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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用法轮功学员做活人人

体实验并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012 年 2 月 16 日发表，3 月 24 日更新，8 月 26 日再次更新） 

 

 
本组织在复查证据的过程中，发现 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6 月，时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兼任锦州市

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涉嫌用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人人体实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追查

国际对此立案追踪调，报告如下。 

 

一、王立军创办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参与活人人体实验和人体器官移植 
 
王立军, 男， 1959 年 12 月生。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6 月，王立军在辽宁省锦州市任职公

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从中共官方网站
i
看到，王立军到锦州市上任后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就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并

开始了活人人体死亡心理和人体器官移植等方面的“研究”。王立军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该

研究中心就设在锦州市公安局（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公园南门对面）
ii
。 

 
 

2004 年 10 月 21 日，中共喉舌 CCTV 在采访报道中称“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为“中国警方现在

唯一的一所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
iii
。据王立军本人描述，“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场，

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显然，所谓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是活人人体实验包括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场”。2006 年 9 月 17 日，王立军在“光华

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还谈到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为首的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所有

成员，多次到研究中心考察。“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

见证了‘器官受体移植’。
iv
”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介绍,“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依托中国刑警学院、北京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

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技术支持，致力于现场心理研究和现场技术的工作。并与美国、日本、意

大利、挪威、瑞典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共同研发项目，互派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现已和世界 70 多个国家

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
2
。 

 
 
二、活人人体实验 
 
证据显示该“研究中心”对处死实验对像进行死亡过程的“研究”。其中包括 “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

“生命体征变化
v
”和药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的“研究”。处死方式可能为：以毒物注射的方式

处死，或直接以摘取人体器官的方式处死。 

 

据《辽沈晚报》消息，2005 年 6 月 9 日凌晨 5 时，特派锦州记者来到了“研究中心”此次的研究活动场地—

—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崔家屯，现场目击“通过对注射死刑人员行刑的全过程”，记者描述现场“专家云

集刑场如同科研实验室”。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罪犯的死亡过程、健康人药物注射前后的 生命体

征变化、毒物注射后各个器官的毒物残留情况、人面对死亡的心理改变…药物致死后人体器官的移植、毒物

现场抢救等方面都会因为这些数据而获得重要帮助”
v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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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王立军所主持的研究中心“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课题组，其协作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医

科大学，锦州医学院,解放军 205 医院
vii
。（见下图）  

 

 
  
 
王立军还主持“亚太地区《无创伤解剖》重大课题研究”

viii
。参与该项目的有瑞士虚似解剖基金会, 瑞士伯

尔尼大学法庭科学研究所, 奥地利格拉茨医科大学 , 中国医科大学, 锦州医学院,解放军 205 医院
ix
。 

 

                              
                   王立军现场进行无创伤解剖研究x                                         王立军 2008 年 6 月调任重庆，指示重庆警局要加快                                          
                                                                                                                       无创伤解剖的实践应用。xi 

 
三、器官移植研究出了“成果” 
 
2006 年 9 月 17 日，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因为两项科研成果有“突出成就”，其中一项是王立军和其

研究中心的“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4
，被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xii
”授予“光华创新特别贡献

奖”并资助科研经费 200 万元
xiii

。 

 

2006 年 9 月 17 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

“王立军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

方保护液，在体和离体肝、肾组织再灌注处理后，经动物实验、离体实验及临床应用，取得了器官可以受体

移植的阶段性科研成果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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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人人体实验对像和器官供体来源涉嫌为法轮功学员 
 

上述实验对像说是“罪犯”，是否“罪犯”就可以用来做活人处死过程的实验，我们在此不做有关法律讨

论，但据本组织在此报告后面列举的证据表明王立军和他的“研究中心”实验的对像、器官活摘的供体涉嫌

源于法轮功学员。 

 

1、王立军合作单位 205 医院肾移植科医生、时任科主任陈荣山承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第一部分 

问---调查员 
答---205 医院原秘尿外科主任陈荣山 

答：喂？ 
问：喂，是 205 医院原秘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吗？ 
答：对，对，对，你哪里啊？ 
问：王立军跨部门专案组的， 
答：啊，啊，啊 
问：王立军曾经在锦州公安局的时候，办过一个叫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跟

205 医院有一些合作的科学的研究课题，这方面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答：嗯， 
问：他有一个注射药物后器官移植课题组，他们的协作单位有 205 医院，这个事情请向我们介绍一

下。 
答：啊， 
问：就是说，具体们合作过吗？ 
答：要合作的那还有中国医大啊，中国医大医院 
问：王立军跟我们提到过，你们这些移植供体里头有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这个事情有没有啊？ 
答：那都是经过法院的， 
问：是这个。。。经过法院的，是吧？ 
答：对，对， 
问：那就说，这些个在押的法轮功人员供体都是监狱、劳教系统提供的？。。。 
答：我说啊，我说，我说呀，这事你先别跟我说了啊，好吧？ 
问：因为我们现在是 
答：你要跟我说，你跟我面？？对说，好吧？ 
问：这个，我们已经是跟他们商量过了，才跟你说的 
答：不行，不行，你，他们没跟我打过电话，我不能，不能，好吧？ 
问：他们的电话号码就是这样的， 
答：他们必须得给我打电话，好吧？ 
问：这个，我们已经跟他说过了， 
答：让我们政治处的人给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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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答：喂？ 
问：喂，是 205 医院原秘尿外科主任陈荣山吗？ 
答：你哪里？ 
问：我是？？卫生部王佳副部长的秘书，你们老院长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答：啊，你说 
问：无论哪一级上级部门来调查关于摘取法轮功练习者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啊一定不能透露

任何机密，这个您能做到吗？ 
答：啊，能，能，能 
问：当时你们秘尿外科那些护士，他们了解这器官供体是来自于法轮功练习者吗？ 
答：你哪里？你？ 
问：咱们的老院长。。。 
答：不是，那个你姓啥？ 
问：我姓张，我叫张涛， 
答：你叫张涛啊？ 
问：啊，老院长特别让我叮嘱您啊 
答：知道了，知道了，嗯 
问：行，您要是有可能的话，跟他们以前的你们科室的其它医务人员也说一下， 
答：说一下就行了，不要乱说就行了， 
问：对，对，对， 
答：知道了，谢谢啊。 
问：行，那先这么着。 
答：哎，再见，再见。 

2、法院涉嫌为实验对像和器官供体源头 

 

以下是追查国际调查员在 2006 年 5月 22 日对王立军辖下的有关部门和锦州市相关法院所作的调查录音: 

 

锦州市第二看守所 

------------------------------------- 

问：喂 

答：哎 

问：请问是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吗 

答：对 

问：我们现在缺肾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跟你们所长要洽谈？ 

答：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最好和这个法院，和法院，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你往锦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联系联系-----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厅] 

--------------------------- 

 

问：请问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吗？ 

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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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就是刚才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哪缺肾源，所以刚才看守所的话哪跟我们讲就是说还是要跟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厅联系一下，我不知道您这方面情况了解吗 

答：您--您等一下啊，我这跟我们那个---你别撂电话吧 

问：哎，你找一个人跟我讲 

答：哎，好 

问：哎，是厅长，是吧 

答：啊对，你哪里啊？ 

问：不好意思，我占您 5 分钟时间，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活体供体 

答：我们现在案子分工了，死刑案子都挪到刑一厅了 

问：啊--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象那种年轻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不见得是死刑了，这种炼法轮功的，身体

比较健康的 

答：法轮功，我们院规定也在刑一厅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一厅] 
---------------------------------------- 
 

问：喂，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吗？ 

答：对 

问：我只知道 2001 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法院哪看守所啊，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那

种肾源供体，啊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答：嗯，嗯 

问：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 

答：那得看你们那儿条件，得跟领导商量，你那儿条件好了，我们估么还能提供 

问：是吧 

答：对，看你那啥情况----- 
 
3、王立军下令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 
 
2003 年到 2006 年正值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达到高峰期阶段，全国器官移植

数量大概在每年 1 万例到 2 万例左右。据营救法轮功学员数据库显示，辽宁锦州是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

区之一。王立军在 2003 年 5 月任职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多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至

今下落不明
xiv
。而王立军主持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两年多就做几千例，是一个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的重大嫌疑单位。 

 

2009 年, 追查国际获得了一位曾担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持枪警卫的证词，他见证了整个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的全过程。他是当时在王立军手下任职的警察，王立军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

绝”。这个证人他自己就参与过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
xv
 

4、实验对像和器官供体来源可疑 

王立军在谈到其主持的"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出成果时强调：“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

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光华科技基金会晋阳秘书长，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

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
xvi
。也就是说仅成立两年多,由市公安局主管的“研究中

心”，竟然是已完成几千起器官移植的现场。而这几千起被“药物注射后器官移植”和“研究”而夺去生命

的到底是些什么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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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赦国际的纪录，在 2000 年和 2005 年之间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处决数量平均每年 1616 人
xvii

。而死囚器官

还受“组织配型”、“冷缺血时间”、处决时间和地域等的限制，利用率也不过 30%。据中国器官移植网提

供的统计，2003 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2006 年仅有 22 位死者家

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
xviii

。可见，把全中国大陆死刑犯器官和捐献器官数量加起来也是有限的。该研究中心

的数千个器官供体究竟来自何方？ 

 

 

 

结语 

 

上述追查国际对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揭示，“现场心理研究中

心”在主任王立军（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原锦州市公安局长）的指导下涉嫌对

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人人体试验，即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活体摘取器官和药物注射的方式屠杀并对其进

行死亡过程的心理和药物毒理等的 “研究”。证据表明这种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犯罪在中共体制的

保护下还在继续进行。这是人类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 
 
追查国际提请国际社会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并彻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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