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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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包含其中三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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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责任人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79 号  
邮编：310003 

电话：+86-571-87236114（医院总机） 

 

前言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在医院的多种医疗项目中，器官移植居首位。院长郑

树森和 2014 年接替他的王伟林院长，都从事器官移植专业。该院实施多种器官移植，移植量位居全

国第一梯队。郑树森领衔开展的多器官联合移植项目被卫生部列为推广项目，也是自开展胰肾联合

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以来，实施例数最多的。郑树森先后帮助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辐射全国二十余个省市，大力

推动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 。郑树森领导的实验室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华东

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2007 年～2017 年，郑树森任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还兼任“浙江省反邪教协会”的副理事

长、理事长这一政府官职。而“浙江省反邪教协会”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的政府职能机构。 

"中国反邪教协会"是个什么机构？是在中共政法委和"610 办公室"指挥下的，专为迫害法轮功而成

立和运作的机构，是一个真正的"邪教协会"。成立于 2000 年 11月 13日﹐是由效命于中共的所谓专

家学者、宗教界人士等组成的，借"民间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活动的官方组织。其办事机

构挂靠在政府机构中国科技馆。一方面它制造迫害法轮功的理论依据，利用成员的宗教或者科技身

份，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宣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由；另一方面，它研究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理

论和方法，为各地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提供指导，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邪教协会

"在全中国各省、市、区、县、街道、企业、大学、中学、小学等成立了下属的各级"邪教协会"，形
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各个角落的迫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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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简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简称浙大一院，附属于浙江大学医学部的一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医院有 6大院区，床位将达 5000 张。现有职工 6500 余人，正高职称 364 人，副高职称 545 人，中

国工程院院士 2人，国家杰青 3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者 2

人，国家“万人计划”6 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 人等。 

 

多年来，医院在器官移植、胰腺疾病、传染病、血液病、肾脏病、泌尿系疾病、临床药学等学科领

域有名，成功开展肝脏、胰腺、肺、肾、小肠和心脏等多器官移植手术
1
。 

 

医院与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美国匹兹堡大学、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日本京

都大学等 30余家高校和医疗机构建有合作关系，肝病和肝移植研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是

国家级国合基地之一。该院推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大

力推进与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并将技术和人才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输出2。 

 

 

二、器官移植科室 

 

浙大一院实施多种器官移植，自称：肝移植、肾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学科全国领先，移植数量

质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肝、肾移植已纳入了浙江省医保范围。 

 

郑树森作为首席科学家连续两次主持器官移植领域的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 计划)项目
3
。作为

器官移植专家，他曾任浙大一院院长多年。2014 年接替他的王伟林院长，也是肝移植专家4。由此可

见，在设有多项医学专业学科的浙大一院，器官移植独具鳌头，有着特殊重要地位。 

 

 

1、二个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医院设有的 1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中排位第一和第三的是：卫生部

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器官移植重点研究实验室5。 

 

郑树森领衔开展的多器官联合移植项目被卫生部列为推广项目，也是自开展胰肾联合移植和肝肾联

合移植以来，实施例数最多的。郑树森先后帮助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上海新华医

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辐射全国二十余个省市，大力推动了中国

器官移植的发展6。 

 

追查国际存档的 2016 年官网网页，对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有更详细的披露，信息

显示实验室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华东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重点实验室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于 2001 年 3月成立，实验室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内。临床方面已建立肝移植、肾移植、骨髓移植、心肺移植等专用临床基地。浙大一院多器官联

合移植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华东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省内、国内率

先和较早地开展了肝脏移植、胰腺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临床实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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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所属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卫生部在器官移植领域设立的一个开放性

研究基地，总面积 10000 平方米，设备总值 5000 余万元， 2013 年被评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验

室开展十个研究技术平台：规模化生物样本平台、蛋白质组研究平台、表观遗传研究平台、肿瘤分

子及免疫研究平台、移植物保护研究平台、移植免疫研究平台、移植技术创新平台等8。 

 

 
               图 1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页快照 

 

2、肝、肾移植中心： 

肝胰移植科：负责人郑树森。肝胆胰外科暨肝胰移植病区床位 340 余张。医疗团队包括教授及正高

及职称 13 人，副高职称 26人，共有医师 134 人，其中 60％拥有博士学位。浙大一院肝胰移植中心

开展全肝移植、活体肝移植、小儿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再次肝移植、多器官联

合移植等高难度移植术式，中心完成的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例数均居全国前列9。 

肾脏病中心：负责人陈江华。床位 120 张。肾移植病区（6号楼 B 区 7 楼）占 40 张床位，其中万级

层流病房床位 16张。本院肾移植是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之一10。统计至 2008 年 11 月，总肾移植

2519 例，年平均肾移植 200-250例
11
。（信息来自官网） 

另外，浙大一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联合成立了国际顶级的肝病中心12。2010 年 10

月 UCLA 首席医疗官 Tom Rosenthal 教授及 UCLA 医学院主管国际合作副院长 Ren Sun 教授访问浙医

一院，合作签约暨联合肝病中心成立13。 

3、肝肾移植配备的专业人员多，表明带来的移植量也大 

院长郑树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组织委员会

中国大陆唯一委员。他领衔的 134 名教授专家医生，大部分做肝移植，能组成十个以上肝移植团

队。官网报，截止 2015 年 7 月 10 日，郑树森已经成功施行肝脏移植 1741 例。据 2019 年郑树森个

人公开信息：已完成 3300 多例肝移植手术14。 

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的追查名单有浙大一院批量移植医生15，从论文和官方网站中发现做过肾移植

的医生有 44人，其中主任医师 5 名，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8名，可组成多个肾移植团队。 

 

三、调查电话：供体来源、移植量大、等待时间短、器官捐献量少 

 

1、供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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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一天就有 30个（肾）！16” 

调查对象：浙大一院肾移植病房护士 

调查时间：2015 年 5月 8日 （+86-57187236871） 

调查内容： 

调查员：我知道去年你们做了 300 多例肾移植，那有多少是捐的？ 

护  士：有的，今年捐的频率还挺多的。就是每次个把个把两个。捐的话，不可能整批的啦，对不

对？像枪毙的，整批整批的都有的，所以就快。 

调查员：那原来整批整批的，是哪里来的供体啊？ 

护  士：枪毙的啊，06年，我记得一天就有 30 个。就有十几个人枪毙，就有 30 个肾嘛！现在没
有，是 06 年底。 

(录音下载 1.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 
 

OPO 专门去谈这个供肾，到监护室里啊，急诊室呀17。 

调查对象：浙大一院肾移植中心病房护士 

调查时间：2017 年 8月 1日（+86-57187236871） 

调查内容：肾移植做的多！平均每月有三四百例，ㅡ年能做四五百例。肾源要等捐献的话，就很慢

啦，至少 5年以后啦！为什么供体多？我们有 OPO 办公室专门去谈这个供肾啊，到监护室里啊，急

诊室呀。 

(录音下载 2.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2） 

 
2、肝移植量大 

 

“我们医院一年下来都是几千例的啊18” 

调查对象：浙大一附院肝移植病房 

调查时间：2016 年 5月 4日（+86-57187236736） 

调查内容：值班护士对调查员脱口而出： “我们医院一年下来都是几千例的啊！” 还有“活体

的”。 

（录音下载 3.MP3 文稿双击下载：附件 70）19 

3、肾移植量大 

主任吴建永：现在每年做的国内第一、第二名了20！ 

调查对象：肾脏病中心主任吴建永（+86-13906523095） 

调查时间：2016 年 2月 10 日 
调查内容：做做的，做的多，所以病人来的更多。…现在每年做的国内第一、第二名了。 

(录音下载 4.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4） 

 

床位很紧张，顺利的一周可出院，在门诊复查拆线21。 

调查对象：肾移植中心专职调配员谢文清医生 

调查时间：2016 年 12月 27日（+86-57187236871）  

调查内容：肾移植在做，今年大约做了近 300 例了。本病区有 50张床位，床位很紧张，住院时间，

顺利的一周可出院，在门诊复查拆线。 

(录音下载 5.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5） 

 

肾移植做的很多，每年可做四五百例22调查对象：浙大一院肾移植中心。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5-5-8-%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9%99%84%E4%B8%80%E5%8C%BB%E9%99%A2%E8%82%BE%E7%A7%BB%E6%A4%8D%E7%97%85%E6%88%BF%E6%8A%A4%E5%A3%AB%E5%8E%BB%E5%B9%B4%E4%BB%8A%E5%B9%B4300%E5%A4%9A%E4%BE%8B-Pub..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5-5-8-%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9%99%84%E4%B8%80%E5%8C%BB%E9%99%A2%E8%82%BE%E7%A7%BB%E6%A4%8D%E7%97%85%E6%88%BF%E6%8A%A4%E5%A3%AB%E5%8E%BB%E5%B9%B4%E4%BB%8A%E5%B9%B4300%E5%A4%9A%E4%BE%8B-Pub..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7-8-1%2086-5718723687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7-8-1-%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9%99%84%E5%B1%9E%E7%AC%AC%E4%B8%80%E5%8C%BB%E9%99%A2%E7%A7%BB%E6%A4%8D%E4%B8%AD%E5%BF%83%E8%82%BE%E7%A7%BB%E6%A4%8D%E7%97%85%E6%88%BF%E5%80%BC%E7%8F%AD%E6%8A%A4%E5%A3%AB86-5718723687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4.1.2016-05-04_15-33-37_zhe_da_fu_yuan__gan_yi_zhi_bing_fang_86-57187236736nian_zuo_ji_qian_li_yuan_xian_huan_you_huo_ti_-2-edited.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2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6-2-10%2086-1390652309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6-2-10-%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99%A2%E9%99%84%E5%B1%9E%E7%AC%AC%E4%B8%80%E5%8C%BB%E9%99%A2%E8%82%BE%E7%A7%BB%E6%A4%8D_%E5%90%B4%E5%BB%BA%E6%B0%B8%E5%8C%BB%E7%94%9F%2086-13906523095-CN.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6%2012%202757187236871-_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6%2012%2027%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99%A2%E9%99%84%E5%B1%9E%E7%AC%AC%E4%B8%80%E5%8C%BB%E9%99%A2%E8%82%BE%E7%A7%BB%E6%A4%8D%E4%B8%AD%E5%BF%8357187236871-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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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2019 年 2月 21 日（+86-57187236871） 

调查内容：肾移植做的很多，每年可做四五百例，具体问谢医生。 

( 录音下载 6.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6） 

 

“肾移植已从泌尿科分出去了，成立肾脏中心。23” 

调查对象：浙大一院泌尿科透析医生陈昭典 

调查时间：2016 年 2月 11 日 （+86+ 13905812852） 

调查内容：肾移植啊，已经从泌尿科分出去了，要他们成立个肾脏中心，专门做肾移植，吴建永是

肾脏病中心主任。做肯定在做，我给你一个电话。（吴建永：139 0652 3095） 

(录音下载 7.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7） 
 

4、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像：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院办肝移植郑医生
24
 

调查时间：2019 年 9月 12 日 （+86-571-87236617） 

内容提要：做肝移植，有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等到，有的两个月也没等到。 

(录音下载 8.MP3，文稿下载：pdf097） 

5、器官捐献量少 

调查对像：浙江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25 

调查时间：2017 年 4月 20日（+86 57185043999） 

内容提要：捐献人不多呀！2016 年全省捐献器官一百多，还有一些不能用！ 

（录音下载 9.MP3 ，文稿下载：附件 186-1） 

调查对像：浙江省红十字会_器官捐献管理中心_值班人员26 

调查时间：2016 年 12月 15 日（+86 571-85043999） 

内容提要：大部分人都拒绝，如果不拒绝的话，不可能捐献只有这么点儿！ 

(录音下载 10.MP3， 文稿下载：附件 186-2) 

调查对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27 

调查时间：2017-08-01 电话（+86 57187236871） 

内容提要：我们做的多的！肾源你要等捐献的话，就很慢啦，至少 5年以后啦！ 

(录音下载 11.MP3， 文稿下载：附件 187) 

 

四、郑树森论文中的肝供体 很可能来自法轮功学员 

1. 46 例急诊肝移植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 

郑树森 2005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28，显示他所在的浙大一院从 2000 年 1月～2004 年 12 月实施了 46

例急诊肝移植。 

所谓急诊肝移植，是对存活时间不超过 72 小时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紧急换肝手术。因为紧急配

型困难，国外等待供体时间很长，所以急诊肝移植很少。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9-02-2157187236871-Final.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9-02-21%E5%AE%8B%20%E6%B5%99%E5%A4%A7%E9%99%84%E4%B8%80%E5%8C%BB%E8%82%BE%E7%A7%BB%E6%A4%8D%E4%B8%AD%E5%BF%83%E6%AF%8F%E5%B9%B4%E5%9B%9B%E4%BA%94%E7%99%BE-57187236871-Final.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6-2-11-86-1390581285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6-2-11-%E6%B5%99%E6%B1%9F%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99%A2%E9%99%84%E5%B1%9E%E7%AC%AC%E4%B8%80%E5%8C%BB%E9%99%A2%E9%99%88%E6%98%AD%E5%85%B8-86-13905812852-CN.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7.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19/09/111444_156941401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186-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80.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186-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3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11444/111444_1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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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树森的急诊肝源来自捐献器官？2010 年 8月 26日，浙江才开始参与器官捐献试点
29
，郑树森 2005

年发表的论文中列举的 46 例急诊肝移植是 2000 年 1 月至 2004 年 12月实施的。显然这 46 例器官不

可能来自捐献。而且随机的捐献器官在时间上也不可能成为急诊移植的供体。 

也不应该来自死刑犯。因为中共的死刑犯器官有限量，而且分片获取，争抢厉害，不可能成为常规

器官来源。此外，对死囚处决有其规定的时间地点，几乎不可能满足突发的急诊肝移植的需求。 

要完成大量急诊移植，就需要一个独立于普通死囚之外的、提前完成配型、且失去自由的，可根据

移植需求随时切取器官的大量人群，即一个活人供体库。在中国，当时符合这些要求的，只有大量

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郑树森在器官移植高峰的 4年里做的 46 例急诊肝移植，供体很可能

是法轮功学员。 

 

2、对 564 例肝脏移植的器官来源，提供不出合法证明 

2016 年 10 月，郑树森的论文因为移植供体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撤销发布资格。据

自然（Science）杂志报导，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决定，由于作者无法提供 564 例肝脏

移植的器官来源符合道德伦理的证明，该杂志决定撤销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树森院士等人 2016

年 10 月在网上发表的论文，并终身禁止发表浙江大学郑树森院士的论文
30
。 

五、官媒报导浙大一院同日多台移植手术 

2005 年 1 月 28 日，据大陆“健康搜搜”网报导：浙大一院移植中心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 5例

肝移植手术，一周郑树森施行肝移植 11 例
31
。 

 

2014 年 3 月 24 日，搜狐首页发表的报导《厉害！浙大一院 48 小时完成 14 台大器官移植手术》中

称，主刀肝移植的王伟林院长带队，昨日到今天不到 48 小时的时间里，浙大一院完成 14 台大器官

移植手术，包括一台心脏移植、一台肺移植、四台肝脏移植、八台肾脏移植，刷新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以来的新纪录
32
  

 

六、责任人名单 

ZJDX001 郑树森：男，出生日期：1950 年 1月。出生地：浙江省龙游县。 

 

曾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现任浙大一院肝胰移植科主任，树兰（杭

州）医院院长。2007 年–2017 年曾任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机构——浙江省反邪教
协会的前副理事长、理事长33。  

 

2020 年浅江晚报报道，树兰医疗总院长郑树森院士已经完成 3300 多例肝移植手术
34
。帮助全国二十余个省市开展肝移植手术

35
。截至 2021 年，郑树森完成了 3500 例左右肝移植手术

36。 

1950 年 1 月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1986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科学博士学位。2001 年当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37。是先后两次担任中国器官移植领域「973 计划」的首席专家，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

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38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肝移植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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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器官移植学组组长。现任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主席
39
，曾任中国器官

移植大会多届主席。  

 

ZJDX002 陈江华，男，出生日期：1958 年 4月
40
。 

个人简介：院党委副书记，肾脏病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卫生部中国肾移植

科学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1977-1980 年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从事肾脏病临床工作，1986-1989 年毕业于天津医

学院获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肾脏病学和器官移植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国内率先创建了肾脏病一体化治疗

模式，成立了全国最大的肾脏病治疗中心之一。擅长肾脏移植与包括肾脏的多器官联合移植等诊治
41
。  

 

ZJDX003 黄洪锋，男。 

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1990 年 9 月-1995 年 6 月就读于浙江医科大学。2000 年 9月-2003 年 6 月浙江大学医

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长期从事肾移植、血液透析、腹膜透析、肾病一体化治疗临床工作。完成肾脏移植

600 余例，活体肾移植 70 余例，肾移植受者和前期肾病患者随访达 5000 余例次42。  

 

ZJDX004 王逸民，男。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擅长临床肾移植。在肾移植手术及术后管理，排斥早期诊断及治疗方面有相当丰富

的临床经验
43
。  

 

 

ZJDX005 王苏娅，女。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擅长肾脏移植，尤其擅长慢性移植肾肾病等疾病的诊治44。 

 

 

ZJDX006 吴建永，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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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病中心主任医师，肾脏病中心副主任。浙江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电子版）常务编委，器官移植杂志编委编委。    

尤其在肾脏移植手术、术后管理、并发症处理和长期生存率提高等方面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致力于移植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研究45。 

 

ZJDX007 张萍，女。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主要参与者完成肾移植手术 300 余例46。  

 

 

ZJDX008 寿张飞，男。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长期从事肾脏病一体化治疗，特别是肾移植等临床和研究。主刀完成肾移植手术

800 余例次47。     

完成肾移植受者随访达 5000 余例次48。 

 

ZJDX009 蒋华，男。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肾移植
49
。  

 

ZJDX010 王慧萍，女。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临床病理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 肾脏病理、移植病理50  

 

 

ZJDX011 张晓辉，男。 

个人简介：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尤其擅长肾移植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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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DX012 俞军，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委

员。参与肝脏移植手术和围手术期临床管理52。  

 

ZJDX013 严盛，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任医师，浙江省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199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七年制临床医学系，获得外科硕士学位；2007 年于浙江大学

获得外科学科学博士学位。2001-2004 年留学德国汉诺威医学院，主攻腹部外科及器

官移植学，并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2007 年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主要研究胰

腺及胰岛移植；并作为中国-加拿大 Albert 合作项目访问学者，在加拿大 Edmonton

研习胰岛移植技术，同年在浙江大学建立胰岛分离实验室。  

主攻学科：器官移植。从事肝脏移植免疫耐受的诱导、移植免疫治疗、肝脏再生修复的基础研究；

同时从事临床胰岛移植治疗 1 型糖尿病的研究，建立人类胰岛分离实验室，应用于胰岛及其与肝、

肾的联合移植项目53。  

ZJDX014 徐骁，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务科科长、肝胆胰外科副

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全国委员、肝移植学组全国委员、浙江省医学会器

官移植学分会委员。2002 年 6月获浙江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  

先后赴香港大学外科学系玛丽医院和德国基尔大学外科分子肿瘤中心深造。  

研究方向：肝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主攻学科：肝移植54。  

ZJDX015 吴健，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任医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

科科室副主任。浙江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兼秘书。 

199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7年制临床医学系，2001 年获外科学博士，现为主任医师。

  

2002 年~2003 年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进修学习肝胆胰外科技术。  

主要专业特长和学科研究方向为肝脏移植55。  

ZJDX016 王伟林，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任医师、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副院长、肝胆胰外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胰腺小肠组副组长。 

于 1997 年 1 月至 1999 年 9 月期间二次赴香港大学外科学系从事肝胆胰外科的研

究。现在郑树森院士的领导下，从事肝脏移植和胰腺移植工作，已参与肝脏移植

500 余例。主攻学科：器官移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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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DX017 屠振华，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   

擅长：肝移植术前咨询、术后随访57。  

 

ZJDX018 张启逸，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治医师   

2013 赴美国排名第四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进修。  

擅长：肝移植58。  

 

ZJDX019 沈岩，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任医师  

1982-1987 年：就读于同济医科大学医学系，获学士学位。1990-1993 年：就读于浙

江医科大学外科学，获硕士学位。   

研究方向：肝胰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59。  

 

ZJDX020 蒋智军，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199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系，2007 年获外科学博士，现为副主任医师，浙江

省肝胆外科创新团队骨干。  

2009 年德国基尔大学访问学者。  

是肝脏移植手术团队的骨干力量60。  

 

ZJDX021 张珉，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 、肝胰移植科主任医师，浙江省移植分会委员。  

  

擅长肝移植61。  

 

 

ZJDX022 梁廷波，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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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副院长、教授、主任医师，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兼

秘书，浙江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等，并任《移植杂志》常务副主编。

   

截止目前共参与实施 500 例肝移植，6 例胰肾联合移植，18例肝肾联合移植，3 例活

体肝移植62。  

 

ZJDX023 章茫里，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8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获外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工作

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至今； 

2005 年 12 月获外科学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肝脏移植的研究和治疗。  

2003 年-2005 年德国基尔大学访问学者。  

多年来一直从事肝脏移植的研究和治疗。研究方向肝脏移植63。  

ZJDX024 耿磊，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3 年参加临床工作，2006 年获得浙江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师从肝胆胰外科及肝

移植领域著名专家郑树森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肝移植临床及基础免疫学研究。主攻学科：肝移植64。  

 

ZJDX025 蒋国平，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浙江省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1994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2003 年-2004 年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外科学系从事肿瘤免疫研究， 

2006 年-2008 年在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从事肝脏移植免疫

耐受研究。  

主要专业特长和学科方向为肝移植，擅长治疗：肝移植病人免疫排斥、移植物功能不良等各种并发

症65。  

 

ZJDX026 蒋建文，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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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1994 年，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1995 年-1998 年，第二军医大学普通外科学硕士研

究生。1998 年-2001 年，解放军 153 医院普通外科。2003 年-2006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

士研究生。2006 年-至今，浙大一院肝胆外科工作。2011 年-至今，副主任医师。   

主攻学科：肝移植66。  

 

ZJDX027 施邵华，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2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获学士学位，在江山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

4年，1996 至 1999 中山医科大学攻读外科学硕士学位、专业肝移植，2000 年至

2002 浙江大学攻读外科学博士学位、专业肝移植和肝胆胰外科。   

在郑树森院士领导的团队中，参与肝脏移植手术和围手术期临床管理67。  

 

ZJDX028 李启勇，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200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获硕士学位后留院工作，2003 年学成 ERCP后在郑树

森院士指导下开展 ERCP 工作及肝胆外科手术。  

2008 年至 2009 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日本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从事研究学

习 1年。特别擅长各种胆胰疑难杂症，如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主攻学科：肝移植
68
。  

ZJDX029 倪一鸣，男。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心脏病中心主任，心胸外科主任。卫生部多器官联合

移植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心肺移植组负责人。 

1983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获学士学位。 

两次至瑞士苏黎世大学心血管中心进行研究深造，并于 1996 年获瑞士苏黎世大学心血

管中心博士学位，并曾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心血管中心进修 1年。主持开展了心脏

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其中一例心脏移植患者至今已存活 8年，心肺联合移植 2 例，均创当时国内

存活时间最长纪录69。在器官移植领域，率领团队在全省最早成功开展心肺联合移植术、心肾联合移

植术等70。  

ZJDX030 马量，男，出生日期：1969 年 7月
71
。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主任医师 

1992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浙江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就职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心胸外科至今。2000 年获浙江大学医学院硕士学位。  

2003 年赴瑞士洛桑沃州洛桑大学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及其实验室深造，并获医学博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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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完成第一例心脏移植、心肺联合移植和心肾联合移植
72
。  

ZJDX031 赵海格，男。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199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其后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外科

工作至今。  

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9 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于 2009

年 6月在圣安东尼奥 Shock 国际学年会议上论文参展。2012 年被浙江省卫生厅选拔赴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医学院心血管外科访问学习 3 月。  

主攻学科：心脏移植73。  

ZJDX032 胡坚，男。 

个人简介：教授，主任医师。普胸外科病区主任，浙江省医学重点创新学科-肺移植

学科负责人 

率领团队成功实施了省内第一例肺移植手术。研究方向：肺移植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擅长肺移植74。  

 

ZJDX033 王永清，男。 

个人简介：普胸外科主任医师。心胸外科党支部书记、心脏病中心副主任。  

197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原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1999 年晋升为主任医

师。1990 年在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研修。研究方向：肺移植75。  

 

ZJDX034 余国伟，男。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1982 年浙江大学医学系毕业，88 年心胸外科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2 年赴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心血管外科工作。1995 年获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2000 年在全国首次心肺联合移植手术成功。1999 年成功完成省内第二例心脏移植76。  

 

ZJDX035 屠政良，男。  

个人简介：普胸外科主任医师  

1994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获学士学位，并于 2002 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获硕士学位，2011 年任主

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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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心脏移植、肺移植和 2 例心肺联合移植
77
。  

ZJDX036 叶芃，男。 

个人简介：普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1987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医学专业，从事普外科工作 5-10 年，从事胸外科

工作 23年。   

研究方向：肺移植78。  

 

ZJDX037 张翀，男。 

个人简介：普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200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一直从事胸外科的临床工作，积累了丰富

的临床经验。  

2011-2012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胸外科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 Barnes-

Jewish 医院胸外科进行临床学习。从事肺移植
79
。  

 

ZJDX038 韩伟，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医师  

曾在香港理工大学眼视光学院学习工作多年并获得浙江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

博士学位。  

擅长角膜移植等手术80。  

 

ZJDX039 沈晔，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医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 1984 年 8月毕业，2002 年 6月获浙江大学眼科学医学博士学位。擅

长角膜移植手术81。  

 

ZJDX040 陈大进：肾脏病中心肾移植主刀医生。博士学位，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浙大一

院党政综合办副主任、杭州市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82
。 

主持或主要参与国家级课题 3 项，省部级课题 3 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曾获 2014 年度美国

肾脏病年会杰出论文奖、2015 年度中华肾脏病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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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前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移植中心是国家级器官移植诊治和研究中心。该院称肾移植量全国第一，肝移植
中心规模大，实际移植量远超官方公布的数量。电话调查中也证实了移植量大，多个移植组，同时

供体来源不明，“练功的不让用了”（意中承认使用了修炼人的器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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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成都市外南国学巷 37 号 

 

 

医院概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是中国西南一所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据 2015 年 12月医院官网信息显示，医

院运行院区占地五百余亩，业务用房 60 余万平方米。院本部床位 4100 张，以诊治疑难危重疾病为

主；温江院区床位 200张83。 

 

 

一、该医院是卫生部移植工程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和卫生部肝胆胰研究室所在地，国家级器官移

植诊治和研究中心 
 

2002 年被批准为卫生部移植工程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84。 

 

肝胆胰外科有卫生部肝胆胰疾病研究室，为国家重点学科85。肝胆胰外科肝脏移植处于国内、国际前

列。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胰腺移植中心，开展了胰肾联合移植术。 

 

二、移植中心实际移植量 远超公布的数量 

 

1、单日移植量惊人 

 

肝移植中心曾经在同一天开展 7台肝移植，是全国单一工作日内开展多台肝移植手术的单位之一86。

2006 年华西医院肾移植中心护士在回答希望之声记者的调查录音中说，他们一天内做 6个肾移植手

术，肾源丰富87。 

 

2、每年肝肾移植量大 

 

根据肝移植中心的硬件设施、床位数量和该医院的高病床周转率综合估算，每年肝肾移植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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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原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肝脏移植中心依托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华西医院

普外科和卫生部肝胆胰研究室，是在华西医院肝移植协作组的基础上，结合各学科的人才、技术优

势而建立的跨学科、跨专业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医疗和研究机构。中心包括 72 张床位的

移植病区、移植免疫研究室及微循环和组织配型研究室88。 

 

 

 

图 1  华西医院网页快照 

 

中心拥有全套进口的设备及完备的肝脏移植手术设备五套，可同时完成五台肝脏移植手术89。 

 

 

图 2  华西医院网页快照 

 

该医院肾脏移植中心，是中国最早开展肾脏移植的单位之一，是四川省、成都市以及四川大学的重

点学科90。截止 2015 年，泌尿外科病房床位数是国内最多的91。 

 

一般情况下，肾移植手术前及后 2 周内由泌尿外科医生分管，术后 2周无外科并发症的情况下转由

肾脏内科医生治疗，拔除输尿管支架管后出院，患者通常需要住院 30天以上92。该院进行了第三综

合病房改进工作，缩短肾移植患者平均住院日。将肾移植术后内外科治疗时间分别缩短为 10 天，以

提高床位周转率93。 

如果按照 103张移植床位（肝移植床 72+肾移植床 31=103）张移植床位的保守估计的平均住院日 20

天，床位的周转率为 100%计算，一年的肝肾移植量可达 1879（103×365×100%/20=1879）例（计算

方法：床位数 X一年天数 X床位周转率/肝肾移植的平均住院日= =年完成肝肾移植量）。 

 

3、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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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官网早在 2004 年报导，肝移植中心组成的移植团队就具有相当规模。由肝移植专家严律南领衔

，率教授和主任医师 8人、副主任医师 16 人、博士后和博士 30余人
94
。 

 

肾脏移植中心现有教授和主任医师 3人，副教授和副主任医师 2人，主治医师 2 人，是博士学位授

予点和博士后流动站95。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团队。 

 

三、肾移植量全国第一 “肾移植每天都在做” 

 

1. 2017 年肾移植手术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的记录 

 

据 2018 年新浪网报，2017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移植手术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的记录96。 

2017 年华西医院肾移植全国第一： 

总数全国第一，年 481例； 

活体肾移植全国第一，年 280 例； 

血型不合肾移植全国第一，年 12 例； 

另外林涛教授腹腔镜微创取肾全国第一，已经累计完成一千多例。 

 

2.移植中心的官网篡改数据，肾移植数量严重缩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05 年 2 月发表的肾脏移植中心简介称：从 1978 年 9 月开展第一例肾脏移植至

今，已开展肾脏移植手术 4000 余例97。2014 年 9 月网页移植数量缩水成98：“已开展肾脏移植手术

2500 余例。从 2011 年起，该科每年完成肾移植数量超过了 200 例。” 

 

 

 

图 3  2005 年发表的肾移植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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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4 年发表的肾移植中心简介 

 

四、医院实际移植数量远超四川省器官捐献数量 

 

四川省从 2012 年到 2016 年 3 月底，通过红十字会系统实现的器官捐赠 150 多例，其中华西医院 63

例。“2012 年仅接受 2例，2013 年 10 例，今年（指 2016 年）1到 3月有 20 例”
99
。 

 

五、调查电话录音：移植量大，有多个移植组，用过炼功的供体 

 

1、肝肾移植量大，有多个移植组 

 

肾移植去年 500，每天都在做，供体来源不明，炼功的不让用了100 

调查对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_肾移植_病房护士 

调查时间：2016 年 3月 31 日（+86-2885422925） 

内容提要： 

1.做的很多，做的很多，我们肾移植，我们整个病房是肾移植。 

2.（肾移植）全国也是最多的地方。 
3. 我们每天都在做。 

(录音 1 下载：MP3, 文稿下载：附件 175)  

 

调查对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_肾移植科_病房值班护士101 

调查时间：2017 年 4月 6日（+86 28-85422925） 

内容提要：去年一年，肾移植做了三、四百例。现在科室分的很细的，我们这儿还有肝移  植、心

移植、脑移植跟肾移植。 

(录音 2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73) 

 

调查对象：四川华西医院_肝移植_值班医生
102
 

调查时间：2017 年 6月 6日（+86-18980601479） 

内容提要：肝移植现在做的多啊，为什么不多？今年做了多少，这我不能告诉你，去年的也不能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3.4.2016_03_31chuan_da_hua_xi_yi_yuan_shen_yi_zhi_ke_-28-85422925-shen_yi_zhi_wo_men_mei_nian_du_zuo_de_hen_duo_mei_tian_du_zai_zuo_-edited.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6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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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你。医院专门有找供体的人。所有人都不知道供体的情况。受体家属不能知道供体的任何情况。

同样供体家属也不能知道受体的任何情况。 

(录音 3 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74) 

 

调查对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_肝移植_文天夫教授 

调查时间：2017 年 6月 15 日（+86-18980601471） 

内容提要： 

1.肝移植、肾移植，华西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2.肾移植全国第一，质量、数量全国最好的。 

3.肝移植肾移植加起来，五百例左右吧。其中肝移植一年做一百多。肾移植做的多。  
4.医院有专门的一个排队系统，专门一个人管，我们是不参与那个的。 

5.另外一个供肝是捐献，那有国家卫计委有所谓的协调员。 

6.质量，数量都算是全国最好的，肾移植。 

7.尤其是活体肾，他们做不赢啊。 

8.供体主要都是外地医院来的。 

9.问：以前咱们用的那种什么死刑犯的、炼功人的那种就是移植以后就是健康，人都健康没有病

的，咱们现在还可以花，多花钱用那种吧？ 

答：早就没有用了，二零一五年一月份以后就不用了。 

(录音下载 4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5） 

 

调查对象：华西医院肾移植科病房护士103 

2017 年 12 月 15 日（+86-2885422925） 

内容提要 

1.肾移植我们每年都在递增啊！ 

2.我们每天做，移植数量是专门有人统计的，我不能随便给你说…… 

3.反正我们现在也有几百个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4.挂林涛、王莉的号，他们是主任。 

(录音 5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176） 

 

调查对象：华西医院肾移植科病房护士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7 日（+86-2885422925） 

内容提要：肾移植做很多，去年做 500 例以上。104 

(录音 6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华西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105 

调查时间：2019 年 4月 14 日 （+86-2885422925） 

内容提要：一年做几百个，做了十几年了。 

(录音 7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1） 

 

调查对像：华西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106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15日 （+86-028-85422925） 

内容提要：做肾移植的医师：林涛、王莉、范钰、黄中力，他们有移植组。 

(录音 8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25 ） 

 

2、疫情期间 移植手术照常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6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7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2/2017-06-1586-1898060147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2/2017-06-1586-1898060147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1.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1.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5.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1.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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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像：四川华西医院消化内科护士
107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20 日（+86-2885422386） 

内容提要： 

1.是肺炎定点医院，有发热患者，都在隔离病房。 

2.医院一直都正常开着，你要网上挂号。 

3.文天夫和杨家印还是肝移植主刀医生。 

(录音 9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5） 

 

3、外援 
调查对像：青海省人民医院肝移植科医生108 

调查时间：2020 年 6 月 7 日（+86-9718068852） 

内容提要：肝源都是从外地来的嘛，然后人家华西的专家一个医疗团队过来做的。 

(录音 10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86） 

 

 

 

 

 

六、责任人名单 

 

SCDX-HXYY001 严律南  

职务职称：普外科主任，肝脏移植中心主任，肝胆胰研究室主任。外科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个人简介：1967 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相继获四川大学（原华西医科大学）医学

硕士及博士学位。 1994 年开始进行全肝移植及半肝移植的动物实验研究以及肝切除

后肝再生的研究。1987 年自日本留学归来即从事肝脏外科、肝癌基因治疗的研究。

1999 年开始领导实施临床肝脏移植，迄今已 800 余例。自 2001 年至 2008 年 10月共开展活体肝移

植近 200例（其中成人间活体肝移植 180 余例），属国内大陆地区例数最多的单位109。 

SCDX-HXYY002 林涛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教授。英国器官移植会员。 

个人简介：1994 年任外科住院医师，2002 年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获外科学博

士学位并任泌尿外科主治医师。2007 年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副教授。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9月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MRC 器官移植中心及肾病移植科工

作学习。临床工作以肾脏移植为主攻方向
110
。 

 

SCDX-HXYY003 王莉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肾移植学组委员。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4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4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8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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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1993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2001 年获得博士学位。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领域的临

床医疗、科研及教学工作。多供体脐血输注诱导免疫低反应性治疗肾移植抗排斥反应111。  

 

SCDX-HXYY004 卢一平  

职务职称：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泌尿研究室副主任。 

个人简介：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会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透析

移植研究会委员，四川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

委员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编委，《肾脏病、透析及肾移植杂志》编委，《国外医学：器官移植分册》

编委，《国外医学：移植与血液透析分册》编委,《移植杂志》编委，《Current Opinion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 Chinese Edition》编委。 

1982 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医学系，获学士学位。1984 年 9月-1989 年 6 月在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院泌

尿外科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分获医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1991 年 10 月起历任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原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讲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1989 年 9月-

1991 年 9 月赴德国萨尔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任博士研究生及客座医生，获德国医学博士学位。长期

从事肾脏移植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112。 

 

 

SCDX-HXYY005 唐科仕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1965 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医疗系（现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毕业后

留校从医工作至今已 40 多年。先后任外科住院医师、泌尿外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讲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1996 年任主任医师（教授）。擅长：肾移植113  

SCDX-HXYY006 范天勇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个人简介：1992 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医学系。1997 年获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于 2002 年

2 月至 2003 年 2月赴香港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 临床特长包括临床肾移植等疑难病症的诊断

治疗。擅长肾脏移植手术和围手术期的处理。基础领域方面,长期从事移植免疫的科研114。  

 

SCDX-HXYY007 杨宇如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教授。 

个人简介：任第六届全国器官移植学会委员。“中华器官移植”等杂志编委。 1961 年毕业于四

川医学院。1992 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研修一年。从事肾脏移植的排斥监测和防治等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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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DX-HXYY008 王佳  

职务职称：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中华医学会四川省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1986 年毕业于四川泸州医学院医学系，1996 年获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96

至 1998 年在上海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从事泌尿外科临床、科研、教学 20

余年。2000 年至 2002 年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医学院再次完成博士后研究及临床进修学习。从事临床

亚专业方向包括临床肾移植。擅长临床肾脏移植116。 

SCDX-HXYY009 康焰  

职务职称：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重症医学科主任  

个人简介：1988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并留校工作。历任外科住院医师、外科及 ICU 主治医

师、ICU 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教授。2005 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 Barnes’s 医院麻醉与

重症医学科进修学习。器官移植围术期管理等危重症的临床治疗117。 

SCDX-HXYY010 李波  

职务职称：肝脏及血管外科主任、肝脏移植中心负责人。外科学教授，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学分会中青年委员。四川省医学会外科专委会委员及器官移植

学会委员 1982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86 及 1989

年在该校分别研究生毕业，获得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3-1990 年，在华西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住院医师及助教；1989-1993 年，在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

主治医师及讲师；1994-1997 年，在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副教授；1997 年在华西医科大学

被破格晋升为外科学教授。1993-1995 年，在比利时 Louvain（鲁汶）大学医学院作访问学者及博士

后研究。从事肝脏移植的临床及科研工作 20 多年118。 

SCDX-HXYY011 王文涛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肝胆外科及肝移植中心教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新疆医

科大学特聘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 兰州大学附属第一和第二医院外科客座教授。 

个人简介：四川省器官移植专委会委员。参与完成全肝移植临床 300 余例, 活体肝移

植 170 余例, 是国内完成此类手术最多的医生之一。擅长肝脏移植
119
。 

SCDX-HXYY012 文天夫  

职务职称：普外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个人简介：1985 年本科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并相继获华西医科大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留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现华西医院）工作至今。1996 年在索非亚医科大学进修肝

胆胰外科，2001 年赴香港大学玛丽医院研修肝胆外科和成人活体肝移植。参加及完成

肝脏移植手术 300 例，活体部分肝脏移植手术 100 例。 在肝脏移植领域，1998 年即在严律南老师

的指导下开始肝脏移植的临床前期工作，1999 年成功开展尸体肝移植。作为骨干，参加了肝脏移植

，特别是活体肝脏移植一系列技术的开展和创新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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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DX-HXYY013 徐明清  

职务职称：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肝脏外科、器官移植中心医疗组长、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器官移植课题一审专家、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胰腺小肠移植学组委员121

  

个人简介：1989 年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医疗系本科毕业、1995 年白求恩医科大学外

科学硕士毕业。2000 年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博士毕业、2000-2004 年重庆医科大学及四

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外科学双博士后，师承肝胆胰外科专家严律南教授。2015 年 1 月-4 月于美国

Oklahoma 大学器官移植中心/高级肝胆外科进修学习胰肾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技术以及肝硬化

肝癌切除技术。擅长肝胆胰外科、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临床工作及相关基础研究。主要开展肝移

植（含活体肝移植）、肝胰联合移植、糖尿病肾衰胰肾联合移植等腹部器官移植手术。参与完成

300 余例尸体肝移植及 120 余例活体肝移植手术。2006 年 4月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恶性胰岛细胞瘤

全肝转移肝移植122。 

 

SCDX-HXYY014 杨家印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教授。擅长肝胆外科及肝移植
123
。 

 

 

 

SCDX-HXYY015 魏永刚  

职务职称：华西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四川省免疫专委会临床移植免疫分会委员，四川省器官移植专委会青年

委员。主要从事肝移植临床及科研工作。自 2001 年开始参与肝脏移植，已参与完成

肝脏移植 200 余例124。 

 

SCDX-HXYY016 蒋利  

职务职称：肝移植中心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青年委员。主要从事肝胆胰外科和肝移植的

临床及科研工作。擅长肝移植125。 

 

SCDX-HXYY017 赵纪春  

职务职称：血管外科主任，血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个人简介：2002 年至 2003 年赴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医院研修血管外科临床和研究一年。连续完成肝移植肝动脉重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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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例
126
。连续完成原位肝移植肝动脉重建 500 余例，活体肝移植肝动脉重建 200多例无并发症

127
。擅

长肝移植肝动脉重建及其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 

 

SCDX-HXYY018 黄纪伟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讲师。专长肝移植128。  

 

SCDX-HXYY019 张鸣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专长：肝移植
129
。  

 

SCDX-HXYY020 马玉奎  

职务职称：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1994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并获医学学士学位，1994 年—1999 年为同一单

位硕博联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器官移植、肝胆胰疾病，在读期间接受过细胞培养、混合淋巴细胞反

应、免疫组化染色等训练，并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攻关项目“猪-人异种移植的基

础研究”子课题的研究工作，毕业论文“模拟猪-人异种移植免疫反应性动物模型的建立”参加了第

五届世界异种移植大会，其后续研究在该次大会上获奖。 

1999 年 7 月获医学博士学位，留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工作，参加血管外科、肝脏移植

的基础与临床工作，参加了国家临床药理基地 GCP 培训并考试合格。1999 年 10月晋升为主治医师

，2006 年 6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在 1999-2000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被评为优秀住院医师

。2003 年度获四川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奖。2004 被评为年四川大学优秀党员。2004－2006 年度获四

川大学优秀医务工作者奖。2009 年当选为四川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学组委员。2007 年 10 月－

2008 年 4 月受科室及医院委派，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血管外科。2008 年 9月－2009 年 8

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作为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医学院/Brigham & Women’s 

Hospital 血管外科实验室研修
130
。2006 年参研项目——成人间活体肝脏移植临床于实验研究获四川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SCDX-HXYY021 贾干斌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  

个人简介：1985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普外科临床医疗教

学科研工作131。 

 

SCDX-HXYY022 程南生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教授，副院长，大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胆道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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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1985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即留校附一院普外科工作。1988 年再次考入

华西医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90 年因优异成绩转入博士阶段培养，1993 年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

位，担任外科讲师和主治医生。1997 年晋升为外科副教授，并担任外科副主任工作。1998 年 12 月

至 1999 年 12月获得美国 ECFMG 资助赴美国研学 1年，回国后仍担任大外科副主任。参加院肝移植

工作，做了大量肝移植手术
132
。 

SCDX-HXYY023 陈哲宇  

职务职称：普外 2 科、肝移植中心副教授、医学博士。 

个人简介：先后在天津医科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4 年进入四川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

动站肝移植中心和肝胆胰外科进行肝胆胰外科和肝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并于 2006 年 6 月出站并

留在普外 2科和肝移植中心工作。擅长肝移植133。 

 

SCDX-HXYY024 胡伟明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5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从事肝、胆、胰及胃肠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率先在西南地

区开展了胰腺移植134。 

SCDX-HXYY025 田伯乐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曾先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院进修学习，特别是在美国学习

期间，从师于世界知名的肝胆胰外科专家、胰腺及胰岛移植专家、前世界器官移植协会主席、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移植外科主任 David E R Sutherland 教授。 曾多次赴美国波士顿、瑞士日内瓦

、荷兰阿姆斯特丹、加拿大温哥华、意大利威尼斯、日本东京等地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有多篇研

究论文被接纳为海报展示（Poster Presentation）。回国后从事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

成功实施了华西医院首例胰肾联合移植135。 

SCDX-HXYY026 麦刚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教授  

个人简介：1991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医学院 (原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医学英语班，临床医学专

业，获学士学位。2001 年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原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普外科博士学位。

2006 年回国后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胆胰外科副教授。前往日内瓦大学医院普外科作有关胰腺和胰

岛移植的博士后研究（四年）。对胰腺移植和胰岛移植有深入的研究136。 

SCDX-HXYY027 赵冀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  

个人简介：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主攻肝移植。熟练掌握肝脏移植、肾移植围手术期

管理等
137
。 

SCDX-HXYY028 吴言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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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普外一科教授  

个人简介：1957 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同年分配至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外科工作。从事普外及肝

胆胰外科专业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曾担任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外科主任，肝胆胰研究室主任，及

附二院院长等职务。1984 年曾赴美国休斯顿贝诺医学院参观学习。主要科研方向是器官移植及外科

代谢与营养，1979 年西南地区开展首例临床原位肝移植138。 

SCDX-HXYY029 伍晓汀  

职务职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临床营养支持中心主任，大外科副主任，博士

生导师。 

1982 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1982 年 12 月-1993 年 8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科工作。

1996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96 年 9月进入第二军医大学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黎

介寿院士指导下从事小肠移植和营养支持博士后研究。1998 年至今历任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西藏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1994 年 9

月-1995 年 9月国家教委公派赴瑞典皇家 Karolinska 医学院 Huddinge 大学医院外科和 Göteberg 大

学医学院 Sahlgrenska 大学医院外科留学。 主要从事器官移植及营养支持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在小肠移植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主要从事器官移植的临床与科研工作。器官移植及营养支持
139。 

SCDX-HXYY030 柯能文  

职务职称：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个人简介：2010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获外科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华西医院肝

胆胰外科从事临床工作。擅长器官移植的免疫耐受诱导140。 

SCDX-HXYY031 曾勇  

职务职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肝胆胰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 

个人简介：1983 年毕业于四川泸州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六年，任主治医师

。1989 年 9月考入原华西医科大学外科学就读研究生，成绩优秀转入硕博连读。1994

年 7 月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华西医大肝胆外科工作，历任

主治医师，副教授及教授，主任医师。期间 1996 年-2001 年任院长助理。2003 年 3月至 2004 年 3

月前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病院移植外科和肝胆外科分别研修活体肝移植和肝胆外科疾病。回国后帮

助我院顺利开展活体肝移植手术。2008 年任肝胆胰外科主任。开展的主要临床工作如下： 1.开展

活体肝移植的右半肝、左半肝、左外叶、保留第八段的右半肝及双供肝的移植手术 2.开展尸体肝移

植手术 3.完成了国内首例胰十二指肠切除加自体小肠移植高难度手术 。擅长于肝移植（活体，尸

肝移植）141。 

SCDX-HXYY032 刘伦旭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主任  

个人简介：1989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于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外

科工作。1992 年至 1997 年在华西医科大学医学院攻读胸心外科硕士、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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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2002 年遴选为硕士生导师，2006 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同年评为四川省

卫生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004 年及 2006 年 2次至澳大利亚学习微创技术及肺移植。在西南地区首

先独立开展肺移植手术，而且首例即开展了双肺移植
142
。 

SCDX-HXYY033 张尔永  

职务职称：教授，胸心血管外科主任， 

个人简介：四川省医学会胸心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心脏外科临床、教学、科研

工作 20 余年，对心脏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曾到德国学习。每年完

成的心脏手术量，手术难度及手术效果在西南地区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擅长心脏移植143。 

SCDX-HXYY034 邓应平  

职务职称：主任医师，眼科教授。 

个人简介：四川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眼科教研室副主任、支部书记。1984 年毕业

于四川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华西医院眼科工作144。  

 

 

SCDX-HXYY035 王琳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个人简介：1982 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1995 年曾赴美短期参观学习。擅长于角膜移植145。 

 

 

追查国际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55 号 

 

前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多器官移植中心。移植量大，2005 年一年就做了

2000 例器官移植。器官来源异常充足，移植等待时间超短。设有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持中心的特别

服务，并有二次手术优先选择供体，一周内再次手术，以活体器官为特色广告于互联网146。电话调

查提示一直有所谓的 “司法” 等不正常器官来源。2003～2008 年，曾是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长王

立军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活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合作单位之一
147
。该项目有证据证明试验对象涉嫌

用法轮功学员。  

 
一、医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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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是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建筑面积 26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2249 张。现有职工 3560 余

人，正副教授级专家 420 余人，设有国家重点学科 4 个，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7 个
148
。 

 

肝胆外科暨器官移植科室为医学博士和医学硕士学位授予点，现有医护人员 70名，其中教授 4 人，

副教授 8人，讲师 11人，助教 5 人。科室先后承担了卫生部行业基金 2项、国家自然基金 9项，教

育部博士点基金 3 项，40 余项省部级基金149。 

 

二、该院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多器官移植中心 

 
1992 年，刘永锋教授在普外一科基础上成立了器官移植科，先后开展了肾移植、肝脏移植、肝肾联

合移植以及胰肾联合移植等移植手术。目前已经由最初在普外基础上成立的器官移植科发展为中国

大型综合器官移植中心之一。2002 年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同时被沈阳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确定为沈阳市多器官移植技术研究中心，2003 年被辽宁省科技厅确定为辽宁省器官移植重点

实验室。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器官移植中心150 。 

 

1、2005 年一年就做了 2000 例器官移植 

 

该院被认为是《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中日器官移植患者协会主席铃木先生调

查发现的那家 2005 年一年就做了 2000 例器官移植的医院。 

 

《亚洲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Japanese flock to China for organ transplants》称：Last 

May, Suzuki visited a hospital in a "major city" (he declined to specify which city) 

and learned that 95% of its transplant patients had received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The hospital had conducted 2,000 organ transplants last year alone, Suzuki 

said151. 
 

 

（日本器官移植患者协会主席铃木先生的调查表明，一间中国医院去年，即 2005 年，一年就做了

2000 例移植手术） 

 

 
 

图 1  2006 年 4月《亚洲日报》文章快照 

 

铃木先生所说的医院，我们分析后，认为是指位于中国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东北

地区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也是在该地区率先开展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的医院。其“国际移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9461#_edn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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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成立于 2003 年，地点设立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

是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移植援助机构
152
。主要客户来自日本等，有日语网页，在互联网也购买了广告

。2006 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后，该医院被曝光，之后删除了网页。 

 

2、移植等待时间超短，并可以二次手术优先选择供体，一周内再次手术 

 

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持中心的特别服务：如器官临时发现异常，中心为患者重新选供体，一周内再

次手术。 

 

“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 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

月即可以寻求到 HLA 相匹配的供体。虽然供体者均是经过各种严格检查后选定的，但是如果在摘取

被选定供体者的脏器时发现脂肪肝等异常情况，受移植者开腹之前即取消此次手术，本中心将负责

为遇到上述情况的患者优先选择供体者，并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153  

 
 

图 2  2004 年 10 月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网页存档 

 

 

3、器官是活体 

 

互联网档案网站 2004 年 9月的档案显示： 

a) 器官质量好，活体移植： “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 

 

b) “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154

” 

需说明的是，大陆所说的“活体移植”与国外保证捐赠者安全的活体移植不同：国外活体肝移植是
部分肝移植，从供体（主要是亲属）身上取部分肝脏给受体，而中国医院是从活人身上切下全部肝

脏植给患者，而人只有一个肝脏，其实就是取肝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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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4 年 9月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网页存档 

 

 

4、为招揽生意，对日本患者提供周到特殊服务 

 

“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身体特征十分近似，为此本中心的多数患者将来自于日本。移植研究所内不

仅有数名医生及护士长留学日本，熟悉日本文化，而且大多数的护士都会讲日语，这为日本患者来

此接受治疗提供了方便。术后患者都将住进高干病房接受特别护理。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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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4 年 9月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介绍网页存档 

 

 

三、该医院器官来自中共政府 

 

2004 年 9 月国际移植 (中国) 网络支持中心介绍网站声称: “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

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156。”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157。 

 

 
 

图 5 2004 年 9月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介绍网页存档 

 

博士导师刘永峰教授是该中心脏器移植科主任。2004 年 10 月 23日的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名医一

览表》显示158：刘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移植中心学习肝移植及胰腺移植，掌握了器官切取、移植

及术后管理等技术。1992 年刘永锋教授建立了器官移植科，先后开展了肾移植、肝脏移植、肝肾联

合移植以及胰肾联合移植等。目前已经发展为国内大型综合器官移植中心之一，是东北地区规模最

大的多器官移植中心。刘永峰已培养了 20 余名博士和 30 余名硕士，并指导多家单位开展了肾脏移

植手术
159
。他因突出“成就”升任中医大附一医院副院长。 

据互联网备份信息160，该中心在 2004 年就有 2名教授、2 名付教授、4 个博士、7 个在读博士和 2个

硕士，有 16人有博士、硕士学历，其中有半数以上曾在国外学习或进修过，号称实力雄厚，是当时

国内唯一可以同时开展肾脏、肝脏、胰肾、肝肾等多器官移植的医院。以该中心的实力和市场推广

力度，在 2005 年做 2000 例是可信的。 

 

而目前该院报的公开移植量却是：截至 2012 年 10月，完成肾移植 800 余例、肝移植 200 余例，平

均每年 100 例
161
。从一年 2000 例篡改到网上公布的 100 例，减少了 20 倍。 

 

四、调查证实，该医院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采割和人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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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峰) 该院组建脏器移植实验室，先后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3项、卫生部项目 1 项、省市科委项目

10 余项，对器官保存、低温分子生物学、缺血再灌注损伤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论文 100 余篇。曾

获“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霍英东基金会全国高校首届青年教师奖、赛克勒中国

医师年度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奖励162。 

2003 至 2008 年，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任职辽宁锦州市公安局长期间，建立了以活体器官移

植实验为主要目的的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其合作方包括 7所国外大学和 17 所国内高校和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就在其中163。 

2006年9月19日，在中国光华科技基金的 “创新特别贡献奖” 颁奖典礼上，基金秘书长任晋阳在致

辞中说： “王立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死刑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

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在体和离体肝、肾脏组织再灌注处理后，经动物实验、离体

实验及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王立军也在接受颁奖时感慨：“

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164……” 

2012年5月25日，追查国际对涉入其中的锦州205军队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进行了电话取证，陈

本人在2006年12月前就完成肾移植632例165，他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并指证中国医科大医

院参与了人体实验： 

 

锦州解放军 205 医院原泌尿外科166 

 

调查对像：原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 

调查时间：2012 年 5月 25 日（86-13841666988） 

主任陈荣山承认移植供体来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并经过了法院。 

（录音 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43） 

下面是追查国际调查员以王立军专桉组的名义，对锦州解放军 205 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的部

分调查录音。 

调查员：王立军有一个注射药物后器官移植课题组，你们具体合作过吗？ 

陈荣山：合作的那当时还有中国医大啊，中国医大医院。 

调查员：你们这些移植供体里头有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这个事情有没有啊？ 

陈荣山：那都是经过法院的。 

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刘永峰的自述显示167：他参与了器官保存液的开发与研制，开发

了肾脏保存液，在此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他的腹腔器官快速联合切取技术减少了器官损伤及热缺

血时间，是国内应用最广的器官切取术。他先后承担了包括 4 项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在内的各类 “科

研” 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五、电话调查：涉嫌一直存在“司法”等非正常供体来源 

 

调查对象：肝胆外科办毛医师168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21 日（+86-24-83282651）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4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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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疫情这边吧，就是现在，只要有供体我们就可以做。 

 

2.刘永锋院长，年纪挺大的，也不仅他主刀啊！我们这有好几个老师都可以。 

 

3.我们现在主任是那个易德会主任，那要不然你就挂他的号让他给你说吧。 

 

4.问：一个星期能做到对吧？ 

答：那有点快吧那个，你可以咨询我们易主任吧，问他那边看怎么说？ 

 
5.一个肝移植大概 80万到 100 万左右吧。 

 

6.问：司法器官的这样的还有吗，监狱里面得那种…… 

答：没有，现在没有了，现在。 

 

7.问：现在没有？他说你们他去年做的还有啊！ 

答：对，现在基本上很难了，嗯很难了。 

 

8.问：炼法轮功的人他说比较好，这样的拿得到吗？ 

答：这这太难了！这太难太少了。现在尸体就监狱的很少。你这些问题吧，得问你问我们主任去

行吧？ 

问：那你意思说太少了，如果这个的话有的，是还少，比以前少一点了对吧？ 

答：那肯定的。对呀！你现在国家不允许的，肯定不允许的，那个东西呀，对. 

(录音 2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8） 

 

 

六、主要责任人： 

 

YKDX001 

刘永锋，男。出生日期：1952 年 8月。  

个人简介：外科教研室主任、普通外科教研室主任、肝胆外科主任、器官移植科主任

，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外科学会主任委

员、辽宁省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 

1992 年，刘永锋教授在普外一科基础上成立了器官移植科，先后开展了肾移植、肝

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以及胰肾联合移植等移植手术。目前已经由最初在普外基础上

成立的器官移植科发展为国内大型综合器官移植中心之一。2002 年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

究所，同时被沈阳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确定为沈阳市多器官移植技术研究中心，2003 年被辽宁省科技

厅确定为辽宁省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多器官移植中心169。先

后在日本医科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澳大利亚 Flinder 中心留学研修。 

刘永锋教授带领器官移植科已经成功完成了肾脏移植 700 余例。并指导多家医疗单位开展了肾脏移

植手术。1995 年开展肝脏移植手术，是东北地区首先开展该项技术的单位，现已完成 190 余例。

1999 年在东北地区率先开展胰肾联合移植手术，为国内完成数量最多的移植中心170。  

先后指导国内多家医院开展胰肾联合移植手术。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4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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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X002 梁健，男。 

个人简介：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教授，医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可完成肾移植、脏器切取，作为主要助手参与肝移植及胰肾联合移植手术。曾在日本熊本大学研修

，从事移植免疫方面的研究171。  

 

YKDX003 崔宏，男。  

个人简介：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讲师，医学博士 

曾在澳大利亚 Queensland 大学研修，现在美国 Emory 大学研修。参与肾移植、肝移植及胰肾联合移

植手术172。  

 

YKDX004 王凤山，男。出生日期：1963 年173。 

个人简介：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副教授，医学博士   

曾在日本熊本大学研修。参与肾移植、肝移植及胰肾联合移植手术174。 

 

YKDX005 宋少伟，男。出生日期：1968 年175。 

个人简介：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讲师，医学博士   

1986 年 9 月—1992 年 8 月 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 6年制英语医学班；1994 年 9月—1996 年 8月

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普外科硕士研究生；1997 年 9 月—2000 年 8月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普外科

博士研究生 

1998 年 6 月—1998 年 9 月 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普通外科进修学习；1998 年 9 月-1999 年 9 月荷

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2 年 5 月—2003 年 12月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外科研

究室博士后 

参与肾移植、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及器官切取176。 

 

YKDX006 李先亮，男。 

个人简介：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讲师，医学博士 

香港大学玛利移植中心研修 

参与肾移植、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及器官切取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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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X007 刘浩，男。 

个人简介：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讲师，医学博士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修。 

参与肾移植、肝移植及器官切取工作178。 

YKDX008 

张佳林，男。出生日期：1962 年。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1982.9-1987.7，中国医科大学（六十八期）临床医学学士学位。1987.9-1990.7，

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普通外科硕士学位。1991.9-1994.7，中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

，普通外科博士学位 。 

1998.3-2000.3，日本雄本大学第二外科，肝胆外科、器官移植高级访问学者。 2002.3-2004.2，美

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外科，器官移植博士后。  

重点从事器官移植基础与临床研究
179
。可完成肾移植、脏器切取，作为主要助手参与肝移植及胰肾

联合移植手术180。  

YKDX009 

吴刚，男。出生日期：1968 年 9月。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暨器官移植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移植学分会青年委员，辽宁省

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曾赴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进修活体肝移植。  

主要从事肝胆外科和器官移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181。参与肾移植、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手术及脏

器切取182。  

 

YKDX010 

刘树荣，女。出生日期：1962 年。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辽宁省器官移植学会第三届委员。  

1986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专业，获学士学位；2001 年获外科学硕士学位。主要

从事普通外科领域肝胆外科和器官移植的临床工作。183  

 

YKDX011 孟一曼，女。出生日期：19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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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8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学士及硕士学位；2005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外科专

业，获博士学位。2006 年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2006 年获得日本山梨大学博士

学 位。2003-2005 年曾赴日本山梨大学学习；2006 年曾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学习。

  

毕业以来，一直从事有关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肾脏移植的移植内科的临床工作。主要负责各种

器官移植的围手术期管理和术后长期随防184。  

 

YKDX012 

李桂臣，男。出生日期：1971 年 12月 10 日。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4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疗专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取中国医科大学外科学硕

士研究生，导师刘永锋教授，1997 年获硕士学位，留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

。2000 年考取中国医科大学外科学博士研究生，2003 年获博士学位学位。2005 年晋

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2005 年 11 月赴澳大利亚学习胰岛移植。 能够独立完成肾移植手术，185。参与肾移植、肝移植、胰肾

联合移植手术及脏器切取
186
。  

 

YKDX013 

何三光，男。  

个人简介：副院长，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辽宁器官

移植学会主任委员。  

日本浜松医科大学名誉博士。毕业后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外科工作 46年，主要从

事普通外科和器官移植工作187。  

YKDX014 

钟鑫平，男。出生日期：1971 年。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95 年大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1999-200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主要

研究方向为肝胆外科及器官移植
188
。 

YKDX015 

张玉海，男。出生日期：1969 年 11 月。 

个人简介：心脏外科副教授在心脏移植基础与临床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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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DX016 

张瑞君，男。出生日期：1965 年。 

个人简介：眼科教授开展角膜移植等手术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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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2180701/http://news.sina.com.cn/h/2010-08-

28/100020992810.shtml 
30
Study retraction reignites concern over China’s possible use of prisoner organs. By Dalmeet 

Singh ChawlaFeb. 6, 2017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7/02/study-retraction-reignites-concern-over-china-s-

possible-use-prisoner-organs  
31《健康搜搜》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 5 例肝移植手术 

http://www.jksoso.com/html/18CFE305.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57.png 
32
 厉害！浙大一院 48 小时完成 14 台大器官移植手术健康界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28142612/https://m.sohu.com/n/484036746/ 
33《中国反邪教协会章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612182003/http://pds.weidong.gov.cn/quwei/kexie/fxj.htm 
34
 树兰（杭州）医院获心脏移植、肺脏移植执业资格 

http://archive.is/b24Lu 
35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树森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02.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26063934/http://www.zy91.com/zjxq/802.jhtml 
36 不忘初心 , 用我最好的年华，最好的技术去挽救患者 浙江省医师协会会长 郑树森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209180024/https://www.zjysxh.org.cn/public/uploads/20210310/vd

rug3ovxqirg2avgrwt6phlwymmvb4m.pdf 
37 郑树森 何梁何利基金 

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1311 

http://archive.is/kGcS7 

http://archive.is/klldy
http://archive.is/b24Lu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zhyxzz.yiigle.com/CN112137200549/index.htm?tplReset=qikan#_blank
http://zhyxzz.yiigle.com/CN11213720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828142612/https:/m.sohu.com/n/484036746/
http://archive.is/b24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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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郑树森 何梁何利基金 

http://www.hlhl.org.cn/news/findnews/showsub.asp?id=1311 

http://archive.is/kGcS7 
39《人民网-湖北频道》2014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在武汉宣布成立” 

http://hb.people.com.cn/n/2014/1125/c194063-23001645.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317155851/http://hb.people.com.cn/n/2014/1125/c194063-

23001645.html 
40
《浙江医科大学》陈江华 

https://www.x-mol.com/university/faculty/70857 

https://archive.is/wip/EVYI8 
41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江华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673.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02142/http://www.zy91.com/zjxq/673.jhtml 
42
 《好大夫在线》黄洪锋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KpNRwE-9BS0a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117055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KpNRwE-

9BS0ak-.htm 
43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逸民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06.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29062435/http://www.zy91.com/zjxq/1206.jhtml 
44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苏娅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667.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93432/http://www.zy91.com/zjxq/667.jhtml 
45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建永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08.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4425/http://www.zy91.com/zjxq/1208.jhtml 
46 《医元网》张萍简介 

http://zhangping681.u.yynet.cn 

http://archive.is/YtVZw 
47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寿张飞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672.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18082137/http://www.zy91.com/zjxq/672.jhtml  
48 《好大夫在线》寿张飞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KpWM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30730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KpWMhoLSN

Zn1O5.htm  
49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蒋华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650.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93134/http://www.zy91.com/zjxq/1650.jhtml 
50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慧萍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05.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223113554/http://www.zy91.com/zjxq/1205.jhtml 
51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晓辉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669.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93436/http://www.zy91.com/zjxq/669.jhtml 
52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俞军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30.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85516/http://www.zy91.com/zjxq/1230.jhtml 
53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严盛简介 

http://hb.people.com.cn/#_blank
http://hb.people.com.cn/n/2014/1125/c194063-23001645.html
https://www.x-mol.com/university/faculty/70857
http://archive.is/YtVZw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18082137/http:/www.zy91.com/zjxq/672.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30730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KpWM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30730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KpWMhoLSNZn1O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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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y91.com/zjxq/807.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223113158/http://www.zy91.com/zjxq/807.jhtml 
54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骁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29.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85511/http://www.zy91.com/zjxq/1229.jhtml 
55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健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84.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4601/http://www.zy91.com/zjxq/1284.jhtml 
56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伟林简介 

http://www.zy91.com:80/zjxq/806.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515081154/http://www.zy91.com:80/zjxq/806.jhtml 
57
 《好大夫在线》屠振华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IjBG1799F-37hmI.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115552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IjBG1799F-

37hmI.htm 
58
 《好大夫在线》张启逸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RZRFj4KRHsGElip2tr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408493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RZRFj4KRHsG

Elip2trg.htm 
59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岩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04.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223115245/http://www.zy91.com/zjxq/804.jhtml 
60 《好大夫在线》蒋智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hp0lx2XzuGO4ty.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2409321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TWhp0lx2Xzu

GO4ty.htm 
61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珉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05.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5301/http://www.zy91.com/zjxq/805.jhtml 
62 《中国器官移植网》日期：2011-02-28 “梁廷波—教授，外科学博士”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show.aspx?id=5395&cid=275 

http://archive.is/PuOpV 
63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章茫里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874.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6064228/http://www.zy91.com/zjxq/1874.jhtml 
64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耿磊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865.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6064429/http://www.zy91.com/zjxq/1865.jhtml 
65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蒋国平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867.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6064044/http://www.zy91.com/zjxq/1867.jhtml 
66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蒋建文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868.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6064443/http://www.zy91.com/zjxq/1868.jhtml 
67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施邵华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870.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109080716/http://www.zy91.com/zjxq/1870.jhtml 
68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启勇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869.jhtml 

http://archive.is/PuO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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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6064519/http://www.zy91.com/zjxq/1869.jhtml 
69 《好大夫在线》倪一鸣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DRPJuD9XRfC4Kp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0118184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DRPJuD9XRfC

4Kpr.htm# 
70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倪一鸣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78.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02438/http://www.zy91.com/zjxq/878.jhtml 
71 《找医生》马量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65056/ 

https://archive.is/wip/P4Ljj 
72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马量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76.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94113/http://www.zy91.com/zjxq/876.jhtml 
73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赵海格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571.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4637/http://www.zy91.com/zjxq/1571.jhtml 
74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坚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42.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92813/http://www.zy91.com/zjxq/1242.jhtml 
75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永清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72.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94108/http://www.zy91.com/zjxq/872.jhtml 
76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余国伟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82.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02448/http://www.zy91.com/zjxq/882.jhtml 
77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屠政良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1243.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01202/http://www.zy91.com/zjxq/1243.jhtml 
78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叶芃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84.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02458/http://www.zy91.com/zjxq/884.jhtml 
79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翀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68.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5000522/http://www.zy91.com/zjxq/868.jhtml 
80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伟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25.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5326/http://www.zy91.com/zjxq/825.jhtml 
81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晔简介 

http://www.zy91.com/zjxq/816.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5306/http://www.zy91.com/zjxq/816.jhtml 
82 陈大进简介 

https://archive.is/eWwcF 
8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3219/http://www.wchscu.cn/department_xbzlk/dynamic.html  
84卫生部移植工程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  来源： 基地建设与管理科   /  更新日期： 2014-11-20  

http://kyy.scu.edu.cn/Document/ArticlePage?Id=%2021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2.png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6505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14235306/http:/www.zy91.com/zjxq/816.jhtml
https://archive.is/eWwcF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3219/http:/www.wchscu.cn/department_xbzlk/dynamic.html
http://kyy.scu.edu.cn/Document/ArticlePage?Id=%2021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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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好大夫在线》华西医院肝胆胰外科介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XCoLUn-brccTieBvzKOb/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3.png 
86
《生物学网》肝脏移植专家严律南 

http://gz.shengwuxuewang.cn /f/ h/b.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685.jp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685.jpg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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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2/126638.html  
8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cd120.com/htmlylfwganyizhizhongxin/518.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89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cd120.com/htmlylfwganyizhizhongxin/518.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90《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cd120.com/htmlylfwshenzangyizhizhongx/811.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1.png 
9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专业简介 发布时间: 2015-06-01 

http://www.cd120.com/htmlzkjswaikexingkeshimini/4997.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9.png 
9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三综合病房改进工作流程，缩短肾移植患者平均住院日  发布时间: 2013-06-28 

作者:谷波 谭其玲  

http://www.cd120.com/htmlnewsdongtaixinwen/62072.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05.png 
9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第三综合病房改进工作流程，缩短肾移植患者平均住院日  发布时间: 2013-06-28 

作者:谷波 谭其玲  

http://www.cd120.com/htmlnewsdongtaixinwen/62072.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05.png 
9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简介  发布时间: 2004-09-02  

http://www.cd120.com/htmlylfwganyizhizhongxin/518.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9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移植中心简介 

http://www.cd120.com/htmlylfwshenzangyizhizhongx/811.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1.png 
96 【媒体川大】四川新闻网：2017 年川大华西医院肾移植总数达 481 例 全国居首 2018 年 01 月 18 日 

http://news.sina.com.cn/o/2018-01-18/doc-ifyquixe3876808.s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3602/http://news.sina.com.cn/o/2018-01-18/doc-

ifyquixe3876808.shtml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O-XCoLUn-brccTieBvzKOb/jieshao.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3.pn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685.jpg
http://www.cd120.com/htmlylfwganyizhizhongxin/518.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http://www.cd120.com/htmlylfwganyizhizhongxin/518.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http://www.cd120.com/htmlylfwshenzangyizhizhongx/811.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1.png
http://www.cd120.com/htmlzkjswaikexingkeshimini/4997.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9.png
http://www.cd120.com/htmlnewsdongtaixinwen/62072.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05.png
http://www.cd120.com/htmlnewsdongtaixinwen/62072.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05.png
http://www.cd120.com/htmlylfwganyizhizhongxin/518.jhtml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1.png
http://news.sina.com.cn/o/2018-01-18/doc-ifyquixe3876808.s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3602/http:/news.sina.com.cn/o/2018-01-18/doc-ifyquixe3876808.s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3602/http:/news.sina.com.cn/o/2018-01-18/doc-ifyquixe38768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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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移植中心简介》  发布时间: 2005-02-22 

http://www.cd120.com/htmlylfwshenzangyizhizhongx/811.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25.png 
9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移植中心简介》 发布时间: 2014-09-13 

http://www.cd120.com/htmlzkjswaikexingkeshimini/66669.j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27.png 
99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2016-04-01 新闻《四川省首座器官捐献者陵园启动》 

http://news.chengdu.cn/2016/0401/1776951.shtml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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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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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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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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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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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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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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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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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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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严律南

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29.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042/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

29.jhtml 
110 《好大夫在线》林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Huwqr5q33q1fJ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4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Huwqr5q33

q1fJD.htm 
111《好大夫在线》王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wOpMEBi1InoY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wOpMEBi1I

noYl.htm 
11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卢一平大夫简介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091 

http://archive.is/0t4yU 
113
《好大夫在线》唐科仕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TImKSvlgzgq2c.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51724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TImKSvlgz

gq2c.htm# 
114
《中国器官移植网》日期：2011-02-24  范天勇--肾移植专家，教授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iChuanDaXueHuaXi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2/517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27/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iChuanDaXueHuaXi

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2/5175.htm 
115《好大夫在线》杨宇如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h23oBq7c5PLvm.htm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25.png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27.png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042/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29.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042/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29.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4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Huwqr5q33q1fJ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4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mHuwqr5q33q1fJD.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wOpMEBi1InoY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wOpMEBi1InoYl.htm
http://archive.is/0t4yU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51724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TImKSvlgzgq2c.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517243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TImKSvlgzgq2c.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27/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iChuanDaXueHuaXi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2/517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27/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SiChuanDaXueHuaXiYiYuanZhuanJiaTuanDui/2011-02/51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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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70243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h23oBq7c5

PLvm.htm 
116
《好大夫在线》王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Zoo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1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ZoozM21bX

lzuR.htm 
117
《好大夫在线》康焰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S0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24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S0RBIFkeS

a2ob.htm 
11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李波 

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34.j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049/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

34.jhtl 
119《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王文涛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4104 

http://archive.is/3ava9" 
120《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文天夫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348 

http://archive.is/Eg6H8" 
121《华西医院科技动态》我院多名专家当选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多个学组副组长（委员）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4112/http://www.wchscu.cn/public/department/LiverSurgery/d

ynamics/32436.html 
12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徐明清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5568 

http://archive.is/Lg0ID 
123《好大夫在线》杨家印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S0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909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S0YSdpUn-

8HdJ.htm 
12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魏永刚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8778 

http://archive.is/Whjvb 
12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蒋利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10952 

http://archive.is/novNd 
126《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赵纪春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090 

http://archive.is/FRGVl 
12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赵纪春

http://old.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keyiliaodanyuan/2011/0624/55038.html 
128《好大夫在线》黄纪伟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NKELBK5O5quGUbEY0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41319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NKELBK5O5qu

GUbEY0en.htm  
129《好大夫在线》张鸣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RDLDzuMswNNZanyuW8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RDLDzuMswNN

ZanyuW8l.htm 
130
《好大夫在线》马玉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YDn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70243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h23oBq7c5PLvm.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270243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h23oBq7c5PLvm.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1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Zoo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31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Zoo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24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S0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24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S0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049/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34.jht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5049/http:/www.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55034.jhtl
http://archive.is/3ava9
http://archive.is/Eg6H8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4112/http:/www.wchscu.cn/public/department/LiverSurgery/dynamics/32436.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13194112/http:/www.wchscu.cn/public/department/LiverSurgery/dynamics/32436.html
http://archive.is/Lg0ID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909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S0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909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S0YSdpUn-8HdJ.htm
http://archive.is/Whjvb
http://archive.is/novNd
http://archive.is/FRGVl
http://old.cd120.com/html/zjgl/ganzangjixueguanwaikeyiliaodanyuan/2011/0624/55038.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41319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NKELBK5O5quGUbEY0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41319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wNKELBK5O5quGUbEY0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RDLDzuMswNNZanyuW8l.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2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GRDLDzuMswNNZanyuW8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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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7444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YDnYSdpUn-

8HdJ.htm 
131
《好大夫在线》贾干斌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Dlj3KCctdxdD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442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Dlj3KCctd

xdDa.htm 
132
《好大夫在线》程南生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RKX3HVJ2rF-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0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RKX3HVJ2

rF-e.htm 
133
《医元网》陈哲宇简介 

http://chenzheyu.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04/http://chenzheyu.u.yynet.cn/intro.php 
134
《好大夫在线》胡伟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YH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327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YH5-

zTRBJvHg.htm 
13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田伯乐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338 

http://archive.is/UM54E 
136《好大夫在线》麦刚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KURwm0QBvLvytk8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4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KURwm0QBvLv

ytk8z.htm 
137
《好大夫在线》赵冀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Ni5uJs56FCrgR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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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gRH.htm 
138
《好大夫在线》吴言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C252Duj49Tp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22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C252Duj49

TpEn.htm 
139《好大夫在线》伍晓汀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azPH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62034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azPH5-

zTRBJvHg.htm 
140
《好大夫在线》柯能文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U0isV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1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U0isVkFGpE

HP0h6.htm  
14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曾勇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031 

http://archive.is/KihFD 
142《好大夫在线》刘伦旭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WD0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6081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WD0RBIFkeS

a2ob.htm 
143《好大夫在线》张尔永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ibc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3245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ibc5-

zTRBJvHg.htm 
14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邓应平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7444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YDn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7444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YDnYSdpUn-8HdJ.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442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Dlj3KCctdxdD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44256/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lDlj3KCctdxdDa.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0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RKX3HVJ2rF-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0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RKX3HVJ2rF-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4904/http:/chenzheyu.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327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YH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703274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MfYH5-zTRBJvHg.htm
http://archive.is/UM54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4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KURwm0QBvLvytk8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4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KURwm0QBvLvytk8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04350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Ni5uJs56FCrgR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104350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Ni5uJs56FCrgRH.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22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C252Duj49Tp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22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0C252Duj49TpEn.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62034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azPH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41620340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azPH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1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U0isV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2000313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U0isVkFGpEHP0h6.htm
http://archive.is/KihFD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6081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WD0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506081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WD0RBIFkeSa2o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3245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ibc5-zTRBJvH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923245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PgXibc5-zTRBJvH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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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225 

http://archive.is/WUV8u 
145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介绍 王琳 

http://www.cd120.com/cd120/doctor.jspx?code=0344 

http://archive.is/sWIpD 
146《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关于供体者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83012/http://zoukiishoku.com/cn/jueding/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03.png 
1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http://csn.mofcom.gov.cn/fwhy/display.php?e_id=5089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51.png 
148《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介 

https://www.guahao.com/hospital/introduction/47f4be3b-725b-420c-8e78-7862ab427848000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23213726/https://www.guahao.com/hospital/introduction/47f4be3b

-725b-420c-8e78-7862ab427848000 
149《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简介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23213533/https://www.haodf.com/faculty/DE4r08xQdKSLufYgYRBIFke

Sa2ob.htm 
150
刘永锋教授先进事迹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0f8bc234b35eefdc8d3332a.html 

https://archive.is/4wTUC 
151
David McNeill and Clifford Coonan, Japanese flock to China for organ transplants. Asia Times: 

Greater China, Apr 4, 2006. (Re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from Japan Focus)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HD04Ad01.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0.png 
152《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介绍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18075757/http://zoukiishoku.com/cn/china/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1.png 
153《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关于供体者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83012/http://zoukiishoku.com/cn/jueding/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03.png 
154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在线回答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05175057/http://www.zoukiishoku.com/cn/wenda/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3.png 
155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介绍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18075757/http://zoukiishoku.com/cn/china/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1.png 
156《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05175212/http://www.zoukiishoku.com/cn/shixiang/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5.png 
157《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05175212/http://www.zoukiishoku.com/cn/shixiang/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archive.is/WUV8u
http://archive.is/sWIpD
http://csn.mofcom.gov.cn/fwhy/display.php?e_id=50894
https://www.guahao.com/hospital/introduction/47f4be3b-725b-420c-8e78-7862ab427848000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05175057/http:/www.zoukiishoku.com/cn/wenda/index.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05175212/http:/www.zoukiishoku.com/cn/shixiang/index.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905175212/http:/www.zoukiishoku.com/cn/shixian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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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5.png 
158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7.png 
159 《百度文库》 刘永锋教授 
http://wenku.baidu.com/view/f0f8bc234b35eefdc8d3332a.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548.pn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548.png 
160
当前被删掉的中文备份网址：
http://web.archive.org/web/20050213\101222/www.zoukiishoku.com/cn/CHINA/index.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49.png 
161
《中国器官移植网》日期：2012-10-18   记者:朱勤“医大一院已完成 800 例肾移植手术”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hongGuoYiKeDaXueFuShuDiYiYiYuanKuaiXun/2012-10/6363.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50.pdf  
162刘永锋教授先进事迹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0f8bc234b35eefdc8d3332a.html 

https://archive.is/4wTUC 
1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http://csn.mofcom.gov.cn/fwhy/display.php?e_id=5089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551.png 
164 《光华龙腾网》2006 年 9 月 19 日，任晋阳秘书长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http://www.ddfchina.org/71/109-2008-07-07-03-11-47.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552.png 

http://www.upholdjustice.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325-552.png 
165《实用医药杂志》2009 年 26 卷 03 期 6-7 页（英文期刊名：PRACTICAL JOURNAL OF MEDICINE & PHARMACY

）“肾移植后并发症 13 例防治的回顾性分析”作者:陈荣山、高春芳、金向阳、王佳、张洋、苗环宇、纵

斌、纪小平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s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5530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9389_55302.pdf 
166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0  
167
《百度百科》刘永锋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362342/8812414.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WOIPFG Archived link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166.png 
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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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169刘永锋教授先进事迹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0f8bc234b35eefdc8d3332a.html 

https://archive.is/4wTUC 
170刘永锋教授先进事迹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0f8bc234b35eefdc8d3332a.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f0f8bc234b35eefdc8d3332a.html
http://csn.mofcom.gov.cn/fwhy/display.php?e_id=50894
http://www.ddfchina.org/71/109-2008-07-07-03-11-47.html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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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chive.is/4wTUC 
171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72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73《360 国际医疗网》王凤山简介 

https://www.360worldcare.com/physician-132261-592.html 

https://archive.is/wip/hH4HB 
174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75
《找医生》宋少伟介绍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abaout/96847/ 

https://archive.is/wip/PQWte 
176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77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78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79《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专家介绍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121193459/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180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81《好大夫在线》吴刚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aNiO1799F-37hmI.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92137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CaNiO1799F-

37hmI.htm 
182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83
《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专家介绍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121193459/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184
《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专家介绍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121193459/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185《中国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专家介绍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121193459/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186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  –  名医一览表   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23155134/http://zoukiishoku.com/cn/07/index.htm 
187《好大夫在线》何三光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fYVQGNoD0ioO33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503324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fYVQGNoD0io

O33P.htm#" 
188《好大夫在线》钟鑫平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VGolTozM21bXlzu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05033611/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VGolTozM21bX

lzuR.htm 

https://www.360worldcare.com/physician-132261-592.html
https://mysk.familydoctor.com.cn/abaout/96847/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http://www.transplantspace.com/company/index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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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专家—张玉海 

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99  

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708035211/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99 
190《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专家—张瑞君 

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7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7143210/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71 

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99
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7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07143210/http:/www.cmu1h.com/n222view.asp?D_id=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