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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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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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编号: 112484   (序号：1) 

姓名: 张阳 

职务: 原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4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军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482 

      广州军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48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军队, 已亡,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张阳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262 

 

编号: 112684   (序号：2) 

姓名: 牟新生 

职务: 署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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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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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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编号: 112686   (序号：3) 

姓名: 唐麒麟 

职务: 海关总署监管司司长、原北京海关副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北京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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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687   (序号：4) 

姓名: 甄朴 

职务: 海关总署政治部主任、原北京海关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北京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5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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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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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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695   (序号：5) 

姓名: 武士雄 

职务: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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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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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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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696   (序号：6) 

姓名: 焦章兰 

职务: 国家邮政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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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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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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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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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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697   (序号：7) 

姓名: 冯新生 

职务: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原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9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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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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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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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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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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698   (序号：8) 

姓名: 马军胜 

职务: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前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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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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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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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02   (序号：9) 

姓名: 林金泉 

职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通信学会理事长、原邮电部副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邮电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0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海关及邮政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特别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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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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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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1   (序号：10) 

姓名: 钱冠林 

职务: 原海关总署署长、现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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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2   (序号：11) 

姓名: 黄胜强 

职务: 办公厅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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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3   (序号：12) 

姓名: 鲁培军 

职务: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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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4   (序号：13) 

姓名: 龚正为 

职务: 副署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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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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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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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735   (序号：14) 

姓名: 赵光华 

职务: 副署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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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6   (序号：15) 

姓名: 孙松璞 

职务: 海关总署副署长兼广东分署主任、党组书记、广州海关关长、大连海关关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广东省广州市海关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83 号  

       邮编：5106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694 

      辽宁省大连海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2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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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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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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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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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7   (序号：16) 

姓名: 倪治安 

职务: 广东分署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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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38   (序号：17) 

姓名: 朱高章 

职务: 国际合作司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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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39   (序号：18) 

姓名: 张建平 

职务: 缉私局海查处副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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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40   (序号：19) 

姓名: 李小刚 

职务: 科技发展司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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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41   (序号：20) 

姓名: 白伟 

职务: 政治部副主任、人教司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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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总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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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2784   (序号：21) 

姓名: 刘安东 

职务: 党组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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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85   (序号：22) 

姓名: 谭小为 

职务: 党组成员、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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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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86   (序号：23) 

姓名: 张亚非 

职务: 党组成员、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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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87   (序号：24) 

姓名: 盛汇萍 

职务: 纪检组长、国家邮政工会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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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88   (序号：25) 

姓名: 盛名环 

职务: 原纪检组长、现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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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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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89   (序号：26) 

姓名: 郭春生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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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0   (序号：27) 

姓名: 许国辉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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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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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2791   (序号：28) 

姓名: 林治建 

职务: 国家邮政工会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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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2   (序号：29) 

姓名: 常凤山 

职务: 国家邮政工会常务副主席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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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4   (序号：30) 

姓名: 夏立群 

职务: 主任、社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邮政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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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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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5   (序号：31) 

姓名: 李昆昆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邮政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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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6   (序号：32) 

姓名: 徐宽恩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邮政报社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3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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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7   (序号：33) 

姓名: 陈文骐 

职务: 邮票印制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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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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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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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8   (序号：34) 

姓名: 龚达才 

职务: 原集邮总公司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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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23   (序号：35) 

姓名: 睢红卫 

职务: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主任、河北省邮政局副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河北省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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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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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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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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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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09   (序号：36) 

姓名: 赵中新 

职务: 原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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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0   (序号：37) 

姓名: 陈富荣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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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1   (序号：38) 

姓名: 吴建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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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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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   (序号：39) 

姓名: 张志春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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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3   (序号：40) 

姓名: 达瓦 

职务: 行业管理司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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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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4   (序号：41) 

姓名: 安定 

职务: 行业管理司副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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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5   (序号：42) 

姓名: 刘建辉 

职务: 邮资票品管理局司长、党支部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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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6   (序号：43) 

姓名: 刘建辉 

职务: 邮资票品管理局副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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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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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7   (序号：44) 

姓名: 方平 

职务: 计划财务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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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8   (序号：45) 

姓名: 张敏华 

职务: 计划财务部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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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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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3019   (序号：46) 

姓名: 李利华 

职务: 计划财务部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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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0   (序号：47) 

姓名: 许葵 

职务: 原公众服务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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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1   (序号：48) 

姓名: 康宁 

职务: 网路运行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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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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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2   (序号：49) 

姓名: 朱惠忠 

职务: 原网路运行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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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3   (序号：50) 

姓名: 黄国忠 

职务: 国际合作司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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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4   (序号：51) 

姓名: 赵玉刚 

职务: 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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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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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5   (序号：52) 

姓名: 王宝昌 

职务: 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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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6   (序号：53) 

姓名: 柯岩 

职务: 人事教育司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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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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7   (序号：54) 

姓名: 张继政 

职务: 人事教育司副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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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8   (序号：55) 

姓名: 武肇恒 

职务: 人事教育司副司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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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29   (序号：56) 

姓名: 王玉珍 

职务: 人事教育司助理巡视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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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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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30   (序号：57) 

姓名: 李丕征 

职务: 信息技术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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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31   (序号：58) 

姓名: 黄以群 

职务: 原信息技术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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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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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3032   (序号：59) 

姓名: 程丽君 

职务: 信息技术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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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33   (序号：60) 

姓名: 周霖 

职务: 信息技术局电子邮政部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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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34   (序号：61) 

姓名: 郭永彬 

职务: 科学研究规划院党组书记、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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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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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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35   (序号：62) 

姓名: 王占宁 

职务: 原科学研究规划院党组书记、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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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36   (序号：63) 

姓名: 刘忠良 

职务: 党组成员、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邮政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694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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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91   (序号：64) 

姓名: 陈斌（1） 

职务: 公安部二十六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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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4 号 

       邮编：100741 

        

       （公安部接访室）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 49 号  

       邮编：10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关于对干扰破坏香港《大纪元时报》的中共官员和特务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511 

 

编号: 113661   (序号：65) 

姓名: 丁关根 

职务: 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文明委主任、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

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 （防范办、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单位：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范办，别称中央 610 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中央政法委、中央 610 办公室合署办公 ）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31 

      中共中央宣传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58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第二批被“追查国际”追查告的中共官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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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480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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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编号: 113662   (序号：66) 

姓名: 袁隐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 （防范办、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单位：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范办，别称中央 610 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中央政法委、中央 610 办公室合署办公 ）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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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63   (序号：67) 

姓名: 董聚法 

职务: 巡视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 （防范办、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单位：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防范办，别称中央 610 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中央政法委、中央 610 办公室合署办公 ） 

       邮编：100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3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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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69   (序号：68) 

姓名: 罗明副 

职务: 台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电视台 

      地址 1：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地址 2：北京市光华路甲一号 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 

       邮编：100789 

        

       地址 3：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  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1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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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70   (序号：69) 

姓名: 周锡生 

职务: 网络中心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社 

      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1008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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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72   (序号：70) 

姓名: 吴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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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董事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7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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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73   (序号：71) 

姓名: 庞健 

职务: 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7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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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80   (序号：72) 

姓名: 李东帅 

职务: 烧伤科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社 

      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1008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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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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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81   (序号：73) 

姓名: 晓宇 

职务: 摄影记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华社 

      北京市宣武门西街 57 号 

       邮编：1008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9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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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82   (序号：74) 

姓名: 臧文丽 

职务: 责任编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人民日报（人民网） 

      人民日报, 人民网总部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华东经营中心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309 号 405-406 室 

       邮编：200001 

       电话：021-63519298 

        

       华南事业中心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57 号中和广场 8 楼 B2 

       邮编：510623 

       电话：020-2200886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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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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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686   (序号：75) 

姓名: 李新会 

职务: 记者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6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法制日报 

      法制日报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 

       邮编 1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11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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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798   (序号：76) 

姓名: 徐文伯 

职务: 原副部长、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共中央文化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2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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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799   (序号：77) 

姓名: 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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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09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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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801   (序号：78) 

姓名: 张佑才 

职务: 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2 号  

       邮编：1007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0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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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802   (序号：79) 

姓名: 赵实 

职务: 广电总局副局长、广博会组委会副主席、中法互办文化年中方组委会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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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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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13830   (序号：80) 

姓名: 李铁映 

职务: 文明委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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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编号: 113831   (序号：81) 

姓名: 刘奇葆 

职务: 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明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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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编号: 113832   (序号：82) 

姓名: 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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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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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编号: 113833   (序号：83) 

姓名: 翟卫华 

职务: 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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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编号: 113834   (序号：84) 

姓名: 董跃鹏 

职务: 调研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及办公室 

      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编：1008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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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追查精神文明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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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编号: 114584   (序号：85) 

姓名: 巴音朝鲁 

职务: 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共青团中央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5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迫害法轮功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0 

 

编号: 114585   (序号：86) 

姓名: 黄丹华 

职务: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共青团中央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5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迫害法轮功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0 

 

编号: 114586   (序号：87) 

姓名: 胡春华 

职务: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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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5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共青团中央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58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迫害法轮功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20 

 

编号: 114623   (序号：88) 

姓名: 黄菊 

职务: 前副总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国务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22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编号: 114624   (序号：89) 

姓名: 郭传杰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科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76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编号: 114635   (序号：90) 

姓名: 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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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电视导演、高级编辑、戏曲、音乐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电视台 

      地址 1：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2 号 

       邮编：100020  

        

       地址 2：北京市光华路甲一号 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 

       邮编：100789 

        

       地址 3：北京市复兴路 11 号  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2812 

责任系统: 宣传、理论,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迫害案例: 

对“同歌”孟欣和北美筹备人赵紫宸等的追查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