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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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包含其中四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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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郑州市人民医院及责任人涉嫌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追查国际对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待调查，再次证实了，从 2000 年开始，中共一直从法轮功学

员身上活摘器官牟取暴利，涉案单位遍布中国大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所有军队、武警和

地方医院（医疗中心）的器官移植机构，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中小型医院和

专科医院也都涉嫌参与其中1。 

 

2018 年 11 月 06 日，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曲青山在接受追查国际调查员的电话调查中不

否认他们在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同一天，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苗书斋在追查国际

调查员的电话调查中更是直言不讳的承认他们的肝移植手术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该医院供体多，
等待时间短，快的仅需 2-3天，而且可以挑选。 

从上述调查录音可以判定，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不仅参与到了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中，并且这种罪恶至今仍在继续着。 

 

一、医院概况 

 

郑州人民医院地处郑州市中心，始建于 1912 年，目前隶属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南方医科大学

前身是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3），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是郑州市外宾定点就医医院、河南省博士后

研发基地。2010 年 4月挂牌成立的"郑州人民医院河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就设有肿瘤中心、心脏中

心、肝脏中心等。郑州人民医院还与中共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合作，建立了"肝脏外科

诊疗中心"4。根据追查国际对对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长白书忠的电话调查5，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对

法轮功学员下达杀戮令的情况下，中共军方的各类医院便成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力医院,其中

就包括与郑州人民医院合作的上海长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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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植中心概况 

 

郑州市人民医院是河南省唯一一家经中共卫生部批准同时拥有心脏、肝脏、肾脏、小肠、胰腺五项

移植资质的医院6。 

 

1、该医院称肾脏移植手术例数连续三年在国内位列第二。 

该院肾病器官移植科成立于 2002 年 6 月，设三个独立单元，分别为肾病病区、器官移植病区和血液

净化区。现为河南省特色专科、河南省重点（培育）学科、郑州市肾脏移植重点实验室；2006、

2007、2008 连续三年肾移植在国内位列第二7。 

2、单日移植量大，医生非常繁忙，显示该医院真实移植量巨大。 

2007 年 12 月 27 日，郑州市人民医院肾病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曲青山和他的团队在 21个小时内就完

成了 13台肾移植8。2010 年 4 月《华夏礼仪培训网》一篇文章中描述：“2007 年春节前后，肾病器

官移植中心的刑利医师由于连日劳累，晚上 2、3点做手术，一做就到次日上午，右眼患上了结膜炎

。每天晚上都有手术，只能靠着助手来帮忙擦拭”
 9
。 

 

 
 

图 1  华夏礼仪网网页快照 

 

3、肝脏外科每年可进行 20余例急诊肝移植。 

据 2011 年郑州市人民医院官网的公开数据显示，该院肝脏外科每年完成肝脏移植近百例，急诊肝脏

移植每年 20余例，均为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10。同时该院还进行了河南省首例小肠移植，并正积极

在研腹部器官簇移植。 

4、床位数量多，每年肝肾移植大。 

据 2011 年的网络公开数据显示，该医院肝胆外科是河南省优势学科、院重点发展科室，共开发床位

52 张11。据 2013 年的网络公开数据显示，肾病器官移植科开放床位 90 张12。 

5、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多位医生移植量大 

据 2013 年的网络公开数据显示，该院肾病器官移植科有医生 16人，护理人员 60 人13。肝脏外科在

职医护人员 40 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5 人，博士、硕士共 18人14。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团队。 

陈国勇:根据 2015 年的网站截图显示，郑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肝脏移植外科主任已完成大器官联

合切取 500 余例、肾脏移植 500 余例15、肝脏移植 300 余例，及数十例肝肾和胰肾联合移植16。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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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到日本及韩国作访问学者；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进修多器官联合移植及活体

肝脏移植；并曾受聘为解放军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17
。 

曲青山：肾病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据 2013 年的公开资料，由曲青山本人亲自主刀开展的异体肾移植

达 1000 余例，活体肾移植 150 余例，以及河南省首例肝-肾联合移植18。 

6、新器官移植大楼即将投入使用 

郑州市人民医院有专门的为移植病人服务的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大楼19。2022 年 12 月，据消息人士称

，郑州人民医院新器官移植大楼即将要投入使用20。 

 

三、供体多，等待时间短，快的仅需 2~3天，而且可以挑选挑选年轻的好的 

1.器官供体可挑选年轻的好的 

调查对象：陈勇峰 郑州人民医院医生 

调查时间：2015 年 6 月 26 日 

 

调查结果提要： 

我们医院做肝移植，是我们河南做得最好的。我们今天还做了几台，二台肝移植；“供体是我们本地

的。质量都没有问题；如果你们想做，时间充裕，我们可以挑一个好的、年轻一点儿的肝脏。我们

供体多现在还可以挑选年轻的好的，以后就不好说了。” 

（录音 1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6）21 

 

2.等待时间短 

 

调查对像：郑州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值班医生 
调查时间：2015 年 6月 25 日（8637163933151） 

调查结果提要：肝胆外科值班医生说：“等供体等待时间一般快的 3-2 天，慢的 10来天，费用约

50 万，我们的供体很多，”针对等待供体时间为何快，供体那里来的问题，医生回答：“这个东西

… 嗯…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不要问，不要问这些东西。每天可以来，直接到我们病房吧，一般

每天确定的一两台。” 

（录音 2下载：MP3，文稿下载：pdf7）
22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肝移植科医生陈建斌 

调查时间：2015 年 9月 25 日， 

调查结果提要：接受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明确回答肝移植的等待时间 2-3 天就可以，最多十天半

月就可以做肝移植。 

（此录音 3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11）23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肝移植科医办医生24 

调查时间：2019 年 2月 26 日  

调查结果提要：电话调查中更是明确表示：（肝移植）一个月内应该能等到。 

(录音 4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08） 

 

调查对像：郑州人民肾移植科病房护士25 

调查时间：2019 年 4月 17 日 

https://archive.vn/o/ye5wg/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7497601849773317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6.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2-4-2015_09_25zheng_zhou_shi_gan_yi_zhi_chen_jian_bin_-kuai_3-2tian_-2-k.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2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08.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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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提要：在回答追查国际调查员的询问时回答说：一年二百多例，有的来了几天就做了，还

有等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的都有。 

(录音 5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3） 

 

3、该院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且还在用 

调查对像：苗书斋，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
26
 

调查时间：2018 年 11月 06 日（13938277351） 

调查结果提要： 

苗书斋：（安排肝移植手术），“一般一、二个星期到一个月都有”； 

调查员﹕还有就是你们现在供体啊，你们供体就是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供体，对不对?  
苗书斋﹕对对对啊。 

(录音 6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3） 

（追查国际调查取证中共活摘器官现场录像（四）
27
） 

 

调查对像：曲青山，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不否认还在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调查时间：
2018 年 11 月 06 日（13703717386） 

调查结果提要： 

调查员：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个供体啊，你们现在用的供体，还是这个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这个

供体对不对？ 

曲青山：啊，都是，都是正常的。 

(录音 7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12）  

 

三、调查录音显示该院移植量大，床位周转率高，还有加床位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肝脏外科医生王冰 

调查时间：2015 年 6月 28 日，（+86-15038199893） 

调查结果提要：接受追查国际调查员的电话调查时说：二天就等到肝供体；过去做的好的时候，移

植数量全国排名第二；这几年，做的数量在全国也排前 5 名。这星期有 2台，上星期有 3 台；都知

道我们做得好，供体方面一直没有松懈过。全国都有关系，有硬关系；我们医院每年都做得挺多的

。我们医院说实话，全国排名可不咋的，但是我们的器官移植做得是杠杠的！很有实力。 

（此录音 8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7）28 

 

调查对像：河南郑州市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 

调查时间：2017 年 10月 18日（+86 + 37167077512） 

调查结果提要：接受调查时表示：床位有 60 张，己住了 67 个病人，全部都是移植病人。如果有供

体，一天能做好几例。（调查时间：2017-10-18）……29 

|(录音 9 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移植科医办 

调查时间：调查时间：2017 年 10 月 23 日（+86+371670773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6-2018-11-0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2/108500_154574010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5-2018-11-0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0/108500/108500_5-2018-11-0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1-7..-zheng_ju_xu_hao_64-2015_06_28__zheng_zhou_shi_ren_min_yi_yuan_gan_dan_wai_ke_wang_bing_gan_yi_zhi_zuo_de_duo_zhi_liang_hen_hao_-pub.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1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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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提要：肾移植医生李某对追查国际的调查员说：一年一般就是两百多、三百左右。供体费

用，现在基本上就十五、六万。……30 

(录音 10 播放及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移植科护办护士 

调查时间：2018 年 1 月 11 日（+8637167077512） 

调查结果提要：护士，接受追查国际电话调查时回答：2017 年肾做了不到 200 例，不如以前做得多
。肝肾在一个病区，床位 70 多张，连加床有 100 张； 

调查员问：每个月都做得挺满满当当的？对方答：对、对。（调查时间：2018-01-11）……31 

(录音 11 播放及下载 MP3  ，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护士 

调查时间：2018 年 4 月 10 日（+8637167077512） 

调查结果提要：护士，接受追查国际电话调查时说：去年肾移植超过 200 例，肝移植应该是有六七

十台。我们肝移植的病房少，肾移植病房多。所以说床位比较紧张。我们全科移植术后这边是七十

多张床。（调查时间：2018-04-10）……32 

(录音 12 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移植门诊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1 月 11 号 

调查结果提要：医生对追查国际的调查员说：去年肾做了 167 例，肝做了 35 例，肝肾加在一起有

200 多；我们这儿前年做最多，做了二百多；床位还很紧只能住走廊，床位 200 多，还少吗？ 50 张

床，住进 70～80 病人。总脑死亡中心，由河南省红十字会和河南省卫生厅联合管；供体多少，这个

主要还是在医院，各个医院自己操作的。（调查时间：2018-01-11）……33 

(录音 13 播放及下载 MP3  ，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郑州市人民医院肾移植门诊护士34 

调查时间：2019 年 3 月 4 日 

调查结果提要：对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员说：肾移植最近做的比较多。病人周转比较快，暂时没床

位，你来可能是加床。 

我们一年做 200 例左右。 

(录音 14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11） 

 

四、责任人名单 

 

ZZRM001 曲青山，男。  

个人简介：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血液凈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

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1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17.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7.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8.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4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11.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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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刀开展异体肾移植 1000 余例，主刀活体肾移植 150 余例。三年来已成功开展肝移植 10 余例
35
。 

  

ZZRM002 陈国勇，男，出生日期：1971 年 9月 9 日
36
。  

个人简介：郑州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肝脏移植、肝胆胰腺外科主任，硕士。

《器官移植》杂志编委会通讯编委，河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南方医科大学

副教授，并曾受聘于解放军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任副主任
37
。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并于 2010 年、2012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及韩国峨山医学中心作为访问学者进行

活体肝脏移植及肝胆胰脾疾病的学术研究和手术演示38。  
熟练完成大器官联合切取 500 余例、500 余例肾脏移植、100余例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

合移植各 10例
39
。 

 

ZZRM003 邢利，女，出生日期：1970 年 11 月 12 日
40
。  

个人简介：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41。 

 

 

 

 

ZZRM004 苗书斋，男。  

个人简介：肾脏移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河南省首例亲

属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工作于同种异体肾移植、亲属活体肾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指导患者
合理应用免疫抑制剂，并处理术后各种并发症42。 

 

ZZRM005 蒋欣，男。  

个人简介：肾脏移植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和

肝-肾联合移植43。 

 

ZZRM006 王凯，男。 

个人简介：肾脏移植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和

肝-肾联合移植。   

近年来参与完成肾移植手术 500 余例，近 5 年主刀完成肾移植手术 300 余台，主刀肝肾联合切取手

术 100 台以上44。 

 

ZZRM007 张彦选，男，出生日期：1971 年 12月 17日
45
。 

个人简介：肾病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现任河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河南

省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分会委员。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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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从事器官移植的临床和科研研究，同种异体肾移植、亲属活体肾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

合移植，指导患者合理应用免疫抑制剂，处理术后各种并发症
46
。 

 

 

ZZRM008 杨磊，女，出生日期：1969 年 11 月 1 日47。  

个人简介：肾脏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河南省首例亲

属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参与肾移植术后患者的管理48。 

 

 
 

ZZRM009 沈蓓莉，女。  

个人简介：肾脏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活

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对尿毒症患者开展肾移植等一体化治疗，参与肾移植患者围手术期管理，对肾移植术后

并发症的治疗49。 

 

 

ZZRM010 王谆，男。  

个人简介：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2004 年郑州地区率先开展肝移植手术50。 

 

 
ZZRM011 陈永峰，男。  

个人简介：肝胆外科医师，先调往河南省人民医院肝移植病区医师51。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和

肝-肾联合移植。   

完成大器官联合切取 300 余例，参与肝脏移植手术 200 余例52。 

 

ZZRM012 蒋进发，男。  

个人简介：肝脏外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河南省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

和肝-肾联合移植。   

从事肝移植等疾病的诊治53。 

 

ZZRM013 杨再珍，男。  

个人简介：主任医师，心脏中心主任，大外科副主任兼心脏外科主任。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从事于心脏移植技术的研究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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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RM014 张向辉，男。  

个人简介：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务秘书。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55。 

 

 

ZZRM015 王艳青，女，出生日期：1969 年 6月 19 日。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

属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角膜移植的诊断和治疗56。 

 

 

 

ZZRM016 刘平，男。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南方医科大学兼职教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活体肾移植和

肝-肾联合移植。   

领导开展了板层角膜移植术、全层角膜移植术、准分子激光治疗性角膜切削术（PDK）、羊膜移植应

用于眼表疾病的治疗等一系列高精尖的手术，年手术量 200 余例57。 

 

ZZRM017 王新，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医师，新乡医学院硕士生导师，南方医科大学兼职教授。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从事角膜移植等手术58。 

 

ZZRM018 王克学，男，出生日期：1972 年 3 月 20 日。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心外科副主任。  

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一直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肝移植工作。开展了我省首例亲属活

体肾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   

从事于心脏移植
59
。 

 

ZZRM019 孙建军，男，出生日期：1972 年 8 月 31 日
60
。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移植免疫学会河南分会委员。 

  

主刀及参与完成 200 余例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手术61。 

 

 

 

ZZRM020 谢占涛，男。  

个人简介：肝脏移植、肝胆胰腺外科、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曾在韩国峨山医学中心培训活体肝移植技术并获结业证书。  

参与 400余例肝脏移植手术以及术后治疗。参与完成小肠移植 2例、肝肾联合移植 10 余例、胰肾联

合移植 4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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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RM021 魏思东，男，出生日期：1968 年 12 月 2 日
63
。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 

从事肝胆胰腺外科临床与科研工作二十多年。  

2012 年在韩国 Asan 医学中心进行肝移植专业培训。  

精于肝移植等手术，参加临床肝移植 200 余例，参加了河南省首例小肠移植及肝肾联

合移植术64。 

 

ZZRM022 徐化恩，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专业：肝胆胰腺外科肝移植，毕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   

擅长肝移植相关诊疗技术，参与完成多例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及小肠移植手术
65

。 

 

ZZRM023 陈建斌，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参与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手术 100 余例，参与活体肝脏移植手术多例66。 

 

ZZRM024 汤高枫，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曾在韩国峨山医学中心培训活体肝移植技术并获结业证书。  

参与 100 余例肝脏移植手术以及术后治疗
67
。 

 

ZZRM025 赵会博，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治疗参与完成肝移植手术 150 余例，包括河南省首例活体肝移植术和全国首例成人跨血型活体肝移

植术，肝移植手术围手术期的管理68。 

 

ZZRM026 王维伟，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访问学者。  

从事于肝脏移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69。 

 

ZZRM027 袁振华，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毕业于山东大学，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接受肝胆外科专业培训两年，于郑州人民医院从事肝移植临床

工作 5年余。   

参与百余例肝移植手术及术后管理工作70。  

 

ZZRM028 牛标，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肝胆外科。   

曾参与近 150例肝移植手术及术后管理工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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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RM029 王冰，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毕业于中山大学，师从中山大学器官移植中心陈规划教授。   

参与完成 300余例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手术72。 

 

ZZRM030 刘广波，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病区主治医师。  

2012 年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肝胆外科专业，从事肝胆胰腺外科及肝移植临床工

作和相关研究。   

参加肝移植手术 100 余例73。   
 

 

 

追查国际对郑州大学附属第一附属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建设东路 1号 

电话： +86-371-66913114 

 

前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河南多家器官移植医院的领军医院，肝肾移植量多年位于全

国前列。经常半夜来供肝，器官来源不明。儿童肾移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曾同日完成三台急

诊肺移植。2018 年和上海仁济医院联手，建立河南器官移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结合中共活摘法轮

学员器官的国家犯罪的大背景，郑州大学附属第一附属医院医院是严重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群

体灭绝犯摘的重点单位。 

 

一、医院概况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大一附院）2012 年成为省部共建医院，为三甲大型综合医院，也是全国

规模最大的医院。临床科室 95 个，病区 239 个，有病床近万张。全院有在职职工 12,409 人，医疗
卫生技术人员 11,168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523 人，副高级职称 899 人，中级职称 4733 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人员 1647 人、硕士 2727 人；有院士 1 人、特聘院士 22人
74
。 

 

二、器官移植中心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优势重点科室，移植中心主任张水军升任医院党委副书记。移植中心的肝肾移

植数量居国内医院前列，其中小儿肾移植例数连续四年居国内医院第一位。郑大一附院也是河南省

器官移植中心75。 郑大一附院 2017 年肝移植位居全国医院第三位，肾移植位居全国医院第四位，儿

童肾移植，更是连续 4年位居全国第一76。 

1、 肾移植科   

科室包括专科门诊，住院部，附有配型实验室、血液透析中心。肾移植数量在河南省多年蝉联第一

，2015 年完成肾移植 230 例，肾移植数量为全国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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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现有移植医师、护士、检验及器官捐献协调员组成的 40余人的团队，其中医师 7 人，教授 2名

，副教授 2名，研究生导师 2 名。科室开放病床 47张，监护病床 10张
77
。 

 

郑大一附院儿童肾移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21 年，郑大一附院肾移植中心，中心完成儿童肾

移植手术 109例，成为单年完成超百例肾移植手术的儿童肾移植中心78。 

 

2、肝移植外科是河南省肝移植中心 

 

肝移植外科是河南省肝移植中心。肝胆胰与肝移植外科实际开展床位 450 余张，有教授 18 人、副教

授 10 人，主治医师 30余人，均具有博士及硕士学位79。 
 

3、同日完成多台大器官移植手术多次发生 

 

据 2014 年 3月 27 日《大河健康报》，该院肝移植中心同一天成功地为 2名肝硬化和 2名肝癌患者

做了 4 台肝移植手术80。 

 

据河南日报 2019 年报导：3月 26 日～27日，郑大一附院河医院区共完成 13 例器官移植术，其中肾

移植 8 例，肝移植 3例，肺移植 2例81。 

 

4. 移植等待时间超短，急诊移植 

 
该院官方网站报道，2020 年，3月 4日，胸外科赵高峰教授主刀，麻醉科王勇教授团队、ECMO 李军

教授团队及手术室器官移植团队，完成该院的第四例急诊抢救性肺移植手术。患者入院时间 2020年

2 月 29 日，在山东青岛找到匹配的供肺，于 2020 年 3月 4日凌晨 5时，切取供体82。也就是在此之

前，该院已经完成了 3例急诊肺移植。 

 

该院官方网站报道，2020 年 4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 24 小时内完成了三例急诊肺移植手术83

。 

 

三、建立河南器官移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2018 年 3 月 22 日，华中器官移植分中心在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挂牌成立。该中心由郑大一附院和

上海仁济医院两家医院联合共建。 

 

河南是人口大省（有充裕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但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而上海仁济医院在器官

移植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但缺少器官供体和受体）。作为河南省器官移植的领军医院，郑大一

附院在肝肾移植、手术量方面也多年位于全国前列，两家医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正有力推进河

南省器官移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84。 

 

四、电话调查 

 

提要：肝移植上千、经常半夜来肝连夜做、加钱就能做、活摘、供体 40 岁左右、疫情期间移植不停

。 

调查录音 1. 

调查对象： 李功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5 年 3月 19 日（电话：863716686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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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病人晚上来这里，我们连夜做肝移植手术。这在这里很常见。” 

2015 年 3 月 19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外科医生李功权医生在电话中告诉追查国际调查

员，“一周内就可以完成。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和他做器官配型……” 

(录音 1下载：MP3; 文稿下载：pdf8)85 

 

调查录音 2. 

调查对象：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医务室刘一凡医生86 

调查时间：2016 年 12月 16日（+86-37167967127 ） 

内容提要： 
“我们在 11 月做了 16 例 [肝移植]，在 [12 月] 做了 6 例。” 

“今年，从 2016 年 1月 1日至今，我们做了 139 例。” 

(录音 2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46) 

 

调查录音 3.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袁柏医生87 

调查时间：2017 年 3月 3日  

内容提要： 

等供体我们这边还好，比“北上广”好点儿。运气好当天都有做的；你可能来了加钱就能 

做。供体有国家专门机构给我们，谁也不知道啥时候有。 

问：现在多花点钱可以找监狱那种供体吗？ 

答：没有了，国家全部禁止了不给用了。挺有意思的啊！ 

(录音 3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1.1) 

 

调查录音 4. 

调查对象：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值班医生88 
调查时间：2017 年 5月 9日（+86-37166862191 ） 

内容提要： 

“我们去年做了 300 多例肾移植。” 

“今年我们已经做了 100 多个案例。” 

(录音 4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48) 

 

调查录音 5. 

调查对象：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值班医生
89
 

调查时间：2017 年 6月 28 日（+86-37166862192）  

内容提要： 

“我们医院的肾源比其他医院要丰富。”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应该做了 200 到 300 例[肾移植]。” 

“去年我们做了 300 多例[肾移植]。”   

(录音 5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49) 

 

调查录音 6.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_孙冉大夫
90
 

调查时间：2017 年 7月 31 日（+86-15890608008） 

内容提要：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8.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8.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6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2017-03-03-%E9%83%91%E5%B7%9E%E5%A4%A7%E5%AD%A6%E7%AC%AC%E4%B8%80%E9%99%84%E5%B1%9E%E5%8C%BB%E9%99%A2%E8%82%9D%E7%A7%BB%E6%A4%8D%E7%A7%91%E5%8C%BB%E7%94%9F%E5%8A%9E%E5%85%AC%E5%AE%A4%E8%A2%81%E6%9F%8F%E5%8C%BB%E7%94%9F0371-6796712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17-03-03-%E9%83%91%E5%B7%9E%E5%A4%A7%E5%AD%A6%E7%AC%AC%E4%B8%80%E9%99%84%E5%B1%9E%E5%8C%BB%E9%99%A2%E8%82%9D%E7%A7%BB%E6%A4%8D%E7%A7%91%E5%8C%BB%E7%94%9F%E5%8A%9E%E5%85%AC%E5%AE%A4%E8%A2%81%E6%9F%8F%E5%8C%BB%E7%94%9F0371-6796712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6.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8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3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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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肝移植做了近百例。好配的血型，可能几天就能做的上。器官来源我不太清楚，有重症 ICU

患者捐献的。 

(录音 6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57) 

 

调查录音 7. 

调查对象：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科医生
91
 

调查时间：2017 年 10月 30日（+86-37166279137） 

内容提要： 

1.今年做了都马上就突破两百例了，上周六好像又做了一台，是第一百九十例。 

2.有从深圳、广东那边过来的，说这边的肝源比较多，可能就是肝源比较多，这边肝多，等的时间
会快。 

3.我们医院只要申请到了这个肝，就是半夜也做。大部分手术都是半夜在做的，因为半夜时候肝来

了。你如果只白天上班时间去做，哪能做的了这么多例手术？我们这边教授就是有肝就做！ 

4.去年在正东心区新开了一家医院，估计下个月东区那边也能开展这个肝移植手术了。 

教授两边做，都是两边跑。 

5.老区走廊里、楼梯间全是加床，病患太多了，住不下！反正现在一个病区基本上连加床都能收到

一百多号人。 

6.张嘉凯跟那个郭文治他们俩，他们俩就搞肝移植的。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调查录音 8. 

调查对象：肝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1月 28 日 

内容提要： 

去年做了 310多，今年己做了 14 例。郭文治主任在做。 

(录音 10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92 

 

调查录音 9. 

调查对象：肝移植杨翰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4月 25 日（+86-37166279137） 

内容提要： 

今年已经做 90 多例了，做肝移植要等一个多月；肝供体，以前是死刑犯；现在脑死亡，就是说他的

心跳不停跳，他的器官始终处在一个灌注的状态。93 

(录音 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调查录音 10. 

调查对象：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病房护士 

调查时间：2018 年 5月 3日（+86-37166862191） 

内容提要： 

肾移植去年做了近 400台。今晩有 4台肾移植手术。94 

(录音 9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调查录音 11.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杨翰医生95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2日（+86-37166279137 ）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5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5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7.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mp3/2022/11/50-2018_01_28-%E9%83%91%E5%B7%9E%E5%A4%A7%E5%AD%A6%E7%AC%AC%E4%B8%80%E9%99%84%E5%B1%9E%E5%8C%BB%E9%99%A2%E8%82%9D%E7%A7%BB%E6%A4%8D%E5%8C%BB%E7%94%9F%E5%8A%9E%E5%85%AC%E5%AE%A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50-2018_01_28-%E9%83%91%E5%B7%9E%E5%A4%A7%E5%AD%A6%E7%AC%AC%E4%B8%80%E9%99%84%E5%B1%9E%E5%8C%BB%E9%99%A2%E8%82%9D%E7%A7%BB%E6%A4%8D%E5%8C%BB%E7%94%9F%E5%8A%9E%E5%85%AC%E5%AE%A4.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2.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4.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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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去年 200多例，今年已经 110 例。A型不太好等。估计得个两周到一个月。 

上海好多主任他们的患者，因为等不到肝脏，我们也有合作。他们都把肝脏，他们都把病人带到上

、带到河南来做。移植量全国排名：第一是仁济，第二是浙大，第三是我们，第四可能是湘雅吧；

天津一中心是最大的，但他没有数据，因为他们有一份数据是不上报的，所以说没办法知道他到底

做了多少。 

(录音 1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附件) 

 

调查录音 12.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6月 25 日 

内容提要： 

问：一年能做上千哪？ 

答：做的很多，啊～，这个杨大夫应该比较清楚。 

问：去年能做上千例这种肝移植吗？ 

答：啊～应该也～，做不够到一千台，也好几百台。 

问：供体能不能年轻点？ 

答：一般都还是四十岁左右，主要还是年轻的。 

（录音 12 下载：MP3，文稿下载：附件 43）96 

 

调查录音 13. 

调查对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病房护士97 

调查时间：2019 年 2月 22 日 （+86-371-66862191） 

内容提要： 

我们是全国前五。肾移植去年做近 400 台。我们供体丰富。 

我们过年就没有停啊，没有假期。我们现在正忙的咧，今天有肾源配型。 
(录音 13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07） 

调查录音 14. 

调查对像：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98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10 日 （+86-37167967126） 

内容提要： 

去年一百多，一百三十多。肝源有的快的等 2至 3天，慢的话个把月吧。 

得等床位，有 60张核定床位，病房有加床。郭文治主任主刀，他这两年例数多些。 

(录音 14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2） 

 

调查录音 15. 

调查对像：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医生99 

调查时间：2019 年 6月 11 日 （+86-371-66862192） 

内容提要：一般一年四百左右。 

(录音 15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56） 

 

调查录音 16. 

调查对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主治医师胡博文
100
 

调查时间：2019 年 8月 5日 （+86-15286819833） 

内容提要：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3.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79.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0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0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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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胡主任吗？ 

答：我这是一个饭店。……两个礼拜不一定能做，因为有时候也能等将近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有

出院的，才有可能给你安排床位。我们这总共有五个主刀医生。今年和去年差不多三百。 

(录音 16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76） 

 

调查录音 17. 

调查对像：郑大一附院肝移植科护理科闫护士101 

调查时间：2019 年 9月 2日（+86-371-67967126） 

内容提要： 

问：半个月等到应该没问题？答：对，大部分是这样的。 
(录音 1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93） 

 

调查录音 18. 

调查对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医生办医生
102
 

调查时间：2019 年 9月 3日 （+86-371-66862192） 

内容提要： 

现在做的很多,没有床位。你先不要过来啊！只不过相对于我们肾源多一点罢了。 

(录音 1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94） 

 

调查录音 19. 

调查对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肾移植病房护士103 

调查时间：2019 年 11月 6日 （+86-371-66862191） 

内容提要： 

我们病床比较紧张。我们哪个医生都做得可以。 

问：一年能做二三百？ 

答：啊，肯定要比那多！河南做的最多的医院。 
（录音 19 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44） 

 

调查录音 20. 

调查对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医生办公室医生104 

调查时间：2020 年 4月 9日（+86-37167967127） 

内容提要： 

1. 是定点医院（中共病毒定点医院）。 

2.如果你来，每周四上午预约一下我们主任郭文治的号。 

3.一般等待时间不会很快，估计得两周以上。 

4.医院核酸检查 300 多，自费。 

5.张水军退休了，还在我们科，你可以挂他的号。 

(录音 20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30） 

 

五：责任人名单: 

 

ZZDX001 张水军，男。出生日期：1958 年 4 月。汉族，河南宜阳人105。  

个人简介：肝胆胰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全国百名优秀医生、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1982 年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76.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76.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3.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9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4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4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3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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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和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专修肝胆胰外科与器官移植技术。  

于 1997 年成功进行了河南医科大学首例临床肝移植，这在国内是较早进行的肝移植手术。于 1998

年成功实施了河南省首例胰肾联合移植。2005 年以来，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改良背驮

式肝移植技术连续实施了 50 余例原位肝移植106。 

 

ZZDX002 丰贵文，男。  

个人简介：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河南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

委员，《器官移植》杂志编委。  

2002 年郑州大学泌尿外科硕士研究生毕业，2005 年南方医科大学肾移植专业博士研究

生毕业。2011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挪威 Oslo 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和学习。
  

从事泌尿外科、肾移植以及血液凈化工作 25 余年，主刀完成了肾移植手术 1000 余例

，DCD 儿童肾移植 30 余例，至今保持 “河南年龄最大（79岁）受者、全国最大年龄（76 岁）供者

以及全国年龄最小（4岁）、体重最轻（10.7 公斤）受者的肾移植记录”。擅长肝脏移植以及胰肾

联合移植和常规的肾移植、临床肾移植 HLA 配型107。 

 

 

ZZDX003 庞新路，男。 

个人简介：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1992 年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本科毕业。1999 年西安医科大学泌尿外科专业研究生

毕业，获外科学硕士学位。2005 年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器官移植专业研究生毕业，获

临床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血液凈化及肾脏移植。  

现主要从事肾脏移植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能熟练完成

肾移植手术和处理术后多种并发症108。 

 

 
 

ZZDX004 郭文治，男。出生日期：1974 年，出生地：豫西109。  

个人简介：肝胆胰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肝胆胰外一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胰腺、小肠移植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河

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华实验外科

》《器官移植》编委。  

1997 年毕业于华北煤炭医学院，主要从事肝、胆、胰、脾外科二十年。
110
。 

 

ZZDX005 秦保明，男。  

个人简介：普通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1954 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从事普外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 40 余年。 1983 年和 1989 年两次

赴美国科研协作和讲学。  

近 20 余年来重点从事腹腔内大器官移植的研究，在此领域内有较高造诣。所研究了胰腺移植和他指

导下研究了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等课题。擅长腹腔内大器官移植
111
 

 

ZZDX006 茍建军，男。  

个人简介：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86 年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医疗系，硕士，从事普外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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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完成肝脏移植，胰肾联合移植临床应用项目。擅长肝脏移植、胰肾联合移植
112
 

 

ZZDX007 吴阳，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委

员兼秘书。  

1995 年本科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1998 年于河南医科大学获外科学硕士

学位，2009 年获得郑州大学外科博士学位。  

1997 年-1998 年在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肝胆胰外科进行肝癌的综合治疗及肝移植的访问

研究。目前主要从事肝移植工作113。 

 
ZZDX008 鹿晓燕，女。  

个人简介：眼科主治医师    

擅长角膜移植114。 

 

 

 

 

 

ZZDX009 孙广莉，女。  

个人简介：眼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角膜移植
115
。 

 

 

 

 

 

ZZDX010 崔广晖，男。出生日期：1966 年 12月116。  
个人简介：胸外科主任医师  

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获胸心外科博士学位。现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我国著名心、肺移植专家廖崇先教授，对转基因治疗在心、肺移植中的应用

有深入的研究117。 

  

ZZDX011 王跃，男。  

个人简介：肾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3 年河南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毕业。1991 年河南医科大学泌尿外科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留校，获医学硕士学位。   

主要从事肾移植等的诊断与治疗。现负责器官移植中心工作
118
 

 

 

 

 

ZZDX012 杨太森，男。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  

1964 年毕业于河南医大医疗系。 

主持开展有：自体和异体的肾脏移植、肾上腺移植、睪丸移植等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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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DX013 赵龙栓，男。  

个人简介：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120。   

1983 年 9月至 1988 年 6 月河南医科大学。 

 

 

 

  
 

ZZDX014 乔晨晖，男。  

个人简介：心胸外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卫生部国

家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  

1986 年河南医科大学毕业，留校从事心胸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1997 年在

北京阜外医院专修心血管外科。  

受河南省卫生厅委派分别于 2002 年赴瑞典隆德大学医院学习，2008 年赴美国滨州大

学医院学习 。  

先后和胸外科合作完成了河南省第一例自体肺移植手术121。 

 

 

 

ZZDX015 王卫群，男。  

个人简介：眼科主任医师  

1988 年 7月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医学系，以优异成绩留校、分配郑州大学（原河南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至今，1993 年 7 月临床眼科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
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和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专修肝胆胰外科与器官移植技术。  

熟练进行角膜移植等多种眼科手术122。 

 

ZZDX016 李捷，男。  

个人简介：肝移植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ZZDX017 尚文俊，男。 

个人简介：副教授 

 

ZZDX018 李金锋，男。 

个人简介：副主任医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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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国际对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600 号。 

 

2007 年 5 月 23 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正式成为卫生部指定开展肝移植的医院123，广东省 2004

颁布的肝脏和肾脏移植 A 级医院
124
，肝脏移植中心成为国家级器官移植诊治和研究中心。广西民族

医院医生指证，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能找到这种法轮功供体125。电话调查显示：移植量大，移

植团队多，全国肝移植第三名，开设岭南医院，大量做肝移植，外援深圳第三医院做移植，等待时

间短，涉嫌活摘器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病房值班医生承认，肝供体不可能在他死了

，一定是在他死之前取的。 

  

 

一、肝脏移植中心是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和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26，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

挂靠单位，国家级器官移植诊治和研究中心 

 

肝脏移植中心是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肝脏移植中心”的主体单位，亦是“广东省器官移植研

究中心”挂靠单位
127
。“肝移植技术代表了中国肝脏移植的一流水平，肝脏移植总例数处于国内领

先水平，是目前国内发展速度最快、发展势头最好的肝脏移植中心之一128”。 该中心自称已经建成

专业突出、华南地区领先、辐射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国内一流。而且，具有相当国际影响的国家级

器官移植诊治和研究中心129。该院肾移植也居国内和广东省前列130。 

 

 

二、肝肾移植量大 

 

1．肝脏移植中心有 5个病区，床位数量大 

 

该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设肝移植、胰腺、小肠及联合器官移植和移植重症医学等 5 个专业方向，有 5

个病区，以及 1个移植放射影像介入诊治组、1 个移植超声诊治组、1个专科实验室和 1个器官移植
生物治疗中心，目前开放床位 113 张131。 

 

 

图 1 中山三院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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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名誉院长陈规划个人在该院已做了近 3000 例肝脏移植手术 

 

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名誉院长、肝移植教授陈规划个人，在该院已积累了近 3000 例肝脏移植

手术的经验132。 

 

3. 肾移植量位居国内和广东省内前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称“每年肾移植例数及质量均不断提高，预计在近几年内使

我院肾移植例数达到每年 200 例次以上，位居国内和广东省内前列”133。 
 

 

三、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 

 

追查国际 2014 年发布的该医院移植医生名单，列有肝移植医生 28 名134。其中主任医师 6名，副主

任医师 7名，主治医师 2 名，其他 13 名，共计 28名。可做成多个肝移植团队。 

 

2006 年 2 月 23 日，《南方杂志》介绍，2005 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陈规划一年就完成了

246 例肝移植”135。2004 年 2 月 10 日晚，同时进行了 4台肝移植手术，陈规划院长主刀136。陈规划

一年就完成 246 例肝移植。 

 

 

图 2  南方杂志网页快照 

 

肾移植科目前有专职肾移植临床医师 8 人，其中高级职称 4人，中级职称 3 人，初级职称 1 人；有

6 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余 2人具有硕士学位，3 人有出国留学经历；技术力量雄厚，人才梯度良好，

手术主刀医生均有数百例的手术经验137。 

 

 

四、广西民族医院医生指证该院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 

 

调查对象：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 

调查时间：2006 年 5月 22日 

2008 年加拿大中共使领馆向外界提供了由香港卫视中文台制作电视片，以中共否定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说法为基调，对某些“当事人”进行采访。在电视片中，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承

认了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接受电话调查的人是他自己，但否认他自己说的话。可是，卢国平是

个有明显结巴口音的人，调查录音长达半个多小时，是不可能人工摸访伪造的。所以，中共反驳的

视频就成了鉴定当事人的极好证据。该录影被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发放，因此活摘的真实性中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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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做证了。 

（录音 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37） 

 

调查内容提要：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他可以做十几台的肾移植啦，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

以他们不愁器官呢。”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能找到这种法轮功供体138。 

 

问：我知道，因为你们广西民族医院是手术比较好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法轮功学员器官吗？如

果能找到，那么我就过来。能不能找到？ 

答：比较麻烦，如果你想快的话，我建议你上广州去，他们那儿器官很容易拿。对，对，是中山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问：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夫叫什么？ 

答：缪医生。 

问：是这样，他们找的也都是那种法轮功学员器官啊？那种很健康啊？ 

答：对，对，对。 

问：比如说你们以前用的就是，是从看守所还是监狱呢？ 

答：监狱里找的。…… 

 

五、参与杀人盗取器官犯罪活动 

据 2009 年 9月 1日财经杂志封面文章报道，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参与了杀死流浪汉盗取器官的罪

行139。 

  

六、电话调查显示：移植量大，移植团队多，全国肝移植第三名，开设岭南医院肝移植基地，外援

深圳第三医院做移植，移植等待时间短，活摘器官 

 

1、 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肾移植医生郭雪坤140 

调查时间：2016 年 1月 9日（+86-13580325531） 

内容提要：今天刚做了一例，这几天做了 7 例肾移植，供体来源是本地的，供体由做肝移植的医生

去取。 

（录音 2.下载 MP3，文稿下载：附件 2） 

 

调查对象：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医生 

调查时间：2017 年 10月 27（+86-2082179622） 

内容提要：肝移植做的多，具体做多少，不能跟你说。找教授登记给你说。 

(录音 3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141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肝移植病房罗护士
142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18日 （+86-20-82179000） 

内容提要：我们医院是一个肝病专科医院，然后做的都是肝移植啊。广州有两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我们是岭南医院在黄埔这边的。是岭南这边最大的一个移植基地了。一年能做二百多台。 

（录音 4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85）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3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10/124628/124628_3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07/67047_2.4.2016_01_09-guang_zhou_zhong_shan_da_xue_fu_san_yuan_shen_guo_xue_kun_8613580325531jiu_tian_zuo_qi_li_shen_yi_zhi_gong_ti_shi_ben_di_.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21.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85.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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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肝移植排名第三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肝移植病房医生
143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2日 （+86-20-82179622） 

内容提要：本院去年做了 376 台在全国排名第三名。在广东省肝移植是做的最好的。做得多和少，

主要看肝源。 

(录音 5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12）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144 

调查时间：2020 年 5月 19 日（+86-20-82179633） 

内容提要： 

1.易述红主任在做。 

2.肝移植我们去年全国第三。 

3.问：那他去年也得做几百例吧？全国第三的话。 

答：是的，是的，是的。 

(录音 6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74） 

 

3、多个移植团队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145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1日 （+86-20-8217900） 

内容提要：我们科的都是主任医师级的，一个主任后边下边（移植团队）都是教授啊！一年能做肝

移植二三百台。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 110）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肝移植病房罗护士146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18日 （+86-20-82179000） 

内容提要：我们肝移植有好几个教授都主刀。有两个张教授，一个张彤教授、一个张英才教授。还

有个副教授，还有个主任、易述红易主任。我们开科到现在，主任一直都是他易述红。 

（录音 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85） 

 

4、深圳第三医院移植中心是中山三院过来的团队 

 

调查对像：深圳第三医院肝移植科主治医师曾医生
147
 

调查时间：2019 年 12月 13日 （+86-15012755716） 

内容提要：我们总共有个十个医生，分两个组。主要是姜主任主刀，还有赵东主任，主要是我们三

个主刀。我们是个新的中心，团队本来是中山三院过来的，整个团队大概来十几个人过来的。整个

一起过来，到这边已经三年多了。 

（录音 9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79） 

 

 

5、等待时间大约 1～2周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肝移植病房医生148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2日 （+86-20-82179622）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2.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2.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7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8614/128614_074.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0.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85.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85.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79.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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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等供肝，在医院附近租房子等，不可能让你住院等。 

说不定等一个星期，说不定等半个月都有可能。 

(录音 10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10） 

 

 

6、活摘器官 

 

调查对像：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病房值班医生149 

调查时间：2019 年 10月 2日 （+86-20-82179622） 

内容提要：这个肝供体不可能在他死了，一定是在他死之前取的。 
(录音 11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10） 

 

 

七、责任人名单 

 

ZSDX-D3YY 001 陈规划  

职务职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

学分会常委兼肝脏移植学组副组长、广东省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器官

移植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个人简介：陈规划教授主持完成了临床肝脏移植手术占全国肝移植手术量的 1/10。

仅 2005 年一年就完成了 246 例肝移植。2006 年月 10日，进行四例肝移植手术
150
。

以肝脏、胰腺移植为主攻研究方向
151
。在该院已积累了近 3000 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经验

152
。 

 

ZSDX-D3YY 002 孙启全  

职务职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肾移植科主任,教授。国际肾脏病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全球

12 名，东亚地区唯一代表）; 国际肾脏病学会 Task Force 委员会委员（全球共 9人）; 中华医学

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肾脏病学会导师项目导师团成员; 南京军区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

员; 国际移植学会、美国移植学会国内最早的会员之一, 美国肾脏病学会及国际肾脏病学会会员,美

国 SCI 期刊 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Immunology 移植专刊客座主编, 国际移植学会刊

Transplantation 杂志来自中国大陆的唯一编委，还担任其他 4本杂志编委， Am J Transplant、

Kidney Int、Transplantation 等 7家国际移植权威期刊的审稿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  

个人简介：多年师从国际肾脏病先驱黎磊石院士，曾任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移植中心副主任，从事

肾移植临床工作十余年。并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博士后培训。独立主刀肾移

植手术数百例，从事肾移植手术和围手术期处理、慢性肾脏病与肾功能不全的诊治、肾移植术后排

斥反应、移植肾功能不全以及移植后蛋白尿的诊断与治疗的处理等方面。擅长移植肾活检以及病理

诊断，对移植后蛋白尿、移植肾体液性排斥153。 

 

ZSDX-D3YY 003 杨扬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0.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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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主任医师，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肝脏外科二区（肝脏移

植）主任。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常委   

个人简介：于 2005 年在美国 The Mount Sinai 医学院移植中心研修。主持或参与

1000 余例临床肝脏移植154。 

 

 

ZSDX-D3YY 004 陆敏强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青年委员；中华

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 常务委员、秘书；

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委员。 

医疗专长: 肝脏移植155。 

 

ZSDX-D3YY 005 张剑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个人简介：自 1990 年以来，一直从事肝胆外科和肝脏移植的临床工作，并对肝胆外

科和肝脏移植有深入的研究；擅长肝移植手术和术后并发症的防治156。 

 

 

ZSDX-D3YY 006 张琪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后 。  

个人简介：2001 年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2004 年毕

业于第二军医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师从于国内著名外科专家吴孟超院士、陈规划

教授。从事肝胆外科疾病诊治 10 余年，目前担任肝脏病实验室、细胞-基因治疗转

化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后 。擅长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
157
。 

 

ZSDX-D3YY 007 李华  

职务职称：肝脏外科主任医师    

擅长在肝脏移植手术及术后合并症的防治方面
158
 。 

 

 

 

ZSDX-D3YY 008 汪根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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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肝脏外科（肝脏移植）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异

种移植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移植外科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个人简介：从事肝胆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近 20余年，从事肝脏移植临床和科

研工作 16 年余，有较丰富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经验。擅长肝移植手术、肝移植术后

并发症诊治、肝移植术后随访管理159。 

 

 

ZSDX-D3YY 009 易述红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从事肝脏移植外科160。 

 

 

 

 

ZSDX-D3YY 010 许赤  

职务职称：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从事肝脏移植和肝胆外科临床、科研工作 20 余年161。   

 

 

 

ZSDX-D3YY 011 张彤  

职务职称：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器官移植》通讯编委，国际肝移植协会（ILTS

）会员。特别在肝移植（肝癌、重型肝炎）、肝肾联合移植外科治疗方面有较深入

的研究162。 

 

ZSDX-D3YY 012 蔡常洁  

职务职称：肝脏移植中心主治医师，擅长肝脏移植163。 

 

 

 

ZSDX-D3YY 013 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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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个人简介：曾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研修肝脏外科相关理论和技术，专业技术全面，主攻肝移植。

主要从事肝胆外科及肝脏移植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对肝移植手术有较深研究。擅长肝移植手术和术

后并发症的防治 164。 

 

ZSDX-D3YY 014 洪良庆  

职务职称：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广东省器官移植学会常委。从事肾移植手术及术

前、术后各种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165。 

 

ZSDX-D3YY 015 纳宁  

职务职称：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肾脏移植手术及肾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感染、结石等并发症诊断与治疗，受

者术后随访管理166。 

 

ZSDX-D3YY 016 杨培生  

职务职称：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疾病：肾脏移植学，临床肝肾移植167 。 

 

 

ZSDX-D3YY 017 凌士奇  

职务职称：眼科主任，主任医师，美国南卡纳罗讷大学访问学者。  

擅长角膜移植术、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168。 

 

 

ZSDX-D3YY 018 李奇根  

职务职称：眼科副主任医师    

医疗专长:角膜材料的保存及各种角膜移植手术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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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对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及责任人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 139 号 

 

 

前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设有国家级的肝移植中心，移植例数在全国位居前列。2002 年开始移植数量猛

增，肝肾实际移植量巨大。2016 年上半年完成肝移植、肾移植数量居全国前五。2018 年上半年肝移

植量排名全国前四。OPO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空有其名，捐献量很少，但器官来源丰富，等待

时间短，每年有很多急诊肝移植。该院器官移植业的异常发展与中共对法轮功的全国惨烈迫害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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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概况：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创建于 1958 年。目前是长沙规模最大的医院

。编制床位 3500 张，有 40个临床科室、9 个医技科室；现有在职职工 5032 人
170
。中南大学的附属

医院中，湘雅二医院的器官移植资质最全，移植批准项目包括肝/肾/心/肺171 

 

一、该医院设有国家级的肝移植中心，移植例数在全国位居前列 

 

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 2001 年 9月，齐海智教授任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普外器官移植科成立于 2005

年 7月，建有独立的病区。2007 年成为国家级的肝移植中心。先后开展了肝脏移植、小儿肝移植、

减体积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胰联合移植、小儿肝移植等。该院自称肝脏移植

及肝脏联合器官移植均居省内领先水平172。 

 

1. 移植量大 

 

2016 年上半年完成肝移植、肾移植数量居全国前五，2018 年上半年肝移植量排名全国前四。 

 
2015 年起，该院肝移植数量及质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宣称 2016 年完成肝移植 155 例，居全国

第四，DCD 肝移植例数居全国第三。自称目前年完成肝移植数量 200 例以上，稳居全国前十。 2017

年获小肠移植及胰腺移植资质。移植科累计完成肝移植 1000 例以上。 2019 年，批准为全国首批十

家肝移植医师培训基地之一173。 

 

该院官网称：2016 年上半年国内各大医院器官移植数量排名，湘雅二医院肝移植、肾移植量均进入

全国前 5名，居省内第一、中南地区领先174。 

 

该院官网称：湘雅二医院肝移植量逐年迅速增长，连续多年居湖南省内第一、全国前列，2018 年上

半年排名全国前四。2018 年湘雅二医院前十月完成肝移植术 200 台175。 

 

需要特别提请注意到是，上述移植数量，只是中共官方公布的缩水数量。 

 

2. 肾脏移植手术例数屡创新高，单日移植量大，在全国位居前列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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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中心肾移植科以飞跃的速度发展，“供体器官网络也逐渐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与国内 10多

个移植中心建立了器官资源共享关系。
177
” 

 

以彭龙开主任起带头作用的医师队伍经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的奋战在手术一线178。 

 

2005 年 10 月 21 日据湖南在线官网报：作为一个移植科医师，他们在手术时，经常是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休息三四个小时又是一轮手术，洗手护士换了好几茬，医师还在手术台上。两三天下来

，做十几台手术是常有的事，曾经创造了一天完成 9 台肾移植手术179。 

 

 
图 1   《湖南在线》网页快照 

 

2014 年 10 月 17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移植团队在一天之内开展一台心肺联合移植术、一台原位

肝脏移植术、一台肾脏移植术和两台角膜移植术
180
。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移植团队在一天之内完成了 2 台肝脏移植术和 4 台肾脏

移植181。 

 

二、2002 年开始移植数量猛增实际移植量巨大 

2002 年开始，肾移植数量猛增。彭龙开，担任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兼泌外器官移植科主

任。2002 年开始主持肾移植工作，当年 6个月的时间该院肾移植例数就超过了本院历年完成肾移植

数量的总和，创造了该院的历史记录182。彭龙开全面主持肾移植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亲自主刀

2000 余例肾移植手术183。  

 

 

 

图 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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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肝肾移植医生团队强大 

全科拥有肾脏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 11名，肾移植移植试验室实验师 1人，其

中教授 2人，主治医师 5 人。拥有博士学位 9人，硕士学位 2 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1 名，硕士研究

生导师 1名，并已培养外院器官移植进修医师多批184。 

普外器官移植科现有医护人员 19 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1人，博士导师 1人，硕士导师 2 人。

下设普外器官移植病区和移植监护室，同时分为肝脏移植组、联合器官移植组、移植重症监护组和

人工肝支持系统185。可组成多个肝肾移植团队，可同时开展多台肝肾移植手术。 

   

四、OPO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团队空有其名 

该院于 2014 年 1月正式成立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组

织”，下设 7名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1名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186
。 

 

1. 对协调员郭勇的电话调查187 

 

调查对象：（OPO 成员）器官捐献协调员_郭勇接听电话 

调查时间：2017 年 4月 25 日（+86-13787120686） 

内容提要： 

1.我们有 7个协调人在外面跟下面的医院联系。 

2.让医生去和病人讲，家属不相信我们，家属相信医生啊！ 

3.病人和家属不相信我们，由红十字会做解释工作。 

4.据省政府文件，医院要给捐献器官付费 8 万。 

(录音 1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10) 

 

2. 对协调员谭亮的电话调查188 

 

调查对象：（OPO 成员）器官捐献协调员_谭亮接听电话 

调查时间：2017 年 4月 24（+86-15116101512） 

内容提要： 

1）问：怎么开展工作能有这么多器官？ 

答：主要是下面医院他们医生能帮我们去开展这个工作，主要是这个环节。毕竟都是   医捐系

统的，那个呃方便一些。 

2）问：你们红十字会捐献得多吗？ 

答：红十字会～，你指的是哪方面哪？……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听说捐的少。 

3）问：从卫计委网站拿供体多不多呀？ 
答：嗯，嗯嗯，卫计委的供体？……噢呃呃，就是说你说那个网络分配的那种吧？呃一般吧，一

般吧～ 

4）问：这三百多肾移植都是由红十字会见证了？ 

答：没有，医院通知我们，合适就取了～。三百多它中间还有一些活体（亲属捐赠），大概 15%

左右。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02.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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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2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9) 

 

五、电话调查 

 

提要：等待时间短，都是鲜活的供体，肝肾移植数量大，肝源丰富，急诊移植 

 

1. 等待时间短，都是鲜活的供体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值班护士 

调查时间：2015 年 3月 19 日 

内容提要：（肝移植）短的话就几天吧，长的话可能两个星期以上吧！问：都是很新鲜的 供体是

吗？答：那肯定吧！189 

（录音 3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6） 

 

2. 肝肾移植量大 

 

调查对象：肾移植三病区_聂梦华护士长 

调查时间：2017 年 4月 18 日（+86-73185296141） 

内容提要：我们这里确实比其它地方等待的时间短，去年做了三、四百台。 

(录音 4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61)
190
 

 
调查对象：肝移植科医生191 

调查时间：2017 年 9月 6日（+86-73185295208） 

内容提要：肝移植今年一二百例肯定有啦，上个月就做了将近 20台。 一个月那一般十来台一般

般！我们湖南差不多就是湘雅二院在做这个肝移植。等待时间有快有慢，有的今天来了明天就做

了。也有等肝的，也有等病（人）的嘛！ 

(录音 5下载 MP3， 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 67) 

 

调查对象：肝移植值班护士
192
 

调查时间：2018 年 4月 10 日（+86-73185295408） 

内容提要：今年肝移植做的挺多的，基本每天都有。 

(录音 6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肝病房护士193 

调查时间：2019 年 5月 8日 （+86-73185295108） 

内容提要：肝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一天二三台。 

问：一般半个星期到一个月，能做上吧 ？ 

答：那差不多，那应该是吧。 

(录音 7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7） 

 

调查对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肾移植值班医生194 

调查时间：2019 年 9月 24 日 （+86-731-89753702） 

内容提要： 

1）问：他们说你们医院一年能做个四五百例是吧？ 

   答：没有那么多，湘雅附二的话能做那么多。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101.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1-6..-zheng_ju_xu_hao_38-2015-3-19-zhong_nan_da_xue_xiang_ya_er_yi_yuan__gan_yi_zhi__ban_gong_shi_hu_shi_-duan_ji_tian_chang_2ge_xing_qi_-pub..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7/07/72524_investigation_report_1500066592_49.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TR-051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2017/10/77139_6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139#TR-67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7.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57.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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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那你这里一年做多少呢？ 

   答：一年一百四十多台吧。 

(录音 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104） 

 

3、肝源丰富，急诊移植 

 

调查对象：普外器官移植科医生 

调查时间：2018 年 7月（+86-73185295208） 

内容提要：肝源在整个湖南地区，我们这边应该是最多的，我们医院应该是最多的；我们医院每年

有很多急诊做肝移植的病人，非常多！我们絶大部份病人都还是算是急诊的移植。195 
(录音 9播放及下载 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 pdf 附件） 

 

调查对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肝移植病房护士196 

调查时间：2019 年 5月 8日 （+86-731-85295108） 

内容提要：现在没床位。肝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有时一天二三台。 

(录音 10下载：MP3，文稿下载：pdf047） 

 

六、责任人名单： 

 

ZNDX-XY001 彭龙开，男。出生日期：1965 年
197
。 

个人简介：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兼泌外器官移植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学分会肾移植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透析移植研究会委员、湖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湖

南省器官移植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湖南省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专家组组长  

1989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开始在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外科工作，

任助教，住院医师。1993 年考取湖南医科大学研究生，1997 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湖南医科大

学附二院泌尿外科工作。2005 年 3月起担任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兼泌外器官移植科主任

，2007 年 9月晋升泌尿外科专业主任医师，2009 年 5月成为博士生导师。   

2002 年开始主持肾移植工作，当年 6个月的时间该院肾移植例数就超过了历年完成肾移植数量的总

和。累计完成肾移植手术 2000 余例198。 

 

ZNDX-XY002 齐海智，男。  

个人简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科主任，普外器官移植科主任医师，器官移植

中心副主任、普外器官移植科主任。  

1983 年 8月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从事普外科专业。1988 年 12 月晋升主治

医生，1994 年开始在医院主持肝脏移植的基础研究工作。1994 年 9月晋升副教授。

2006 年任湖南省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委员。199。   

1998 年 4月，为一肝病患者实施了省首例背驮式同种异体原位全肝移植术。2001 年

9 月为一暴发性肝功能衰竭的患儿成功实施了急症肝脏移植。2001 年～2006 年开展肝肾联合移植、

胰肾联合移植和肝胰联合移植。共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70 余例
200
。 

齐海智和他的团队实施了很多手术：1998 年，实施首例原位全肝移植；2001 年，实施首例小儿肝移

植、首例暴发性肝衰肝移植及湖南省首例肝肾Ⅰ期联合移植；2005 年，实施首例胰肾Ⅰ期联合移植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04.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104.pdf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3.mp3
https://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2018/07/96870/96870_33.pdf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7.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investigation_report/125981/125981_0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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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实施首例肝胰Ⅰ期联合移植；2010 年 12 月，齐海智和他的团队，为一名患者完成全腹

腔肝、胰、脾、胃等 8器官联合移植
201
。 

 

ZNDX-XY003 胡建国，男。  

个人简介：教授。曾任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主任，湖南省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202。 

1973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曾任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主任、湖南省心血管病研究所所

长、心血管外科研究室主任 18 年。  

1997 年到美国 Duke 大学进修学习。  

心肺联合移植，主持完成的湖南省首例心肺联合移植203。 

 

ZNDX-XY004 尹邦良，男。  

个人简介：教授，曾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院长、湖南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心

血管研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副主任、湘雅二医院器官移

植中心主任  

1975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1989 年赴德国美茵兹大学医学院学习，并获博士学位。

1989 年赴德国美茵兹大学医学院学习，并获博士学位。1997 年赴美国 Duke 大学医学院进修。心脏

移植，心肺移植等
204
。 

 

ZNDX-XY005 谢续标，男。出生日期：1970 年205。 

 

个人简介：泌外器官移植科教授，泌外器官移植科副主任  

1993 年 7 月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1996 年 9月考入湖南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攻读硕士学位，1998 年 9月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2001 年

7月毕业获临床医学（外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尿外

科，同年 9月晋升为主治医师。2003 年 4 月转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主要从事肾移植工作，2005 年 3月成立泌外器官移植科后在该科工作至今。  

2012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研修半年。  

在肾移植术后患者的随访、免疫抑制药物的调整与转换、移植肾功能的保护与维持肾移植术后肾功

能延迟恢复、排斥反应逆转、术后重症感染预防与治疗、术后复杂并发症处理206。 

 

ZNDX-XY006 王彧，男。出生日期：1980 年
207
。  

个人简介：泌外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学位，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肾移植临床及实验室工作，208。 

 

ZNDX-XY007 余少杰，男。出生日期：1982 年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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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器官移植中心泌外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肾移植临床工作210。 

 

ZNDX-XY008 梅其元，男。出生日期：1970 年。 

个人简介：泌外移植科实验室实验师  

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士学位，实验师，1993 年开始从事临床检验工作。 

2003 年从事泌外移植科实验室工作。现主要从事供受体移植配型及药物浓度检测工作211。 

 

ZNDX-XY009 贺志军，男。出生日期：1964 年212。  

个人简介：普外器官移植科教授，湖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1987 年毕业于衡阳医学院医疗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96 年获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外

科学博士学位，1998 年回国后就职于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 (三甲医

院) ，任肝胆外科主任、外科副主任、青岛大学医学院硕士导师、学报编委，启动

烟台地区肝移植项目。2003 年回国就职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外科

副教授。2005 年晋升为外科教授，2009 年任外科副主任。  

1996 年赴芬兰芬兰坦佩雷大学医院普外科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学习肝脏及胰腺外科相关临床技术。 

2000 年应邀赴美国美国西北大学腹部器官移植中心、美国德州大学医学院、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

植中心交流访问，学习肝脏及腹部器官联合移植外科技术、血管外科技术，并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相

关研究。  

2003 年回国就职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05 年晋升为外科教授，2009 年任外科副

主任213。回国工作以来，完成了数十例肝移植手术，并负责亲体肝移植及腹部联合器官移植的技术

攻关。2005～2006 年完成了湖南省首例胰肾联合移植手术、首例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及首例肝胰联合

移植手术214。 

 

ZNDX-XY010 胡伟，男。  

个人简介：普外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1985 年考入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至 1993 年硕士毕业后分配到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普外科，1995 年晋升主治医生，2001 年晋升副主任医师，2006 年 8月获中南大

学外科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器官移植等方面的临床科研工作215。 

 

ZNDX-XY011 苗雄鹰，男。出生日期：1958 年 5月。汉族，河北丰南人，中共党员。

  

个人简介：普外肝胆胰专科教授，现任普外科主任、兼肝胆胰外科主任  

1982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并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在零陵地区医院普外科工

作，1986 年至 1989 年湖南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普外科研究生，毕业后留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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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任副主任医师，2000 年任主任医师。2009 年至 2012 年在中南大学肝胆肠研究中心外科学获

博士学位。   

1995 年作为普外科肝移植攻关组的总负责人之一，领导和参加了肝移植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并于

1998 年 4 月开展了我省首例原位背驮式全肝移值。2001 年任普外科主任和肝胆疾病研究室主任，领

导开展肝脏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等工作
216
。 

 

ZNDX-XY012 钟德玝，男。  

个人简介：普外肝胆胰专科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1976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医疗系，198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主攻肝胆胰外科。历任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普外科主任、外科副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

  

98年 4月，组织、主持并参加湖南省首例同种异体背驮式原位肝移植获成功。后又

主持并参加湖南省首例肝肾联合移植及胰肾联合移植217。 

 

ZNDX-XY013 周新民，男。  

个人简介：胸心外科教授，一级主任医师。胸心外科主任。  

1983 年毕业于原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1986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八三级研究生班。 

曾赴德国心脏中心研修学习心脏辅助装置、心脏心肺移植、主动脉疾病的外科治疗；

赴英国牛津大学心脏中心研修，主攻心脏瓣膜外科，冠脉外科及心衰外科治疗218。  

 

ZNDX-XY014 刘锋，男。  

个人简介：胸心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1983 年 7 月湖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87 年获湖南医科大学胸心血管外科硕士学位

，后又获博士学位。1988 年 10月升胸心外科主治医生与助研，1995 年 10 月升副教

授，2000 年 10 月升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参加多次心脏移植和心肺移植手术219。 

 

ZNDX-XY015 喻风雷，男。  

个人简介：胸心外科教授，二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普胸外科主任、湖南省普胸

外科疾病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常委。  

1988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1995 年获湘雅医学院心胸外科学博士学位，同年晋升

主治医师，1999 年晋升副主任医师，2001 年聘为心胸外科副主任，负责普胸组工作

，2004 年晋升主任医师，教授，同年聘为普胸外科专科主任。   

完成非体外循环下序贯双肺移植、自体肺移植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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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DX-XY016 袁运长，男。出生日期： 1966 年 10 月。汉族，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湖南新化人 
221

。 

个人简介：胸心外科教授，器官移植科副主任  

1990 年 7 月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1998 年 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3

年 7 月获博士学位，2003 年晋升副教授，2011 年晋升教授；曾任胸外科副主任，现

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   

负责组织实施肺移植工作：参与病人选择、术前准备及术后处理等工作，重点负责供肺摘取、供肺

保护，目前负责我院的肺移植工作222。 

ZNDX-XY017 刘文亮，男。出生日期： 1973 年。  

个人简介：胸心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1995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2005 年获胸外科博士学位。  

2011 年曾到韩国三星医学中心研修。2012 年在美国 Stanford 大学医学中心胸外科访

问学习。  

参与完成该省首例序贯式肺移植手术223。 

 

ZNDX-XY018 席兴华，男。  

个人简介：眼科教授    

实施角膜移植手术224。 

 

ZNDX-XY019 彭风华，男。出生日期：1974 年225。 

个人简介：泌外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泌外器官移植科工作，主要从事肾移植临床工作，主管移植肾

病理研究及移植术后随访，擅长移植术后内科并发症的处理226。 

 

ZNDX-XY020 赵晓昆，男。出生日期：1955 年 7 月。  

个人简介：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1982 年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分配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外科任住院医师。1986 年考取湖

南医科大学外科学 (泌尿外科专业) 研究生，1990 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工作至今。1993 晋升为副主任医生/副教授，1995 年任硕士生导师；

1999 年晋升为主任医生/教授，2002 年任博士生导师。  

2002 年曾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做临床访问学者。2002 年曾在美国南加州大学

洛杉矶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做访问学者。227。 

 

ZNDX-XY021 蓝恭斌，男。出生日期：1979 年228。 

个人简介：泌外器官移植科主治医师  

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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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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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河南省专家 刘广波简介 

http://m.hnsrmyy.net/Doctor-1255.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51336/http://m.hnsrmyy.net/Doctor-1255.html 

 
74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介 

http://fcc.zzu.edu.cn/s_lan1.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222120822/http://fcc.zzu.edu.cn/s_lan1.htm 
75《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介 

http://fcc.zzu.edu.cn/s_lan1.htm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222120822/http://fcc.zzu.edu.cn/s_lan1.htm 
76 河南郑大一附院：规模宇宙最大，为什么看病还是难？ 

https://archive.vn/6C9p3 
77《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简介 

http://fcc.zzu.edu.cn/newsss/vmsgisapi.dll/vonefun?fun=3a_s&id=8235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928135517/http://fcc.zzu.edu.cn/newsss/vmsgisapi.dll/vonefun?fu

n=3a_s&id=8235 
78
《澎湃网》创新引领｜郑大一附院儿童肾移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https://archive.vn/nntn5 
79《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科简介 

http://fcc.zzu.edu.cn/newsss/vmsgisapi.dll/vonefun?fun=3a_s&id=S050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928135636/http://fcc.zzu.edu.cn/newsss/vmsgisapi.dll/vonefun?fu

n=3a_s&id=S050 
80《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四台肝移植手术一天完成》  大河网 2014.3.27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news_3487a5d66eae0b122e96fe983d880758?s=4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70.png 
81
 郑大一附院一天内成功实施 13 例器官移植术 多学科团队全天候、全周期保障患者围术期安全 2019.03.27 

18:43 来源：河南日报客户端 

http://archive.is/mXnm3 
82《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郑大一附院完成非常时期第四例急诊肺移植手术 发布时间：2020-03-09 

https://archive.vn/9dp6m 
83
 《郑州大学》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4 小时内完成三台急诊肺移植手术 发布时间：2020 年 04 月 16 日 

https://archive.vn/2wfad 
84
 省内看大病！河南器官移植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建 

时间:2018-03-23 16:33:22 来源: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日报、新浪网 作者:编辑/吕美娟 

http://www.h-ceo.com/zixun/zhuanlan/2018-03-23/2157.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0928135659/http://www.h-ceo.com/zixun/zhuanlan/2018-03-

23/2157.html 
85
《追查国际对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报告（2006-20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5 
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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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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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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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ttp://fcc.zzu.edu.cn/s_lan1.htm
http://fcc.zzu.edu.cn/s_lan1.htm
http://fcc.zzu.edu.cn/newsss/vmsgisapi.dll/vonefun?fun=3a_s&id=8235
http://archive.is/mXnm3
http://www.h-ceo.com/zixun/zhuanlan/2018-03-23/2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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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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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2《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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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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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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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报告（五）》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87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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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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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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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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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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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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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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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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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河南省院士专家促进会》张水军简介 

 http://www.yuanshih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6&id=90 

https://archive.is/wip/lM89g 
106 肝脏移植专家张水军 

http://www.henan100.com/health/2012/128384.shtml 

https://archive.is/fhaRU 
107 《好大夫在线》丰贵文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MGWhILjI1o55twNygxV.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6204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MGWhILjI1o5

5twNygxV.htm 
108
《好大夫在线》庞新路简介 http://qqhealth.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OLwkJtvC5s9enjZ.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62835/http://qqhealth.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GOLwkJ

tvC5s9enjZ.htm 
109《人民网-中华慈善新闻网》-郭文治：从手术台到公益基金会 

 http://ccn.people.com.cn/n/2015/0831/c366510-27533742.html 

https://archive.is/wip/JUQcQ 
110《好大夫在线》郭文治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k8TXwXaScsGElip2trg.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63917/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Dk8TXwXaScsG

Elip2trg.htm# 
111《好大夫在线》秦保明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DRSXk6N34PvWMSU.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23172735/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DRSXk6N34Pv

WMSU.htm# 
112
《好大夫在线》茍建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DRTzKX3HVJ2rF-e.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64519/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eDRTzKX3HVJ2

rF-e.htm 
113《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阳简介 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95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13184909/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953 
114 《好大夫在线》鹿晓燕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Mh0Cbp2MRuYK1csFmfb.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653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eJWGqZNZMh0Cbp2MRuY

K1csFmfb.htm 
115 《挂号网》孙广莉简介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ww.yuanshih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7&id=390
http://www.yuanshih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6&id=90
http://ccn.people.com.cn/n/2015/0831/c366510-275337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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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a.guahao.com/expert/a642fabb-5be9-49c3-975b-658164b64d4900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0065941/https://cha.guahao.com/expert/a642fabb-5be9-49c3-

975b-658164b64d49000 
116 《好大夫在线》崔广晖简介 

https://cuiguanghui.haodf.com/ 

https://archive.is/QB08Z 
117
《99 医生库》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  崔广晖简

http://ysk.99.com.cn/ys/introduction/451021.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112030613/http://ysk.99.com.cn/ys/introduction/451021.html 
118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移植中心》王跃简介 http://a192194424.ha185.cn/_d270477343.htm 
119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太森简介 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860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13095115/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860 
120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赵龙栓简介 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174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13125254/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174 
121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乔晨晖简介 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20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13073239/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209 
122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卫群简介 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58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13121147/http://fcc.zzu.edu.cn/defkstszj.aspx?zjid=58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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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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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4 
12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肝脏外科中心简介 

http://www.zssy.com.cn/home/Detail/GanZangWaiKe?colType=10&colID=10145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73.png 
127《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肝脏外科中心简介 

http://www.zssy.com.cn/home/Detail/GanZangWaiKe?colType=10&colID=10145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73.png 
128《导医-凤凰网》中山三院肝胆外科简介 

http://haodf.health.ifeng.com/faculty/DE4rO-XCoLUE-3Urbc1P6dS2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74.png 
12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肝脏外科中心简介

http://www.zssy.com.cn/home/Detail/GanZangWaiKe?colType=10&colID=10145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73.png 
130《好大夫在线》中山三院肾移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BCkuHzduTWTnxuJs56FCrgRH/jieshao.htm  

https://cuiguanghui.haod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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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76.png 
131
《好大夫在线》中山三院肾移植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BCkuHzduTWTnxuJs56FCrgRH/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76.png 
132
 《中山三院》陈规划简介 

https://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Hua?UserID=2928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22220628/https://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

Hua?UserID=2928 
133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肾移植科介绍  

http://www.organtransplantation.cn/html/KTCenter_Introduction.jsp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413.png 
134追查国际发布广东省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2014 年 12 月 23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5790#_Toc405343188 
135《南方》杂志第 27 期 大写“责任”二字—记广东肝移植专家陈规划 2006-3-9 作者： 本刊记者  

江丽 通讯员 徐平鸽 

http://admin.nfyk.com/former/public/article/print.asp?id=177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410.png 
136 《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肝脏移植中心》 2006 年 2 月 23 日 “中心新闻”撰文/图片 徐平

鸽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416192628/http://www.organtransplantation.cn/newsdetail.asp?id

=5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60.png 
137
《好大夫在线》中山三院肾移植科简介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BCkuHzduTWTnxuJs56FCrgRH/jieshao.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412.png 
138《追查国际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4 
139腾讯网转载，财经杂志封面文章《器官何来?》，2009 年 09 月 01 日，

http://news.qq.com/a/20091107/000800.htm  

Archive link: http://archive.is/HHEc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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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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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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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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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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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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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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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Hua?UserID=2928
http://www.organtransplantation.cn/html/KTCenter_Introduction.jsp
http://admin.nfyk.com/former/public/article/print.asp?id=1771
http://www.haodf.com/faculty/DE4r0BCkuHzduTWTnxuJs56FCrgRH/jieshao.htm
http://news.qq.com/a/20091107/000800.htm
http://archive.is/HHEc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1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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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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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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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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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肝脏移植中心     “中心新闻”   

23/02/2006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806054714/http://www.organtransplantation.cn/news

detail.asp?id=57 
15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专家教授:陈规划

http://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Hua?UserID=2928 

http://archive.is/klGtj 
152 《中山三院》陈规划简介 

https://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Hua?UserID=2928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022220628/https://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

Hua?UserID=2928 
153 《百度百科》孙启全简介 https://baike.baidu.com/item/孙启全 

http://archive.is/cfeX4 
154
 《好大夫在线网》杨扬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ZWDENv5LwmK7DLi.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207024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ZWDENv5LwmK

7DLi.htm 
155 《好大夫在线网》陆敏强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Z0ZUUNoD0ioO33P.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100485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BZ0ZUUNoD0io

O33P.htm 
156 《好大夫在线网》张剑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wORwMHeCoEzBhPT2.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100491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wORwMHeCoEz

BhPT2.htm 
157
 《医元网》张琪简介 http://zhangq.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05132910/http://zhangq.u.yynet.cn/intro.php 
15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专家教授:李华

http://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LiHua?UserID=2913 

http://archive.is/deIAq 
159 《好大夫在线网》汪根树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wORwRjPGYy9dgccG.htm 

http://archive.is/gcslM 
160 《好大夫在线网》易述红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wORwlQVy3s6uiTQK.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12090733/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wORwlQVy3s6

uiTQK.htm 
161 《好大夫在线网》许赤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oQZR-4uSXys8lfo.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1003434/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KoQZR-

4uSXys8lfo.htm 
162
 《人民网》医生库:张彤

http://health.people.com.cn/xywy/zsdxfsdsyy/keshi/gzwkmzth/4133647713.html 
163 《医元网》蔡常洁简介 http://caicj.u.yynet.cn/intro.php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410155444/http://caicj.u.yynet.cn/intro.php 
164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专家教授:姜楠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FgXCrq8hoLSNZn1O5.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401005300/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FgXCrq8hoLSN

Zn1O5.htm 
165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专家教授: 洪良庆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s://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ChenGuiHua?UserID=292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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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zssy?UserID=2937 

http://archive.is/woiIH 
16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专家教授:  纳宁

http://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zssy?UserID=2830 

http://archive.is/I2IEE 
167 《家庭医生在线》杨培生简介 https://ysk.familydoctor.com.cn/26985 

http://archive.is/CCvjL 
16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官网》专家教授: 凌士奇

http://www.zssy.com.cn/home/DeptExpertDetail/LingShiQi?UserID=2758 

http://archive.is/NQeLn 
169
 《120 健康网》李奇根 http://www.120.net/yisheng/jieshao/72hsbwxc47ivbonf.html 

http://archive.is/XX7NX 
17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院简介 

https://www.xyeyy.com/1/11/content_18687.html 

https://archive.is/FY8w9 
1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 

2013 年 8 月 1 日“已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名单 ” 

http://www.moh.gov.cn/zhuzhan/sjcx/201308/1ef2115e6ce84414b28bcc4b608d0910.shtml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456.png  
172《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普外器官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ChannelInfo.aspx?listid=405&deptid=9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2.png 
173《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普外器官移植科介绍 

https://www.xyeyy.com/5/38/69/216/content_32817.html 

https://archive.vn/Crl2T 
174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湘雅二医院肝、肾移植量双双跻身全国前 5  时间：2016-07-22 来源：器官移植

中心 

https://archive.vn/GDLQT 
175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湘雅二医院前十月完成肝移植术 200 台时间：2018-11-02 来源：普外器官移植

科 

https://archive.vn/plJw5 
176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177《湖南在线-大众卫生报版》 2005 年 10 月 21 日报道“龙腾虎跃正当时―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

中心肾移植科” 

http://www.hnol.net/content/2005-10/21/content_3479431.htm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35.png 
178《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179《湖南在线-大众卫生报版》 2005 年 10 月 21 日报道“龙腾虎跃正当时―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

中心肾移植科” 

http://www.hnol.net/content/2005-10/21/content_3479431.htm  

http://archive.is/XX7NX
https://www.xyeyy.com/1/11/content_18687.html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ChannelInfo.aspx?listid=405&deptid=92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http://www.hnol.net/content/2005-10/21/content_3479431.htm
http://www.hnol.net/content/2005-10/21/content_34794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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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235.png 
180
《科学网》 湘雅二医院一日完成七同源器官移植  发布时间：2014/10/28   

https://archive.vn/GtwU0 
181
 湘雅二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天之内助力完成 6 台器官移植术  2020-07-28 

https://archive.vn/4uvjd 
18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外器官移植科  彭龙开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503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8.png 
183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184《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185《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普外器官移植科科室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ChannelInfo.aspx?listid=405&deptid=92 

https://archive.vn/scyo7 
186《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团队介绍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vn/GP8lS 
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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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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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追查国际最新调查：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没停反增》 2015 年 11 月 27 日，2015 年 12 月 20 日更新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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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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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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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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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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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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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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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科室特色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is/wip/GP8lS 
198 湘雅附二院专家介绍-彭龙开 

http://www.xyeyy.com/Pages/MZB/ZjIntro.aspx?staffid=503 

https://archive.is/bCwpK" 
199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器官移植科  齐海智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449 
20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器官移植科  齐海智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449 
20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外器官移植科  谢续标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577 
202 齐海智：不断刷新器官移植纪录 —— 访普外器官移植专家齐海智教授 【湖湘名医】

http://www.xyeyy.com/Article.aspx?artid=20142 

http://archive.is/nmUVv 
203《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 胡建国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503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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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38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04214238/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

affid=387 
204 专家介绍-胡建国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387 

http://archive.is/EAvpv 
205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科室特色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is/wip/GP8lS 
206 专家介绍 – 尹邦良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388 

http://archive.is/UF4Oq 
207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科室特色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is/wip/GP8lS 
208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209《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科室特色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is/wip/GP8lS 
21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21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212
《39 就医助手》贺志军简介 

http://yyk.39.net/doctor/67421.html 

http://web.archive.org/web/20201109232903/http://yyk.39.net/doctor/67421.html 
213《好大夫在线》贺志军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ILwNzfz6DLFjxaq.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41010352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uCILwNzfz6DL

Fjxaq.htm 
214《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器官移植科 贺志军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6 
215《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器官移植科  胡伟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361 
216《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肝胆胰专科  苗雄鹰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444 
217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普外肝胆胰专科  钟德玝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44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12092233/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

affid=447 
218《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  周新民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462 
219《好大夫在线》刘锋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D0SmWD9XRfC4Kpr.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316095748/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8xQdKSLuD0SmWD9XRfC

4Kpr.htm 

http://yyk.39.net/doctor/67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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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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 喻风雷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46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6100809/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

affid=465 
22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袁运长介绍 

https://www.xyeyy.com/1/12/content_19727.html 

https://archive.is/wip/Hwxl1 
22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 袁运长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641 
223《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胸心外科  刘文亮专家介绍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StaffInfo.aspx?staffid=642 
224
《中南大学新闻网》“首例由家属提出脑死亡后无偿捐献所有器官 两只角膜在湘雅二医院已成功移植”   

来源：湘雅二医院党办   发布时间：2003-04-09 作者：李霁

http://news.its.csu.edu.cn/csunews/readnewsarticle?atcid=20070914055255435 
225《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科室特色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is/wip/GP8lS 
226《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227《好大夫在线》赵晓昆大夫简介 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INeXkFGpEHP0h6.ht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829030102/http://www.haodf.com/doctor/DE4r0BCkuHzdexqINeXkFGpE

HP0h6.htm 
228《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科室特色 

https://www.xyeyy.com/5/38/72/236/content_36333.html 

https://archive.is/wip/GP8lS 
229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泌外器官移植科临床部介绍  时间：2010/11/7 编辑:龚亚军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303.png 

https://www.xyeyy.com/1/12/content_19727.html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http://www.xyeyy.com/Template/LCKS/Article2.aspx?artid=4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