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体器官功能衰竭后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疗的方法逐步成熟。
6 月 1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名单》。 名单显示，我国有 180 所医疗机构可以开展人体

器官移植工作，可以移植的包括：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小肠。
那么，究竟哪些医院可以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移植的人体器官从哪儿来？ 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患如何才能获得器官呢？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30 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 2 万余人能够完成移植，缺口还有很大。 ‘跟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很远

（距离），所以我们还在努力。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强调。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黄洁夫表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医改还在路上，很多人付不起这个费用；二是器官移植医院还不多，

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还很少；三是器官捐献还有待发展。
如何才能改善这一状况？

■ 本报记者 王勇

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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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资格的医疗机构
仅 180 所

人体器官移植需要在医院
实施，但并不是每家医院都可以
进行人体器官移植。

2007 年 5 月 1 日实施的《人
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医疗
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 要向所
在地省级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

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
记并不容易。《人体器官移植条
例》规定，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
官移植，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
与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
执业医师和其他医务人员；有满
足人体器官移植所需要的设备、
设施；有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
方面专家组成的人体器官移植
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该
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
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 1/
4； 有完善的人体器官移植质量
监控等管理制度。

6 月 1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关于认定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医院人体
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通知》。《通
知》显示，此次审核共有 21 个省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了 58
所医院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
申报材料，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等 20 所医院通
过审核。

至此，我国具有人体器官移
植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达到 180
家———这一数量在全部医院中
的占比无疑是很低的。《2020 年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我国公立医院有 11870
个，民营医院有 23524 个。 医院
按等级分，三级医院 2996 个。

如果进一步具体到不同人
体器官移植的资质，《具有人体
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
名单》显示，具有心脏移植资质
的医疗机构 67 所， 肺脏移植 50
所，肝脏移植 109 所，肾脏移植
143 所，同时具有心、肝、肺、肾四
项器官移植执业资格的医院只
有 32 所。

“还有很多应该有器官移植
的医院没有，能做器官移植的医
生还很少。 ”黄洁夫强调。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
告 2020》推算，我国心血管病现

患人数有 3.3 亿， 其中心力衰竭
890 万。 终末期心衰的患者大部
分需要接受心脏移植或人工心
脏辅助。而 2015 年至 2019 年，我
国心脏移植年手术总量只有
2262 例。

2020 年全国心脏移植手术
的总量则为 557 例———与此同
时，2020 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共有 5222 例。 理论上可以
做 5000 多例心脏移植，“器官大
量被浪费了。 ”黄洁夫强调。

移植器官
来自亲属捐赠或系统分配

具有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
格的医疗机构可以为需要进行
器官移植的患者进行移植手术，
前提是有可以进行移植的器官。
这些器官从哪儿来呢？

2005 年，黄洁夫代表原卫生
部向世界许诺：“中国要改革器
官移植体系，要逐步立法，改变
由死囚器官作为惟一器官来源
的现状。 ”

一年多以后，2007 年 3 月，
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 明确了器官捐献的
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

自此以后，按照我国的法律
规定，医院移植器官的合法来源
只有两类：一类是亲属活体器官
捐献；一类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的
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
显示，2020 年， 我国亲属活体器
官捐献为 2526 例。 对于活体器
官的捐献， 法律的规定十分严
格：一是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
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
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
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
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
人员； 二是不得摘取未满 18 周
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

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
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的器官来
自公民逝世后捐献。 自 2015 年
开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
超越亲属活体器官捐献数量。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
管理规定》明确要求，捐献器官
的分配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
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其具
体流程如下：

1.移植医院将需要进行器官

移植患者的相关信息全部录入
器官分配系统，建立等待名单并
按照要求及时更新。

2.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
将捐献者及其捐献器官的临床数
据和合法性文件上传至中国人体
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3. 系统自动分配捐献器官。
器官分配系统按照人体器官分
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
生成匹配名单，并向移植医院发
送分配通知。

4.移植医院接到器官分配通
知后，依据医学判断和等待者意
愿作出接受或拒绝人体器官分
配的决定并回复。

上述渠道之外的都是违法
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
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
管理规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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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干扰、
阻碍器官分配。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增加了
一条刑事罪名：“组织出卖人体
器官罪”。 此后，北京、陕西、河
北、浙江、福建、湖北、广西等地
均有适用这一罪名的判例出现。

此外，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
起，我国全面停用了死囚器官作
为移植供体来源。

由于用于移植的器官来自
捐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
定，医疗机构不得收取或者变相
收取所移植人体器官的费用。 医
疗机构可以收取的费用为：摘取
和植入人体器官的手术费；保存
和运送人体器官的费用； 摘取、
植入人体器官所发生的药费、检
验费、医用耗材费。

违反上述规定，将受到法律
的惩处。 尽管如此，费用还是很
高，动辄几十万元，目前其中大
部分并不能通过医保报销，“很
多患者因为付不起这个费用，不
能接受器官移植。 ”黄洁夫表示。

年度器官
捐献数量不足 1 万例

无论是亲属活体器官捐献
还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都必
须遵循自愿的原则。

活体器官捐献对捐献者意

味着身体和生活不可逆的改变，
尽管是亲属捐赠， 依然困难重
重。 与之相比，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则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为了推进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工作，2010 年，我国在上海、
浙江、山东、广东、南京、武汉等
11 省市开展了人体器官捐献试
点工作。 当年实现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 34 例。

2011 年，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试点省市扩大至 21 个， 北京也
进入试点范围，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达到 132 例。

2013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公民身后自愿器官捐献
工作在全国展开。 这一年，公民
逝世后器官捐献达到 849 例。

2014 年 12 月 3 日， 黄洁夫
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全面停用死囚
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自 2015 年开始，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数量超越亲属活体器
官捐献数量。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数
据显示，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
捐献 2766 例。 此后一年一个台
阶，2016年 4080例，2017 年 5146
例，2018年 6302例，2019 年 5818
例。 即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情况下，2020 年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也达到了 5222例。

但这一数字还远远不够。 据
统计， 我国每年约有 30 万人在
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 2 万余
人能够完成移植。

让更多人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如何才能让更多人加入到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中？

一方面，需要让更多人了解
器官捐献的相关情况。

2011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
国红十字会成立“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 负责参与人体
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 报名登
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
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
相关工作。

2017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修订案，将“参与、推动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明确为
红十字会的职责。 红十字会系统
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推动工作。

2013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员
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
提出，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
献器官或遗体。“但是我们 9000
多万党员知道这个事情的很少，
所以就需要我们宣讲，让这个理
念深入到党的每一个支部上
去。 ”黄洁夫强调。

2020 年 7 月 1 日，中国器官
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学影
像技术研究会联合党支部（以下
简称党支部） 创立了党建品牌
“生命接力先锋队”。“生命接力
先锋队”以“党建引领业务、推广
器官捐献”中心任务。 截至目前，
全国“生命接力先锋队”党建联
盟单位已达 72 家。

一方面，需要让公众能够更
加方便的登记明确器官捐献的
意愿。

2014 年 3 月 21 日， 由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 国际扶轮 3450
地区合作实施的施予受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网正式上线，公众可
以通过该网站登记为器官捐献
志愿者。

需要强调的是，“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与“完成器官捐献”，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仅是一种个人意愿的表达，是
对器官捐献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登记并不意味着就会进行
器官捐献。 按照《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的规定，公民对已经表示
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
以撤销。

即使是生前以书面形式表
达了捐赠意愿，“完成器官捐献”
也需要符合一定临床医学条件，
经过医院评估、 第三方见证、家
属签字确认等程序才能完成，
“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
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
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

2016年 10月，施予受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网由中国器官移植发
展基金会正式接管。 2016 年 12
月，支付宝平台上线了“施予受器
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在支付宝
APP搜索栏中输入“器官捐献”，
就可以进入“施予受”平台，最快
10秒钟实现一键完成捐献登记。

2020 年 11 月， 施予受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网正式改版升级
为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
网，面向所有器官捐献志愿者提
供服务，包括志愿登记、志愿服
务、志愿权益等内容。

数据显示， 到 2021 年 6 月，
我国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已超
过 330 万人。 但与我国 14 亿的
人口总量相比，还远远不够。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器官
移植第二大国，只要我们勤奋工
作，推进改革，有望在未来三到
五年迈向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
国。 ”黄洁夫表示。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器
官捐献志愿者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