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政信箱: 
P. O. Box 84 

NewYork, NY  

USA  10116 

追查迫害法轮功 

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网站：www.upholdjustice.org 

电话：1-347-448-5790 

传真：1-347-402-1444 

 

追查国际公布 

最新关于周永康涉嫌介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部分录音 
 

2012 年 4月 30 日 

 

追查国际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的罪恶进行了特别调查。调查员分别以各种身份对正在出

访英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

荣、中共中央政法委职员、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等人，进行了特别调查取证。此外，追查国际还保留有

2008 年四川地震期间对周永康的调查录音片段，因为和此事相关，也一并公布。 

这些录音揭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性的犯罪是在中央政法委的现任书记周永康和前任书记罗干的

操控下进行的。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的官员多知情，李长春也涉嫌参与其中。 

 

以下录音证据是本组织对周永康等人调查结果的一部分，根据事态的发展本组织将公布更多证据，帮助中国大陆

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法委及周永康等人涉罪情况得到全面了解。 

 

调查录音一（2008 年 9月 26日）： 

 

调查员：国家安全部官员，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 

 

调查员：是中央政法委的魏主任吗？ 

魏建荣: 你哪里？ 

调查员: 我还是国家安全部。 

……主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魏建荣：这事已经很早了，我跟你讲我的判断啊， 

调查员：啊。。 

魏建荣：这个事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事情这很早了，现在来的这些人都不了解。第二，这个人肯定不是我

们这儿的人，这是肯定的，咱们单位的人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是个基本的概念。要缩小范围，怎么个弄法，

那么你可能就要到单位来查一下原底子，现在谁说也说不清楚。 

调查员：就是这个活体摘除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的事情是很早的事情吗？ 

魏建荣：对，对，对，很早的事。 

 

 

调查录音二（2012 年 4月 17日）： 

 

调查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调查员：喂，是李长春同志吗？ 

李长春：啊，是啊， 

调查员：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罗干同志睡觉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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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啊， 

调查员：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期间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用这个摘取在押法轮

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李长春：你问周永康 

调查员：嗯，当时。 

李长春：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好了，让我的秘书接着跟你说。 

 

 

调查录音三（2012 年 4月 13日）： 

 

调查员：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成员。唐俊杰：自 2000 至 2011先后担任辽宁省政法委秘书长、省政法委副书

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调查员：喂，是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吧？ 

唐俊杰：你那位？ 

调查员：哦，我是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的。关于薄熙来在辽宁的一些事情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 

唐俊杰：我什么时候去？ 

调查员：你好。 

唐俊杰：我什么时候去？ 

调查员：我们先电话里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有必要的话我们再给你发函，请你过来一下。 

唐俊杰：好，好。 

调查员：就是大概有几个问题吧。， 

唐俊杰：你说。 

调查员：头一个问题就是在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薄熙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 

唐俊杰: 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实际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吗，联合以后。好像有他也是正面的，好像还

是正面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啊，好像还是正面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你问这个问题我有

一点……你在什么位置啊？ 

调查员：我是在北京，我是他们这个专案组。 

唐俊杰：那好，那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了，得到你准确消息再回答你好吧？我见到你公函我再答复你。我不好回

答，尤其涉及到这方面问题，我不好再回答你，好吧！需不需要我过去，你正式打一个文字的东西吧，你电话里

谈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突然，我不太好答复。 

 

 

调查录音四（2008 年 9月 25日）： 

 

调查员：国家安全部官员。李：一位来自北京政法系统姓李的参加会议者。 

2008 年 9 月 16 日—26 日，在江苏省常州市江南春宾馆召开的中共全国政法会议期间，针对一个来自北

京政法系统姓李的参加会议者的调查录音。 

 

调查员：是江南春宾馆吗？ 

宾馆接线员：啊，对。 

调查员：请给我接 1219北京政法委的李同志。 

宾馆接线员：你在宾馆里边，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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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我没在宾馆里边，我在外边。 

宾馆接线员：啊，好的。 

 

李：哎， 

调查员：喂，是中央政法委的李同志吗？ 

李：你好。 

调查员：是吗？ 

李：您是哪里啊？ 

调查员：您是，您是李什么？ 

李：我姓李，对。 

调查员：我是国家安全部的，有点事情需要你协助我们一下。 

李：国家安全部的？ 

调查员：对， 

李：什么事啊？ 

调查员：就是有关一个泄密的案件，我们在调查啊。 

李：泄什么密啊？ 

调查员：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国家机密的。 

李：是什么事啊？ 

调查员：说的这是，活体摘除在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的这一国家机密，中央政法委有哪一级工作

人员知道这个机密呢？ 

李：应该是处级以上吧。 

调查员：因为我们的情报了解到，好象监听到有自称中央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要跟外国情报机构出卖这一国家机

密，所以我们的领导让我们秘密做一些调查。 

李：我明白。 

调查员：小范围的，不惊动许多人的情况下的调查。 

李：啊，那个，您这样吧，再打一个电话，然后找它那个办班的那个，有一姓刘的刘处，您找他，好了。 

调查员：啊，他是。。。 

李：具体电话我也不太清楚。 

调查员：啊。 

李：好吗？ 

调查员：啊，他叫什么？ 

李：总机转过去吧，姓刘，刘处长。 

调查员：刘处长？ 

李：他一直在盯着这个班，一直在这个我们这个宾馆在组织这个事。 

调查员：啊。 

李：中央政法委“队建室” （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的一主任姓魏（魏建荣），前两天一直在

这。 

调查员：啊， 

李：然后是他一直在现场盯，叫刘什么，我不太清楚。您就继续工作吧，往下进行就是了，祝您工作顺利。 

 

 

调查录音五（2006 年 10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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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国家安全部第七局官员。于秘书：罗干-秘书。 

录音中罗干秘书没有否认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只是强调不适合在普通电话中谈论此事。 

 

于秘书：喂， 

调查员：喂，你好，是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于秘书吗？ 

于秘书：你哪里？ 

调查员：噢，我是国家安全部第七局啊，我们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你们配合一下，我们调查一件泄密事件，我

们得到确切的情报，就是中央政法委的工作人员里有人要跟这个境外的情报部门联系出卖有关国家机密情报。在

政法委机构里头都有谁接触过就是对在押的法轮功人员活体摘除器官的国家机密啊？有哪些部门，哪些人员接触

过这个？ 

于秘书：这个，你是，你用的是普通电话，你这个。 

调查员：我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办案的现场，所以我们得缩小这个范围。我们必须得知道有谁接触过这个机

密，啊？ 

于秘书：你打电话，打到我这个地方啊， 

调查员：啊， 

于秘书：我们在外地， 

调查员：啊， 

于秘书：一个是我们在外地，再一个电话打到我这个地方呢，我这一下也不能给你讲清楚。你是需要我们怎么

做，还是需要，你能不能有具体的什么东西啊？ 

调查员：啊，就是这个。 

于秘书：你能不能从我部里面给我打红机啊，了解这个情况，或者有什么正式的文，什么的？ 

调查员：但是，那就都得明天了，现在这个事情实在是紧急，如果要是等到明天， 

于秘书：红机啊（保密电话） 

， 

调查员：啊？ 

于秘书：我这有红机（保密电话） 

啊，你可以通过部里面给我打红机（保密电话） 

啊， 

调查员：我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在部里啊，我们是在监控现场，我们并没有在部里，如果我们找到红机的

话，还得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就得知道都有谁接触过对这些在押的法轮功人员摘除他们器官的机密，

你们政法委哪些人员，哪一级别的人接触过这个机密？ 

于秘书：你贵姓啊？ 

调查员：我姓丘。 

于秘书：丘？ 

于秘书：你告诉我你的电话行吗？ 

调查员：010- 

于秘书：010 

…… 

于秘书：那行，好，嗯， 

 

 

调查录音六（2008 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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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四川省委书记李春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有消息称，大批的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四川和重庆的战备仓库等军事设施里。下面是一段在

2008 年四川地震后证人（四川省委书记李春成）与周永康等录音。录音中周永康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战备仓

库，防空洞等设施，周永康并没有否认，只强调此事只能在保密电话机中谈论。 

 

调查员：喂，是周永康书记吗？ 

周永康：是。 

调查员：我是李春成呵。 

周永康：啊？ 

调查员：我是四川省委书记李春成。 

周永康：成都啊？ 

调查员：对。 

周永康：春成啊？ 

调查员：对。 

周永康：我听不出口音来了怎么，累的？ 

调查员：累的。那个，有件事情得向您汇报一下。 

周永康：哦。 

调查员：刚刚过去一阵余震，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周永康：哦。 

调查员：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大量关押法轮功人员的场所有损毁，有一些人员跑出来了，您看怎么办？ 

周永康：哦？ 

调查员：您看怎么办现在？ 

周永康：有多少人啊？劳教场所还是教育转化场所? 

调查员:不是，就是关押在咱们的战备仓库防空洞里的那些。 

周永康：有多少人？ 

调查员：大概二十来个人吧。 

周永康：司法所是吧？司法局管的吧？ 

调查员：不是，应当是由他们那个…….具体的是哪个看管的我还得再了解一下。这是他们给我汇报上来的。 

周永康：你是四川成都市委书记？ 

调查员：您看这怎么办？ 

周永康：你用红机给我打吧，你用红机（保密电话）给我打电话。我，我认不出你什么人。我找他们好吧。 

调查员：但是……. 

周永康：我找有关部门，我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好吧。 

调查员：您看这事态比较紧急，我们得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啊。 

周永康：你，你，你，我听不出你这个人叫什么名，我了解情况好不好？ 

 

 

其他调查录音： 

 

此外，本组织在此之前发的关于中共司法系统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记录了大量的有关军队、公

安、法院等系统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证据。如地方法院分工明确有专部门负责经营法轮功学员器官，

有关军队医院接恰器官买卖，还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持枪警戒的警察目击者的证词。等等，可以帮助

您更深入的了解政法委及其周永康等人和这场迫害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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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看守所、法院刑庭提供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录音： 

1、锦州市第二看守所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9592 

2、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厅]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9592 

3、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一厅]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9592   

4、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437 

5、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目击者证词 http://zhuichaguoji.org/node/2677 

 

 

结语： 

追查国际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连续发表了多个调查报告，并对事件持续跟踪。

这次公布的证据再一次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罪行”是在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及

其前任罗干）直接操控下进行的。 

 

目前形势发展很快，王立军、薄熙来案已经烧到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和主要罪责者周永康。江系血债派已经分崩

离析，一切罪行将很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罪犯将被彻底清算并绳之以法。追查国际要求当事人和知情者继续

搜集、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给追查国际。  

 

备注： 

（1）魏建荣简历： 

1998.05——2002.03，中央政法委办公室督查处处长 

2002.03——2003.05，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助理巡视员兼秘书督查处处长；  

2003.05——2005.07，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  

2005.07——2008.08，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巡视员兼副主任（主持工作） 

被调查时已改任 2008.08——2010.11，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主任兼全国政法综治领导干部 培训中心

副主任 

现任：甘肃省中共甘南州委书记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1411.htm 

（2）通话录音四中所指中央政法委“队建”室主任为:原 2003.05——2005.07 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

荣，2008年任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建设指导室(简称  队建室)主任兼全国政法综治领导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

通话录音一是魏建荣的录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9592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9592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9592
http://zhuichaguoji.org/node/1437
http://zhuichaguoji.org/node/2677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1411.htm#sub4211411_1
http://baike.baidu.com/view/42114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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