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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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任人系统: 科研;  

编号: 116461   (序号：1) 

姓名: 叶玉青 

职务: 前所长兼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2   (序号：2) 

姓名: 孔学东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3   (序号：3) 

姓名: 李敏（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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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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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4   (序号：4) 

姓名: 谢少锋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5   (序号：5) 

姓名: 张健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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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466   (序号：6) 

姓名: 丁发洪 

职务: 党委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7   (序号：7) 

姓名: 李和平 

职务: 工会主任 (原保卫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8   (序号：8) 

姓名: 张展新 

职务: 保卫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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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69   (序号：9) 

姓名: 文锦玉 

职务: 保卫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70   (序号：10) 

姓名: 闫鹰 

职务: 保卫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71   (序号：11) 

姓名: 母春民 

职务: 人事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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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72   (序号：12) 

姓名: 杨春晖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73   (序号：13) 

姓名: 胡湘洪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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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编号: 116474   (序号：14) 

姓名: 邱健生 

职务: 党群工作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60 

责任系统: 科研,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信息产业部第五研究所迫害法轮功的相关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