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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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包含其中七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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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原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涉嫌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责任人的调查报告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 

 

 

前言 

 

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肝移植规模大，肝移植医生团

队庞大，可 1天同时进行 6例肝移植。该院供体来源充足，几个小时就能找到匹配的供体。 

 

鉴于，中共活摘法轮学员器官的国家犯罪的大背景；时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

在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直接承认他在任期间，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医大学

附属医院是军队系统中执行江泽民这一命令的主力医院
1
。 所以，附属于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的第

一附属医院，是实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群体灭绝犯罪的的主力医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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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概况 

 

1950 年正式命名为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临床医学院。2017 年更名为陆军军医大学，并

对外保留第三军医大学校名。现为一所集医、教、研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三级甲等”军队医院。

医院占地面积 300 余亩，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展开床位 2900 余张，仪器设备总值 27亿元。器官

移植(心、肝、肾、多器官联合)是医院的医疗特色之一
2
。 

 

 

一、军队活摘器官的主力医院之一3 

 
1998 年～2004 年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在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直接承认在他

在任期间，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是军队系统中执行江泽民

这一命令的主力医院4。该医院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是中共军队系统活摘器官的主力

之一。（录音 1下载：MP3，文稿详见：pdf16) 

 

“当时是江主席啊” ， “有一个批示，有一个批示的话就是说” ， “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

官移植” ，并称 “我们这几个军医大学就能掌控的、咱们总后直属单位几个军医大学反复要求，

因为那时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 。 

 

 

二、移植中心概况 

 

医院于 1999 年 5月启动临床肝移植工作
5
。该院肝胆外科是国内外规模最大的肝胆外科之一，2000

年被命名为解放军肝脏移植中心6。2001 年被确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7。2004 年，

研究所又与世界上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器官移植研究所强强联合，成

立了国际合作肝移植中心8。 
 

医院肝胆外科，2004 年已发展壮大成为拥有 168 张床位9。后来病床又增至 200 张10；其肾科的活体

肾移植技术在西南领先，2010 年有 64 张标准病床加 22张透析床位11；该院眼科建立了全军第一个

符合国家标准的眼库，在大量开展眼角膜移植12。 

 

三、肝移植医生团队庞大，真实移植量巨大 

 

医院肝胆外科，如今已发展壮大成为拥有 168 张床位、10 名教授、6名副教授、主系列中级职称以

上人员已经全部“博士化”，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国内最大的肝胆胰外科及肝脏移植中心13。研究

所现有的实力足可以保证 1天内同时进行 6 例肝移植
14
。 

 

 

四、肝胆外科获批解放军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被确立为全军临床医学重中之重建设学科， 

 

西南医院肝胆外科获批全军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被确立为全军临床医学重中之重建设学科。在国

际会议作专题报告 25人次，主办“国际消化外科论坛”6 届，主办“中澳肝脏移植论坛”和“中国

器官移植论坛”各 1次，举办各类继续教育学习班 32 期，培训肝胆外科专业人才 2000 余人
15
。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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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体来源充足，几个小时就能找到匹配的供体 

 

据“乌鲁木齐在线”、新浪网和《中国护士》杂志报导，2005 年 9 月 28 日下午，中共卫生部副部

长黄洁夫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演示了一场自体肝移植手术，使用了 2个活人作为备用肝供

体。 

 

黄洁夫联系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

位于，分别让他们准备一个备用肝来，以防自体移植失败。 《中国护士》称 28 日下午几个小时之

内广州中山三院和重庆西南医院就找到了“相同血型和基因位点”的备用肝。“29日下午 6点 30
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16” 

 

 

六、电话调查显示 该院移植量大 

 

调查对像：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肝移植副主任医师黄小兵17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17日 （+86-13372618116） 

内容提要：西南院做的多一些，我们做的少一点。脑死亡 DCD 的那个肝源，浙江医科大 学和树兰医

院多。成都华西也做的挺多的！客观的讲啊，华西比我们做的多。华西和西南医院差不多，他门两

家应该差不多，量差不多。 

(录音 2下载：MP3，文稿下载：pd130f） 

 

 

七、责任人名单 

 

D3JYDX-XNYY001 董家鸿，男，出生日期：1960 年 3 月。出生地：江苏淮安。 

职务职称：前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

长。2006 年 3 月，调任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西南医院肝胆外科，2004 年已发展壮大成为拥有 168 张床位18。后来病床又增至 200

张
19
。董家鸿称，研究所现有的实力足可以保证 1天内同时进行 6例肝移植

20
。 

西南医院肝胆外科获批解放军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被确立为全军临床医学重中之重

建设学科21。 

 

D3JYDX-XNYY002 韩本立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1957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

历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

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科副主任

、科主任等职。  

个人简介：1985-1986 年曾到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Cornell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进行有关肝胆外科疾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3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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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JYDX-XNYY003 杨占宇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外科学教授，医学博士。现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任中华医学

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器官移植

专业委员会委员、《移植杂志》编委。  

个人简介：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二十余年， 1999 年开始从事肝脏移植的基础及临

床研究工作。能独立完成包括供肝的切取及修剪、儿童部分肝移植、成人全肝或部分

肝脏（活体肝移植、劈离式肝移植）等肝脏移植相关的手术技术操作 。从事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23

。擅长肝移植术后肾功能不全、感染等并发症处理，肝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急性排斥反应的鉴别

诊断及治疗、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病肝移植后 HBV 再感染的防治等。 

 

D3JYDX-XNYY004 王槐志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现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

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   

个人简介：2005 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匹兹堡大学 Thomas E. Starzl 移植研究

所留学一年余、并到日本京都大学肝胆胰外及肝胆移植中心学习 
24
。   

 

D3JYDX-XNYY005 别平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历任第三

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教授、主任

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长期从事肝移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999 年开始参与肝脏移植工作 。在

肝脏移植的外科治疗中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25。 

 

D3JYDX-XNYY006 刘祥德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肝胆外科副主任，普外

科教研室副主任。    

个人简介：主要从事肝移植临床工作及肝移植免疫相关的基础研究 26。  

 

 

D3JYDX-XNYY007 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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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肝胆外科教授，主任医师。现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兼任中华外科学

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  

个人简介：带领团队开展临床肝移植 500 余例27。  

 

 

D3JYDX-XNYY008 何宇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个人简介：1993 年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临

床和实验研究28。 

 

 

D3JYDX-XNYY009 郭鹏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治医师。从事肝脏移植的诊治 29。 

 

D3JYDX-XNYY0010 吴雄飞  

职务职称：肾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肾科移植组委员，重庆市

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市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

员，重庆市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华创伤杂志编委及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常务编委、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特约编委等

。    

个人简介：在国内较早开展心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心瓣膜置

换联合肾移植30。  

 

D3JYDX-XNYY011 余荣杰  

职务职称：肾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从 1993 年从事肾病专业至今。熟练掌握肾移植手术、慢性移植肾病的诊治31。  

 

D3JYDX-XNYY012 赵学义  

职务职称：肾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从事肾移植32。 

 

D3JYDX-XNYY013 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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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重庆市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

委员。  

个人简介：主要从事肾移植的临床工作和移植免疫耐受的基础研究工作 ，器官联合移

植33。 

 

 

D3JYDX-XNYY014 彭侃夫  

职务职称：肾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副主任 

个人简介：肾移植患者的围手术期处理特别血液凈化方面的治疗34。  

 

 

 

D3JYDX-XNYY015 杨康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0 年考入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1988 年考上第二医大学硕士研究生，从

事器官移植研究，研究论文入选 1990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 FK506 国际研讨会，1996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到德国柏林心脏中心进修访问。

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心肾联合移植手术，并创下同日完成 2 例原位心脏移植手术的国内

记录
35
。心脏移植治疗终末期心脏病。 

 

D3JYDX-XNYY016 张伟  

职务职称：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曾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访问。参加多例心脏移植及心肾联合移植手

术36。  

 

 

 

D3JYDX-XNYY017 谢汉平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教授，西南眼科医院党支部书记  

个人简介：擅长角膜移植手术 3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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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JYDX-XNYY018 刘翔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现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眼科医院副院长，硕士

研究生导师。  

个人简介：曾任新桥医院眼科主任 15年。角膜移植手术38。 

 

 

D3JYDX-XNYY019 鲁开智  

职务职称：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手术麻醉科主任，博

士，党支部书记。  

个人简介：1981 考入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五年制本科），1986 年毕业获医学学士学

位，1999 年 12 月至今担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手术麻醉科副主任，副教授，副主

任医师，党支部书记。曾于 2003 年到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学习，主要从事心脏体外循环

及器官移植围术期病理生理变化的研究，在肝脏移植术麻醉、围术期出凝血功能变化等。另主持肝

脏移植术、心脏移植术等高难度麻醉处理多例。肝脏移植术、心脏移植术等高难度麻醉处理39。 

 

D3JYDX-XNYY020 陶国才  

职务职称：麻醉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主要从事器官移植围术期病理生理变化的研究，在肝脏移植术麻醉、围术

期出凝血功能变化等方面具有较深的造旨。先后主持肝脏移植术 300 余例、心脏移植

术 3例以及心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等高难度麻醉处理40。  

 

 

D3JYDX-XNYY021 吴军  

职务职称：烧伤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事在器官移植免疫耐受领域的研究41。 

 

 

 

 

追查国际对火箭军总医院（原第二炮兵总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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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16 号 

 

 

前言 

 

2004 年 7 月，火箭军总医院（原第二炮兵总医院）正式成立了肝移植中心，开始迅速发展。医学论

文显示该院移植热缺血时间为 0 min，涉嫌从活人摘取器官。电话调查显示该院使用法轮功(学员)

供体。法轮功学员于溟私人侦查拍摄第一手证据显示火箭军医院可以找练气功的，等待时间两周之

内。  

 

一、医院简介 

 

二炮总医院于 1999 年 9 月挂牌成立。医院占地 59亩，展开床位 1080 张，展开科室 44 个。医院现

为第二、三、四军医大学临床教学医院，北京师范大学医学研究院，武汉大学医学院、辽宁医学院

等院校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医院拥有博士、博士后 74 人，硕士 175人，聘请了 3名院士。200 多

位知名专家担任客座教授42。 

 

二、肝移植中心发展迅速 

 

2004 年 7 月正式成立了肝移植中心，实现了医院在该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京华时报等多家媒体先后进行报道
43
。 

 

三、医学论文显示该院移植热缺血时间为 0min，涉嫌从活人摘取器官 

 

2004～2007 年，该院实施 103 例肝移植供体切取，供体都是健康的年轻人，供体采用快速供肝切取

技术，热缺血时间 0～5min44。如果这些供体在被切取肝脏的时候已经是尸体的话，热缺血时间是如

何控制在 5分钟以内的？该院是从健康的年轻人活体上摘取器官。 

 

四、电话调查显示该院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 

 

调查对象：二炮总医院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吕伟 

调查时间： 2014-11-01 ，电话：0118618910883818 

内容提要： 

调查员：那我听说这些死刑犯当中很多都是法轮功学员被活摘，用他们的器官，有这种事吗？有吗

？ 

吕  伟：那是很早以前45。 

（录音 1  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 

 

调查对象：第二炮兵总医院肝胆普外科医生李振凯 

调查时间：2016年1月17日（+86-13261914907） 

内容提要： 

1. 去年做的蛮多的。 

2. 肝移植好多医院都在做，但是做的比较厉害的应该是华西。 

3. 都是周丁华院长弄的，然后来做手术，他们有一个专门肝移植小组。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2014/11/45393_5-erpao-2-edited-final.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93#_447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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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在负责的话是李朝阳教授，他是主任。 

5. 周丁华院长他是这个移植中心主管的，但是他是担任这个行政职务，这个一般业务这一块的话，

呃可能还是朝阳主任。   

(录音 2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 

 

五、拍摄第一手证据显示火箭军医院可以找练气功的，等待时间两周之内。 

法轮功学员于溟，因修炼法轮功，在大陆被关押 12年。期间，他曾多次被抽血、验血及抽骨髓化验

。他将那些年拍摄的第一手证据爆光出来46。 

 

视频一： 

医生：我们没人给你弄的，我们做不上的。 

医生：有专门团队，专门联系的。这个需要一个团队，专门外联整合的，各种主任，他们第一手资

料，给你说有这么个病源，你可以过来。 

医生：那你是武警什么的好弄。主要是武警，武警总医院，他们法院不是武警在管嘛！ 

 

视频二： 

调查对象：火箭军医院肝移植医生李朝阳 

患  者：请问你是李朝阳吗？ 

李朝阳：嗯，我是。 

患  者：他们说你可以找那些炼气功的。听说炼气功那种是比较好的。 

李朝阳：可以，看他的病情，能等，咱就挑好的。每次，我把信息情况给你以后，如果你觉得年龄

大了，你就再等下一个。找一个最好的。 

李朝阳：现在武警（总医院）能做，北京市军队医院有武警能做现在，北大（北京大学）国际肝移

植现在是我在负责。武警（医院）它的供体质量有保证，今天有一个。你不是记者吧？ 

…… 

李朝阳：一般肝癌，两周之内就能做。我一般两三周就安排了，快的话一个星期。今年过年期间我

已经做了两台了。 

咨询者：您做了有多少例了？ 

李朝阳：您不是记者吧？ 

…… 

李朝阳：我做了五六百例了。 

……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1/04/2016-1-1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4/2016-1-17.pdf
https://www.ntdtv.com/gb/%E6%8A%BD%E8%A1%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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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朝阳：2 月 11 号，这不有做了一个？这个肝的质地很好。你看这是肝，这是极品肝！ 

 

 

五、主要责任人： 

 

 

HJJZYY001 吕伟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  

个人简介：从事肝胆外科及肝移植临床工作十余年。 美国 Cleveland clinic 医学

中心访问学者 47。   

 

 

HJJZYY002 李朝阳  

职务职称：火箭军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肝移植博

士后，国内多家医院肝移植客座教授。  

个人简介：2003 年参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移植科创建工作，2005 年到武警总医院

肝移植研究所工作，师从天津一中心院长沈中阳。参与及主刀完成肝移植手术 400 余

例。帮助国内 5省多家三甲医院开展肝移植手术上百例 48。 

  

HJJZYY003 周丁华  

职务职称：火箭军总医院副院长，医学博士后,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解放军

肝胆胃肠病专科中心主任， 

个人简介：全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自 2004 年

以来主持开展经典、背驮、活体等各类肝移植手术 160 余例49。  

 

HJJZYY004 赵玮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临床硕士。   

个人简介：参与肝移植手术 100多例，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经验丰富 50。  

 

 

 

HJJZYY005 王进  

职务职称：火箭军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外科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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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毕业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医进修学院肝胆外科，师从国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董家鸿教授。

从事肝脏移植工作多年 51。  

HJJZYY006 周宁新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第二炮兵肝胆胃肠病研究所所长。从事肝移植及活体

肝移植 52。 

 

 

 

HJJZYY007 万葆冬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近年从事肝脏移植53。    

 

 

HJJZYY008 姜合作  

职务职称：普通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做肝移植54。 

 

 

 

HJJZYY009 赵玮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第二军医大学外科学临床硕士，从事外科临床工作

15 年。做肝移植55。  

 

 

 

HJJZYY010 闫涛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会委员。  

个人简介：2002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2007～2009 年在解放军总医院进修肝胆外

科。2009 年赴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接受达芬奇内窥镜手术器械控制系统应用培训。

肝脏移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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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JZYY011 邹练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开展数十例异体肾移植及亲属间肾移植手术57。  

 

 

HJJZYY012 张晓毅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泌尿外科医学博士，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又到香港进修达芬奇机器人技术。做肾移植术58。 

 

 

HJJZYY013 曾祥福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从事泌尿外科专业 37 年，在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工作 23 年，担任武警

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14 年。1977 年开始从事肾移植，至今已完成 800 余例肾移植手

术，曾帮助国内、军内多家医院开展肾移植手术59。  

 

 

HJJZYY014 魏琳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2002 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长期从事眼科临床工作。角膜移植联合手术

等60。 

 

 

 

 

 

 

追查国际对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452医院） 

涉嫌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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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工农院街 1 号 

 

 

前言 

 

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452 医院）号称肾移植为四川之最，收入暴增，院长张聪因

此调升任解放军 309 医院院长。2006 年 4月 28 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电话调查，泌尿外科

主任许亚宏称他本人至少做了 500 多例肾移植手术，并可提供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器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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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西部战区空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452 医院）创建于 1950 年 2月，为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

院占地 121.8 亩，展开床位 600 张61。 

 

 

一、该院肾移植为四川之最，收入暴增，院长张聪因此调升任解放军 309 医院院长 

该院为第一批卫生部指定肾移植医院，称肾移植例数居四川全省之最
62
。公开资料称，该院开展肾移

植术等在西南地区及全中国有名63。 

据《新华网》报道：2003 年在院长张聪的筹划下，452 医院肾病泌尿中心迅速成立，通过民营企业

家投资更新设备、承包的方式，很快使这个正处困境的“乡镇级规模的”医院的肾移植数量达到全

省之最64。 

医院在 2000 年的时候，设备陈旧、医生缺编、外债近千万，被称为乡镇医院。张聪于 2001 年上任

成为院长。2002 年，院长张聪与一名地方企业家签订协议，由私人投资 800 万元，与医院共同经营
肾移植科。共同经营期间，企业每年给医院交 120 万元。结果 452 医院完成 331 例肾移植手术，肾

移植例数居四川全省之最。2007 年，医院在创收近 700 万元后，以 400 万元价格收回企业家投资的

全部设施设备和经营权，452 医院的这一做法，在全军卫勤系统引发关注，军内一些医院纷纷效仿65

。 

2009 年 1 月中国国内新闻报道提到医院收入的巨大变化：8年来医院的发展变化见证着张聪的作为

：从名不见经传到成为享誉西南的综合性大医院，从技术势单力薄到如今 10 余个特色优势科室独占

全川以至全区医疗系统鳌头，从年收入不足 3000 万元到如今 2.6个亿……
66
。 

2013 年，张聪升任解放军 309 医院院长67。 

 

二、泌尿外科概况 

该院泌尿外科具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开展住院床位近 50 张，肾移植术后重症监护病床 8张，同时还

设有肾移植门诊；泌尿外科年门诊量在 8000 人次左右，每年收住普通泌尿外科病人 800 余人次、完
成各种手术（包括门、急诊）700 多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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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拥有各级医护人员近 30 人，其中主任医师 1名，副主任医师 2名，博士 3名，硕士 3 名。 

公开资料称“尤其是肾脏移植成为科的重要专业特色”。2007 年科室通过中国国家卫生部肾移植技

术资格准入考核，成为首批获得临床肾移植资格的医院之一68。 

 

三、医学论文肾移植数量 

自 2001 年 1月～2003 年 12月间，该院至少实施肾移植 218 例69。 

自 2006 年 7月～2009 年 10月间，该院至少实施活体肾移植 132 例。实施尸肾移植 164 例和供体切

取，供者男性 81例，女性 1 例，年龄 22～46岁，平均年龄 32.3 岁。供者传染病检查无结核、肝炎

、梅毒、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70。 

 

四、电话调查 

 

提要：该院肾源丰富，泌尿外科主任和移植医生都承认使用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供体。 

希望之声记者 2006 年 4 月 28 日联系到北京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该医生表示，由于四川成都

的供体来源多所以被调派到当地部队医院支援。连续三日空军医院的医生都坦承，有年轻健康、炼

法轮功的供体
71
。 

“希望之声” 调查录音 下载 MP3(3.8MB) 

 

1、肾源丰富，有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供体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辉自称，他被调派到肾源多的地区四川成

都，协助当地的部队医院——空军医院进行肾移植，肾源丰富，有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供体。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是肾移植中心，李主任（宏辉）说他们每年做一百多例。而最

近由于北京供体比较紧张，所以一两个月前，他被调派到肾源多的地区四川成都，协助当地的部队

医院——空军医院进行肾移植。 

 

李宏辉：“我们是在部队里啊！” 

 

记者：“这边的肾源比较丰富，所以你过来这边操刀？” 

 

李宏辉：“对。” 

 

他说供体来自于法轮功是前几年的事；而当记者问是否可以提供法轮功的肾源时，他回答可以。 

 

李宏辉：“这个法轮功的事情是前几年的事情了。” 

 

记者：“那前几年的话这种肾源比较好找吗？” 
 

李宏辉：“应该是。” 

 

http://media2.minghui.org/media/radio/2006/5/1/tsendu_military_hospital.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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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有没有那个年轻然后健康的，最好是炼法轮功的？” 

 

李宏辉：“这个可以考虑，到时候我跟他说一下。” 

 

李主任说 30日会有一批肾源。 

 

李宏辉：“今天通知你后天有肾源，你能赶在明天，因为我们后天有一批肾源。 

 

每一批来源只能提供一两个给外国人，因为国内天天都有一两百个病人在排队等着。” 

 
李宏辉：“一次不可能同时做四、五个嘛！只能做一两个。来一两个可以啊，因为我们还有国内病

人还有很多啊，也做啊，我们有一百多、两百多个病人都是天天在等着。” 

 

2、可提供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器官 

 

泌尿外科工作 20多年的许亚宏主任称他本人至少做了 500 多例，并可提供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器

官72，被曝光之后，该院官方网站删除了数据相关网页。 

 

许亚宏：“我主刀的手术应该是五百例左右，现在每年都是在一百例左右，最近这个两三年都是这

样的。” 

 

许主任(亚宏)说，五月中旬以后还有一批肾源，有自愿捐赠者，可以提供年轻健康、炼法轮功的器

官。 

 

记者：“五月份供体来源挺多的？是不是？” 

 
许亚宏：“应该是这样。经常每个月都在做啊，在五月二十号左右，就五月底之前吧，基本上没什

么大的问题，我们随时有，保守的还有其他来源，但是呢这个……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等到我们见了

面以后再谈这个事，年轻的有。” 

 

记者：“有年轻的？” 

许亚宏：“肯定肯定有。供者是这样，有自愿者。” 

 

记者：“他强调要年轻健康，然后最好是炼法轮功的，有没有这种机会？” 

许亚宏：“有。” 

 

记者：“有？” 

许亚宏：“有这种机会，以我们医院来讲，五月十五号以后我们再联系。” 

 

 

五、责任人名单 

 

XBZQ-KJ001 许亚宏，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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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452 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科主任，现任成都军区泌尿外科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器官移植分会常务委员
73
。

   

擅长肾移植。 

 

XBZQ-KJ002 马小平，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452 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肾移植主任。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

四川分会委员  

长期从事临床泌尿外科肾移植工作，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广州市人民医

院进修肾移植专业。   

擅长肾移植组织配型、手术操作及术后治疗处理74。 

擅长肾移植组织配型。 

XBZQ-KJ003 顾新伟，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452 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   

擅长对肾移植术后处理75。  

 

 
 

 

 

追查国际对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 302 医院）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00 号 

 

前言 

 

中共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是中共军方唯一、全国最大的三级甲等传染病院76。2007 年 5 月，该院

是卫生部指定开展肝移植的医院77。肝移植中心规模大，肝移植中心数据质量排名全国前十，协助

北京及全国十七个省市三十四家医院开展肝脏移植工作78，推动全中国肝脏移植的临床常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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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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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是军方唯一、全国最大的三级甲等传染病院79。2007 年 5 月 23 日，该院

被卫生部指定开展肝移植的医院80。 

 

 

二、肝移植中心规模大，具备每年上千台肝移植潜力的硬件设施 

 

中共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肝胆外科二中心/肝移植研究中心下设移植外科，移植内科 2 个临床科室和

1 个基础研究室，主攻方向为终末期肝病的原位肝移植、辅助性肝移植、活体肝移植、劈离式肝移

植、肝细胞移植、移植前后内科治疗和随访、移植术后原发性疾病复发病人的规范治疗，以及肝脏

肿瘤的精准肝切除、微创射频的诊断、治疗与研究。移植外科现有床位 50 张，移植内科 45 张，设

有专家门诊、29 诊室外科门诊、27 诊室内科门诊等81。 

 

从床位看，按照一年做肝移植 50 张床位 (移植外科床位 50 张)，床位的周转率为 100%（全国三甲医

院平均病床使用率高达 103%82），肝移植的住院时间为 30 天计算，每年具备 608 例（

50×365×100%/30=608）肝移植以上的潜力。（计算方法：床位数 X一年天数 X床位周转率/肝移植
的平均住院日=年完成肝移植量） 

 

 

 
 

图 1   302 医院网页快照 

 

 

三、肝移植中心数据质量排名全国前十，培训全国其他医院开展肝移植 

 

2005 年，中共军方第三〇二医院组建肝脏移植中心。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该中心对肝脏移植在全中

国的临床及科研工作起的作用很大，同时近 6 年的时间，第三〇二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协助了北京及

全国各省市多家医院肝脏移植工作的开展83。2010 年，这个移植中心在中国肝移植中心数据质量排

名第七名，数量排名第九名84。 

 

四、该医院肝移植医生团队强大，电话调查该院肝移植量大 

 

中共军方第三〇二医院肝胆外科二中心/肝移植研究中心，主任医师 2 名，副主任医师 5 名，主治医

师 6 名85，医生 22 人，其中 40％具有医学博士学位，50％为医学硕士86。三〇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刘振文，于 2005 年调任到这里，他已经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1000 余例，协助北京及全国十七个

省市三十四家医院开展肝脏移植工作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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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话调查显示：器官等待时间短，肝移植量大 

 

1、器官等待时间短 

北京 302 医院_肝移植_值班医生88 

调查时间：2017-05-05（+86+ 10_66933449） 

等肝源快一两周，慢一两个月。我们去年做了一百多。反正我们是每个月都有，一直在做。我们现
在床位特别紧张。 

(录音 1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3) 

 

2、肝移植量大 

2016 年解放军北京 302 医院器官协调人马骁对调查员说，刘震文是原来给傅彪做手术的，很有名的

。他是特聘过来的，是从武警北京总院过来的，到 302 医院上专家号，都已经好多年了。他在移植
圈是“大佬级人物，很厉害的！” 

(调查录音 2：下载 MP3，文稿下载附件） 

 

 “现在还做，我们做的很多” 

 

调查时间： 2016-04-06 

调查对象：  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衰竭诊疗与研究中心（+86+13671113329）值班医生刘鸿凌：现在

还做，我们做的很多。我们有专门的军人病房，可以做，可医疗免费89…… 

（录音 3 下载 MP3， 文稿下载：附件 18） 

 

 “我们最近一直做的多，一周做了七台” 

调查对象：  北京解放军 302 医院_肝移植_护士90 

调查时间：2017 年 9 月 15 日电话（+86+ 1066933449） 

护士：等二到三个月能做上。我们最近一直做的多，一周做了七台。 

(录音 4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 

“今年比去年做得多” 

调查对象：  北京解放军 302 医院肝移植医生王存杰（2017-09-15）91： 

调查时间： 2017 年 9 月 15 日去年一年做了快 150，今年比去年做得多。 

(录音 5 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 

 

六、责任人名单 

 

JFJZ-DW001 刘振文，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二中心/肝移植研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现

任北京市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9 年开始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普外科工作，能熟练独立完成普外科各类手术。于

1998 年开始专业从事肝移植工作， 2001 年任天津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2002 年调

任至武警总医院，组建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担任该中心主任。2005 年调任三〇

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组建肝脏移植中心。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0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9/123156_156786738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9/123156_156786738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16.2016_04_06-11-42-35jun_302gan_shuai_zhong_xin_liu_hong_ling_8613671113329gan_yi_zhi_zuo_de_hen__duo_gong_ti_shi_dcd-edited.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1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1-Beijing-302-Liver-Nurse.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2-Beijing-302-Liver-Doctor.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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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1000 余例，协助北京及全国十七个省市三十四家医院开展肝脏移植工作。

十多年来致力于我国的肝脏移植的临床及科研工作，近 6 年协助了北京及全国各省市多家医院肝脏

移植工作的开展92。  

 

JFJZ-DW002 王洪波，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肝移植研究中心外科副主任。  

现为解放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青年委员。  

1997 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从事肝胆外科及肝移植临床工作和相关研究。
   

擅长终末期肝病的肝移植手术93。 

 

 

JFJZ-DW003 孙百军，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原肝移植研究中心/肝脏肿

瘤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兼移植外科主任94。  

擅长肝移植。 

 

 

 

 

 

JFJZ-DW004 何宏宇，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302 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板层角膜移植95。 

 

 

JFJZ-DW005 芮静安，男，出生日期：1936 年 1 月。江苏人96。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移植研究中心

特聘专家教授97。1982 年 1 月—198 3 年 2 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外科博士后研

究人员； 

1983 年—1992 年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副主任，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2 年邮电总医院—北京医科大学第 8 临床医学院 (现为协和医院西院) 主任医师、教

授，肝癌研究所长、副院长。擅长肝脏移植技术98。 

 

JFJZ-DW006 张绍庚，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中心肝胆外科一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先后毕业于第一、第二军医大学，师从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    

擅长肝移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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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 168 号 

 

 

前言 

 

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是执行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命令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之一。该院肾移植在大陆开展得很早。1999 年后，其泌尿外科在网页

上介绍， “1. 供肾质量好，术后肾功能恢复快；2. 供肾来源充足，等待移植时间短”。该院肾移

开展早、移植量量大。2016 年 3月，成立移植中心。电话调查：肾移植每天做一二台、做的太多了

，肝源等十天半月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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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占地 23.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米，医院下

辖 57 个科室，展开床位 2100 张100。 

 

 

一、按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指证，该医院是军队活摘器官的主力医院 
 

1998 年～2004 年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在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直接承认在他

在任期间，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是军队系统中执行江泽民

这一命令的主力医院101。 

 

 

（录音 1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6） 

 

 

二、肾供体来源充足，质量好，等待时间短。 

 

该医院泌尿外科在网页上介绍 “1.供肾质量好，术后肾功能恢复快；2.供肾来源充足，等待移植时

间短” 
102
。 

 

 

三、该院肾移开展早、植量量大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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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自 1978 年完成首例肾移植和 1996 年完成首例肝移植以来，自称移植技术始

终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
103
。 

 

 

四、2016 年 3 月，成立移植中心 

 

第二军医大长海医院自 2016 年 3 月份成立移植中心104，截至 2017 年底，自报肝肾移植近千例。

2016 年 5 月 18 日，长海医院举行器官移植科成立暨揭牌仪式，第二军医大学孙颖浩校长、训练部

程传苗部长，长海医院张从昕院长、包尔基政委及机关领导出席。器官移植科曾力主任做了汇报。

器官移植科从 3月 7日开始试运行以来，到 5月 18日，开展肾脏移植手术 48 例105。朱有华，106第二
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特聘教授。近 40 年来，主要从事泌尿外科和肾移植的基础与临

床研究，特别是器官保存的基础和保存液开发研究。 

 

 

五、电话调查 

 

提要：肾移植每天做一二台、做的太多了，肝源等十天半月就有 

 

调查对象：长海医院肾移植教授朱有华 

调查时间：2016 年 1月 29日（+86-13901743189） 

内容提要： 

1.现在器官捐献很少。 

2.一六年在做呀，我们现在今天都还在做。 

3.这不光是我们医院呢，其它医院也做的多呀！ 

4.问：还是在做着，那如果做得多我当然去了。 

答：那太多了，不是我们做，全国都在做。你要做你就来看，其它的你就不要 
管。 

(录音 2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附件 1） 

 

调查对象：长海医院器官移植科护理站107 

调查时间：2017 年 12月 20日（+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肾移植一直在做，今年已经做了三百多台了；2016 年 3月份成立的移植中心，肾移植做

了七八百例，去年 10个月就做了 300 多例，肝移植今年也做了 100 多例。 

(录音 3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上海长海医院器官移植科病房108 

调查时间：2018 年 5月 5日（+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肾移植做很多，平均毎天能做 1～2 台；肝移植今年也做了 100多例。 

(录音 4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长海医院肝移植医生109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1日 (+86 -2131161855) 

 内容提要：去年肝移植一百多例，肾移植五、六百例；今天就做两个肝、两个肾；肝源等十天半个

月会有；肝移植要一百万，肾移植要五十万；供体，他会给你弄的。15 万到哪里弄啊？肝肾供体，

等十天就会有的；每天都在做，做的很多的，我们这里不如人家仁济。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1/05/2016%2001%2029.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3.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3.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3.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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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5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象：长海医院_移植科病房_护士
110
 

调查时间：2017 年 7月 1日（+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我们一年做 300 多例肾移植。我们肝和肾都做（无肝移植资质）。肝移植现在一年做不

少，至少 50个。朱有华做肾移植，李齐根做肝移植。 

(录音 6下载 MP3， 录音记录 附件 21) 

 

调查对象：长海医院肾移植病房医生
111
 

调查时间：2017-07-10电话（+86+ 2131162862）  

医生：今年肾移植超过一百例。肝移植也做，我们还做心脏移植呢！每年肝移植，大概 60 到 100 例

之间。 

(录音 7 下载 MP3， 录音记录 附件 22) 

 

调查对像：长海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
112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1日 （+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挂器官移植科曾力主任或张雷教授的号都可以。你也可以挂那个朱有华教授的号。周一

到周五都有号，你都可以挂。 
（录音 8  下载：MP3，文稿下载 pdf166 ） 

 

调查对像：长海医院肝移植医生113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3日 （+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李齐根教授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班了，建议你是去那边做，那边比这边  快。你

要多登记的话，上海这边，什么仁济、中山、我们的啊、长征啊，或者北京、天津、浙一啊、树兰

医院，都是全国非常有名的医院。这个时间上，因为现在整改，国家这个政策现在收的很紧，所以

现在这个状况的话就是，大家都是，原来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不合规或者怎么样？ 问：我朋友他

当时等的是不到两周，两周不到就等到了？ 答：是的，原来是比较快的，原来确实是比较快的。  

（录音 9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67） 

 

调查对像：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肾移植科护士114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1 日（+86-2131162866） 

内容提要：肾移植一直在做，一个张雷组，一个曾力主任组。 

(录音 10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23） 

 

 

五、该院的二名肾移植专家自杀了 

 

该院的二名肾移植专家自杀了。2007 年，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44 岁的李保

春，从长海医院跳楼身亡
115
。2014 年，上海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44岁的张世林跳楼身亡

116
。

2005 年后张在长海医院泌尿外科工作多年，和李保春是同事，实施肾移植117，张曾每周要做 17 台手

术118。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2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2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2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6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2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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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责任人 

 

HJJYDX1FY001 曾力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国内知名肾移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医

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个人简介：肾移植（成人/儿童），亲属活体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119。 

 

HJJYDX1FY002 朱有华 

职务职称：现任上海市肾移植质控中心主任、解放军器官移植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个人简介：朱有华多年在第二军医大长征、长海两家医院做肾移植。他 1976 年毕业于

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在肾移植基础、临床有 40 余年。任《解放军军医杂志》等刊物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和《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编委、《器官移植杂志》《中

华移植杂志电子版》和《实用器官移植－电子版》常务编委、《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副总编、中华

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主编专着 5 部，发表论文 100

余篇。主要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主攻研究方向为器官保存。截至 2010 年 9月

11 日，完成肾移植 3680 例120。 

 

HJJYDX1FY003 张雷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肾移植(成人/儿童)，活体肾移植
121
。 

 

HJJYDX1FY004 王林辉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移植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器官移植专

科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老年医学专科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全军泌尿外科

专业委员会移植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男科学专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泌尿

外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肾移植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

委员，上海市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从事医、教、研工作 20 余

年，以泌尿系疾病微创治疗、肾脏肿瘤综合诊治及肾移植为专业主攻方向
122
。 

 

HJJYDX1FY005 郭志勇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肾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现任“全国肾脏病分会血液凈化学组”专家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

科医师分会”委员，“全国中西医结合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血液凈化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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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常委，“全军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肾脏病专科分会委员会”委员兼学术秘书，

“上海市肾脏病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血液透析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

等，长期主要从事肾移植等临床工作
123
。  

 

HJJYDX1FY006 杨庆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担任上海市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长期从事泌尿外科及肾脏移植

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肾脏、肾上腺肿瘤的腹腔镜手术及同种异体肾移植124

。 

 

HJJYDX1FY007 朗希龙  

职务职称：胸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心脏移植125。 

 

 

 

 

 

 

 

追查国际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工业大道中 253 号 

 

 

 

前言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原名中共第一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994 年被评为军队首批三级

甲等医院。  

 

是中共军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力医院之一126。该院是全国重要的移植中心之一，肾移植团队

强大，医生移植量大，器官等待时间短。 

 

 

一、医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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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994 年被中共军方首批评为军队三级甲等

医院。2004 年 8月随第一军医大学整体移交给广东省。经过多年的发展，珠江医院目前已成为一所

集医疗教研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医院。据珠江医院官网公开资料称，该医院在器官移植（肾脏、肝

脏、胰腺移植）等领域形成了明显专科技术特色127。2007 年 5 月 23 日，该院成为中共卫生部指定开

展肾移植的医院128。该院还是广东省 2004 颁布的 A级肾移植、B级肝移植、B级心移植单位129。 

 

 

二、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全国重要的移植中心之一 

 

据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公开数据显示，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中国国内较早开展器官移植
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由器官移植、血液净化中心、移植免疫研究所（含组织配型室）三部分组成。

医疗占地面积 2300 平方米
130
。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中心网页还显示，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是

全国重要的移植中心之一，尸体肾移植、亲属肾移植、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等131。” 

 

三、该医院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可看出该医院真实移植量巨大 

 

据珠江医院官网公开数据显示，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科室现有人员 37 名，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4 名、副主任技师 2 名、讲师 4名，其中博士 5 名、硕士 4名、归国人员 1名、博士生导师 2名、

硕士生导师 2名132。其中有两名医师，林民专和李杰,经他们亲手经历的移植数量达数千例。 

 

林民专，男，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亲自经历近 2600 例肾移植、25 例肝移植、3 例胰/肾

联合移植的临床工作133。 

林民专现任广州市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政协广

州市海珠区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实践杂志》专家编辑委员会编委。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

所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曾于 1997 年起任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副教授、副

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血液净化、肾移植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20 余年。亲自经历近
2600 例肾移植、25 例肝移植、3例胰/肾联合移植的临床工作134。 

 

李杰，广东省东莞太平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从事泌尿外科及器官移植工

作 20 年。在广州三级甲等教学医院--珠江医院工作 10余年。参与肾移植 4000 余例，主刀肾移植

500 余例；参与肝移植 50 余例，主刀 12例135。 

 

四、电话调查显示该院移植数量大，床位数多，有多个肾移植团队    

 

调查对像：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移植科肾主任医师周松136 

调查时间：2019 年 11月 8日 （+86-20-62782501） 

调查内容摘要 

  

1、 (和南方医院比较) 我们这边做的好啊，我们这边病床也多，有 60 多吧。肾源来的时候啊，它

有的时候来的很猛，就是一个国庆假期我们就做了很多例嘛！一百二百都有做过啊！都可以啊，以

前也有做过三百多的呀！一年。 

2、赵明是我们主任嘛，我是郭颖主任那个团队的。我们一共有三个组。  

3、我们只能评估它是合格的肾，并不能说它是一个法轮功的患者的肾。……你过来了解吧，好不好

？你可以找我们上一级了解。当面了解比较好，有什么我们当面讲，电话讲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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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49） 

 

五、该院是中共军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力医院137 

 

根据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长白书忠指证，该医院应该是中共军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力医院
138

。 

 

1998 年～2004 年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在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直接承认在他

在任期间，江泽民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是军队系统中执行江泽民这一
命令的主力医院139。 

 

2014 年 9 月 30 日，调查员以薄熙来项目组名义给中共少将白书忠打电话取证。 

（录音 2下载：MP3，文稿详见：pdf16) 

 

白书忠： 

1998 年到 2004 年任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那段时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高峰期；活摘器官军队是主体，作为军队卫生系统最高医疗行政领导，他应该是最清楚当

时情况的人之一。 

 

调查员：〝在您担任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摘取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是

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哪？〞 

白书忠：〝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就是说，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应该说，就

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 

 

调查员：〝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情报，就是说当时，联勤部还负责关押了一批法轮功在押人员的器官
供体，是不是？〞 

白书忠：〝起码在我印象中，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因为那时江很

注意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 

 

录音中清楚显示，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移植供体，是江泽民直接下达的命令，而参与器官移植的

不止军队一个系统。 

 

此证据，印证了追查国际以往所获得大量的来自全国军队、武警、地方、司法系统参与活摘法轮功

器官的事实；解释了全国多系统开展活摘法轮功器官的原因；也证实了我们对以往所获证据的判断

。 

六、责任人名单 

 

NFYD-ZJYY001 赵明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教授。器官移植科主任、博士，主任医师

、三级教授，博导。 

个人简介：全国器官移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移植委员会常委，多家杂志的编委。长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4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49.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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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致力于器官移植临床诊断治疗工作，在终未期肾功能衰竭诊疗，在肾（包括亲属活体肾移植）、

胰腺、胰肾联合、肝、胰岛细胞移植等140。 

 

NFYD-ZJYY002 高毅  

职务职称：肝胆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肝脏学部

）所长。国家 863 计划生物人工肝项目首席专家。    

个人简介：2001 年起开展肝移植手术，技术成熟，手术耗时短，出血少，术后并发

症低，长期疗效确切，曾完成国内首例 Rh 阴性罕见血型和“无输血”肝脏移植术 。

从医 29年，1992 年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熟练完成各种肝胆胰外科专业高难手术：

主持开展肝脏移植手术。中、晚期肝病的自体干细胞移植结合人工肝脏与肝移植治疗 
141。擅长肝移植等肝胆外科高难度手术。 

 

NFYD-ZJYY003 郭颖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2 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肾病研究所。从事临床器官移植诊断治疗工作

18 年。长期钻研于临床器官移植诊断治疗工作，肾病及终未期肾功能衰竭诊疗，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的血液凈化治疗，肾移植、胰腺移植、胰肾联合移植术前、术后病情

管理142。 

  

NFYD-ZJYY004 李民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从事器官移植临床及科研工作 18 年，从事慢性肾病及肾功能衰竭患者的血

液凈化治疗，肾移植手术及术前、术后病情管理方面143。  

 

 

NFYD-ZJYY005 岳良升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长期钻研于临床终未期肾功能衰竭诊疗工作144。   

 

 

NFYD-ZJYY006 范礼佩  

职务职称：副主任医师，讲师，医学博士。 

个人简介：从事血液凈化治疗、肾脏移植临床工作 15 年。肾移植病人术前、术后治

疗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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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YD-ZJYY007 陈桦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1991 年始一直从事外科临床工作，1997 年获评中级职称。曾多年次在外

省三甲医院进修，在普外科、骨科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2002 年开始从事器官移

植临床工作。曾赴德国知名移植中心短期学习交流。从事器官移植临床工作至今，在

血液凈化及相关技术，肾、肝移植术前诊断、评估、器官切取及修整各种难度的肾脏

移植术及并发症处理，肾、肝移植术前诊断、评估、器官切取及修整，各种难度的肾

脏移植术及并发症处理146。 

 

NFYD-ZJYY008 刘永光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科中心副主任医师，讲师 

个人简介：擅长移植术后病人维持治疗和常见情况处理147。  

 

NFYD-ZJYY009 李留洋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科中心主任技师。中华医学会广东省器官移植分会委员，中国透析移植研究会

移植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免疫学会终身会员。  

个人简介：1988 年 7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获学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器官/组

织移植 HLA 配型和移植免疫学基础与临床研究，并长期从事免疫抑制药物浓度监测和随访研究。

1998 年曾赴美国 UCLA进修学习 HLA 配型新技术，并将 UNOS 制定的交叉反应组（CREGs）配型策略

应用于肾移植供受者配型。长期从事器官移植组织配型和术后随访血药浓度监测工作，在国内最早

运用交叉反应组配型理论进行供受者选配，致力于群体反应性抗体（PRA）阳性致敏病人的组织配型

研究，已经为 200 多位致敏病人成功地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已连续 12年无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
148
。

擅长 PRA阳性高致敏受者的器官移植组织配型，长期从事移植免疫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以及血清/全

血治疗药物浓度监测工作
149
。 

 

NFYD-ZJYY010 陈剑荣  

职务职称：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技师 

个人简介：致力于高致敏受者组织配型，移植免疫、组织配型和免疫抑制剂血药浓

度监测方面的研究150。  

 

 

NFYD-ZJYY011 潘明新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肝胆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从事普通外科工作 22 年。擅长肝胆外科、血管外科疾病的诊治，参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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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肝脏移植手术数十例 。并主持了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肝、胆、胰、十二指肠同时移植）
151。  

NFYD-ZJYY012 陆晓和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完成角膜移植、白内障手术、抗青光眼手术、眼外伤修复、视网膜脱离复

位等手术 4000 余例。擅长角膜移植手术
152
。 

 

 

 

 

 

 

追查国际对解放军北部战区空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463医院）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 46 号 

 

前言 

 

解放军北部战区空军医院（原解放军第 463 医院）大力发展器官移植，包括肝移植，肾移植。并且

该院声称 “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角膜库” 。追查国际电话调查录音显示该院肾移植量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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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解放军北部战区空军医院始建于 1951 年，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展开床位 1120 张，医疗方

面主系列高级职称 125人，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近百人，硕士生导师 7 人。拥有医疗设备总价

值达 3.05 亿元
153
。 

 

一、器官移植成为医院新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批获得卫生部肾移植资质。在 1998 年上任的沈阳军区解放军 463医院院长孟威宏说 “大力发

展器官移植，比如肝移植，肾移植，集中财力人力投放到这些领域。” 器官移植、细胞治疗和微创

介入治疗技术成为医院新的三大支柱
154
。 

 

 

二、肾移植例数居全国前列，在军区和辽沈地区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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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医院肾移植例数居中国前列，在军区和辽沈地区始终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155
。2013 年 8月 1 日，该

院是中共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定开展肾脏移植的医院
156
。 

 

据中国《辽宁医学杂志》2006 年第 5期刊登了该院的论文，显示该院截至 2005 年间，至少完成 326

例次肾移植157。 

 

 

三、肝移植位于沈阳军区医院之首 

 

2004 年成功开展了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居沈阳军区医院之首158。 
 

肝移植数量：普外科称完成肝移植多例。截至 2007 年，解放军第 463医院普外科和辽宁省人民医院

参与实施供体肝肾联合快速切取及分离近百例159。 

 

四、眼角膜移植：拥有东北地区最大的角膜库 

 

据该院 2012 年网站眼科激光近视治疗中心介绍，辽宁省红十字会眼库在解放军第 463 医院建立。该

院眼库是东北地区最大、角膜源最丰富、最优质的角膜库160。 

 

 

五、电话录音显示该院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沈阳 463 医院_肾移植_麻醉师高光洁161 

调查时间：2017-04-12（+86 13352456947） 

我不清楚具体多少，但是肾移植非常多，非常多。反正做的非常多。你明天早上找泌尿外科，因为

今天人家现在在做手术呢，做肾移植呢。 

(录音 1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83) 

 

调查对象：沈阳军区 463 医院_护理部_医生162 

调查时间：2017-08-23 电话（+86+ 2424838741） 
医生：我们现在开展肾移植，做的很多！ 

(录音 2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8) 

 

六：责任人名单  

         

BBZQ-KJ001郭宏欣，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泌尿外科-

沈阳军区泌尿外科中心主任。辽宁省器官移植委员会副主任。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7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8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1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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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手术达辽宁省和空军较先进水平
163
。从事泌尿外科疾病临床工作。1997 年以来，肾脏移植

365 例
164
。 

  

BBZQ-KJ002 石歧兴，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于 90 年代初开展肾移植工作165。  

 

 

 

BBZQ-KJ003 王洪林，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肝移植多例手术及围手期处理166。 

  

BBZQ-KJ004 姜泰茂，男。  

个人简介：解放军第 463 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肾脏移植及肾脏移植术后病人的管理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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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30508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fRTlioBq7c5

PLvm.htm# 
37《西南医院》谢汉平 http://www.xnyy.cn/XNYYFore/doctor_view.aspx?id=208 

http://www.jkb.com.cn/xunyiwenyao/other/2013/1203/16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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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西南医院》刘翔 http://www.xnyy.cn/XNYYFore/doctor_view.aspx?id=210 
39《好大夫在线》鲁开智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fRuJuD9XRfC4Kpr.htm 
40
《好大夫在线》陶国才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fRe-uD9XRfC4Kpr.htm 
41
《好大夫在线》吴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YZmH4ByacsGElip2trg.htm 

4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简介 

http://www.epzyy.cn/Hospitals/Main/Description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科室动态“我院一支强大的肝脏移植技术团队脱颖而出” 

http://www.epzyy.com/News/Articles/Index/134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6.png 
44
《中国全科医学》2007 年 10 卷 23 期 1947-1950 页（英文期刊名：CHINESE GENERAL PRACTICE） “手术方

式对肝移植围术期肝功能影响” 

作者：李耀锋、周丁华、万葆东、赵伟、夏启俊、卫冰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855.png 
45《追查国际最新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大屠杀还在进行》2014 年 11 月 18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393#_4473505 
46
秘密拍摄的录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trdBNBVy4 
47第二炮兵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来源： 医院官网

http://www.epzyy.cn/Hospitals/ResearchTechnologyClinicals/Detail/199 

http://archive.is/yu2RG 
48
第二炮兵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来源： 医院官网

http://www.epzyy.cn/Hospitals/ResearchTechnologyClinicals/Detail/199 

http://archive.is/yu2RG 
49第二炮兵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来源： 医院官网

http://www.epzyy.cn/Hospitals/ResearchTechnologyClinicals/Detail/199 

http://archive.is/yu2RG 
50第二炮兵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来源： 医院官网

http://www.epzyy.cn/Hospitals/ResearchTechnologyClinicals/Detail/199 

http://archive.is/yu2RG 
51第二炮兵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来源： 医院官网

http://www.epzyy.cn/Hospitals/ResearchTechnologyClinicals/Detail/199 

http://archive.is/yu2RG 
5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周宁新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29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027/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295 
5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万葆冬个人简介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35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2021/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357 
5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姜合作个人简介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359 

5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赵玮 http://www.epzyy.com/Hospitals/Doctors/Index/292 

5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闫涛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488 
5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邹练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24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1744/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244 
58《好大夫在线》张晓毅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IkSHwOXKq2IWmiF.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173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IkSHwOXKq2

IWmi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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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曾祥福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Detail/90 
6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 魏琳 

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42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8001733/http://www.epzyy.com/Doctors/Main?siteId=428 
61《百度百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5%9B%9B%E4%BA%94%E4%BA%8C%E5

%8C%BB%E9%99%A2 

https://archive.is/yD17M 
62《网易》依托市场保障“战场”——记解放军 452 医院院长张聪 2009-01-12 来源: 新华网   

http://news.163.com/09/0112/20/4VG19ACC000120GU.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12.png 
63
《百度百科》解放军第四五二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5%9B%9B%E4%BA%94%E4%BA%8C%E5

%8C%BB%E9%99%A2 

https://archive.is/yD17M 
64《搜狐新闻》解放军 452 医院院长张聪：依托市场保障“战场”2009 年 01 月 12 日 

http://news.sohu.com/20090112/n261710745.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13.png 
65
《明慧网》不打仗的中共军队做移植世界第一（图）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9/11/17/212749.html 
66
《网易》成都军区第 452 医院创新发展卫勤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124004944/http://news.163.com/09/0112/23/4VGD3PPM000120GU.html 
67
《中国财经》解放军第 309 医院院长张聪：要敢于承担责任   2013-12-20  

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medicine/yzld/20131220/2064111.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14.png 
68
《好大夫在线》解放军 452 医院泌尿外科 

https://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uKplxrpF9fQsVXyf.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02074214/https://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uKplxrpF9fQ

sVXyf.htm 
69追查国际-解放军第 452 医院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9549 
70《西南国防医药》 2010 年 20 卷 08 期 846-848 页“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与尸体供肾移植临床疗效的比较” 

作者：马小平、许亚宏、李阳波、李健、顾新伟、严频、赵敏 (解放军 452 医院泌尿外科,成都,61002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8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8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803.pdf 
71《明慧网》录音：军队医院直言使用法轮功学员肾脏 2006 年 5 月 2 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6/5/2/126638p.html 
72《人民报》-成都空军医院 坦承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6/5/1/40296.html 
73《好大夫在线》许亚宏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5cflZMGILTrb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0406452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5%9B%9B%E4%BA%94%E4%BA%8C%E5%8C%BB%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5%9B%9B%E4%BA%94%E4%BA%8C%E5%8C%BB%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5%9B%9B%E4%BA%94%E4%BA%8C%E5%8C%BB%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A3%E6%94%BE%E5%86%9B%E7%AC%AC%E5%9B%9B%E4%BA%94%E4%BA%8C%E5%8C%BB%E9%99%A2
http://news.sohu.com/20090112/n261710745.s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8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8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9803.pdf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6/5/1/40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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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flZMGILTrbd.htm# 
74《好大夫在线》马小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5svRDydDzVOl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91643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gX-

5svRDydDzVOlL.htm# 
75《好大夫在线》顾新伟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bmj9wOXKq2IWmiF.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1508570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bmj9wOXKq2

IWmiF.htm# 
76《百度百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7005.htm?fromtitle=%E8%A7%A3%E6%94%BE%E5%86%9B302%E5%8C%BB%E9%99

%A2&fromid=788474&type=syn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1.png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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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解放军第 302 医院》刘振文 

http://www.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79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7.png 
79
《百度百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7005.htm?fromtitle=%E8%A7%A3%E6%94%BE%E5%86%9B302%E5%8C%BB%E9%99

%A2&fromid=788474&type=syn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1.png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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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二中心 

http://www.302hospital.com/Html/Departments/Main/Detail_9.html?siteId=15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5.png  
82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刘国恩：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潜力巨大”来源：上海时间：2014-12-2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96.png 
83
《肝病康复园地》刘振文 http://www.jk300.com/liuzhengwen.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3.png  
84中国肝移植注册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4.pdf  
85《肝病康复园地》刘振文 

http://www.jk300.com/liuzhengwen.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7005.htm?fromtitle=%E8%A7%A3%E6%94%BE%E5%86%9B302%E5%8C%BB%E9%99%A2&fromid=788474&type=syn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7005.htm?fromtitle=%E8%A7%A3%E6%94%BE%E5%86%9B302%E5%8C%BB%E9%99%A2&fromid=788474&type=syn
http://www.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794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7005.htm?fromtitle=%E8%A7%A3%E6%94%BE%E5%86%9B302%E5%8C%BB%E9%99%A2&fromid=788474&type=syn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7005.htm?fromtitle=%E8%A7%A3%E6%94%BE%E5%86%9B302%E5%8C%BB%E9%99%A2&fromid=788474&type=syn
http://www.302hospital.com/Html/Departments/Main/Detail_9.html?siteId=15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5.png
http://www.jk300.com/liuzhengwen.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3.png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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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3.png 
86《解放军第 302 医院》肝胆外科二中心 

http://www.302hospital.com/Html/Departments/Main/Detail_9.html?siteId=15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5.png 
87《解放军第 302 医院》刘振文 

http://www.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79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707.png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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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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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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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 
92
《解放军第 302 医院》刘振文 

http://www.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79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7024615/http://www.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794" 
93《解放军第 302 医院》 王洪波 http://gyz.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93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7024621/http://gyz.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933 
94
《好大夫在线》孙百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4Bg0hd9KEpXkgLG4b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702461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4Bg0hd9KEp

XkgLG4be.htm 
95《好大夫在线》何宏宇大夫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8fL8DpHhXILgazS1lW.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702462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y8fL8DpHhXI

LgazS1lW.htm# 
96《就医助手》芮静安简介 

http://yyk.39.net/doctor/126035.html 

https://archive.is/u2NzK 
97
《解放军第 302 医院》芮静安 

http://gyz.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934 
98《好大夫在线》芮静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ZXi4dC799F-37hmI.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114161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ZXi4dC799F-

37hmI.htm# 
99
《好大夫在线》张绍庚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i2XzwMEBi1InoY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1421420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fi2XzwMEBi1I

noYl.htm 
100《上海长海医院》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上海长海医院/7304566?fromtitle=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fromid=8865208 

https://archive.is/sHrZk 
101
《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102《长海医院泌尿科》肾脏移植  

http://web.archive.org/web/20050323071634/http://www.chhospital.com.cn/dept/dept-

mlk/special/special4.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17.png 
103
长海医院举行器官移植科成立暨揭牌仪式- 中国军网 - 解放军报 

http://archive.is/zG50q 

http://www.302hospital.com/Html/Departments/Main/Detail_9.html?siteId=152
http://www.302hospital.com/Doctors/Main?siteId=794
http://yyk.39.net/doctor/126035.html
http://archive.is/zG5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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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chive.is/pHGLt 
104长海医院举行器官移植科成立暨揭牌仪式- 中国军网 - 解放军报 

http://archive.is/zG50q 

http://archive.is/pHGLt 
105
长海医院举行器官移植科成立暨揭牌仪式- 中国军网 - 解放军报 

http://archive.is/zG50q 

http://archive.is/pHGLt 
106
朱有华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729222806/http://www.zqenorth.com.cn/att_default/0/11/18/53/111

85355_970902.pdf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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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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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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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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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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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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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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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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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新浪新闻》上海著名肾脏病学专家李保春跳楼身亡  

https://news.sina.cn/sa/2007-05-24/detail-ikftpnny3867028.d.html 

https://archive.vn/HtgCD 
116《搜狐网》他好心收下病危患儿，却被逼抑郁跳楼自杀 

https://archive.vn/35kkr 
117《追查国际》责任人张世林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673 
118《梅斯医学》悼念同窗挚友张世林教授 

https://archive.vn/ZKq0W 
119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曾力

http://www.chhospital.com.cn/index.php?r=doctor&doc_id=484 

https://archive.is/hSSFT 
120《长征医院朱有华：修行艺术的肾斗士》 2010 年 9 月 11 日  《文汇报》 作者：任荃、董悦青 

http://www.shenyounet.com/?action-viewnews-itemid-3838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65.png 
121
《上海长海医院》张雷简介 

http://archive.is/idDyN 
122《上海长海医院》泌尿外科 王林辉

http://www.chhospital.com.cn/doctor//introduce.php?did=77&index=2 
123
《好大夫在线》郭志勇简介 http://hospitalize.news.sina.com/doctor/DE4r08xQdKSLVirImlFq-

tVG1BZ1.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1221211143/http://hospitalize.news.sina.com/doctor/DE4r08xQdKSL

VirImlFq-tVG1BZ1.htm 
124《上海长海医院》专家教授 泌尿外科 杨庆

http://www.chhospital.com.cn/doctor//introduce.php?did=334&index=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91021/http://www.chhospital.com.cn/doctor//introduce.php?d

id=334&index=2 
125
《上海长海医院》专家教授 胸心外科 朗希龙

http://www.chhospital.com.cn/doctor//introduce.php?did=218&index=2 

http://archive.is/pHGLt
http://archive.is/zG50q
http://archive.is/pHGLt
http://archive.is/zG50q
http://archive.is/pHGLt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729222806/http:/www.zqenorth.com.cn/att_default/0/11/18/53/11185355_970902.pdf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729222806/http:/www.zqenorth.com.cn/att_default/0/11/18/53/11185355_97090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s://news.sina.cn/sa/2007-05-24/detail-ikftpnny3867028.d.html
https://archive.vn/35kkr
http://archive.is/idD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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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191009/http://www.chhospital.com.cn/doctor//introduce.php?d

id=218&index=2 
126
《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127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医院简介  

http://www.zjyy.com.cn/about/Introduction.htmls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901.png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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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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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广东省医学会》广东省医学会关于各医院肾脏移植、肝脏移植和心脏移植质量评估结果 

http://www.fsma.org.cn/UploadFiles/2004-04-02-01.asp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92. png 
130《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 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zjyy.com.cn/dept/index.aspx?id=13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905.png 
131《珠江医院》器官移植科中心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217074739/http://www.zjyy.com.cn/docc/zktknew1.asp?id=13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43.png 
13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 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zjyy.com.cn/dept/index.aspx?id=13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905.png 
133《百度百科》林民专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0279.htm?fr=aladdin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908.png 
134
《百度百科》林民专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0279.htm?fr=aladdin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908.png 
135《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李杰简介 

http://www.dgtpyy.com/zhuanjia_Detailed.asp?id=149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3909.png 
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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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138《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139《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140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赵明介绍

http://www.zjyy.com.cn/about/Introduction.htmls
http://www.zjyy.com.cn/dept/index.aspx?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1217074739/http:/www.zjyy.com.cn/docc/zktknew1.asp?id=132
http://www.zjyy.com.cn/dept/index.aspx?id=132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0279.htm?fr=aladdin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0279.htm?fr=aladdin
http://www.dgtpyy.com/zhuanjia_Detailed.asp?id=14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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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jyy.com.cn/dept/expert_show.aspx?id=49&pid=132 

http://archive.is/D64sB 
141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风采  高毅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43&pid=18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1228025456/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4

3&pid=184 
142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郭颖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52&p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5458/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5

2&pid=132 
143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李民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50&p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5447/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5

0&pid=132 
144《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岳良升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51&p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5449/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5

1&pid=132 
145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范礼佩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311&p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3630/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3

11&pid=132 
146《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陈桦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395&p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4307/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3

95&pid=132 
147《好大夫在线》刘永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SlvQwMEBi1InoY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911391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SlvQwMEBi1I

noYl.htm 
148《好大夫在线》李留洋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SlVMxEsNJ7qcZX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910590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SlVMxEsNJ7q

cZX0.htm#  
149《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李留洋

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425&pid=13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624054455/http://www.zjyy.com.cn:80/dept/expert_show.aspx?id=4

25&pid=132 
150《好大夫在线》陈剑荣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nzDQSmHsBZYJwW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61918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nzDQSmHsBZ

YJwWN.htm 
151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风采  潘明新

http://www.zjyy.com.cn/dept/expert_show.aspx?id=44&pid=18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1023204539/http://www.zjyy.com.cn/dept/expert_show.aspx?id=44&p

id=184 
15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官网》专家介绍 陆晓和

http://www.zjyy.com.cn/dept/expert_show.aspx?id=182&pid=13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1023204027/http://www.zjyy.com.cn/dept/expert_show.aspx?id=182&

pid=137 
153
463 医院网站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150811005828/http://463.cn/about/Introductio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910590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SlVMxEsNJ7qcZX0.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0910590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SlVMxEsNJ7qcZX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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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搜狐财经》 2005 年 10 月 11 日 [与院长同行]孟威宏：让 463 医院强行“起飞”  

https://business.sohu.com/20051011/n240516143.shtml 

https://archive.is/wip/YO23m 
155 解放军 463 医院-泌尿外科  

http://www.463.cn/show.php?mesid=6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92.png 
156
《追查国际》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937 
157《维普网》463 医院-肾移植 326 例临床分析 

http://www.cqvip.com/qk/92017x/200605/22969887.html 

https://archive.is/wip/Ul1t5 
158《百度百科》沈阳 463 医院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575.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93.png 
159《追查国际》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937 
160
《解放军第 463 医院激光近视治疗中心》辽宁省红十字会眼库在解放军第 463 医院眼科建立 时间 12-04-05 

http://magicjackxm.com/jmyz/474G.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794.pdf 
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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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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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沈阳 463 医院》名医专家  郭宏欣主任医师  来源：沈阳 463 医院泌尿外科

http://www.463mn.com/zhuanjia/2805.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31041732/http://www.463mn.com/zhuanjia/2805.html 
164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郭宏欣介绍 

http://www.lngamma463.com/zhuanti/zj-ghx 

http://archive.is/5tMA6 
165
《沈阳 463 医院》名医专家  石歧兴副主任医师  来源：沈阳 463 医院泌尿外科

http://www.463mn.com/zhuanjia/2782.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25011938/http://www.463mn.com/zhuanjia/2782.html 
166
《寻医问药网》王洪林基本信息 

http://z.xywy.com/zhuanjia-463-puwaike-lnwanghonglin.htm 
167
《解放军第 463 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http://www.463.cn/show.php?mesid=6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121010735/http://www.463.cn/show.php?mesid=67 

 

https://business.sohu.com/20051011/n240516143.shtml
http://www.cqvip.com/qk/92017x/200605/2296988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