 
173《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3.png 
174
《南京鼓楼医院》 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9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1.png 
175《南京鼓楼医院》普通外科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2.png 
176《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9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508002129/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92 
177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08 年 29 卷 12 期 715-717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肝移植术后发生腹腔脓肿的原因和治疗体会”  作者：徐庆祥、吴亚夫、仇毓东、

吴星宇、李强、丁义涛(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肝胆外科,210008)；  

http://www.docin.com/p746568955.html&key=%E8%85%B9%E8%85%94%E8%84%93%E8%82%BF%E6%80%8E%E4%B9%88

%E6%B2%BB 
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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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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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019 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181
鼓楼医院国庆假期开展 12 例移植手术 发布时间：[2018-10-16] 

http://archive.is/NHYux 

https://www.njglyy.com/about/about.asp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9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archive.is/NHY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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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澎湃新闻》怀远非法摘取器官案判决：涉及 11 名死者 4 医生被判毁尸罪  2020 年 11 月 26 日 

https://archive.vn/cCtGZ 
183
《腾讯网》这 4 名医生连死人都不放过！ 

https://archive.vn/2VNwo 
184
《澎湃新闻》怀远非法摘取器官案判决：涉及 11 名死者 4 医生被判毁尸罪  2020 年 11 月 26 日 

https://archive.vn/cCtGZ 
185
《南京鼓楼医院》吴亚夫研究生培养 

https://www.njglyy.com/jypx/detail1.asp?Id=72 

https://archive.is/wip/xfNOo 
186《南京鼓楼医院》吴亚夫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0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8071046/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09 
187
《家庭医生在线》岳杨简介 

https://ysk.familydoctor.com.cn/168998/ 

https://archive.is/wip/gFVXP 
188岳杨简介 

http://archive.is/YrjFP 
189《百度百科》仇毓东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87%E6%AF%93%E4%B8%9C 

https://archive.is/wip/uFJYP 
190《南京鼓楼医院》仇毓东简介 

http://www.njglyy.com:80/about/detail1.asp?newid=21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5001955/http://www.njglyy.com:80/about/detail1.asp?newid=213 
191《南京鼓楼医院》江春平简介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9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703142908/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90 
192《南京鼓楼医院》徐庆祥简介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05&leibieid=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426154001/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05&le

ibieid=12 
193
《南京鼓楼医院》吴星宇简介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08&leibieid=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426154011/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08&le

ibieid=12 
194《百度百科》施晓雷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D%E6%99%93%E9%9B%B7 

https://archive.is/wip/JQGN9 
195《南京鼓楼医院》施晓雷简介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326&leibieid=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222720/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326&le

ibieid=11 
196《中国江苏网》管文贤介绍 

http://item.jschina.com.cn/2014hys/haoyishengzhanshi/201411/t1790474.shtml 

https://archive.is/wip/JfeFr 
197
《好大夫在线》管文贤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3am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318103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3amYSdpUn-

8HdJ.htm# 
198《南京鼓楼医院》 孙喜太简介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11&leibieid=1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426151457/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211&le

ibieid=12 
199《南京鼓楼医院》郭宏骞简介 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172&leibieid=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223743/http://www.njglyy.com/about/detail1.asp?newid=172&le

ibieid=8 

https://www.njglyy.com/jypx/detail1.asp?Id=72
https://ysk.familydoctor.com.cn/168998/
http://archive.is/YrjFP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87%E6%AF%93%E4%B8%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D%E6%99%93%E9%9B%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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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好大夫在线》刘铁石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O0CO5tvC5s9enj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107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O0CO5tvC5s

9enjZ.htm 
201《好大夫在线》李笑弓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SXwoOLYsexE0YC8.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603150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SXwoOLYsexE

0YC8.htm  
202
 《好大夫在线》张古田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Iy8xEsNJ7qcZX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210704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Iy8xEsNJ7q

cZX0.htm 
203 《好大夫在线》赵晓智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pmJ5vRDydDzVOl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315025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pmJ5vRDydD

zVOlL.htm 
204 《好大夫在线》刘光香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boMFElZMGILTrb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222346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iboMFElZMGI

LTrbd.htm 
205
 《医元网》陈明简介 http://chenming37.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1005806/http://chenming37.u.yynet.cn/intro.php 
206 《好大夫在线》李一壮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I-4g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41432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I-

4gzM21bXlzuR.htm 
207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 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214001421/http://www.njglyy.com/subject/subject-1.asp?id=88 

 
208
《百度百科》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878.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9109.png 
209
 广医二院器官移植科 

http://www.gyey.com/cn/ksinfo.aspx?id=27&cid=26&ks=44 
210追查国际发布广东省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2014 年 12 月 23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90#_Toc405343192 
211《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2006 年 4 月 16 日原发，4 月 22 日、5 月 1 日更

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cord/2006/04/699-

guan_yu_zhong_guo_da_lu_ge_di_.pdf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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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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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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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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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医二院器官移植科 

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ID=26&id1=4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4013345/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

ID=26&id1=44 
217《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官网》器官移植科  专科简介 

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ID=26&id1=4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9111.png 
218 广医二院器官移植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878.htm
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ID=26&id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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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ID=26&id1=4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4013345/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

ID=26&id1=44 
219 广医二院器官移植科 

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ID=26&id1=4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4013345/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4&Type

ID=26&id1=44 
22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官网》肝胆胰外科  专科简介

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42&TypeID=26&id1=42 
22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官网》肝胆胰外科  专家简介 梁惠宏

http://www.gyey.com/cn/zjlist.aspx?cid=26&ks=4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1035445/http://www.gyey.com/cn/zjlist.aspx?cid=26&ks=42 
222《好大夫在线网》彭和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gMeLwMEBi1InoY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106314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gMeLwMEBi1I

noYl.htm 
223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官网》眼科简史

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58&TypeID=29&id1=5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012093049/http://www.gyey.com/cn/BYKSnews_info.aspx?ks=58&Type

ID=29&id1=58 
224《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26221225/https://y.dxy.cn/dxyIndex/hospital/195 
225《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室简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15065156/http://www3.sdfyy.cn/mnwk/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11.png 
226《人民网江苏视窗》苏州肾源供应紧张 300 至 500 人等待一个肾 2012-11-12 

http://js.people.com.cn/html/2012/11/12/183109.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12.png 
227《中国输血杂志》何军简介 

http://www.cjbt.cn/pic_show.php?id=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13.png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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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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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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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好大夫在线》沈振亚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XJsVGvdhaHfIM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614585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XJsVGvdhaH

fIMj.htm 
23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严春寅简介 http://www3.sdfyy.cn/mnwk/zjjc-ycy.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14171007/http://www3.sdfyy.cn/mnwk/zjjc-ycy.htm 
233《好大夫在线》欧阳骏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0K5tdX6gWDmEz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600060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0K5tdX6gWD

mEzh.htm 
234《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浦金贤简介 http://www3.sdfyy.cn/mnwk/zjjc-pjx.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14171001/http://www3.sdfyy.cn/mnwk/zjjc-pjx.htm 
235《好大夫在线》王亮良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SNZLTRDoKBvoNi46Z7n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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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319082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SNZLTRDoKBvo

Ni46Z7n1.htm 
236
《百度百科》平季根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8595.htm?fr=wordsearch 

http://archive.is/PJgKr 
237《好大夫在线》侯建全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0x2s3KCctdxdD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614535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0x2s3KCctd

xdDa.htm 
238《百度百科》温端改简介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4364.htm?fr=wordsearch 

http://archive.is/Xs6Hh 
239
《好大夫在线》钱海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XCr8upZO0ZUs6x.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021331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gXCr8upZO0Z

Us6x.htm 
240《好大夫在线》秦磊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K3EM-pF9fQsVXyf.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321181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K3EM-

pF9fQsVXyf.htm 
241
《好大夫在线》周晓俊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bnk8QVy3s6uiTQ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408473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bnk8QVy3s6

uiTQK.htm 
242《好大夫在线》黄浩岳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UlwYWJs56FCrgR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818052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UlwYWJs56F

CrgRH.htm 
243《好大夫在线》叶文学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8BLgYZIMDlWg3.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107525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

8BLgYZIMDlWg3.htm 
244
《中国输血杂志》何军简介 

http://www.cjbt.cn/pic_show.php?id=7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13.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