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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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298   (序号：1) 

姓名: 景鸿恩 

职务: 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肝胆胰外科主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全国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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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299   (序号：2) 

姓名: 王宏宾 

职务: 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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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0   (序号：3) 

姓名: 邓勇 

职务: 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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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1   (序号：4) 

姓名: 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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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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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2   (序号：5) 

姓名: 王青 

职务: 眼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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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4   (序号：6) 

姓名: 赵顺云 

职务: 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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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5   (序号：7) 

姓名: 吴新民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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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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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6   (序号：8) 

姓名: 秦长春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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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7   (序号：9) 

姓名: 辛维藩 

职务: 普外科主任医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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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8   (序号：10) 

姓名: 郑大为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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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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09   (序号：11) 

姓名: 刘智明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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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10   (序号：12) 

姓名: 乜国雁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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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11   (序号：13) 

姓名: 叶成杰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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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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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00312   (序号：14) 

姓名: 章晓东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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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13   (序号：15) 

姓名: 王国录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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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14   (序号：16) 

姓名: 韩永刚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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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00315   (序号：17) 

姓名: 潘怀青 

职务: 泌尿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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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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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06   (序号：18) 

姓名: 陈国俊 

职务: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泌尿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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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07   (序号：19) 

姓名: 王健 

职务: 泌尿外科主任、外科学第二教研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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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08   (序号：20) 

姓名: 张增建 

职务: 肝胆胰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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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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09   (序号：21) 

姓名: 李占全 

职务: 肝胆胰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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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0   (序号：22) 

姓名: 李生莲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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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1   (序号：23) 

姓名: 樊海宁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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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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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1312   (序号：24) 

姓名: 李守兰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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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3   (序号：25) 

姓名: 罗一青 

职务: 眼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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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4   (序号：26) 

姓名: 刘守红 

职务: 普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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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6   (序号：27) 

姓名: 祁国荣 

职务: 副院长、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心胸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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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心血管专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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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编号: 111317   (序号：28) 

姓名: 王黎明 

职务: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心脏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心血管专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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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8   (序号：29) 

姓名: 路霖 

职务: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心脏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心血管专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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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19   (序号：30) 

姓名: 祁秉文 

职务: 心胸外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心血管专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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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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21   (序号：31) 

姓名: 赵铁军 

职务: 主任医师、泌尿外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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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22   (序号：32) 

姓名: 郭巍 

职务: 主治医师、泌尿外科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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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编号: 111323   (序号：33) 

姓名: 李九会 

职务: 麻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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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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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576   (序号：34) 

姓名: 管雷 

职务: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公安厅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 50 号 

       邮编: 81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547 

      青海省政法委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46 号 省政法委 

       邮编: 8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66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对“贺万吉、赵忠香夫妇被迫害致死一案”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21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集 （第一集）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 

编号: 112636   (序号：35) 

姓名: 赵乐际 

职务: 省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集 （第一集）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 

编号: 112637   (序号：36) 

姓名: 冯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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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610 办公室”（防范办）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346 号 省政法委 

       邮编: 81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67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集 （第一集）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3 

编号: 112638   (序号：37) 

姓名: 白恩培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66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国际发布首批通告追查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341 

编号: 113121   (序号：38) 

姓名: 秦伟时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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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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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2   (序号：39) 

姓名: 宋海宁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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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23   (序号：40) 

姓名: 张达明 

职务: 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2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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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