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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 建 设 万 里 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记者丁小溪、胡浩、罗沙)7 月 1
日，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会议和展览中心，第 27 届国际器官移植
大会大幕开启。

7 月 3 日，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
员会宣告成立。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
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提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

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将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
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王海波将担任委员会委员。由此，
中国将成为该委员会中仅有的拥有 2 名委员的 2 个国家之一。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近年来，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锐意改
革，攻坚克难，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不断开创人体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崭新的篇章，助推全球器官移植发展迈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

天容海色本澄清

——— 中国构建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
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以事实击碎谣言，器官移植
进入崭新发展阶段

6 月 7 日，42 岁的李佑佳(化名)告别了这个世界，而她身
体的一部分，却鲜活地存在于新的生命之中。

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4 年前，原本患有肾衰竭的李佑佳在北京接受了一名器官

捐献者的肾脏，生命得以延续。她希望，自己去世后，也能为其他
人带去新生。就在李佑佳离世的当天，她的家人签署了《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登记表》，表示愿意捐献所有能救治他人的器官。通
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她的肝脏匹配给安徽
一名重症肝病患者，眼角膜将移植给两名安徽患者，胰腺则匹配
给上海的一名重症糖尿病患者。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在施与受的更迭中，生命不息，大爱相
传。如今，中国已成功实现移植器官来源转型，所有移植器官均
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

一组数据具有说服力：2017 年，完成器官捐献 5146 例，实
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 1 . 6 万例。其中，86% 来源于公民逝世后
捐献，14% 来源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达到
3 . 72，创历史新高。

当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
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当前，为了让人体器
官资源得到公平、透明、高效的分配，中国正通过日臻完善的人
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筑牢社会公众的信任基石。

——— 明确器官分配遵循区域有限原则、病情危重优先原则、
组织配型优先原则、儿童匹配优先原则、血型相同优先原则、器
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原则、稀有机会优先原则、等待顺序优先
原则等国际医学共识。

——— 规定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
自分配捐献器官。

——— 确保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在几秒钟内自动
运算出最匹配的患者名单，缩短器官捐献到器官移植中所耗费
的分配时间，大幅提升分配效率。

与此同时，中国器官移植技术达到新高度：自体肝移植、无
缺血肝移植等肝脏移植技术实现国际领跑；供受者血型不相容
肾脏移植技术得到突破；单中心心脏移植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
前列，移植技术突破 6 小时禁区……

“如今，我国已建立起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
系，器官移植技术能力和质量安全显著提升，器官移植进入崭新
发展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说。

伴随着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长期以来，境外却
总有一些杂音，不断诋毁、抹黑中国，意图否定中国的改革成就。

事实胜于雄辩，真相不言自明。
个别邪教组织散布的谣言，被事实真相击得粉碎。
针对其散布的“中国每年有 6 万至 10 万例器官移植”的荒

谬言论，为器官移植事业奋斗数十载、已经年逾七旬的黄洁夫
说：“‘中国每年有 6 万至 10 万例器官移植’的说法与真实情况相

去甚远。全世界每年整个移植数就这么多，这等于全世界的器
官移植都给中国做了。权威部门统计，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8
年 4 月，中国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17085 例，捐献大
器官突破 4 . 8 万个。这些数据能有力反驳这些谣言。”

针对所谓“活摘器官”等弥天大谎，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
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数据和有关工作的
透明度不断增加，让“活摘”谣言进一步破灭。世界卫生组织器
官移植项目官员何塞·努涅斯从医生的专业角度对“活摘”谣
言进行公开有力的驳斥。

研究全球器官贩卖的澳大利亚专家坎贝尔说：“我曾多次
到中国实地考察，我以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职业操守和个人
名誉担保，个别组织所说的都是谎言。中国近年来移植事业的
历史性进步为全世界所瞩目。”

……
在 2017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美国国务院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器官移植事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
无可置疑，不可否认。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取得的累

累硕果，已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个别邪教组织炮制的谣
言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和唾弃。

宝剑锋从磨砺出

——— 中国迎难而上，聚力破障，以坚定决
心和强大勇气，为器官移植事业改革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美丽的滇池畔，西山巍峨，草木葱茏。
西山半山腰的金宝山艺术园林里，坐落着云南省人体器

官捐献者纪念园。纪念园的名录碑石上，镌刻着 2010 年以来
云南所有人体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自建成之日起，瞻仰、缅怀
者络绎不绝。“器官捐献能让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获得新生，
让逝者的生命得以存续。这个过程中，不仅传递着爱心与温

情，更检验着一个国家文明与法治的成熟度。”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委员叶啟发说。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全行业积极
响应，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一路走
来，砥砺向前。

曾经，国际移植界对中国实行“三不”政策：不承认临床移
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
意中国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中国移植界长期被排斥
在国际移植社会主流之外。

遏制之下，中国没有退缩。人们意识到，取消死刑犯来源、

尽快建立阳光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势在必行。

——— 2007 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器官捐献和移
植工作走上法治化道路。

——— 2010 年，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 2011 年，器官买卖罪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八)。
——— 2013 年，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

(试行)》。
——— 2015 年，全面停止死刑犯器官使用。
……
改革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在 2010 年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之初，全国一年的捐献数量仅有 34 例。
“十年磨一剑”——— 黄洁夫这样形容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

艰难历程。但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
“要打碎实行了 20 多年的旧体系，阻力肯定很大。”黄洁

夫说，有人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因为他们以为没
有老百姓愿意捐献。“落后的不是群众和文化，而是旧的机制，
只要奋力前行，器官移植的春天终究会到来。”

改革，离不开党和政府“壮士断腕”的决心。
严格行业内部评审和准入，将原有 600 多家器官移植医

院削减至 164 家；每年对器官移植医院开展飞行检查，确保器
官分配溯源性、公平性；依法严厉打击器官买卖犯罪，10 年来

共破获器官移植“黑中介”32 个，捣毁 14 个非法器官移植窝
点……科学高效、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中国器官自愿捐献和
移植工作体系日益完善。

坚持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自愿、无偿原则，杜绝“移植旅
游”，保障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权利；交通、航空、铁路等多部
门联合出台绿色通道工作机制，保障人体捐献器官顺利转运；
明确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的第三方职责，由红十字组织对
困难家庭开展人道主义救助……以人为本、遵循伦理、符合国
情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机制逐步形成。

改革，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2017 年 6 月 8 日，上海浦东机场。
为了确保一个供体捐献的“心脏器官”能搭上当晚最后一

架飞往武汉的航班，147 名旅客一致同意“为生命让道”，推迟
起飞 90 分钟。一名旅客在留言中写道：“今天的航班承载着生
命的希望，虽然航班延误了，但是很值得！”

2017 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数与移植数均位居世界第
二。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器官移植大国。

“器官移植不仅是医学技术问题，更涉及政治、法治、伦理
等深层次问题。”黄洁夫说，器官移植能得到好的发展的国家，

一定是一个文明、法治、开放、自信的国家。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于峻岭。
“中国器官移植界正在经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革命。不

久前，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是一片荒原，如今已取得如此巨大的
成就。”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组织前主席蒂莫西·普鲁特表
示，正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勇气，让这一奇迹
成为可能。

百花齐放春满园

——— 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器官移植大家
庭，从规则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为器官移
植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016 年 10 月 17 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中
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隆重举行。

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会议。
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通过大屏幕发表视频讲话，
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进展。

陈冯富珍说，中国的改革方向正确，行动迅速，许多成功
经验可以作为样板，供面对相似挑战的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个“科学的”“伦理的”国家器官捐献与
移植体系，称为“中国模式”。

器官移植改革快马加鞭，“中国模式”影响日益扩大。
从“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到全球践行伦理峰会，再到

世界卫生组织边会；从香港到梵蒂冈，再到日内瓦、马德里，中
国医学专家的身影在世界器官移植舞台上频频闪耀，“中国模
式”成为国际器官移植会议屡屡提及的关键词。

何为“中国模式”？六大特点可以概括：
——— 全面构建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法律框架，确保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 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

科学工作体系。
——— 创造性提出中国心脑双死亡的器官捐献科学标准与

流程，确保器官获取符合法律规范，建立信息化的监管平台，
器官移植监管步入大数据时代。

———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与移植人道主义救助体
系，促进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良性循环。

——— 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创建全社会参与的捐献移植
保障体系。

——— 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培育器官捐
献是大爱的人文精神。

本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上，世界第一大器官捐献国——— 西
班牙器官捐献与移植研究院院长马蒂·马尼亚利奇认为，当前
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足以成为世界楷模”。

在这次会议上，150 余名中国器官移植专家应邀参会并
发言交流，中方出席人数创历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之最。

而大会宣布成立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
特别委员会，也是源于中方在 2017 年第 70 届世界卫生大会
上所提出的倡议。中国，正在逐步实现从规则参与者到规则制
定者的华丽转身。

这次大会结束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
长陈静瑜撰文感慨道，国际移植界对中国已从当年的限制性
“三不”政策，转变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交流、相互合
作，彼此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器官
捐献与移植方面的合作交流更加大有可为。

“中国既要当好老师，也要当好学生。”黄洁夫在 7 月 2 日
举行的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晚宴上致辞说，中国不输出“中
国模式”，而是与世界共享中国的经验与智慧。
中国将继续攀登——— 下一步，将进一步健全法律体系，完

善工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促进跨国人员交流与合作，推动器
官移植改革向纵深迈进，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共创人类器官
捐献与移植事业的美好未来！(参与记者：冯俊伟、字强、仇逸)

据新华社成都 7 月 10 日电(记者董小红、帅才、李力可)
想看病却不知道哪家医院好，去网上搜索咨询，遇到热情的线
上医护人员，不仅嘘寒问暖，还积极推荐专业医院，协助挂号
就医。你以为遇到了热心人，却不知掉入了网络医托精心布置
的陷阱。“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来，一些网络医托潜滋
暗长，有些甚至“升级”为集团化运作，让患者陷入就医骗局。

近日，湖南长沙市工商部门接到举报称，一家名为“湖南
男博医疗集团”的公司诱骗患者就医。

据了解，这家公司组建了约 400 人的新媒体咨询顾问组，
咨询顾问加患者为微信好友后，诱骗患者到长沙、衡阳、永州
等地的相关医院看病。这家公司还将与其有利益往来医院的
挂号系统链接到公司咨询顾问的电脑，引导患者就诊。

记者调查发现，为吸引男性患者，咨询顾问都用美女作为
微信头像，并在聊天中挑逗男性患者，以吸引患者到指定男科
医院看病。一名曾在这家公司担任过咨询顾问的人告诉记者，
“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医院大多是民营专科医院，其中很多是
男科医院，主要分布在湖南长沙、衡阳、永州等地区。只要把患
者带进了我们介绍的专科医院，就不怕查不出病。看男科病少
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目前，这家公司负责人已经将公司注
销，不知去向，工商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近来，多地时有查处网络医托案件。记者调查发现，网
络医托日益升级，呈现集团化、隐蔽化的特点，并形成完整
套路：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公司，顶着“某某医疗集团”“某
某医疗咨询公司”的头衔，招揽一批咨询顾问和业务员，在
网络和微信上诱骗、引导患者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医，然后
从中收取“人头费”。一旦遭遇举报或执法部门介入调查，这
些所谓的医疗集团就立即注销公司，一跑了之。

湖南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有不少公
司专门从事网络问诊工作，表面上是为患者“答疑解惑”，实
际上是招聘了一批没有任何专业医疗知识的医托来“拉
客”，诱骗患者到关联医院看病。“有些公司专门为医院和患
者牵线搭桥，然后向医院收取人头费，实际上就是在卖患
者。”这位负责人说。

“网络医托通常让患者加微信私下聊天忽悠，或者通过
一些社交平台招揽患者，这类方式非常隐蔽，增加了调查取
证难度。”四川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处副处长邓晓玲说。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工商部门管注册，卫生部门管医
院，实际上对网络医托缺乏有效的监管主体和手段。”目前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惩罚网络医托的法律，亟待出台相关法
规，让基层有法可依。同时，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也需加强
联动，合力打击网络医托和与其有利益关联的医院。

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相关负责人认为，随着信息化技
术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医疗”兴起后，一些真假难辨的信
息涌现，百姓难以识别。“应对网络医托各个环节加强监管，
加大打击力度。要对与医托有利益关联的医院严肃追责，提
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只要患者来，就不怕查不出“病”
揭秘网络医托骗局

据新华社长春 7 月 10 日电(记者周立权)吉林省警方近期
破获多起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从广东、福建等地抓回数百名犯
罪嫌疑人。今年 1 月份，辽源警方接到居民徐某报案称，其在去
年 9月至 11月期间，被冒充投资顾问的人诱骗到一外汇交易平
台炒外汇，被骗人民币 10万元。辽源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民警最终锁定了诈骗团伙中的 162 名犯罪嫌疑人身份和
犯罪窝点位置。据查，以犯罪嫌疑人陆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
在广州市注册多家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场所作为诈骗窝
点。作案过程中，该电信诈骗团伙话务员先通过微信等渠道加
好友，冒充炒汇老师、炒汇助理等身份，向对方推荐外汇投资，
提供投资外汇虚假盈利单。取得对方信任后，指导被害人操作
购买外汇，然后通过操控数据，让其赔掉本金，从而实施诈骗。

近日，在广州市公安局配合下，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162
名，捣毁犯罪窝点 14 个，收缴大量电脑、手机等作案工具 500
余件，冻结资金 2000 多万元。

在辽源特大网络电信诈骗案告破后，吉林省集安市警方
又破获了另一起诈骗案。集安市公安局经过数十个小时的周
折辗转，将 84 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从广东省押
解回来。此起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近亿元，近万人被骗。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岳喜田介绍，这几起案件都是
典型的利用网络手段实施犯罪的电信诈骗案件，操作模式极
其类似，应引起重视。

——— 不法团伙组织严密、体系完整、以公司化运营。这些诈
骗团伙注册多家公司掩饰不法行为，并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场
所作为诈骗窝点，组织结构严密，下设话务组、诈骗平台开发维
护组、资金转账组，团队化管理，涉案人员众多，隐蔽性极强。

——— 有“台词”有“剧本”，作案过程分角色，情节环环相
扣。诈骗团伙话务组成员首先冒充美女，以加错微信好友为
名搭讪被害人。再以联络感情赢取被害人信任后，适时晒虚
假盈利单等手段勾起被害人感兴趣，然后以推荐炒汇老师、
炒汇助理等名义诱导被害人操作购买外汇或者贵重金属。
最后在“专家”指导交易下，使被害人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
平台最终流入诈骗团伙手中。

——— 作案手段极其专业，流水化实施诈骗。诈骗团伙先
是招募人员搭建虚假平台，利用平台操作环节制造漏洞。然
后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筛选出注册微信的手机号码作为诈
骗对象。再由所谓的精通外汇证券交易或者是贵重金属交
易人员，提供虚假盈利单。随后由话务组人员按照“剧本”引
被害人入局。整个过程精心设计，让人防不胜防。

电信网络诈骗大案屡屡发生，岳喜田以及辽源市公安
局刑警支队政委王军亮等办案民警提醒各部门应形成合
力，引导广大群众谨防上当受骗。

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在手机上、微信、QQ 等通信
工具中，不要保存身份照片、银行卡照片、银行卡密码、支付
验证码等重要个人信息。在电脑上，不要保存身份证照片、银
行卡照片，不下载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网站，不在未经核实
的网站上填写个人信息，捆绑个人银行卡、支付宝及验证个
人银行资质。其次，要多了解防范知识。要自觉做到不贪图便
宜，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再次，要牢记“不透露、不轻信、不
转账、不汇款”。如遇下列情况，请到公安机关咨询：冒充银行
客服要求汇款到“安全账户”或点击链接的；以帮你炒股、炒
期货能挣大钱的；网上贷款、网络购物退货要求汇款的等等。

有“台词”有“剧本”，骗钱如演戏
起底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

从一年捐献 34 例到世界第二大器官捐献与移植国

器官移植“中国模式”成世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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