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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7428 
序号：1 
姓名: 刘京 
职务: 原主任 
单位: 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28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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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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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长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64 

  
编号: 9286 
序号：2 
姓名: 周永康 
职务: 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 公安部部长 
单位: 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 公安部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地址:中国北京市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周永康办公室 编码: 100006 
 书记周永康: 
办公室 
主任室 85099056 
副主任 85099021  85099058  85099057 
值班室 85099001   85099002   85099004（传真） 
中共中央政法委: 中国北京市北池子大街 14 号 邮编：100814 
地址: 北京 东城区 北池子大街 1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3070950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借奥运大批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紧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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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重庆市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4 

 追查湖北省赤壁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玄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21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甦、张伟杰、夏阳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419 

 追查河北省泊头市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946 

 关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指挥中国司法部门迫害法轮功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32 

 追查中共吉林省借奥运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紧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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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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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辽宁省大连市大规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38 

 追查河北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银桥、高素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43 

 追查河北沧州市、泊头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76 

  
编号: 9696 
序号：3 
姓名: 李东生 
职务: 主任、副主任、原中宣部副部长、广电总局副局长 
单位: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中央“610 办公室”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中央维稳办机关  区号：010  邮编：100741 
地址：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副主任室 66264702 
值班室 66264699 
单位系统:“610”系统 
城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696 
迫害案例:  

 对“中宣部”刘云山、徐光春、李东生等人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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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吉林省延边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1)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7 

 追查河北省迫害法轮功学员杨银桥、高素贞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043 

 追查吉林省延边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2)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12 

  
编号: 9770 
序号：4 
姓名: 江泽民 
职务: 原中共中央书记, 原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罪首犯 
单位: 中共中央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国北京西城区府右街中南海西门。邮编：100001 
单位系统: 
城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0 
迫害案例:  

 追查“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罪首犯江泽民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36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长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764 

  
编号: 9771 
序号：5 
姓名: 曾庆红 
职务: 追查群体灭绝罪要犯 
单位: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 
城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1 
迫害案例:  

 追查“群体灭绝罪”要犯曾庆红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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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9772 
序号：6 
姓名: 罗干 
职务: 原书记、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 ）， 副组长 （中共中央处理

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 ） 
单位: 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 
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单位系统:政法委系统 
城市: 中央 
链接: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72 
迫害案例:  

 关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指挥中国司法部门迫害法轮功的追查通告 
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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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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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