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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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陕西 

编号: 99882   (序号：1) 

姓名: 田普训 

职务: 肾移植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肾病中心副主任、陕西省肾脏移植中心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3   (序号：2) 

姓名: 潘承恩 

职务: 原院长、党委书记、肝胆外科主任、普通外科主任、外科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4   (序号：3) 

姓名: 吕毅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西安交大器官研究所副所长、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5   (序号：4) 

姓名: 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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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胆外科副主任、陕西省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6   (序号：5) 

姓名: 于良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7   (序号：6) 

姓名: 仵正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肝胆外科胰腺外科病区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8   (序号：7) 

姓名: 王博（2）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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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89   (序号：8) 

姓名: 刘青光 

职务: 副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外科学系主任、肝胆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0   (序号：9) 

姓名: 徐军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1   (序号：10) 

姓名: 王林（3）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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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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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2   (序号：11) 

姓名: 吕春华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3   (序号：12) 

姓名: 禄韶英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务部副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4   (序号：13) 

姓名: 薛武军 

职务: 副院长、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肾病中心、肾移植科主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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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895   (序号：14) 

姓名: 翁博文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6   (序号：15) 

姓名: 何晓丽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7   (序号：16) 

姓名: 侯军 

职务: 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898   (序号：17) 

姓名: 郭琦 

职务: 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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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0   (序号：18) 

姓名: 王宏涛 

职务: 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1   (序号：19) 

姓名: 李曙东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2   (序号：20) 

姓名: 戴云 

职务: 胸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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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3   (序号：21) 

姓名: 李伟 (2) 

职务: 胸外科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4   (序号：22) 

姓名: 王勇文 

职务: 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5   (序号：23) 

姓名: 孙建国 

职务: 肾移植科科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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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07   (序号：24) 

姓名: 安东均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8   (序号：25) 

姓名: 苏旅明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09   (序号：26) 

姓名: 王新民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0   (序号：27) 

姓名: 王宏孝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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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1   (序号：28) 

姓名: 张成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2   (序号：29) 

姓名: 王旗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0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3   (序号：30) 

姓名: 陶开山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胆胰脾外科暨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副主任、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

具体负责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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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4   (序号：31) 

姓名: 程亮 

职务: 心脏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5   (序号：32) 

姓名: 俞世强 

职务: 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心血管外科中心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6   (序号：33) 

姓名: 刘金成 

职务: 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心胸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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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17   (序号：34) 

姓名: 易定华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8   (序号：35) 

姓名: 王红兵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心血管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19   (序号：36) 

姓名: 刘维永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0   (序号：37) 

姓名: 崔勤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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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1   (序号：38) 

姓名: 孙国成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室副主任、陕西省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2   (序号：39) 

姓名: 薛卫斌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3   (序号：40) 

姓名: 杨秀玲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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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4   (序号：41) 

姓名: 陈敏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5   (序号：42) 

姓名: 张更 

职务: 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6   (序号：43) 

姓名: 王禾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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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27   (序号：44) 

姓名: 秦荣良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8   (序号：45) 

姓名: 秦卫军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29   (序号：46) 

姓名: 杨晓剑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0   (序号：47) 

姓名: 于磊 

职务: 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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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1   (序号：48) 

姓名: 张剑（2）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2   (序号：49) 

姓名: 宋斌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3   (序号：50) 

姓名: 李欣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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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4   (序号：51) 

姓名: 康福霞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5   (序号：52) 

姓名: 周宇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7   (序号：53) 

姓名: 范郁会 

职务: 副院长、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主任、陕西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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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9938   (序号：54) 

姓名: 豆利军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39   (序号：55) 

姓名: 张刘勇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40   (序号：56) 

姓名: 薛庆（1）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41   (序号：57) 

姓名: 姚向飞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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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42   (序号：58) 

姓名: 程伟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43   (序号：59) 

姓名: 徐勇 

职务: 泌尿外科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44   (序号：60) 

姓名: 赵来源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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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99945   (序号：61) 

姓名: 白燕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13   (序号：62) 

姓名: 袁建林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14   (序号：63) 

姓名: 武国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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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815   (序号：64) 

姓名: 邵晨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科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16   (序号：65) 

姓名: 刘贺亮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17   (序号：66) 

姓名: 张运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18   (序号：67) 

姓名: 王福利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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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19   (序号：68) 

姓名: 秦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0   (序号：69) 

姓名: 杨力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陕西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1   (序号：70) 

姓名: 马帅军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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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2   (序号：71) 

姓名: 李智斌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3   (序号：72) 

姓名: 阮东丽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4   (序号：73) 

姓名: 薛庆（2） 

职务: 泌尿外科住院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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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825   (序号：74) 

姓名: 刘克普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6   (序号：75) 

姓名: 易晓敏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7   (序号：76) 

姓名: 王龙信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8   (序号：77) 

姓名: 刘飞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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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29   (序号：78) 

姓名: 段策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0   (序号：79) 

姓名: 李广永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1   (序号：80) 

姓名: 王鹏飞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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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2   (序号：81) 

姓名: 汤群辉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3   (序号：82) 

姓名: 郭炜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4   (序号：83) 

姓名: 李建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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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835   (序号：84) 

姓名: 付振虹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6   (序号：85) 

姓名: 陈宝琦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7   (序号：86) 

姓名: 孟俊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8   (序号：87) 

姓名: 岳树强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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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39   (序号：88) 

姓名: 王德盛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教授、全军器官移植专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0   (序号：89) 

姓名: 杨雁灵 

职务: 肝胆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1   (序号：90) 

姓名: 周景师 

职务: 肝胆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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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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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2   (序号：91) 

姓名: 何勇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3   (序号：92) 

姓名: 安家泽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4   (序号：93) 

姓名: 高志清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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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845   (序号：94) 

姓名: 李海民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6   (序号：95) 

姓名: 陈勇 (2)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7   (序号：96) 

姓名: 李开宗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8   (序号：97) 

姓名: 付由池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已退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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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49   (序号：98) 

姓名: 刘正才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50   (序号：99) 

姓名: 李霄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83   (序号：100) 

姓名: 帝振宇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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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84   (序号：101) 

姓名: 曹大勇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86   (序号：102) 

姓名: 王宏光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87   (序号：103) 

姓名: 王廷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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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888   (序号：104) 

姓名: 张宁（2）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89   (序号：105) 

姓名: 宋振顺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0   (序号：106) 

姓名: 冯全兴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1   (序号：107) 

姓名: 李韧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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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2   (序号：108) 

姓名: 王群毅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3   (序号：109) 

姓名: 王玉同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4   (序号：110) 

姓名: 李剑平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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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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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5   (序号：111) 

姓名: 闫薇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6   (序号：112) 

姓名: 董红霖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7   (序号：113) 

姓名: 黄勇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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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898   (序号：114) 

姓名: 张福琴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899   (序号：115) 

姓名: 胡小军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0   (序号：116) 

姓名: 季茹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1   (序号：117) 

姓名: 杨建栋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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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2   (序号：118) 

姓名: 千年松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3   (序号：119) 

姓名: 汤雨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4   (序号：120) 

姓名: 李琳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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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5   (序号：121) 

姓名: 王琳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6   (序号：122) 

姓名: 樊菁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7   (序号：123) 

姓名: 窦春青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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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908   (序号：124) 

姓名: 侯小娟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09   (序号：125) 

姓名: 赵青川 

职务: 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西京消化病医院消化外科主任、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0   (序号：126) 

姓名: 贺梁 

职务: 胃肠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1   (序号：127) 

姓名: 季刚 

职务: 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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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2   (序号：128) 

姓名: 董光龙 

职务: 西京消化病医院消化二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3   (序号：129) 

姓名: 王为忠 

职务: 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4   (序号：130) 

姓名: 张洪伟 

职务: 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西京消化病医院消化一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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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5   (序号：131) 

姓名: 施海 

职务: 胃肠外科主治医师、讲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6   (序号：132) 

姓名: 李孟彬 

职务: 胃肠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7   (序号：133) 

姓名: 李纪鹏 

职务: 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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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918   (序号：134) 

姓名: 凌瑞 

职务: 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西京医院普三科任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19   (序号：135) 

姓名: 陈冬利 

职务: 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0   (序号：136) 

姓名: 吴国生 

职务: 胃肠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1   (序号：137) 

姓名: 宋维亮 

职务: 胃肠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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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2   (序号：138) 

姓名: 赵京霞 

职务: 胃肠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3   (序号：139) 

姓名: 马涛 

职务: 心血管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4   (序号：140) 

姓名: 金振晓 

职务: 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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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5   (序号：141) 

姓名: 汪钢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6   (序号：142) 

姓名: 郑奇军 

职务: 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7   (序号：143) 

姓名: 王伟宪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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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928   (序号：144) 

姓名: 邵继凤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29   (序号：145) 

姓名: 韩勇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0   (序号：146) 

姓名: 蔡莉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2   (序号：147) 

姓名: 张波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器官移植学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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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3   (序号：148) 

姓名: 刘凡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陕西省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4   (序号：149) 

姓名: 赵致广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5   (序号：150) 

姓名: 杨增悦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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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6   (序号：151) 

姓名: 巨生产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7   (序号：152) 

姓名: 汪涌 

职务: 泌尿外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38   (序号：153) 

姓名: 马建军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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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939   (序号：154) 

姓名: 邱建新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40   (序号：155) 

姓名: 保庭毅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0941   (序号：156) 

姓名: 胡军 

职务: 肾移植中心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93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教育,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095   (序号：157) 

姓名: 杨心旺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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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医院（解放军第 3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097   (序号：158) 

姓名: 申彬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451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098   (序号：159) 

姓名: 李鹏（2）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451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099   (序号：160) 

姓名: 鄢晓梅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451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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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00   (序号：161) 

姓名: 杜娟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解放军第 451 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09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73   (序号：162) 

姓名: 李俊贤 

职务: 肾脏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74   (序号：163) 

姓名: 雷军荣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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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175   (序号：164) 

姓名: 谢飞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76   (序号：165) 

姓名: 李小顺 

职务: 泌尿外科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陕西省器官移植分会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77   (序号：166) 

姓名: 徐焕霞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78   (序号：167) 

姓名: 张婕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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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79   (序号：168) 

姓名: 王岚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0   (序号：169) 

姓名: 王周勤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1   (序号：170) 

姓名: 周丽娟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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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2   (序号：171) 

姓名: 杨喜连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3   (序号：172) 

姓名: 赵雪梅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4   (序号：173) 

姓名: 陈飞鸿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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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185   (序号：174) 

姓名: 闫鲲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6   (序号：175) 

姓名: 李辉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7   (序号：176) 

姓名: 韦婵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8   (序号：177) 

姓名: 党彦龙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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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89   (序号：178) 

姓名: 王娟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0   (序号：179) 

姓名: 苟亮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1   (序号：180) 

姓名: 刘锐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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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2   (序号：181) 

姓名: 陈瑞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3   (序号：182) 

姓名: 张谦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4   (序号：183) 

姓名: 胡继文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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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2195   (序号：184) 

姓名: 段炜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6   (序号：185) 

姓名: 杨晓燕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7   (序号：186) 

姓名: 许晓莲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8   (序号：187) 

姓名: 王玉红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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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199   (序号：188) 

姓名: 白咏梅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200   (序号：189) 

姓名: 刘翠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201   (序号：190) 

姓名: 黄蕾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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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2202   (序号：191) 

姓名: 陈勇（3） 

职务: 肾移植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17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武警,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84   (序号：192) 

姓名: 田晓辉 

职务: 肾移植科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85   (序号：193) 

姓名: 丁小明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肾移植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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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786   (序号：194) 

姓名: 潘晓鸣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87   (序号：195) 

姓名: 候军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88   (序号：196) 

姓名: 项和利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89   (序号：197) 

姓名: 冯新顺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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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0   (序号：198) 

姓名: 燕航 

职务: 肾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1   (序号：199) 

姓名: 郭奇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2   (序号：200) 

姓名: 李生斌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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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3   (序号：201) 

姓名: 丁晨光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4   (序号：202) 

姓名: 李杨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5   (序号：203) 

姓名: 毛天赐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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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796   (序号：204) 

姓名: 靳占奎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7   (序号：205) 

姓名: 段万里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8   (序号：206) 

姓名: 席敏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799   (序号：207) 

姓名: 罗晓辉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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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0   (序号：208) 

姓名: 宋勇 

职务: 肾脏病医院肾移植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1   (序号：209) 

姓名: 段斌 

职务: 肾病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2   (序号：210) 

姓名: 刘学民 

职务: 普外科（肝胆病区）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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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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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3   (序号：211) 

姓名: 沈乃营 

职务: 普外科（肝胆病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4   (序号：212) 

姓名: 祁翔 

职务: 普外科（肝胆病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5   (序号：213) 

姓名: 张晓刚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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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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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6   (序号：214) 

姓名: 雷磊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7   (序号：215) 

姓名: 台明辉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08   (序号：216) 

姓名: 黄石 

职务: 肝胆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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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09   (序号：217) 

姓名: 耿希刚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0   (序号：218) 

姓名: 师桃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1   (序号：219) 

姓名: 李明 

职务: 心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2   (序号：220) 

姓名: 车向明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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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3   (序号：221) 

姓名: 王荣（1）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4   (序号：222) 

姓名: 王曙逢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副主任医师、普通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5   (序号：223) 

姓名: 陈进才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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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6   (序号：224) 

姓名: 霍雄伟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7   (序号：225) 

姓名: 樊林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18   (序号：226) 

姓名: 许延发 

职务: 普外科（外科病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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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19   (序号：227) 

姓名: 付军科 

职务: 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0   (序号：228) 

姓名: 梁景仁 

职务: 胸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1   (序号：229) 

姓名: 李新举 

职务: 胸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2   (序号：230) 

姓名: 张林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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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3   (序号：231) 

姓名: 秦莉 

职务: 眼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81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4   (序号：232) 

姓名: 罗永康 

职务: 肾移植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5   (序号：233) 

姓名: 黄启福 

职务: 肾移植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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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6   (序号：234) 

姓名: 杜鹏 

职务: 肾移植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7   (序号：235) 

姓名: 张增政 

职务: 肾移植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28   (序号：236) 

姓名: 张智勇 

职务: 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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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29   (序号：237) 

姓名: 杜立学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0   (序号：238) 

姓名: 胡海田 

职务: 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肝胆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1   (序号：239) 

姓名: 李建辉 

职务: 肿瘤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2   (序号：240) 

姓名: 蔡振杰 

职务: 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现任陕西省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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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89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3   (序号：241) 

姓名: 马庆久 

职务: 院长、普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4   (序号：242) 

姓名: 张玉存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5   (序号：243) 

姓名: 王荣（2）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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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6   (序号：244) 

姓名: 黄卫华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7   (序号：245) 

姓名: 徐建庆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93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39   (序号：246) 

姓名: 雷延年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九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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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40   (序号：247) 

姓名: 虎威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九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1   (序号：248) 

姓名: 赵留存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九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3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3   (序号：249) 

姓名: 唐毅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4   (序号：250) 

姓名: 王伟民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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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5   (序号：251) 

姓名: 马小安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6   (序号：252) 

姓名: 廖重五 

职务: 普外科主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7   (序号：253) 

姓名: 李万林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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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49   (序号：254) 

姓名: 熊全臣 

职务: 眼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8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0   (序号：255) 

姓名: 王锋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8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1   (序号：256) 

姓名: 孙乃学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8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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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52   (序号：257) 

姓名: 郭绒霞 

职务: 眼科教授、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48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4   (序号：258) 

姓名: 朱秀萍 

职务: 眼科一级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5   (序号：259) 

姓名: 张长宁 

职务: 眼科副院长、西安市眼库主任、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6   (序号：260) 

姓名: 刘景堂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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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7   (序号：261) 

姓名: 朱斌良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8   (序号：262) 

姓名: 马挺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59   (序号：263) 

姓名: 吴洁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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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0   (序号：264) 

姓名: 杨问学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1   (序号：265) 

姓名: 银勇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2   (序号：266) 

姓名: 刘先宁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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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63   (序号：267) 

姓名: 程燕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4   (序号：268) 

姓名: 汪玲 

职务: 眼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5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7   (序号：269) 

姓名: 史成兴 

职务: 超声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电集团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8   (序号：270) 

姓名: 史阿娉 

职务: 超声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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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西电集团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69   (序号：271) 

姓名: 杜仲尚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陕西省及西安市器官移植学会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电集团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70   (序号：272) 

姓名: 庞晓宏 

职务: 麻醉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电集团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6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72   (序号：273) 

姓名: 毛治平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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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73   (序号：274) 

姓名: 单武强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74   (序号：275) 

姓名: 郭智勇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75   (序号：276) 

姓名: 谢桂军 

职务: 眼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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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80   (序号：277) 

姓名: 乔西民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1   (序号：278) 

姓名: 侯成甲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7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3   (序号：279) 

姓名: 候俊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4   (序号：280) 

姓名: 裴书文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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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5   (序号：281) 

姓名: 董明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6   (序号：282) 

姓名: 蒋海波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7   (序号：283) 

姓名: 雒向宁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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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89   (序号：284) 

姓名: 张永利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90   (序号：285) 

姓名: 许淑云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8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93   (序号：286) 

姓名: 马锋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三二○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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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8895   (序号：287) 

姓名: 白安胜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96   (序号：288) 

姓名: 冯继周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97   (序号：289) 

姓名: 杨小娟 

职务: 肾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98   (序号：290) 

姓名: 张烨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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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899   (序号：291) 

姓名: 曹志英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900   (序号：292) 

姓名: 谭变霞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08901   (序号：293) 

姓名: 朱玲 

职务: 手术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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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编号: 110668   (序号：294) 

姓名: 刘刚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69   (序号：295) 

姓名: 邵永宏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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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671   (序号：296) 

姓名: 王超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0672   (序号：297) 

姓名: 马国峰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73   (序号：298) 

姓名: 王钊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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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74   (序号：299) 

姓名: 陈文胜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中山街 80 号    汉台区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75   (序号：300) 

姓名: 邓宏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 165 号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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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76   (序号：301) 

姓名: 张磊蕾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 165 号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77   (序号：302) 

姓名: 刘兵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街 165 号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79   (序号：303) 

姓名: 刘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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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派出所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80   (序号：304) 

姓名: 李国，李果 (音)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派出所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81   (序号：305) 

姓名: 李玉东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七里派出所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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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编号: 110683   (序号：306) 

姓名: 王建宁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检察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风景路   汉台区检察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霞、肖艳萍、廖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586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84   (序号：307) 

姓名: 柏相臣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政法委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 汉中市政法委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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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85   (序号：308) 

姓名: 钟涛 

职务: 防范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民主街 汉中市防范办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4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87   (序号：309) 

姓名: 文正中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汉中市汉台区鑫源派出所） 

      陕西省汉中市汉中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8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89   (序号：310) 

姓名: 何建成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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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法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荔枝路（西环路）332 号  汉中市中级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8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90   (序号：311) 

姓名: 杨建军（2） 

职务: 代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东段     汉台区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91   (序号：312) 

姓名: 索晓江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东段     汉台区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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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92   (序号：313) 

姓名: 郑波 

职务: 刑事庭副庭长（主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东段     汉台区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1093   (序号：314) 

姓名: 赵步高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法院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南一环路东段     汉台区法院    

       邮编：72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8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汉中市迫害法轮功女学员杨华、兀亚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800 

编号: 112896   (序号：315) 

姓名: 王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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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党组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7   (序号：316) 

姓名: 马凤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8   (序号：317) 

姓名: 党秀茸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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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899   (序号：318) 

姓名: 任永信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900   (序号：319) 

姓名: 王志荣 

职务: 原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2901   (序号：320) 

姓名: 周养俊 

职务: 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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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95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875   (序号：321) 

姓名: 艾丕善 

职务: 省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74 

      陕西省省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南段 10 号 

       邮编： 710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1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 

编号: 113876   (序号：322) 

姓名: 张保庆 

职务: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74 

      陕西省省委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南段 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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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71005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1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 

编号: 113877   (序号：323) 

姓名: 李登武 

职务: 省军区副政委少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7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军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6 

编号: 114952   (序号：324) 

姓名: 冯银忠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法制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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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4954   (序号：325) 

姓名: 刘振军（2）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 

编号: 114955   (序号：326) 

姓名: 王莉 

职务: 二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女子劳教所 

      陕西省西安市方新村北玄武路六号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 

编号: 114956   (序号：327) 

姓名: 魏小会 

职务: 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女子劳教所 

      陕西省西安市方新村北玄武路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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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1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26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 

编号: 114958   (序号：328) 

姓名: 何建中 

职务: 综合病区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