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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对 53 名发言人参与活摘的调查结果综述 

 

国际器官移植委员会第 26 届大会，计划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在香港举行，按照组委

会 TSS 的大会议程，将参加大会主会场和分论坛发言的中国大陆移植界人员共 53

人，分别来自 28 个单位。追查国际的证据表明，这些人和所在单位均涉嫌参与了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一、其中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中共卫计委副主任郭燕红、中国人体器官分

配与共享系统负责人王海波 3 人是全国活摘的组织者。 

追查国际的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组织全国卫生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以及涉嫌通过宣传器官捐献等方式来掩盖活摘真相。 

 

二、其余 50 名发言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25 家医院的移植医生或器官移植研究人

员，根据追查国际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及其所在单位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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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3 名医生所在的 8 家医院直接承认使用了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括：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

京医院。 

 

追查国际从中共官方的媒体报道、各个医院的移植床位数量和利用率、移植医

生数量、单个医生的移植能力、一天的移植数量等不同角度获取的大量信息也

证明，这些医院的移植量之大，超出想象。例如：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床位

500 多张，2006-2013 年移植量 5400-8000 例；武汉同济医院，据官方媒体报道

每年肾移植数量数以千计;„„ 

 

（二）没有直接承认活摘的 17 家医院中： 

 

1、有 8 家每年的实际移植量高达数千例,这样大的移植量，其供体来源显然是用死

囚器官或捐献的说法无法解释的。 

 

例如： 

1）解放军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0 年移植床位 316 张，2012 年增长到 393

张；中心医疗账面的毛收入 2006 年 3000 万，到 2010 年猛增到 2 亿 3 千万，5

年增长近 8 倍。其移植量可达每年 4000-5000 例。 

 

2）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 2016 年承认“我们医院一年下来都是几千例的

啊”
1
，该医院的移植负责人郑树森还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是该省迫

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16 年郑树森还自建了一个私人医院（挂名浙江

大学国际医院），肝胆外科有 117 张床位，主做肝移植。 

 

3）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即解放军 175 医院，据《中国时报》2006 年 5 月 1

日报道每年肾移植至少 3000 例。 

 

2、其他医生所在的另外 9 家医院，我们也可以从 1999 年镇压法轮功开始之后，器

官移植爆炸性增长的诸多反常现象中，分析得出这些医院的器官来源无法用死囚和

捐献解释，都有活摘器官的嫌疑。例如： 

 

陈静瑜，是本次参会发言的医生，号称“中国肺移植第一人”。他是无锡市人

民医院的医生，从陈静瑜等的肺移植论文中可以清晰的看出，该医院曾经在移

植中心从 100 例供体上直接摘取过器官，如果供体来自死囚的话，中国的死囚

处决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由检察院法院等按照规定的时间、程序、地点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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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满足医院根据移植需要随时摘取器官的需求，因此所用的器官来源不可能

是死囚。 

 

本调查报告，只是针对即将在香港移植大会上发言的 53 位大陆移植医生和其所在的

29 个单位参与器官活摘的分析，还只是整个大陆活摘移植的冰山一角。据追查国际

调查，截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在中国大陆光是移植医院达 891 家，涉嫌参与了活摘

的移植医生 9519 人。详细内容请见追查国际关于活摘的综合调查报告： 

中文版：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53 

英文版：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338 

 

 

第一部分：黄洁夫等 3 名中国卫生系统组织者涉嫌活摘的证据汇总 

 

本次参与大会发言的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中共卫计委副主任郭燕红、中国

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负责人王海波，是中共卫生系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组

织者，也是通过宣传器官捐献等方式掩盖活摘真相的主要参与者。 

 

一、3 名组织者参与活摘及借器官捐献掩盖活摘的证据汇总如下： 

 

（一）、黄洁夫，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主管器官移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名誉主任 

 

黄洁夫参与组织活摘、本人直接活摘、以及利用所谓捐献掩盖活摘真相的证据摘要： 

1、 黄洁夫是中共卫生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黄洁夫在 2001 年 10 月至 2013 年初的近 12 年间，是中共卫生部/卫计委负责中国器官移植的掌

门人，他参与的 12 年间也正是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直线发展至最高峰期间。 

 

他推动大批医院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连不具备条件的市级中医院、区级医院甚至基层军队医

院都开展了大量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时候，据中共 OPO 器官获取联盟主席叶啟发等说有 1000

多家移植医院
2
，仅追查国际查到的移植医院就有 865 家，其中，实施肾移植的医院由 2001 年

的 106 家，到 2006 年增至 368 家；这些医院的公开移植数量从 2001 至 2006 年至少实施了三万

多例次的肾移植，相当于前 40 年的总和。真实的移植量，据多个调查机构，包括追查国际调查，

远远超过这个数量，完全用死囚和捐献无法解释。 

 

2、作为一名移植医生，黄洁夫本人是直接参与活摘的头号刽子手 

1）根据 2013 年 3 月黄洁夫对《广州日报》的披露，2012 一年他一人主刀的肝移植就达 500 多

例，其中仅 1 例是自愿捐献的3。那么 12 年来他至少执行了数千例移植，也就是说至少有数千

名法轮功学员被他活摘而惨死。而据追查国际调查，全国有超过 9500 名移植医生。 

2）2005 年 9 月 28 号，黄洁夫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中国第一例自体肝移植，为以防

万一需要备用肝脏，于是 24 小时内就从广州和重庆调来 2 个匹配肝脏，新疆本地也找到一个备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53
http://www.upholdjustice.org/node/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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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肝。之后黄洁夫用 15 小时完成移植，并在观察 24 小时之后，宣布不再用备用肝。因为肝脏

从人体上摘除之后放入储存液里的时间不能超过 15 个小时，如果黄洁夫从两地调来的是切好的

器官，那么没等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在路上就已经失效！因此他调来的 2 个备用肝必然是 2 个活

人。而且由于死囚犯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司法程序，不可能随叫随到，因此这 2 个活人也不可能

是死囚犯。只能是来自于游离于司法之外的，特别关押的，可以随时杀戮取器官的人群！而且

跨越地区之大，说明中国大陆有一个国家级的庞大的活人器官库！该案例详见《黄洁夫做一台

手术，4 个备用肝供体，3 个是活人》4 

 

3、2006 年至今，黄洁夫一直在公开掩盖活摘真相 

中共卫生部是全国各移植医院的最高管理部门，黄洁夫被称为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他多

次充当中共移植器官问题发言人。 

 

4、黄洁夫曾任职的医科大学下属 3 家医院，均有医生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
 

（录音）：〝韩医生：对，没错。 

《追查国际》调查员：是这样的吧！我们是在想也有这要求（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行吗？ 

韩医生：国际，现在不能搞了，不能用了，而且从今年 1 月 1 号开始，我们已经公布了，

不准用了。〞 

2）中山大学附属江门市中心医院心脏移植科6 

对于活摘问题值班医生在电话中说（录音）：〝医生：我们做的多的是，有的是，你可能数

量还没有调查清楚，那太多了简直。“ 

《追查国际》调查员：你今天有做吗，还有在做吗？ 

医生：每天都做呀。〞 

该医院移植开始于 1999 年，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同步 

3）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西民族医院卢国平医生（录音）指证自己的同学、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缪医生有大量

的供体，而且详细的说明了可以获得法轮功学员供体
7
 

卢国平：我可以跟你说，他们那儿拿器官是轻而易举。 

调查员：哦，轻而易举？那现在…… 

卢国平：因为他们肝移植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他可以做十几台的肾移植啦，所以他们

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以他们不愁器官呢。 

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卢国平：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5、黄洁夫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在黄洁夫率领下，大陆卫生部门活摘器官赚取的巨额利润，持续不断的流入江泽民集团手中，

实现了〝以杀人来养杀人〞、〝以迫害养迫害〞的恶性迫害循环体系。因此，黄洁夫严重涉嫌

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45#_Toc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45#_Toc6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139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6728#_Toc36657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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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海波，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负责人，曾任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主任助理 

王海波参与活摘及掩盖真相的直接证据： 

1. 作为移植医生，王海波毕业于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系，而如前所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 1999

年前参与了活摘死囚器官，1999 年后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中山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三附属医院和附属江门市中心医院医生的证实。 

2. 王海波很早就参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产业链： 

1) 王海波自 2004 年起任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助理主任8。肝移植注册中心 2005 年 2 月成

立，但是中国的国家捐献从 2010 年才开始试点，所以毫无疑问，2010 年前的器官来

源全部是非法。 

2) 参与发起肝移植注册中心的是中共 21 个最大的肝移植中心9，而据追查国际调查，这

些医院直接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数量每年达数千例，详见追查国际的活摘

综合调查报告第六章。 

3) 该组织 2006 年度报告记载的急诊肝移植比例高达 26.6%
10，而死囚处决必须经过严格

的司法程序，不可能满足不定期的移植需要，因此供体来源不可能是死囚。这也证明

中共器官移植有一个独立于普通死囚之外的、可以根据移植需要随时使用的庞大的活

体库。身为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负责人王海波的罪行不可逃脱。 

 

（三）、郭燕红，中共卫计委，副主任 

 

中共卫计委是地方卫生系统的移植医院的管理者，也是 2010 年开始的所谓心脏死亡捐献的组织

者。作为重要管理人员，郭燕红不仅涉嫌深度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涉嫌借器官捐献

掩盖活摘真相： 

 

1、 郭燕红参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1) 郭燕红是护理专家、医院管理专家，历任卫计委副主任，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卫

生部医政司护理管理处处长，中华护理学会副秘书长11，她参与培养移植医师
12
，参

与编撰移植护士标准
13
等 

2) 她与各大移植医院有长期合作，了解中国器官移植的真实情况：移植医师数量、忙

碌程度和各个医院的真实年移植数量等，应该清楚的知道真实移植量巨大，远非死

囚所能解释 

2、 2010 年至今，郭燕红一方面继续参与移植医师和移植护士等培养，另一方面参与所谓器官

捐献，故只能解释为主动参与活摘。 

3、 追查国际的调查显示，1999 年至今，活摘并没有停止，中共宣称的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后停

止死囚是一个谎言。 

例如， 

1) 追查国际 2016 年 1-6 月的 《最新调查结果： 中共以“捐献器官”为名，仍在大量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14
表明： 

a) 黑龙江省警察朱家滨承认 2016 年 4 月活摘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器官并且“卖了”； 

b) 各移植医院快则马上移植（绿色通道即急诊肝移植）、慢则 2 个月移植的等待时间，与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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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限的捐献数量相互矛盾。 

c) 多名医生护士承认现在或者曾经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d)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士承认该医院每年肝移植几千例； 

e) 四川省人民医院承认曾经将供体拉到医院，根据移植需要的配型和时间自行决定切取

供体之后火化，这与中国普通死囚的处理的情况矛盾。 

2）追查国际 2015 年 11 月 27 日报告《最新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没停反增》
15
，

提供了多家医院的医生都有直接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涉及本次参会的医院的，详见

后面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通话记录） 

 

二、2015 年至今活摘依然存在的更多证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宣称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完全依靠捐献，但是追查国际的调

查显示，就如黄洁夫 2015 年 11 月 18 日接受《纽约时报》和《北京青年报》采访时

所暴露的那样，“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几乎没有供体
16
。 

 

2015 年 1 月至 11 月间，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 169 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和部

分公民器官捐献机构电话调查也表明：捐献器官很少、捐成的没有几个17。例如，

大型器官移植医院中心集中的三大直辖市： 

1、北京市红十字协会值班职员的说红十字协会捐献在筹建，还没开始（2015 年 12 月 6 日

调查电话：861063558766 ）。（此录音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2、天津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从 2003 年建库（器官捐献库）到现在捐了 170 多个

（2015_12_11 09 调查电话：862227311180）。（此录音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3、全上海市器官捐献成的只有 5 例（2015 年 12 月 17 日，调查电话：86-63365880）上海

黄浦区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的职员说，去年上半年才开始开展此项工作，上面有文件，

器官捐献很困难，到目前全上海市只有 5 例器官捐献成的。（此录音下载：MP3 文稿详见：

附件） 

 

而这三大城市（此处的证据来源详见追查国际的 2015 年 11 月发布的活摘追踪调查

报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1、北京是全国器官移植量最大的城市，仅获得卫生部移植资质的医院就有 20 家，其中 1）

北大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朱继业对《中国经济周刊》称该医院“曾一年之内做过 4000 例

肝肾移植手术”； 

2）北京协和医院的黄洁夫称 2012 年其本人主刀肝移植就达 500 多例，其中自愿捐献的仅

1 例，而黄洁夫只是协和医院众多（至少 4-6 组）肝移植主刀医生中的一名；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2015_12_06_13-25-37_861063558766bei_jing_shi_hong_hui_juan_xian_zai_chou_jian_-edited-ms.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26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2015_12_11_tian_jin_shi_hong_shi_zi_hui__gong_zuo_ren_yuan_shuo_cong_2003nian_jian_ku_dao_xian_zai_juan_liao_170duo_ge_-edited-pb.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27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64139_2015_12_17_09-30-25__shang_hai_huang_pu_qu_hong_shi_zi_zhi_you_5li_qi_guan_juan_xian_shi_xian_._862163365880.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46#_Toc28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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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放军驻北京丰台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2010 年 316 张床位，2012 年 393 张移植床位，

按照床位数和周转次数保守计算的移植量每年也 4000-5000 例；北京友谊医院是北京市器

官移植配型中心，自称亚洲最大肾脏移植中心，…...。 

 

2、天津市仅获得卫生部移植资质的医院就有 4 家。其中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

中心是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仅公开报道的每年肝肾移植量就有 1000 多例，《中国技

术市场报》2015 年 1 月 6 日对该医院院长沈中阳的采访写到：“截至 2013 年年底，东方器

官移植中心的手术例数和生存质量连续 16 年排在全国首位。”“沈中阳已经带领他的团队完

成了近万例肝移植手术，高居榜首。”该中心有移植床位 500 多张，2006-2014 年，每年真

实移植量 5400-8000 例。天津市红十字会公布的捐献数量，远远不能解释该医院的公开移

植量。 

 

3、上海有 11 家卫生部指定的器官移植医院，全部是国家级移植中心，每年开展大量器官

移植，5 例捐献器官绝不可能是上海众多器官移植机构每年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例如：

《家庭医生在线》器官移植中心简介中记载：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公开称每年肝移植 200

多例，肾移植 100 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仰望星空》报道：该医院的肝移植中心有肝

移植床位 110 张床位，实际肝移植量超过 1300 例/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泌尿外

科“现有床位 57 张，其中 ICU 床位 14 张。年平均移植例数超过 200 例。” 

 

那么，这几大城市那么多的医院丰富的供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二部分：50 名发言医生所在单位参与活摘的证据汇总 

 

参加大会发言的其余 50 人，来自中国大陆的 25 家医院。他们的发言题目详见《香

港 TTS-PRC 发言者名单》。 

 

根据追查国际的大量调查显示，这些发言人所在单位均涉嫌活摘了法轮功学员器官，

详见追查国际的活摘综合调查报告。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提示以下证据： 

 

1、医生承认使用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录音； 

 

2、医院的移植数量超大、无法用捐献解释。因为，针对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进行

的犯罪，获得确切的证据非常艰难，因此我们主要从每个移植中心的床位数、床

位周转率和住院人数等方面进行分析推测，算出其实际移植量，但也有部分医院

的医生直接承认每年的移植量数以千计。 

 

3、医生撰写的论文中流露出的一些反常现象揭示了器官来源不可能是死囚的真相。 

 

（一）以下是其中 23 名发言医生所在的 8 家医院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29#Att 123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29#Att 12345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829#Att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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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 

 

医院/大学 与会发言人 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通话记录 

中山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何晓顺 

王长希 

袁小鹏 

陈国栋 

邱江 

陈传宝 

刘龙山 

吴成林 

张桓熙 

该医院医生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18： 

2015 年 6 月 30 日追查国际电话调查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肝胆外科，姓韩的医生接听电话。当他听说黄洁夫

每年做 500 多例肝移植后说：“我们现在做的 1500 多例都

有啊！”并承认他们使用的是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关押法轮

功学员的人体器官库。他两次肯定的表示“对，没错。”（此

录音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中山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 

汤建新 医生称：能找到这种法轮功供体19。 

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 

叶啟发 

Guo , Fei 

马小倩 

范晓礼 

 

中南医院直接承认使用法轮功供体，并且可以直接从广州军区

总医院获取法轮功肾源20。 

以下是追查国际 2006 年 4 月电话调查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现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记录片段： 

问：你们这边法轮功犯人的肾源怎么样？ 

答：应该说，应该还可以，要不您问一下陆总吧…，广州

军区总医院， 

问：等一下…，广州军区， 

答：就是武汉总院，我们相互之间也会调剂的 

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 

杨橙 

 

1、2013 年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显示：该医院医生说：“我们这

儿的都是这种炼法轮功的。“这个是跟法院部门联系”21 

2、2015 年 2 月 8 日（8613681972360），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肝脏病理科主任医生谭云山说：现在做肝移植，所有的

肝脏供体都是“源头”拿的。我们当然知道供体是谁的，至于法

轮功不法轮功，我们不管。如果它符合标准，不管你是谁。 

调查员：“您知道？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

已经供认了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那在那个

政策下是不是都在做啊？”谭云山：“对，对”。（此录音下载：

MP3 文稿详见：附件）22 

天津市第一中

心医院 

莫春柏 

王凯 

孙超 

宋主任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炼法轮功的）。”23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4-4-2015nian_11yue_25ri_yan_zhou_zhong_shan_da_xue_fu_yuan_han_yi_sheng_dui_shi_yong_fa_lun_gong_xue_yuan_qi_guan_-liang_ci_biao_shi_ken_ding_-dui_-mei_cuo_-pub.-k.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19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4-1-2015nian_2yue_8ri_shang_hai_fu_dan_da_xue_fu_shu_zhong_shan_yi_yuan_gan_cang_bing_li_ke_zhu_ren_tan_yun_shan_yuan_tou_na_qi_guan_bu_guan_shi_bu_shi_fa_lun_gong_du_yong_-pub.-ms.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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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中科技

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 

陈刚 

朱兰 

1、2006 年，该医院医生在接受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直接

承认在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24。 

调查员：用炼法轮功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医生答：可以呀。 “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

有保证足够”。“人还没死就把器官取下来了”。 

2、2015 年 10 月 12 日追查国际调查员对华中医科大学同济医

院心胸外科二病区宫医生的电话调查25中，可听出他：一、承

认是用法轮功器官做移植；二、承认因江泽民的命令而做。（此

录音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广州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 

蒋小峰 2006 年调查，医生对调查员承认：4 月中旬有一批。炼功人身

体比较好，肾都是年轻的 20 至 30 岁，没有传染病、没有艾滋

病、梅毒26。 

第四军医大学

附属西京医院 

窦科峰 

杨诏旭 

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长白书忠指证，该医院是军队活摘器官的

主力医院。 

1998 年～2004 年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的白书忠，在

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中，直接承认在他在任期间，江泽民亲自

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是军队系统

中执行江泽民这一命令的主力医院27： 

“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有一个批示的话就是说”，“说

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并称“我们这几个军医大学就

能掌控的、咱们总后直属单位几个军医大学反复要求，因为那

时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 

 

 

（二）另有 15 名医生所在的 8 家医院的年移植量上千例： 

 

单位 发言人 发言人所在医院/医科大学涉嫌活摘的证据汇总 

浙江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郑树森 1、该医院每年的肝移植就达几千例
28
，真实移植量惊人： 

2016年调查记录：肝移植病房（+86-57187236736）。 

值班护士称：我们医院一年下来都是几千例的啊，你……郑树森是我

们主任。原先还有活体的。（录音下载 MP3 文稿双击下载：附件 23） 

 

2、浙江大学附一院院长郑树森，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浙江省“反邪

教”协会副理事长。说明郑树森既是专门迫害法轮功机构的负责人

之一，又是拥有充足器官供体来源的器官移植机构的负责人，同时

也是操刀杀人的手术者。 

1）截止 2012 年，“施行肝脏移植 1080 例，同时开展多器官联合移植，施

行肝肾联合移植 25 例„”。 

2）“中国反邪教协会”是由具有宗教或者科技身份的党政高级官员成立的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5/50795_4-5-2015nian_10yue_12ri_hua_zhong_yi_ke_da_xue_tong_ji_yi_yuan_xin_xiong_wai_ke_er_bing_qu_gong_yi_sheng_yi_qian_yong_fa_lun_gong_de_qi_guan_pub..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_To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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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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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该协会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政府及其媒体，用其成员的宗教或者

科技身份，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布和解释中国当局镇压法轮功的理由，向

中国当局建议镇压法轮功的措施，制造反法轮功的理论，并直接参与包括

转化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各种迫害活动
29
。 

解放军 309 医院 石炳毅 该院对外公开的移植量 200 多例，但是我们从以下的数据推算出其实际移植

量超过 5000 例/年。 

1、2012 年，器官移植中心就有床位“393 张”
30，“年收容量及病床周转次数在

军队同类学科处于领先地位”
31，可以算出该医院年移植量约 5000 例。 

2、中心医疗账面毛收入由 2006 年 3000 万涨至 2010 年 2 亿 3 千万，5 年增

长近 8 倍32。 

解放军 301 医院 许寅喆 

 

1、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报道，301 医院肝移植中心有床位 200 张
33
 

2、泌尿外科是全国著名的肾移植中心，分为 4 个病区，拥有病床 140 张
34
 

可以推算出该医院的真实肝肾移植量超过 3000 例/年 

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韩峰 1、 移植能力每年上千例：肝胆外科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肝胆胰外科专科，病区

拥有床位 162 张35。肾移植科床位 48 张36。 

2、 该医院的卫生部重点法医学实验室是 1999 年 10 月由卫生部科教司同意，

与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共同组建，做器官配型，涉嫌

利用掌握的法轮功学员资源进行器官移植37
” 

南京军区南京总

医院 

李幼生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在 2001 年一年的肾移植就已经超过了 1000 例，而公开

报的移植数量仅 100 例左右。详见追查国际分析38。 

四川华西医院 林涛 该医院真实移植量每年上千例： 

1、肝移植中心有 72 张床位
39
； 

2、拥有目前国内床位数最多的泌尿外科病房，其中普通泌尿病床 197 张，肾

移植病床 31 张
40
。 

厦门大学器官移

植研究所 

杜菲菲 

李亚光 

李燕杰 

夏俊杰 

赵斌 

该医院附属的东南医院，是解放军 175 医院，2005 年每年肾移植 3000 多例。 

据台湾《中国时报》2006 年 5 月 1 日报道，“邻近厦门的福建省漳州一家三

級醫院“每年至少完成 3000 例肾脏移植手術
41
 

追查国际根据以下证据分析得出，这家医院就是位于漳州的 175 医院。 

1、 这是最早的一批三甲医院。开展了”全军首例肾移植、闽南地区首例亲属

活体肾移植和省内首例心肺联合移植，发展成熟的肾脏、肝脏、心脏、角

膜和皮肤等组织器官移植手术已成为医院独特的技术优势
42
。 

2、 该院展开床位 1000 张，是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福建医科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前身为第一军医大学）等 15 所军内外高校的临床教学医

院，有一批在军内外享有较高声望的知名学科带头人和专家
43
。而军医大

学附属医院，据白书忠指证，是中共军队活摘的主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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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医院 张小东 

徐岳 

宋铮 

张强 

 

1、1998 年～2000 年，连续 3 年肾移植数量居全国第一位44。而 2000 年时，

仅南京军区总医院肾移植即超过千例。 

2、该医院移植医生数量庞大，可以看出每年的真实移植量可达上千例： 

1）该院是北京市器官移植配型中心的成员医院之一
45
，从事肾移植的主

任医师 6 名，副主任医师 9 名，其他 17 名，共计 32 名；从事肝移植的

主任医师 3 名，副主任医师 7 名，主治医师 5 名，其他 12 名，共计 27

名；可组成十多个肝肾移植团队
46
。 

2）该院移植医生管德林 1998 年一人就做了 100 多例肾移植
47
，到二

零零五年九月七日已有 “二千七百多例肾移植、四十余例亲属肾移植、

近二十例胰肾联合移植”的经历
48
，从 1999 年 1 月 26 日至 2005 年 9 月

7 日，6 年 7 个月的时间里做了 1700 多例肾移植手术。平均

(1700/6.58)258 例/ 年。那么全院这么多移植医生，一年肝肾移植量可

达上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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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余发言医生所在医院/医科大学证据汇总 

 

单位 发言人 发言人所在医院/医科大学涉嫌活摘的证据汇总 

无锡市人民医院 陈静瑜 对该医院的移植数量和对陈静瑜医生的论文分析表明，该医院器

官不可能来自一般死囚或捐献，只可能来自在押的法轮功学员或

其他一些良心犯，而法轮功学员是供体的主要来源。分析如下： 

1、据追查国际发布的《中国大陆涉嫌参与活体切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的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49
资料显示，该院医生参与

来源可疑的器官切取： 

1）自 1989 年 1 月～2002 年 2 月，实施 140 例肾移植供体切取，

供体男性 137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龄 24.5 岁。 

2）2003 年 6 月至 2006 年 7 月，实施 20 例肝肾快速联合切取。 

3）自 2002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实施 129 例供体肺摘取。 

2、对陈静瑜的 100 例肺切取和移植的论文《肺移植供肺获取 100

例:冷缺血时间>6h 及肺减容对预后的影响》
50
分析表明，不仅供

体来源不可能是捐献器官，且有故意杀人切取器官嫌疑。 

1) 供体不可能来自捐献。 

该论文宣称的切取时间为 2002 年 9 月-2011 年 1 月，数量 100 例，

地点在“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进行”，且都是该医院的各科

室合作“心、肺、肝、肾同时切取”。但据中国器官移植捐献网转自

《无锡日报》的报道《无锡 4 年仅实现 10 例器官捐献》。那这 100

例肺切取的供体从何而来？并且论文中显示的“第一侧供肺冷缺血

时间（147+18）min 时间”的超短程度来看，也证明这 100 例肺移

植是在该院直接从供体身上切取的。 

 

《肺移植供肺获取 100 例:冷缺血时间>6h 及肺减容对预后的影响》
51
论文截图 

2) 器官切取过程有杀人嫌疑。论文称“100 例供者中脑死亡 3 例，心

肺死亡 97 例”，年龄却惊人的年轻“27.36+5.12（都是 23-38 岁）”

这是疑点之一。另外“心肺死亡纳入标准：出现 3 项客观指标（无

自主呼吸、无自主心跳以及瞳孔放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

由于中国器官捐献都来自死后劝捐，冷缺血时间不可能达到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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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短时间，所以从它的超短的冷缺血时间来看，这 100 例肺切取

只可能是活摘，涉嫌故意杀人。 

 

《肺移植供肺获取 100 例:冷缺血时间>6h 及肺减容对预后的影响》
52
论文截图 

3) 陈静瑜的微博显示，中国的病人与国际上的肺移植的病人不同，这

些突发性病例移植的供体却能够随时找到。由于血型、配型以及捐

献的随机性等因素，有限的捐献数量不可能随时保证不定时的移植

需求
53
。 

综上所述，由于死囚处决有严格的地点和时间要求，发生在无锡市人民医院

肺移植中心的大量来历不明、可以根据手术需要而随时摘取的供体，不可能

是死囚。只可能是来自司法之外的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在押人员和其他一些

良心犯。 

解放军 303 医院 

 

孙煦勇 位于广西，2008 年是广州军区唯一的器官移植重点学科和专科中心，公开移

植量每年完成肾移植 200 例次，肝移植 30-50 例次。
54
 

吉林大学中日联

谊医院 

关连越 

王展鹏 

1、 肾移植：至 2005 年累计达到 1600 余例，其中 2003、2004、2005 年连续

超越 100 例
55
。 

率先在东三省建立了眼库
56
。并开展同种异体角膜移植 2500 余例

57
。 

湖南省南华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王毅 

Logen , 

Liu 

据《追查国际发布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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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资料显示：2007 年 5 月 23 日，该院是卫生部指定开展肾

移植的医院。截止到 2012 年 3 月 24 日，该中心报道已开展了 500 余例肾移

植手术。2002 年 3 月至 2002 年 10 月间，实施肝移植手术 13 例。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省中医院 

戴振华 

 

该单位有两家医院涉足活摘，器官移植开始于 2000 年后无器官捐献时期，器

官来源可疑： 

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9
：2000 年 4 月至 2004 年 12 月，该院完成

肾移植 26 例。参与多台肝移植手术。 

2、 广州中医药大学祈福医院
60
，详见尾注。 

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 

Liu, 

hengzhao 

据 2014 年 12 月 23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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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中纪录的该院公开资料显示，从 2001

年 4 月～2007 年 4 月，该院实施的肾移植 184 例。肝移植，从 2001 年 9 月

至 2003 年 6 月，完成 3 例同种异体原位移植。 

在 2000 年后的广东省器官移植突发增长中，该医院肝移植发展迅猛
62
： 

胆胰外科 2003 年-2010 年为深圳市医学重点专科，2004 年经广东省医学会批

准，肝胆外科获肝脏移植 B 级准入证，成为当时的深圳市器官移植中心之一。

2007 年以肝胆外科为基础成立了卫生部普外科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2011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45808#_ed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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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次获得卫生部器官移植准入，并于 2013 年 5 月完成了深圳市首例 DCD 肝

移植。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 

郑哲 据追查国际发布的《中国大陆涉嫌参与活体切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疗单位

和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
63
 ，自 2004 年开展心脏移植手术。自称心脏移植年

均 50 余例，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作为国内最大的心脏移植中心共完成 440 例。 

中国科学院广州

生物医药与健康

研究院 

赖良学 生物院建有华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感染与免疫

中心、公共健康研究所等 4 个核心研究单元及药物开发中心（Pipeline）核

心转化单元，同时，核心研究单元建成了呼吸疾病中国重点实验室（与广州

呼吸疾病研究所共建）、中国科学院再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
64
。 

其合作者广州呼吸研究所隶属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该院 2003 年完

成华南地区第一例临床同种异体肺移植。迄今为止，该学科已经完成 57 例临

床肺移植。肝移植：截至 2006 年，至少完成 20 例。 

 

 

第三部分：中共的器官捐献样板湘雅三院真相 

 

至今，中共从未承认过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却大肆炒作从 2015年 1月 1日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营造改良气象。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谎言。 

我们就以中共长期打造的一个器官捐献样板---湘雅三医院来查看其中的真相： 

1. 湘雅三医院真实移植量很大，具备每年 1000 例以上器官移植的能力 

2. 该医院器官移植负责人、是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的首位执行主席叶啟发，

任职的二家医院都有医生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3. 医院极短的器官等待时间，无法用数量有限和不稳定的器官捐献解释。 

4. 湘雅三医院涉嫌是中共器官的调配中心 

 

一、 湘雅三医院以及其学术带头人叶啟发 

 

该医院于 1992 年 12 月试运行，1996 年 8 月全面开院。目前主要以移植医学和微创

医学为特色品牌
65
。 

 

医院官方网站介绍：自 2009 年开始，湘雅三医院成为国内首批获准开展 CDCD(中国

公民逝世后捐献)供器官移植的试点单位之一，目前完成的 CDCD 供器官移植的数量

和手术疗效均位居全国前列，在 2011 年，被国家卫计委、中国红十字总会评为全国

CDCD 试点先进单位，经验在全国 30 个省市 CDCD 工作会议上进行交流，受到国内同

行的广泛赞誉与肯定。移植中心主任叶啟发 2015 年被委任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

盟(OPO)首位执行主席。叶啟发现任湘雅三医院移植专科副院长、教授、主

任医师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累计完成肝移植 1000 多例、肾



 
 
 
 

1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Per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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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植 2000 多例，堪称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一面旗帜。卫生部移植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2005 年在湘雅三医院组建，之后宣传〝中心经过三年建

设，已开展了背驮式肝移植数百例、肾移植逾千例〞，显示每年仅肾移

植数量至少就超过 333 例。  

 

然而从叶啟发和他人联名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供体都非常年轻健康，同时热缺血时间极短。例如，2007 年他们发表在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的论文显示，64 例供体均为无心跳尸体，平均年

龄 32.5 岁，本组供肝的热缺血时间平均是 4 分 30 秒。所谓〝热缺血〞

是指从供体供血停止到冷保存开始的这段时间。医师指出，这个时间很

短，就说明供体死亡的时间预先就知道，而且供体死亡和切取器官是在

同一地点。而捐献和死囚供体死亡之后到切取器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达到这么短的热缺血时间。也就是说这些年轻的供体

不来自捐献和死囚。那么来自哪里？而且数量这么充足！  

 

 

二、该院移植中心在器官移植业的位置不断升级 

 

湘雅三医院于 2001 年 8 月建成了湖南移植医学中心大楼
66
。正式挂牌当日，据 2003

年 9 月 19 日新华网题为《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在中南大学“操刀”肝移植》的报道显

示：“在近 3 年内完成肝移植手术 300 例、肾移植手术 600 例。当天，移植中心共

安排了 7 台肝肾移植手术。黄洁夫做的是一台肝移植手术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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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这头一天的 9 月 18 日，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医学会移

植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南大学湘雅移植医学研究院同时在湘雅三医院成立。并与美

国匹兹堡大学正式签定了器官移植合作协议
68
。 

 

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于 2005 年由卫生部组织国内相

关专家论证，并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国湖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正式组建。“中心经过

三年建设，已开展了背驮式肝移植数百例、肾移植逾千例。并开展了肝肾、肝胰、

肝肠、胰肾及多器官联合移植、脾移植、胰腺移植、心脏移植、劈离式肝移植和亲

属肝移植以及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移植，肝、脾、胰细胞移植
69
。”中心于 2008 年经

卫生部再次组织相关专家鉴定通过验收，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落

户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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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雅三医院真实移植量很大，具备每年 1000 例以上器官移植的能力 

 

1、湘雅三医院一度是中国最大器官移植医院，保守估算其真实的年移植量在 1000

例以上 

 

1999 年之前，中国的器官移植医院不到一百家，20 年的肝移植的总和只有 135 例

1999 年之后，器官移植医院突然爆炸性出现，据叶啟发讲 2007 年最多时有一千多

家
70
，其中仅追查国际查到做过器官移植的医院，截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就有 891

家。原有的器官移植医院，也纷纷扩建或者新建大型的器官移植中心，湘雅三医院

就是较早建成大型器官移植中心的一个。 

 

 

叶啟发：中国器官移植医院最多时候有 1000 多家，来源：人民网-湖北频道，2015

年 04 月 25 日 

 

2001 年 8 月，该医院投资近亿元建成了近 8000 平方米的移植医学中心，包括透析

中心、实验中心、层流手术间及 ICU 超净化移植层流病房。同时湖南省移植医学中

心落户该院
71
。床位编制 150 张

72
。 

 

这样大的移植床位数量，是 1999 年前中国最早和最大的卫生部器官移植研究所---

是武汉同济医院的 3 倍（1999 年前 46 张床位
73
）还要多，一跃成了当时国内规模最

大、设施最全、设备最先进的移植中心
74
。2002 年 10 月，时任武汉同济器官移植研

究所副所长的叶啟发，“率 8 名专家组成的移植学科团队加盟湘雅三医院。
75
”他的

到来使得该医院的移植能力大增，“我院曾经同时进行 2 台肝、5 台肾的移植手术，

我们已经拥有同时开展 6、7 台移植手术的能力
76
。 

 

那么这家医院的真实移植能力有多大呢？中国的肝肾移植住院天数 20-30 天，湘雅

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从床位看，按床位周转率为 100%计算，，每年具备 1825

（150×365×100%/30=1825）例以上的肝肾移植潜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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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完成肝肾移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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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叶啟发曾任职的武汉同济医院的真实移植量“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数以千计”，

通过与同济医院和其它医院的比较，我们认为湘雅三医院的真实移植量能够达到每

年上千例。 

 

2.极短的器官等待时间，无法用数量有限和不稳定的器官捐献解释。 

 

其它移植大国都有一个数量巨大的捐献人群，等待器官的时间要 2-3 年。而在中国

器官捐献都是医院发现重病患者或者伤重员之后，劝捐员才开始对其进行劝捐工作，

据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的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
77
说：一般需要耗费

数天到十几天的时间，才能劝捐成功。可见劝捐的艰难和数量之有限。因此，再考

虑配型因素，别说 2-3 年，等待的时间根本无法保证。 

 

可是，追查国际在调查中却发现，湘雅三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医生都声称器官等待时间只需 2 周。在拥有捐献人群 1.2 亿的美国还需等上

2-3 年呢，而在劝捐极其艰难的中国大陆却只需等待 2 周？说明中共的供体比拥有

1.2 捐献人群的美国还充足的多，并且这些配型吻合的供体还都偏巧在这些医院需

要做移植的时候死了？而且还都很健康、年轻，没有大的疾病史，那怎么好端端的

就死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根本无法解释，只能说明真实的供体另有来源，并且

数量巨大，而捐献只是中共对外打的一个合法的幌子而已。 

以下是来自几家医院的证据： 

1）2016-04-05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刘医生（+86-13975195016）
78
：“一般两

周就可以等到肝源”。“就以前用的都是那些东西，现在不让用了„„”“这

个电话里面不能给你讲„„你那个人就过来咨询一下好„„这个电话里也说

不清楚。”---在这里医生暗示如果需要以前的器官，只能当面咨询。 

 

2）2015 年 3 月 19 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肝移植科值班护士
79
说：肝移植

等待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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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录音下载：MP3 文稿详见：附件） 

 

3)2016-03-03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_肾移植中心主任谢晋良（+86+13908469057）
80
：肾移植今年己做二十例。只要配型合适，马上就可安排手术。（录音下载

MP3 文稿双击下载：附件） 

 

3.叶啟发任职的三家医院都有医生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叶啟发现在任职的湘雅三医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以及曾任职的武汉同济医院，

都有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供体，湘雅三医院的医生还暗示现在也在用。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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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67047_2.7.2016-03-03_14-43-43_zhong_nan_da_xue_xiang_ya_yi_yuan_yi_zhi_zhong_xin_xie_jin_liang_86-13908469057shen_yi_zhi_zhi_yao_pei_xing_he_gua_ma_shang_jiu_ke_an_pai_shou_zhu_.mp3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To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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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详见前面的《23 名发言医生所在的 9 家医院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做移植的证据》） 

2）武汉同济医院医生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追查国际的调查中，武汉同济医院医生承认“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

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
81
。“人还没死就把器官取下来了” 

82
。该院医生的

亲属表示，供体量很多，曝光前，天天加班加点做移植手术。 

 

4.湘雅三医院涉嫌是中共器官的调配中心 

 

《湖南日报》集团旗下的《大众卫生报》
83
于 2003 年 9 月 24 日报道了黄洁夫在湘雅

三医院发表的讲话，涉及建设器官调配网络和调配中心，集中关押供体的问题： 

“在 9 月 18 日成立的湖南省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逐渐形成省、区域和全国

的管理网络，发挥信息共享，资源合理利用与配置的作用，并且，手术量的上升将

提高整个移植医学界的技术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供体市场规范的器官移植手术极

大地为病人节约了医疗费用，不用往返运输供体将使手术成本下降一半，且移植质

量也因为等待移植时间的缩短而大大提高。” 

 

 

  2004 年 9 月大众卫生报网页快照 

 

跟据分析，卫生部在军队的参与下，在全国各地设有大型的器官库，但如何调配协

调这些器官库，使其能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就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调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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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三院凭籍其在器官移植行业的龙头老大地位，很可能就充当了全国器官调配中

心的作用，否则就不会说“不用往返运输供体将使手术成本下降一半”了？ 

 

 

 

                                                           

1追查国际 2016 年 1-6 月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共以“捐献器官”为名，仍在大量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_edn3 
2
人民网-湖北频道《武大肝胆疾病研究院：器官移植与时间赛跑》，2015 年 0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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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追查国际】2016 年 1-6 月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共以“捐献器官”为名，仍在大量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7047 

15追查国际 2015 年 11 月 27 日报告：《最新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没停反增》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16北京青年报电子版，《黄洁夫：死囚可否捐器官是伪命题》，2015 年 11 月 23 日， 

 epaper.ynet.com/html/2015-11/23/content_167300.htm?div=1 

17追查国际 2015 年 11 月 27 日报告：《最新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没停反增》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18追查国际际最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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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19《追查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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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追查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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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oc366574836 

21《追查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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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oc366574832 
22追查国际 2015 年 11 月 27 日报告：《最新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没停反增》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0795 

23《追查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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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oc366574831 

24《追查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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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Toc366574837 

25【追查国际】对华中医科大学同济医院心胸外科二病区宫医生的调查录音 

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44#_Toc66 
26
《追查国际》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006 年 4 月 16 日原发，

4 月 22 日、5 月 1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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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pdf 
27
《追查国际查获是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2014 年 9 月 30 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818 

 
29中国反邪教协会章程 

30《新华网》走进全军知名专科中心：解放军第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2012 年 02 月 28 日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5105.png 

31《解放军第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发表时间：2010-11-17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5.png 

32《解放军第 309 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 201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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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35.png 
33中国器官移植网对 301 医院介绍 

追查国际档案备份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105.png 

3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简介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102.png 

35《西安交通大学附一院》肝胆外科科室简介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2009.png 

36《西安交通大学附一院》肾移植科科室简介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20.png 

37《西安交通大学》卫生部法医学重点实验室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medicalarticles/119.png 
38www.zhuichaguoji.org/node/64348#_Toc47 

39《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简介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cn/images/nationalcriminalreports/683.png 

40《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专业简介发布时间: 2015-06-01 

追查国际存档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2016/64700_061709.png 

41《台塑斥 11.8 亿厦门建医院器官移植列重点》，《大纪元》 2006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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