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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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安;  

编号: 115765   (序号：1) 

姓名: 姜言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0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传林、李守玉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0 

编号: 115766   (序号：2) 

姓名: 秦玉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0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传林、李守玉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0 

编号: 115767   (序号：3) 

姓名: 陈建伟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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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0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张传林、李守玉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0 

编号: 115907   (序号：4) 

姓名: 聂幺山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城中汉宜大道 5 号  

       邮编: 43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03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东马坊派出所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东马坊街道办事处  东马坊派出所 

       邮编：4324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30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迫害湖北省应城市法轮功学员饶旭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1 

追查湖北应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汪长平、高文霞、李玉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62 

编号: 115945   (序号：5) 

姓名: 宋振明 

职务: 二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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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锦州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4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国家安全局二处宋振明、李贵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0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 

编号: 115946   (序号：6) 

姓名: 李贵文 

职务: 二处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4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国家安全局二处宋振明、李贵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90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 

编号: 116011   (序号：7) 

姓名: 邓晓东 

职务: 国安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205 号 龙泉驿区公安分局 

       邮编：61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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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何锡文、陈德才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5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本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0 

编号: 116088   (序号：8) 

姓名: 高锦峰 

职务: 国安科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云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86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刘义、连耀平、牛全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2 

编号: 116482   (序号：9) 

姓名: 王日，黄日 (音)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区国安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  区府政法委   

       邮编：525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3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政法委书记倪俊雄、市“六一零”罗均泰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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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6641   (序号：10) 

姓名: 陈小松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6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4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绑架尹玉珍、刘素艳等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371 

编号: 116642   (序号：11) 

姓名: 王永安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6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944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8 

编号: 117403   (序号：12) 

姓名: 李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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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潍坊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0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宗臻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0 

编号: 117404   (序号：13) 

姓名: 秦永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09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宗臻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0 

编号: 118073   (序号：14) 

姓名: 李乃志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0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秦皇岛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072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秦皇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玉环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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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8667   (序号：15) 

姓名: 张华（7） 

职务: 国安大队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6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玉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60 

编号: 118740   (序号：16) 

姓名: 庞延安 

职务: 国安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公安局 

      地址 1：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 89 号 

       邮编：252299 

        

       地址 2：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府前街 195 号 

       邮编：252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67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东阿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82 

编号: 119019   (序号：17) 

姓名: 谢超良 

职务: 国安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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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安局 

      地址 1：广东省江门市五福一街 2 号  蓬江公安分局 

       邮编：529030 

        

       地址 2：广东省江门市胜利路 45 号 蓬江公安分局五楼国保支队  

       邮编：529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71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顺德市等市公安、“六一零”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9 

编号: 119026   (序号：18) 

姓名: 钟伟军 

职务: 国安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鹤城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25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韶关市、顺德市等市公安、“六一零”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99 

编号: 119379   (序号：19) 

姓名: 江海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国安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沿江路 211 号     佳木斯市国安局    

       邮编：1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425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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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胜云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9 

编号: 119380   (序号：20) 

姓名: 岳利（2）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路 888 号   佳木斯市公安局 

       邮编：154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82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胜云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9 

编号: 119381   (序号：21) 

姓名: 崔德双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路 888 号   佳木斯市公安局 

       邮编：154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82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崔胜云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59 

编号: 119385   (序号：22) 

姓名: 王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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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铁路公安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84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学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4 

编号: 119386   (序号：23) 

姓名: 尤学军 

职务: 国安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铁路公安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384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丁学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04 

编号: 119600   (序号：24) 

姓名: 李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6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国家安全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西山路 鸡西市国家安全局  

      邮编：15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451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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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鸡西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学刚、仲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6 

编号: 120351   (序号：25) 

姓名: 秦立新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50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凌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9 

编号: 120352   (序号：26) 

姓名: 雷新宇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50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凌源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79 

编号: 120379   (序号：27) 

姓名: 迟连生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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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本溪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78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吴俊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76 

编号: 120704   (序号：28) 

姓名: 汪忠阳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05   (序号：29) 

姓名: 朱海果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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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06   (序号：30) 

姓名: 许海春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07   (序号：31) 

姓名: 阎峰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08   (序号：32) 

姓名: 张金锋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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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09   (序号：33) 

姓名: 王理建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10   (序号：34) 

姓名: 刘杰（2）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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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11   (序号：35) 

姓名: 高欣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712   (序号：36) 

姓名: 樊艳丽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清丽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01 

编号: 120997   (序号：37) 

姓名: 李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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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公安局 

      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广华大道一段 285 号  

       邮编：638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311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余仪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67 

追查四川广安地区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5 

追查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彭仕琼的责任人王保军、张小芳、

李皖渝、刁效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96 

编号: 121008   (序号：38) 

姓名: 陈敏（2）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9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广安地区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5 

追查四川省广安市将法轮功学员唐九力迫害致死的责任人唐华明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60 

编号: 121015   (序号：39) 

姓名: 夏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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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2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广安地区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5 

编号: 121016   (序号：40) 

姓名: 尹辉 

职务: 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2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广安地区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5 

编号: 121017   (序号：41) 

姓名: 陈昌均 

职务: 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2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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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广安地区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15 

编号: 121021   (序号：42) 

姓名: 唐瑞光 

职务: 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299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广安岳池县“六一零”唐晓春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76 

编号: 121089   (序号：43) 

姓名: 陶福安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公安局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北坝镇龙潭路 9 号  三台县公安局 

       邮编：62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88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谭力，白秉元，戚厚选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 

编号: 121091   (序号：44) 

姓名: 韩益军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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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绵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谭力，白秉元，戚厚选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5 

编号: 121141   (序号：45) 

姓名: 杨柳松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将法轮功学员冉亨炳迫害致死的责任人杨柳松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 

编号: 121142   (序号：46) 

姓名: 徐建新 

职务: 国安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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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江油市将法轮功学员冉亨炳迫害致死的责任人杨柳松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 

编号: 121143   (序号：47) 

姓名: 罗刚（2）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09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将法轮功学员冉亨炳迫害致死的责任人杨柳松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4 

编号: 121152   (序号：48) 

姓名: 唐竹安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公安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北大街政务中心   大竹县公安局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大竹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冯仁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33 

编号: 121159   (序号：49) 

姓名: 张兴治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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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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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南充市国安局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市国安局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546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4 

编号: 121162   (序号：50) 

姓名: 雷本明 

职务: 国安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育英路 42 号 

       邮编：63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7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光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4 

编号: 121183   (序号：51) 

姓名: 侯从成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万源市公安局 

      四川省达州市万源市东关路 9 号 

       邮编：6363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5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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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万源市将法轮功学员熊正明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02 

编号: 121202   (序号：52) 

姓名: 张春霞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66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维稳办(610)、公安局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54 

编号: 121203   (序号：53) 

姓名: 马翼萍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66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维稳办(610)、公安局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54 

编号: 121204   (序号：54) 

姓名: 胡仲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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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66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维稳办(610)、公安局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54 

编号: 121205   (序号：55) 

姓名: 王强（3） 

职务: 国安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 四川省西昌市健康路 89 号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66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西昌市维稳办(610)、公安局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054 

编号: 121304   (序号：56) 

姓名: 肖平 

职务: 副政委（分管国安）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公安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北大街政务中心   大竹县公安局  

       邮编：635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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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达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能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92 

编号: 121324   (序号：57) 

姓名: 郑光海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38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80 

编号: 121349   (序号：58) 

姓名: 黄一钊 

职务: 国安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重庆市九龙坡区红狮大道 1 号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   

      邮编：40003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164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45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治海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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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546   (序号：59) 

姓名: 刘晓飞 

职务: 国安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公安局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巍山北路 770 号    灵丘县公安局  

       邮编：034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32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西,  

迫害案例: 

追查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24 

编号: 121670   (序号：60) 

姓名: 陆炳辉 

职务: 国安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66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启东市将法轮功学员陈汉昌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98 

编号: 121798   (序号：61) 

姓名: 文成广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公安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   桃源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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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799   (序号：62) 

姓名: 王芳 

职务: 国安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公安局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   桃源县公安局 

       邮编：415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513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文惠英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41 

编号: 121913   (序号：63) 

姓名: 马奔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国家安全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12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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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005   (序号：64) 

姓名: 闫勇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000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曹俊义、阎忍言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9 

编号: 122136   (序号：65) 

姓名: 图布信 

职务: 国安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  巴林左旗公安局 

       邮编︰0254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2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巴林左旗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晓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4 

编号: 122235   (序号：66) 

姓名: 邱俭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徐汇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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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236   (序号：67) 

姓名: 陈振勇 

职务: “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徐汇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37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0 

编号: 122294   (序号：68) 

姓名: 吴宗海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 

      上海市公安局福州路 185 号 

       邮编：20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17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宝山公安分局国保处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小军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62 

编号: 122413   (序号：69) 

姓名: 苏锡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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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安支队政委 (已退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25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缎德琼、黄仁成、陈永齐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0 

编号: 122424   (序号：70) 

姓名: 梁永深 

职务: 国安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公安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灵城镇和平路 35 号  灵山县公安局 

      邮编：53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617 

责任系统: 国安,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法轮功学员杨家业被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72 

编号: 126534   (序号：71) 

姓名: 李焰兰 

职务: 国安局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国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533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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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海涛-2019（第 0055 号）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650 

编号: 127369   (序号：72) 

姓名: 黄平（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国家安全局 

      广东省梅州市彬芳大道南 28 号 

       邮编：514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68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编号: 127370   (序号：73) 

姓名: 刘小铁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国家安全局 

      广东省梅州市彬芳大道南 28 号 

       邮编：514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68 

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编号: 127371   (序号：74) 

姓名: 邓雪祥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梅州市国家安全局 

      广东省梅州市彬芳大道南 28 号 

       邮编：5140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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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国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