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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发布

我国器官捐献、移植数量均居世界第二

2020 年逝后捐献 5222 例

报告显示， 自 2015 年以来，
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迅速，每
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持
续上升。

2015 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 2766 例， 每百万人口器官捐
献率 2.01；2016 年， 公民逝世后
器官捐献 2766 例， 每百万人口
器官捐献率 2.98；2017 年， 公民
逝世后器官捐献 5146 例， 每百
万人口器官捐献率 3.72；2018
年，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6302
例， 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
4.53；2019 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 5818 例， 每百万人口器官捐
献率 4.16。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
业保持稳定发展。 报告显示，
2020 年，我国具有器官移植资质
的医院有 180 家，全国器官获取
组织 113 个，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 5222 例， 器官移植手术完成
17897 例。 其中 2020 年公民逝世
后器官捐献量前五位的省份依
次为广东、北京、山东、湖南和广

西；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捐献量
在 100 例以上。

术后存活率达先进水平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郭燕红表示，除器官捐献
与移植数量增加外，我国器官移
植医疗质量水平也不断提升。 同
时，脑死亡来源器官捐献者占比
明显提升，心脏和肺脏器官产出
增加，术后存活率已达世界先进
水平之列。

据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
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叶啟发教授介绍，2020
年， 每位捐献者平均产出器官
3.14 个， 平均产出肝脏器官数
0.94 个、 肾脏器官数 1.90 个、心
脏器官数 0.11 个、 肺脏器官数
0.18 个。

与此同时，我国移植手术和
围手术期管理临床经验相当成
熟，尤其较大移植中心移植手术
疗效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据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教
授介绍，2015—2020 年我国公民
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受者术

后 1 年、3 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
83.6%、74.9%；亲属间活体肝移植
受者术后 1 年、3 年累计生存率
分别为 91.8%、88.7%。

据国家肾脏移植质控中心主
任石炳毅教授、金海龙教授介绍，
2020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肾移植的 3 年移植受者/移植物
生存率为 96.8%/93.2%；亲属间活
体肾移植的 3 年移植受者/移植
物生存率为 98.8%/96.8%。

据国家心脏移植质控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医院
党 委 书 记 郑 哲 教 授 介 绍 ，
2015—2020 年我国心移植术后
30 天、术后 1 年和术后 3 年的生
存 率 分 别 为 92.6% 、85.3% 和
80.4%，已达国际水平。

据国家肺移植质控中心主任
陈静瑜教授介绍， 我国双肺移植
受者术后围术期（＜30 天）、3 个
月、6 个月、1 年及 3 年生存率分
别为 80.5% 、69.9% 、66.6% 、62.7%
和 54.1%。我国肺移植生存率方面
距离国际水平还有差距， 主要原
因是供体呼吸机使用时间长、受
体年龄偏大等。2020年，我国还进
行了新冠患者肺移植手术， 作了
有益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

让更多人成为捐献者

报告显示，全球每年大概有
200 万人需要器官移植， 全球平
均器官供需比为 1∶20-1∶30。 其
中， 中国每年约有 1500 名青少
年、儿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重获
新生。 国内的器官移植目前主要
是心、肺、肝、肾四大器官，其中，
肾脏移植和肝脏移植数量最多，
肝脏移植基本占到每年所有器
官移植数量的 30%-35%。

中国器官捐献数量和捐献
率虽较前增长，但与全球其他国
家一样仍面临供体短缺问题 ，
无法满足国内患者的巨大需
求。 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
肝脏外科儿童病区主任罗毅表
示：“我国大部分需要进行肝移
植手术儿童原发病都是胆道闭
锁，相关数据统计，我国胆道闭
锁发病率约为五千分之一，也就
是每年有 3500 至 5000 个患者，
但实际我国每年儿童肝移植
1000 例左右。 ”

目前，公众器官捐献意愿和
理念认知呈逐年上升，但器官捐
献率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
差距。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9
日，中国器官捐献登记人数已超
过 477 万，较 2015 年 2.5 万余例

的登记人数实现了百余倍增长，
但与我国人口数相比较，还有很
大的增长空间。

黄洁夫表示，器官捐献与移
植事关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社会
文明和公平正义，要从三方面推
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从
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一
是进一步推进器官捐献以满足
移植需求； 二是坚持深化改革，
特别是加快修订完善《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2007）》，对公民逝世后
自愿器官捐献赋予完整法律论
述；三是严厉打击器官买卖。 要
依据民法典明确提出的“禁止器
官买卖行为”，加大监管力度，为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6 月 11 日，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黄梅医院 1062 名医护自发登
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该院也
成为全国首家所有职工都登记
器官捐献志愿的医疗机构。

“器官移植事业需要全社会
的参与，衷心希望能够通过媒体
的力量和多样化的传播形式让
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加入传递
人间大爱的正能量队伍中，共同
形成合力，让生命接力在阳光下
延续，从而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与
移植事业的发展。 ”黄洁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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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0 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量（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

‘2 015-2020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累计完成 29334 例，每百万人口器官
捐献率（PMP）从 2015年的 2.01升至 2020年的 3.70，器官捐献、移植数量两

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表示。
6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个‘中国器官捐献主题活动日’宣传活动上，《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公民自
愿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取得重大进步。 ’
黄洁夫在活动上强调。

医务人员手举自己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