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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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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甘肃 

编号: 95851   (序号：1) 

姓名: 王晓刚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0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52   (序号：2) 

姓名: 沈燕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0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53   (序号：3) 

姓名: 李毅（2） 

职务: 金昌市公安局副局长、龙首公安分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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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 16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08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 1︰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东路    龙首公安分局        

       邮编: 737103 

        

       地址 2︰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地址 3︰甘肃省金川区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95854   (序号：4) 

姓名: 田昆山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 1︰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东路    龙首公安分局        

       邮编: 737103 

        

       地址 2︰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地址 3︰甘肃省金川区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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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95855   (序号：5) 

姓名: 燕荣玺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地址 1︰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东路    龙首公安分局        

       邮编: 737103 

        

       地址 2︰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北京路 136 号   

       邮编︰737103 

        

       地址 3︰甘肃省金川区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4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57   (序号：6) 

姓名: 梁尚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分局幸福路派出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西路  幸福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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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58   (序号：7) 

姓名: 杨彦军（2）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分局幸福路派出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西路  幸福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59   (序号：8) 

姓名: 祁世龙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分局幸福路派出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西路  幸福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60   (序号：9) 

姓名: 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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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龙首分局幸福路派出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公园西路  幸福路派出所  

       邮编: 737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5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62   (序号：10) 

姓名: 陶维东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动力厂 

      机关党委办公室： 0935-88117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1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63   (序号：11) 

姓名: 徐学 

职务: 综合办公室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动力厂 

      机关党委办公室： 0935-88117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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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64   (序号：12) 

姓名: 尤安宁 

职务: 供水车间支部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动力厂 

      机关党委办公室： 0935-88117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1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95865   (序号：13) 

姓名: 李永胜 

职务: 支部干事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动力厂 

      机关党委办公室： 0935-88117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861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咏雁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68 

编号: 100317   (序号：14) 

姓名: 王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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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0318   (序号：15) 

姓名: 董永超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0319   (序号：16) 

姓名: 杨琦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56   (序号：17) 

姓名: 张绍增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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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57   (序号：18) 

姓名: 景德善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58   (序号：19) 

姓名: 周逢海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59   (序号：20) 

姓名: 牛天力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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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0   (序号：21) 

姓名: 张斌（2）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1   (序号：22) 

姓名: 乔够梅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2   (序号：23) 

姓名: 李卫平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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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3   (序号：24) 

姓名: 常德辉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4   (序号：25) 

姓名: 郭雅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5   (序号：26) 

姓名: 宋灵敏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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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1366   (序号：27) 

姓名: 梁晓燕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7   (序号：28) 

姓名: 迟强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8   (序号：29) 

姓名: 张晓峰（3）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69   (序号：30) 

姓名: 赵志强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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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70   (序号：31) 

姓名: 王楠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71   (序号：32) 

姓名: 赵玉海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72   (序号：33) 

姓名: 鲁守琳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1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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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73   (序号：34) 

姓名: 郭秀全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74   (序号：35) 

姓名: 郭娅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01375   (序号：36) 

姓名: 康印东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军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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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9372   (序号：37) 

姓名: 樊崇高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政法委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 76 号 

       邮编: 7371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5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3   (序号：38) 

姓名: 范春德 

职务: 副书记（分管区 610）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政法委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 76 号 

       邮编: 7371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5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4   (序号：39) 

姓名: 沈晓岩 

职务: 检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检察院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路 5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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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5   (序号：40) 

姓名: 杨文娇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检察院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延安路 58-1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6   (序号：41) 

姓名: 靳铁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检察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检察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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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7   (序号：42) 

姓名: 范吉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法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法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8   (序号：43) 

姓名: 何正学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法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法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79   (序号：44) 

姓名: 狄俊泰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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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法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法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80   (序号：45) 

姓名: 邓永花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法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法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81   (序号：46) 

姓名: 王义凤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法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城关镇南大街   永昌县法院       

       邮编：737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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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83   (序号：47) 

姓名: 李建忠 

职务: 社区矫正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司法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新华东路区统办二号楼 7 楼  金川区司法局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8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385   (序号：48) 

姓名: 赵文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司法所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司法所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38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金昌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石胜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930 

编号: 109412   (序号：49) 

姓名: 杨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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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政法委 

       (市委 市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735 号 市委大楼三楼 

       邮编: 7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4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13   (序号：50) 

姓名: 肖春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 482 号  兰州市公安局  

      邮编：7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4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14   (序号：51) 

姓名: 孙洋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政法委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西津东路 262 号  区政法委 

       邮编: 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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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15   (序号：52) 

姓名: 郭玉宏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488 号  七里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16   (序号：53) 

姓名: 张斌（3）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公安分局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488 号  七里河区公安分局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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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9417   (序号：54) 

姓名: 高秀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检察院 

      地址 1：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730050 

        

       地址 2：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548 号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18   (序号：55) 

姓名: 张国秀（2） 

职务: 公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检察院 

      地址 1：甘肃省兰州七里河区敦煌路 1076 号 

       邮编︰730050 

        

       地址 2：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548 号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19   (序号：56) 

姓名: 王永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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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 

      甘肃省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路 595 号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730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20   (序号：57) 

姓名: 赵战斌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西路 116 号  七里河区法院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21   (序号：58) 

姓名: 徐国新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法院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河西路 116 号  七里河区法院     

       邮编：7300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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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22   (序号：59) 

姓名: 夏五州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西果园看守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73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2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编号: 109423   (序号：60) 

姓名: 袁子婷 

职务: 刑事犯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女子监狱（兰州市女子监狱） 

      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洲大道 416 号  甘肃女子监狱 

       邮编：730046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九州开发区 68 号信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07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兰州市迫害老年法轮功学员张建华、王瑞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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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0647   (序号：61) 

姓名: 王宏伟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政法委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南市街 104 号    瓜州县委政法委    

       邮编：7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2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58 

编号: 110648   (序号：62) 

姓名: 贾平先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公安局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县府街 42 号  瓜州县公安局   

       邮编：7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0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58 

编号: 110650   (序号：63) 

姓名: 张清（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检察院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渊泉镇公园路 2 号    瓜州县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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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73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58 

编号: 110651   (序号：64) 

姓名: 王中杰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检察院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渊泉镇公园路 2 号    瓜州县检察院  

       邮编：736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4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58 

编号: 110653   (序号：65) 

姓名: 王凯军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法院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南市街    瓜州县法院     

       邮编：7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5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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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58 

编号: 110654   (序号：66) 

姓名: 杨春华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法院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南市街    瓜州县法院     

       邮编：73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65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刘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58 

编号: 111003   (序号：67) 

姓名: 曹农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04   (序号：68) 

姓名: 李汛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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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05   (序号：69) 

姓名: 李玉民 

职务: 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06   (序号：70) 

姓名: 周文策 

职务: 普外科教授、主任医师、普外二科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07   (序号：71) 

姓名: 杨清平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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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08   (序号：72) 

姓名: 石斌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09   (序号：73) 

姓名: 陈昊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0   (序号：74) 

姓名: 孟文勃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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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011   (序号：75) 

姓名: 张磊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2   (序号：76) 

姓名: 徐成明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3   (序号：77) 

姓名: 刘亚涛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4   (序号：78) 

姓名: 王永琦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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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5   (序号：79) 

姓名: 冷玉芳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6   (序号：80) 

姓名: 刘映龙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7   (序号：81) 

姓名: 吕兴华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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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18   (序号：82) 

姓名: 张红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02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0   (序号：83) 

姓名: 岳中瑾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1   (序号：84) 

姓名: 杨立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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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022   (序号：85) 

姓名: 尚攀峰 

职务: 泌尿外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3   (序号：86) 

姓名: 赵彦宗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4   (序号：87) 

姓名: 秦大山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5   (序号：88) 

姓名: 包军胜 

职务: 泌尿外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泌尿外二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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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6   (序号：89) 

姓名: 左陵君 

职务: 泌尿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7   (序号：90) 

姓名: 钟甘平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泌尿外一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8   (序号：91) 

姓名: 王家吉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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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29   (序号：92) 

姓名: 曾嵘 

职务: 肾内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0   (序号：93) 

姓名: 王俭勤 

职务: 肾内科主任医师、肾病内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1   (序号：94) 

姓名: 王文革 

职务: 肾内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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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032   (序号：95) 

姓名: 王晓玲（2） 

职务: 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3   (序号：96) 

姓名: 刘伟（2） 

职务: 肾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4   (序号：97) 

姓名: 段磊 

职务: 神经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5   (序号：98) 

姓名: 孔玉科 

职务: 肾内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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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6   (序号：99) 

姓名: 申西平 

职务: 肾内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7   (序号：100) 

姓名: 杨克虎 

职务: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8   (序号：101) 

姓名: 王迎斌 

职务: 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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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39   (序号：102) 

姓名: 余立新 

职务: 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0   (序号：103) 

姓名: 张岭漪 

职务: 肝病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1   (序号：104) 

姓名: 程志斌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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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042   (序号：105) 

姓名: 焦作义 

职务: 普外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3   (序号：106) 

姓名: 张冬红 

职务: 普外科临床医学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4   (序号：107) 

姓名: 张文芳（2） 

职务: 眼一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5   (序号：108) 

姓名: 鲁建华 

职务: 眼科中心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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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6   (序号：109) 

姓名: 赵娟 

职务: 眼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7   (序号：110) 

姓名: 张婧 

职务: 眼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048   (序号：111) 

姓名: 王万鹏 

职务: 眼科中心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019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4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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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126   (序号：112) 

姓名: 史葆光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2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127   (序号：113) 

姓名: 张冲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2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128   (序号：114) 

姓名: 陈一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2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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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131   (序号：115) 

姓名: 柴克强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0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132   (序号：116) 

姓名: 刘伟（3）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0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135   (序号：117) 

姓名: 安永寿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泌尿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136   (序号：118) 

姓名: 张徐龙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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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13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涉嫌活摘器官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编号: 111633   (序号：119) 

姓名: 赵昌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政法委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庆州西路 1 号    庆阳市政法委  

       邮编：745000 

        

       原地址：  甘肃省庆阳市南大街 144 号 

       邮编：74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0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34   (序号：120) 

姓名: 解欣骅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政法委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环州路 41 号     环县县委政法委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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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35   (序号：121) 

姓名: 赵洪涛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政法委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环州路 41 号     环县县委政法委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36   (序号：122) 

姓名: 孙永璞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翼龙路 33 号   环县公安分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37   (序号：123) 

姓名: 张剑南（2）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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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翼龙路 33 号   环县公安分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38   (序号：124) 

姓名: 敬维军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翼龙路 33 号   环县公安分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39   (序号：125) 

姓名: 黄蔚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翼龙路 33 号   环县公安分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5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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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41   (序号：126) 

姓名: 史文虎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检察院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环县人民检察院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43   (序号：127) 

姓名: 李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法院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翼龙路 86 号   环县人民法院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44   (序号：128) 

姓名: 左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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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法院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翼龙路 86 号   环县人民法院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46   (序号：129) 

姓名: 张发（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城关派出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翼龙路   城关派出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47   (序号：130) 

姓名: 耿世才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城关派出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翼龙路   城关派出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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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1649   (序号：131) 

姓名: 张钰洲 

职务: 看守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6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公安局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翼龙路 33 号   环县公安分局     

       邮编：74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2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明全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527 

编号: 112776   (序号：132) 

姓名: 任六九 

职务: 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兰州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7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4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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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3125   (序号：133) 

姓名: 梅建生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26   (序号：134) 

姓名: 王明奎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27   (序号：135) 

姓名: 张晓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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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28   (序号：136) 

姓名: 罗高飞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3129   (序号：137) 

姓名: 李琪 

职务: 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邮政系统部分官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5 

编号: 114009   (序号：138) 

姓名: 葛效成 

职务:  



  

       

           

 

电话: 1-347-448-5790; 传真: 1-347-402-1444; 邮箱: P.O. Box 84, New York, NY 10116 USA 网址：zhuichaguoji.org | upholdjustice.org 

5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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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白银市会师镇人武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08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甘肃省会宁县不法份子郭伟、宋庭准、马孝良、焦振国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72 

编号: 114852   (序号：139) 

姓名: 李逢国 

职务: 党委常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编号: 114853   (序号：140) 

姓名: 李东升 

职务: 电视台台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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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编号: 114854   (序号：141) 

姓名: 晏书怀 

职务: 电视台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编号: 114855   (序号：142) 

姓名: 包淑艳 

职务: 节目主持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编号: 114856   (序号：143) 

姓名: 胡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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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人力资源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编号: 114857   (序号：144) 

姓名: 王冀安 

职务: 公安处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编号: 114858   (序号：145) 

姓名: 冀庆新 

职务: 公安处政保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8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甘肃省金川集团公司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路 98 号 

       邮编：73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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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甘肃,  

迫害案例: 

追查金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