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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局办公室 

2018-01-01（+86 57186460752） 

 

内容提要 

1， 找器官的事，你不要通过电话里去问，好不好? 

2， 器官我们肯定多了。 

3， 肝，大概 30 万可以不? 

4， 肾多少？ 15 到 20（万）吧！ 

5， 问：供体费给谁？答：那肯定是给我们了！ 

 

录音内容 

调查: 喂，你好，我说，你是，是不是浙江省器官捐献中心，红十字会, 红会的？ 

红会: 嗯，你哪里? 

 

调查: 哦，我是北方的，嗯，祝你新年好啊！ 

红会: 哎…… 

 

调查: 一年，一年已经快结束了，呃，也和你是同行，你， 

你们那边的捐献情况怎么样? 这一年当中。 

红会: 你哪里啊? 

 

调查: 我是在敦煌这边。 

红会: 啊? 

 

调查: 敦煌这边，搞医的，和你们一样。 

红会: 敦煌？你问我这个事，你问你们当地红会吧。 

 

调查: 我是医院的，联系那个器官，找器官嘛，呃，协调员， 

但是现在我们这边捐献的就不怎么样，你们那边捐献的就是，呃，人们捐献的还多吗? 

红会：你是甘肃啊? 

 

调查: 哎，对，对。 

红会: 哎，甘肃，那你通过甘肃红会问一下嘛，或者是甘肃 

的医院问一下。 

 

调查: 是呀，我知道，问了，问了我们这边呢，就是捐献的人不太多，因为人们的思想还不太开放

嘛，我就说你们那边是不是好一些？ 

红会: 呃你有什么事吗? 那就…… 

 

调查: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那边如果捐献的器官多，能不能给外，就是给外面，可以给支援呢? 还

是只供你们本省用? 

红会: 这个都有原则的嘛，你是哪……你，你这个，你问当地的，嗯。 

 

调查: 是，是有原则，我就说……你们那边…… 

红会: 你跟当地红会去问，好不好? 或者是问当地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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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我们这边的红会就是他们捐献的不是太多，所以人们还是不愿捐献嘛，我就说你们南方是不

是比较好一些，捐献的多吗? 一年能捐献多少? 

红会: 这个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你，你……你这个事情，不要通过电话里去问，好吧? 你，你直接

跟当地红会，或者是通，通过当地红会或者当（地）卫计委，啊？ 

 

调查: 就说，明说了就说，你们有没有过剩的，可不可以给我们，比如说有过剩的给我们支援一些

？给医院支持一些? 

红会: 怎么支援给你们? 

 

调查: 就是你们如果有多的呢，那，可以给外边支援的，我们可以，到时候有病人需求的时候，可

以找你们，和你们联系。 

红会: 怎么个联系呀? 

 

调查: 就是和你商量呀，怎么联系呀。比如说你们有，有器官，那我们的病人，如果是说好了以后

呢，我们什么时间用，跟你们联系嘛，这样行吗? 

红会: 啊，那你怎么联系呢你是？怎么联系好啊? 

 

调查: 就是现在跟你商量，你说怎么，怎么联系好？ 

红会: 那你，你，咳，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主要是，我搞不清楚诶！ 

 

调查: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器官…… 

红会: 我，我说，说那直白点，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肝多， 

多出来，那么万一你不要怎么办？ 

 

调查: 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楚。 

红会: 比如说我有个肝，肝多出来了（调查：嗯嗯），那么万一，我说联系你，你不要怎么办? 到

时候我不是浪费了嘛！ 

 

调查: 那匹配上当然要要啊，就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所以我就问你们的捐献的人多不多？如果你

们捐献多，肯定你们会有多余的吧？ 

红会: 我们肯定多了！ 

 

调查: 你们多啊? 捐献成功的。 

红会: 那你肯定多的嘛！ 

 

调查: 哦肯定多是吧？那，那我们怎么跟你联系呢? 还是跟什么人联系呢? 

红会: 呃情况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说怎么跟你们，比如说白给你们我们不是很难做的呀，我们很多

成本啊什么怎么…… 

 

调查：那就是说你知道现在…… 

红会: 主要是我要了解一下，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说一个肝，比较完好的肝，你们大概会有，给我

们多少一个成本的费用？ 

 

调查: 哦，你说要成本噢，你，你声音有点小，就是你声音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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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 电话信号不太好啊。 

 

调查: 电话不好啊，我这听起来有点小。哦，你你，那你说是，假如你们有合适的肝，那就是问我

们，哎，那你们说，比如说你的…… 

红会: 多少要？多少用？多少要？ 

 

调查: 哦，就问我们什么时间要，是不是啊? 那，那对啊那 

我们…… 

红会: 多少钱要? 

 

调查: 哦，那多少钱要。那你们一般给个数字是，大概给个数字。 

红会: 我们不一样的，你，你看看你们是多少? 

 

调查: 啊～，我们，我们是多少？原先，你知道早期的时候吧，它是，就是个几十万吧。 

红会: 几十万我当然知道，几十万，嗯，你，你多少吗? 反正合适，合适到时候我们可以给你，不

合适我们就，就那个嘛，这个…… 

 

调查: 那，你觉着多少合适？你大概，那我再和他们商量一下嘛，你觉着你们什么时间～ 

红会: 你，你～你拿来，其它地方你拿来一般是多少？大概是？大概？ 

 

调查: 不一样，有的地方不一样。 

红会: 这，取个，取个平均数吧。 

 

调查: 有，有的地方，嗯，你知道嘛，早期的那个通过司法的，有些还都不要钱。 

红会: 哦，那个不算，那个不算，那个不算！那个，反正我不去那个，我们也找不到那个途径。就

是，就是捐献这个途径的，你是多少吧? 

 

调查: 他，他整个医院，住院做完以后才是 70万呀。 

红会: 做完 70万，我，就是你给我做多少吗? 

 

调查：出院也整个下才 70万。那你，不是，你们就是觉着，你一般给，其它地方给你们大概给多少

，那我觉着我能接受，我跟他们，病人沟通一下，能接受，那我们就…… 

红会: 你那里一般是多少嘛，大概 30万可以不? 

 

调查:：30万？嗯～，不过也拿过这样的。嗯，那你这个，是不是健康的？关键是年龄呀，这些家

属可要考虑呢！ 

红会: 那个，那个，当然年，年龄嘛肯定是，好一点嘛，肯定稍微那个点，上下一点，我就说平均

，大概差不多吧，30万？ 

 

调查: 那差，可能差不多吧，嗯，就说你，你估计你提供的这些年龄是…… 

红会: 这个没法说的，这个东西，我哪，我怎么知道他几岁的，是不是? 

 

调查: 那你…… 

红会: 肾大概是多少你? 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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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肾……也就，你们，你们那边呢? 你给个数字，我……我要觉着能接受我就，啊，你给个数

字。 

红会: 肝你，肝刚才这个，刚才这个数字你能接受不? 

 

调查: 呃……还差不多，差不多。你说肾，你也给个数字呗。 

红会：15到 20（万）吧。 

 

调查: 嗯，大概也是这么个吧，嗯，那，那就是说这些，比如说我们这边病人随时要，那你就能够

在那个规定的时间，能，能给到吗? 

红会: 这个我没，没法保证，这个，这个要……要看情况。这样好了吧，啊? 那么，那么你，你，

如果是那个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联系你，好吧? 

 

调查: 嗯，那我，嗯，我怎么联系你，就这电话找你就可以吗? 

红会: 我会联系你的，好吧? 

 

调查: 呃，行。那，那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就说你们一般的年龄都在多大？不要太大了可是…

… 

红会: 哎呀！合不合适到时候跟你，跟你联系，你觉得要就要，不要嘛就不要嘛！ 

 

调查: 哦，那你们就是去年，这个一七年，你们整个捐献了 

多少呢? 

红会: 这个你不要管，反正，反正你觉得可以就行，不可以就不要，好吧? 你是医院，还是到底是

个人啊，中介? 

 

调查: 医院，我是医院，也有点像中介这个意思，呃，我是 

在给医院找。 

红会: 你是小医院还大医院? 

 

调查: 小医……不大，医院不是太大，不是太大。 

红会: 有没有资质啊? 

 

调查: 啊，有，倒是我们联系的医院都是有资质的，三甲嘛，都是三甲，有资质的。 

红会: 呃那就行。我们黑中，黑中介我们是不做的。 

 

调查: 哦，我知道，但这个钱呢，一般是给你们呢还是给，给你们再给他们当事人给呢，还是说，

还有其他的人在中间呢? 

红会: 那你，你觉得给他们放心吗? 那肯定是给我们，嗯。 

 

调查: 哦，给你们哦，给你们，给你们行。 

红会：先这样，好不好？ 

 

调查: 啊，好的，好，嗯，好，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