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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 
 
编号: 3623 
序号：1 
姓名: 张燕 (1)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安徽省宿松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安徽省宿松县孚玉西路  邮政编码：246500 
安徽省宿松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电话：0556 一 782137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3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宿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同鑫、潘传六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9 

  
编号: 5819 
序号：2 
姓名: 向晓阳 (1)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湖北公安县藕池镇派出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北省公安县藕池镇 邮编：434305 
电话：0716-5151143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81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公安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春香、邱孝珍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30 

  
编号: 6337 
序号：3 
姓名: 张玉海 
职务: 教导员 
单位: 河北省兴隆县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兴隆县国安局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兴隆镇东关村，邮政编码：
067300 
电话：0314—505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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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37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承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平的责任人陆少华、张玉海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22 

  
编号: 7089 
序号：4 
姓名: 常咄国 
职务:  
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兴凯路 219 付 1 号；市政府西院 2 号楼，邮政编码： 
050051 
电话：87820049、87820041、87820042、87820043、879820048、87820047、87810041、87810047、
87810048、87825314、87838247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89 
迫害案例:  

 追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二）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4 

 追查参与迫害王博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一）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1 

  
编号: 7488 
序号：5 
姓名: 周子平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沧州市泊头市裕华中路 6 号  邮编：062150 
电话：0317-8229736, 818647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8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和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水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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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北省沧州市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1 

  
编号: 8071 
序号：6 
姓名: 龚志仁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怀化市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迎风中路 邮政编码：418000 
电话：0745 273 800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7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六一零”、国安迫害法轮功学员余绍奇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16 

  
编号: 8118 
序号：7 
姓名: 李国泰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湖南省祁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浯溪镇，邮政编码：426100 
电话：746 322 2546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1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祁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85 

  
编号: 8464 
序号：8 
姓名: 杨方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女） 
单位: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太阳坪路 邮编:419200 
公安局电话: 0745-62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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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新晃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甘桥英的责任人李新民、姚本鑫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5 

  
编号: 8617 
序号：9 
姓名: 余庆长 
职务: 国安大队头目 
单位: 湖南省辰溪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柳树湾 邮政编码：419500 
联系电话：0745－5232543 
传真号码：0745－5232543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1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怀化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余绍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 

  
编号: 8631 
序号：10 
姓名: 文承广 
职务:  
单位: 湖南省桃源县国安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邮政编码：415700 
电话：0736 662 061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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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8632 
序号：11 
姓名: 胡光华 
职务: 国安 
单位: 湖南省桃源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邮政编码：415700 
电话：0736 662 061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 

  
编号: 10684 
序号：12 
姓名: 高峰 (1)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黄河西路 1 号，邮政编码：466000 
电话：0394-812211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84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 

  
编号: 10875 
序号：13 
姓名: 李其良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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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群兰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1 

  
编号: 10876 
序号：14 
姓名: 于致和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前任） 
单位: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 君山大道 邮编：414005 
李其良：0730-7505818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7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岳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群兰一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31 

  
编号: 11076 
序号：15 
姓名: 陶文耀 
职务: 国安科副科长 
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市民新村北街 6 号  邮编：450000 
电话：分局办公室（值班）0371-66228294  0371-69625110（传真）0371-66235599  国保大队 0371-
6635651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76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真萍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7 

  
编号: 11271 
序号：16 
姓名: 曹喜文 
职务: 副局长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平凉市市辖区崆峒中路 225 号 邮编: 744000 



     
 
 
 
 
                                        
 

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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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933 821 3021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1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平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曹喜文、王立群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 

  
编号: 11272 
序号：17 
姓名: 耿锴军 
职务: 科长 
单位: 甘肃省平凉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2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平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曹喜文、王立群等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3 

  
编号: 11357 
序号：18 
姓名: 陈丰刚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辖区东大街 96 号 邮编: 733000 
电话：0935 221 4391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武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春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9 

  
编号: 11727 
序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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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赵炳文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甘肃庆阳市合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地区合水县县城永宁路，邮政编码：745400 
总机 0934-5521215 总机 0934-5522321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7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庆阳市合水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阳、李彩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9 

  
编号: 11728 
序号：20 
姓名: 周宁 
职务: 国安大队政委 
单位: 甘肃庆阳市合水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甘肃省庆阳地区合水县县城永宁路，邮政编码：745400 
总机 0934-5521215 总机 0934-5522321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2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庆阳市合水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朝阳、李彩云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919 

  
编号: 12496 
序号：21 
姓名: 刘继祥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北省汉川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大道 272 号邮编:431600 
电话：0712829611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9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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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汉川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爱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9 

  
编号: 14009 
序号：22 
姓名: 石敦建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保靖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保靖县迁陵镇北门路 2 号，邮编：416500， 
电话：0743-7718425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0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保靖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祚友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2 

  
编号: 14122 
序号：23 
姓名: 吴洪铁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 邮编：615000 
电话吴洪铁：国安大队办 0834-2164671 转 6896  13608145134  办 0834-2178025  吴洪铁妻子罗林，

西昌市交警队 0834-2168996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22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德玉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3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胡云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丽娟、冯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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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银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70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加惠、罗红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70 

  
编号: 14123 
序号：24 
姓名: 沙宗全 
职务: 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电话：市局 0834-217811  国安大队办 0834-2164671 转 6896 
副大队长沙宗全：13881548991  国安大队办 0834-2164671 转 6896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23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德玉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3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银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70 

  
编号: 14124 
序号：25 
姓名: 太刚毅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曾任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 邮编：615000 
电话：0834-2164671 转 6896（国安大队办公室）、0834-667422、2230186、6666878、13882451399 
13778635189、1398028821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24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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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61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德玉生命垂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3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胡云怀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4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苏丽娟、冯娟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46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银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070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加惠、罗红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270 

  
编号: 14481 
序号：26 
姓名: 李卫国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资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资阳地区刘家湾  邮编 641300 
电话： 028-2655956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8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5 

  
编号: 14485 
序号：27 
姓名: 鄢利邦 
职务: 国安大队副教导员 
单位: 四川省简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资阳地区刘家湾  邮编 641300 
电话： 028-2655956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85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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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5 

  
编号: 14487 
序号：28 
姓名: 汤元彬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四川省简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资阳地区刘家湾  邮编 641300 
电话： 028-2655956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8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资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5 

  
编号: 15419 
序号：29 
姓名: 廖武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广东省河源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广东省河源市凯丰路 4 号 邮编: 517000 
联系电话: 0762-332524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19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河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36 

  
编号: 15811 
序号：30 
姓名: 吴旻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公安分局, 肇东市道外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区分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东直路 385 号  邮编：150050 
电话：（区分局）0451-57606110  （国保大队）0451-87663643  0451-87664172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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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64173  0451-87664175 地址东直路 329 号 邮编 15005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811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谷云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760 

 追查辽宁省沈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付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605 

  
编号: 16337 
序号：31 
姓名: 魏东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育英路 42 号，邮政编码：637000 
电话：0817 222 317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3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林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8 

  
编号: 16338 
序号：32 
姓名: 杜伟嘉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育英路 42 号，邮政编码：637000 
电话：0817 222 317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38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林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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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6339 
序号：33 
姓名: 李培仲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育英路 42 号，邮政编码：637000 
电话：0817 222 317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39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林悦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38 

  
编号: 16374 
序号：34 
姓名: 王家春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贵州省织金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公安路 邮编： 552100 
电话：办 0857-762146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贵州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74 
迫害案例:  

 追查贵州省织金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启明、蔡发明、范发贵、王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842 

  
编号: 16913 
序号：35 
姓名: 梁振法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山东省诸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东省诸城兴华东路 35 号 
邮编：262200 
电话：0536-6328051，6328899、6328101，6097110，7830163（办） 
单位系统: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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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913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诸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洪伟、王海霞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49 

  
编号: 17116 
序号：36 
姓名: 林旭斌 
职务: 大队长 
单位: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国安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城西金凤路 29 号 
电话：0663-3273110，传真： 0663-3263113； 
邮政编码：51550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16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揭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惜芝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77 

  
编号: 17385 
序号：37 
姓名: 王建伟 
职务: 国安支队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 0713—8832210  1390725013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0 

 追查湖北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则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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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7386 
序号：38 
姓名: 奚吉祥 
职务: 国安支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 13552623819, 0713-8832000 (公安局)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0 

 追查湖北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则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45 

  
编号: 17387 
序号：39 
姓名: 涂仲怀 
职务: 国安支队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 0713—8832211,  13971709385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0 

 追查湖北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则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45 

  
编号: 17388 
序号：40 
姓名: 彭祝珊 
职务: 国安支队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 0713—8832213,  1397170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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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0 

 追查湖北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则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45 

  
编号: 17389 
序号：41 
姓名: 韩清 
职务: 国安支队警察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 0713—883221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8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0 

 追查湖北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则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45 

  
编号: 17390 
序号：42 
姓名: 张晓兵 
职务: 国安支队 
单位: 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邮编:438000 电话: 13607256605,  0713—
8832215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39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樊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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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黄冈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则菁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45 

  
编号: 18314 
序号：43 
姓名: 李瑜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原任） 
单位: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电话：0834-2178110 总机、13881522777 手机、2178001 办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31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574 

  
编号: 19428 
序号：44 
姓名: 黄珍女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嘉禾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嘉禾县文化路 1 号 邮编：424500 
电话：0735 662 241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428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嘉禾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菊梅、李昌美、胡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50 

  
编号: 19730 
序号：45 
姓名: 刘忠明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蒸阳大道 123 号 邮编: 421200 
国安大队电话: 0734-683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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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0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警察伍建军、彭真明、唐国平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8 

  
编号: 19731 
序号：46 
姓名: 伍建军 
职务: 国安大队教导员 
单位: 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蒸阳大道 123 号 邮编: 421200 
电话: 13973773466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1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警察伍建军、彭真明、唐国平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8 

  
编号: 19732 
序号：47 
姓名: 彭真明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蒸阳大道 123 号 邮编: 421200 
大队电话: 0734-683145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32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警察伍建军、彭真明、唐国平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28 

  
编号: 20391 
序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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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麦春华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广东省广州增城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广东省增城市荔城街府前路 99 号邮编：511300 
电话：020 8266 2265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391 
迫害案例:  

 追查广州增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双飞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25 

  
编号: 22864 
序号：49 
姓名: 全继孝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湖南省沅陵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湖南省沅陵县龙泉路 邮编:419600 
电话: 0745-4217800 
全继孝: 1340745540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6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沅陵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邓长福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856 

  
编号: 23633 
序号：50 
姓名: 熊粮军 
职务: 国安警察（支队长） 
单位: 湖南省湘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电话：0732-788904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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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33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和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8 

  
编号: 23634 
序号：51 
姓名: 唐文建 
职务: 国安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电话：0732-788904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3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和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8 

  
编号: 23635 
序号：52 
姓名: 刘国云 
职务: 国安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电话：0732-788904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35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和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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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3636 
序号：53 
姓名: 韩小林 
职务: 国安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电话：0732-788904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36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和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8 

  
编号: 23637 
序号：54 
姓名: 李怀德 
职务: 国安警察 
单位: 湖南省湘潭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湘潭县瑞莲路（湘潭县公安局） 
邮编：411228 
电话：0732-788904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37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湘潭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和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618 

  
编号: 24136 
序号：55 
姓名: 李光平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南充市高坪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南充市高坪区鹤鸣路 56 号 
邮编:6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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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电话 0817-3339019 8 
传真 0817-333912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4 

  
编号: 24137 
序号：56 
姓名: 田全芳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前任) 
单位: 南充市高坪区公安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鹤鸣路 56 号（区分局） 
邮编︰637100 
电话︰0817-33390198 传真 0817-3339128 
国保大队队长田全芳（前任，女，50 多岁，此人 99 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0817-
3339009 1380827525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34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03 

  
编号: 25539 
序号：57 
姓名: 张成春 
职务: 局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国安局邮编:404000 
电话：023-58963006 
局长张成春：023-58961831（办）023-58965678（宅）1370945028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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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9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邝良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38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洗脑班”成员邓绪学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192 

  
编号: 26016 
序号：58 
姓名: 黄兆雪 
职务: 国安人员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黄兆雪（凶手）：0565-631133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6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6017 
序号：59 
姓名: 王明新 
职务: 国安人员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王明新（王明兴）：0565-631528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7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2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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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26018 
序号：60 
姓名: 罗业红 
职务: 国安人员 （女） 
单位: 无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巢湖市无为县无城镇襄安路 8 号 邮编：238301 
电话：0565-6311182, 0565-6310031, 0565-6315294 
罗业红（女）：13966356336 0565-6315284 0565-633295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安徽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018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巢湖市无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992 

  
编号: 27198 
序号：61 
姓名: 梁玉恒 
职务: 国安大队长 
单位: 泊头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河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98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和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水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4 

 追查河北省沧州市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71 

  
编号: 28225 
序号：62 
姓名: 文子荣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重庆市万州区看守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黑龙江路 252 号 邮编：404000 
电话：万州区看守所：（023）58371300 
万州区国安大队队长文子荣： 手机 133203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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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重庆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225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万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开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43 

  
编号: 28454 
序号：63 
姓名: 刘森朝 
职务: 国安队长 
单位: 乐山市犍为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凤岭街-   邮编：614400 
电话：公安局 0833-4251161 
犍为国保大队： 办 409252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454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迫害法轮功学员余发全、钟俊芳、陈保琼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66 

  
编号: 30068 
序号：64 
姓名: 付玉奎 
职务: 国安科科长 
单位: 庆阳市西峰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九龙南路 111 号 
邮编:745000 
电话:  西峰区公安局总机号码（0934）-8213352 
西峰区公安局：办公室 8213352 821335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甘肃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068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寇创金、李瑞华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154 



     
 
 
 
 
                                        
 

2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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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31392 
序号：65 
姓名: 王守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市"610"主任 
单位: 莱西市政法委、“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山东省莱西市黄海路 3 号  邮编︰266600 
电话︰0532-8483167 
莱西市政法委副书记、市 610 主任王守华：13963970187  宅 0532-88487255  办 0532-8840561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山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392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莱西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琳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391 

  
编号: 31951 
序号：66 
姓名: 高志强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单位: 华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广华大道一段 285 号            邮编:638650 
电话: 高志强 4827406-2015（办公室） 13308289818（手机） 4808979（小灵通） 
公安局电话：（0826）4827406、（0826）4827882  
传真：（0826）4827406－2012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51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向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46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1977 
序号：67 
姓名: 蒋建东 
职务: 国安科科长 
单位: 通河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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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安科科长 蒋建东  电话 0451－5742629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77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通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怀安、池清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0 

  
编号: 31978 
序号：68 
姓名: 李力伟 
职务: 国安科 
单位: 通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安科 李力伟 宅电 0451--57422728 单电 0451--57427137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78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通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怀安、池清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0 

  
编号: 31979 
序号：69 
姓名: 马德波 
职务: 原国安科科长 
单位: 通河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原公安局国安科科长 马德波， 宅电 0451—57429136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黑龙江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1979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通河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怀安、池清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50 

  
编号: 32906 
序号：70 
姓名: 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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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华蓥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广华大道一段 285 号  邮编：638600 
电话：0826-4828401  0826-4827882  传真 0826-4827406  国安大队 0826-4827406*2011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6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2915 
序号：71 
姓名: 侯文萍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广安市城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幸福街 6 号  邮编：638000 
电话：（市公安分局）0826-222281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2248163  0826-2248138  0826-
6228885  0826-233246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15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2916 
序号：72 
姓名: 曾斌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广安市城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幸福街 6 号  邮编：638000 
电话：（市公安分局）0826-222281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2248163  0826-2248138  0826-
6228885  0826-233246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16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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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2917 
序号：73 
姓名: 李秋云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广安市城北分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市公安分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幸福街 6 号  邮编：638000 
电话：（市公安分局）0826-2222816  （国安大队）办公室 0826-2248163  0826-2248138  0826-
6228885  0826-233246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四川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17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华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邹云祝、李术银夫妇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900 

  
编号: 35765 
序号：74 
姓名: 温海泉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单位: 肇庆市端州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古塔北路 8 号。 
邮编：526040 
电话：758-2238413  2233291 
国安大队队长温海泉:手机：13929876626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65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53 

  
编号: 35772 
序号：75 
姓名: 李伟芬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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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高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广东省高要市府前大街 15 号 。 
邮编：526100   
办公电话：758-8392267  传真：758-8388152 
国安大队队长李伟芬:住宅电话：758-8392818；手机：13902366818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72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53 

  
编号: 35773 
序号：76 
姓名: 梁丁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单位: 高要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广东省高要市府前大街 15 号 。 
邮编：526100   
办公电话：758-8392267  传真：758-8388152 
国安大队副队长梁丁:住宅电话：758-2852228；手机：1380285239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东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73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肇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753 

  
编号: 35899 
序号：77 
姓名: 谢功乡 
职务: 六科科长 
单位: 郴州市国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人民东路 35 号-11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254606 办公室 0735-2885009  值班室 0735-2885384 
市国安局六科科长谢功乡：13975701021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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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99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波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98 

  
编号: 35904 
序号：78 
姓名: 陈刚 (3) 
职务: 警察（国安大队中队长） 
单位: 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七里大道 37 号  邮编：423000 
电话：0735-2162011 0735-2162013 
警察陈刚（国安大队中队长）：13973513279  宅 0735-2326035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湖南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904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郴州市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郭波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5898 

  
编号: 36268 
序号：79 
姓名: 董文生 
职务: 国保支队长 
单位: 朝阳市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朝阳大街三段 56  邮编︰122000 
电话︰0421-2615615  市国保大队办 0421-3801039 
国保支队长董文生：0421-2927075 13634951230  0421-7196170  0421-3801039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辽宁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68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朝阳市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李超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263 

  
编号: 36826 
序号：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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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黄授楷 
职务: 国安大队长（原任) 
单位: 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6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6827 
序号：81 
姓名: 宁艳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单位: 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7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编号: 36828 
序号：82 
姓名: 方道扬 
职务: 国安大队教导员 
单位: 灵山县公安局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邮编:535000 
钦州市公安局电话：0777-2859610 
国安大队办公室 电话： 0777—6529570 
教导员方道扬 1308497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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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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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系统:国安 
城市: 广西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8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远清的责任人滕开郑等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6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