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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
大幅提升 ■ 本报记者 王勇

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据郭燕红介绍，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卫生健康
部门和红十字会团结协作、积极
探索，发挥制度优势，不断健全
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
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器
官移植制度保障。

2007 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 标志着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进一步
走上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在此基础上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红十字会等部门着力构
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科
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制度管理体
系， 陆续颁布实施一系列相关管
理规定和技术规范、 落实法律法
规规定，在人体器官捐献、获取分
配、移植临床服务、数据登记、监
管等各方面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
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机制。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中
明确将人体器官买卖作为严重
的刑事犯罪，为打击相关违法犯
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是保障公平公正，构建科学
合理的器官获取分配工作机制。

第一， 积极推动器官捐献。
2015 年以来，公民自愿捐献已成
为我国器官移植来源的唯一途
径。 我国依托红十字会进行广泛
的社会宣传动员，创新捐献动员
举措，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第二，规范器官获取。 建立
器官获取组织,明确工作机制，形
成了兼顾脑死亡和循环死亡的
器官捐献标准，规范器官获取流
程。 三是公平分配器官。 启用中
国人体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将
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
程度等医学指标作为分配器官

资源的唯一准则，保障器官分配
科学透明公平公正。

第三，加强质量管理，不断
提升器官移植技术水平。 建立以
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质控平
台，实现了从器官捐献、获取、分
配到移植的全过程可追溯管理。
成立各大器官移植质控中心，开
展器官移植质量控制，将器官移
植质控纳入全国医疗质量控制
体系，保障质量安全。 鼓励开展
器官移植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器
官移植质量，推动技术能力和水
平健康可持续提升。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作
体系

郭燕红表示，近年来我国器
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取得巨大进
步， 最显著的成绩是以 2007 年
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为标
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
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 这个移植
体系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建立了以红十字
会为第三方的人体器官捐献体
系， 在器官捐献的宣传发动、捐
献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人
道救助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
工作。“捐献体系是我们在整个
工作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因为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 ”郭
燕红强调。

第二方面，建立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全
国组建了 137 个器官获取组织，
建立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
计算机系统对捐献器官进行公
平公正的自动分配，规范器官捐
献与获取行为；建立器官转运绿
色通道，缩短转运时间，保证器
官质量。

第三方面，建立了器官移植
的临床服务体系。 通过总体规
划，优化布局，加强管理，全国现

在有 173 家医院具备大器官的
移植资质。 同时，还促进各移植
医院积极开展技术创新，使器官
移植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第四个方面，建立了器官移
植的质量控制体系。 现在所有大
器官移植都有相应的质控中心，
对每一个器官移植患者移植过
程的关键指标和结果的关键指
标进行分析， 来保障移植的质
量，提高移植的技术水平。

第五个方面， 建立和完善器
官移植的监管体系。依托大数据，
包括 COTRS， 也包括器官移植
质控中心所收集的数据， 来建立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监管平
台，辅之以飞行检查，来保障器官
移植始终在合规的轨道上运行。

“器官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器
官衰竭患者的重要手段，构建完
善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是造福
于患者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要
在不断完善器官捐献移植工作
体系的基础上， 加强制度设计，
使器官捐献和移植技术更好地
造福于患者。 ”郭燕红强调。

2018 年捐献数量位居世
界第二位

据郭燕红介绍， 近年来，我
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大幅提
升。 2015 年-2018 年每年完成器
官捐献分别为 2766、4080、5146、
6302 例， 增长迅速，2018 年捐献
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同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量
突破 2 万例，手术量同样居世界
第二位。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
医院肝脏移植、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心脏移
植以及无锡市人民医院和中日
友好医院的肺脏移植数量均位
居世界前列。

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能力水平

不断提升。 我国器官移植手术操
作技术不断改进创新， 部分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上已开展的
器官移植我国均已开展， 部分器
官移植技术实现突破，国际领跑。
如：自体肝移植技术，无缺血肝移
植技术； 手术机器人完成同种异
体肾移植术已开始临床应用，并
逐步普及； 儿童肝脏移植技术国
际领先。同时，在器官维护和获取
技术能力方面， 生命支持技术得
到广泛应用， 器官保存技术取得
突破。 有关医院和单位积极研发
器官体外机械灌注修复技术和设
备，与国外保持同步。

同时，我国器官移植质量不
断提升。 我国器官移植术后受者
生存率等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活体肝脏移植术后受者 1
年和 3 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
92.5%、89.8%。 心脏、肾脏移植术
后生存率居国际前列。 2018 年我
国心脏移植手术术后一年生存
率为 90.8%， 高于国际心肺移植
学会的 85.4%； 肾脏移植的 1 年
和 3 年 受 者 生 存 率 分 别 为
96.7%、95.6%，居国际先进水平。

建立人体捐献器官绿色通道

随着我国捐献与移植工作
的推进，捐献器官全国匹配共享
的数量及比例逐渐提高。 尽管器
官的共享有利于实现公平高效
的器官分配，但是受制于现在的
医学技术，可移植器官均有可以
耐受的最大缺血时间。 即使在可
耐受的时间内， 缺血时间越长，
器官的质量及器官接受者的预
后越差。 所以器官转运是一场生
命与时间的赛跑。

受限于我国广袤的国土面
积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
衡，同时为降低患者器官移植总
花费，我国大多采用由医务人员
携带，通过民航班机、高速铁路

及公路运输的形式转运捐献器
官。 转运过程中面临较多不确定
因素，转运时间较长，对器官质
量造成不利影响，因转运问题导
致的器官浪费也时有发生。

为缩短人体捐献器官转运
时间，减少因转运环节对器官移
植质量安全影响，保障患者生命
健康，2016 年 5 月，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联合公安部、交通运输
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
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
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
绿色通道的通知》， 建立了以民
航、高铁为核心的低成本、高效
率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
道工作机制。

“这是我国‘政府主导、部门
协作、行业推动、社会支持’人体
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机制的具
体体现。 ”郭燕红强调。

据统计，绿色通道建立 3 年
以来，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 1-
1.5 小时（其中， 绿色通道建立
后，肝脏平均冷缺血时间由 6.88
小时降低至 6.44 小时， 肾脏由
6.5 小时降低至 5.5 小时，心脏由
4.89 小时降低至 3.78 小时，肺脏
由 8.87 小时降低至 7.42 小时），
全国器官全国共享率总体上升
7.3%（其中肾脏全国共享率上升
了 6.41%， 肝脏全国共享率上升
了 8.24%）， 器官利用率提升
6.7%， 捐献器官共享半径大大扩
展，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竭
患者得到救治机会。

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打击

国家对器官捐献与移植的
健康发展高度重视，对于违法犯
罪行为坚决打击。 郭燕红表示，
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
设， 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 2011
年《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人体
器官买卖作为严重的刑事犯罪，
为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提供
了法律保障。《人体器官移植条
例》对违反公民意愿摘取器官以
及买卖器官的违法行为也有相
应的法律界定，为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二，加强行业监管，规范
捐献和移植行为。 对从器官捐
献，获取和分配，到临床移植以
及移植后的管理，全链条都有相
应的规定和严格的要求，要求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对照这些规定
和要求加强行业监管。 在全链条
当中都有相应的可追溯的数据
登记和信息对比。 通过数据的交
叉对比来发现一些问题，同时辅
之以飞行检查，把行业管理和外
部监管相互结合，使器官捐献和
临床移植能够不断规范。

第三，建立联动机制，加大
违法犯罪打击力度。 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与公安部建立防范打
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违法犯罪
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和联动机制，
联合打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违
法犯罪活动，通报相关案情以警
示行业，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对涉
案机构和人员严惩，顶格进行行
政处罚，保持对违法行为的高压
打击态势， 对非法开展器官移
植、器官捐献实行“零容忍”。

近年来，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大幅提升。 2015 年-2018 年每年完成器官捐献分别为 2766、4080、5146、6302 例，增长迅速，2018 年捐献数
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同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量突破 2 万例，手术量同样居世界第二位。

11 月 26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了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
工作以及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有关情况。

� � 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建立三年来， 器官转运时间平均
缩短 1 至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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