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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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编号: 116495   (序号：1) 

姓名: 苗中凯 

职务: 国保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 

      地址 1：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南环路   许昌市公安局 

       邮编：461100 

        

       地址 2：河南省许昌市许由路西段 480 号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1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建君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 

编号: 116497   (序号：2) 

姓名: 周恒伟 

职务: 政保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96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建君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 

编号: 118348   (序号：3) 

姓名: 张进 

职务: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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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信阳市行政路 6 号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49   (序号：4) 

姓名: 何祥松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信阳市行政路 6 号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0   (序号：5) 

姓名: 杨建保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信阳市行政路 6 号 

       邮编：4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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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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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1   (序号：6) 

姓名: 王冬冬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跃进路 25 号  潢川县公安局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2   (序号：7) 

姓名: 黄涛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跃进路 25 号  潢川县公安局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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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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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8353   (序号：8) 

姓名: 王全辉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跃进路 25 号  潢川县公安局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4   (序号：9) 

姓名: 吴玉忠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城三环路西段行政区内  潢川县检察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5   (序号：10) 

姓名: 张文玲 

职务: 立案一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草湖路 97 号  潢川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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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6   (序号：11) 

姓名: 程有林 

职务: 刑事审判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草湖路 97 号  潢川县法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18357   (序号：12) 

姓名: 王登辉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3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草湖路 97 号  潢川县法院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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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瑜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984 

编号: 120701   (序号：13) 

姓名: 王双圈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中段  荥阳市政法委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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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02   (序号：14) 

姓名: 周庭欣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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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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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03   (序号：15) 

姓名: 贾学军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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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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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04   (序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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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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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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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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06   (序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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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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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姓名: 张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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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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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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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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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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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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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11   (序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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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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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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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0714   (序号：25) 

姓名: 马建克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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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15   (序号：26) 

姓名: 郑国兴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三里庄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荥密路口南  荥阳市看守所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7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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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16   (序号：27) 

姓名: 靳明昌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高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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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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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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17   (序号：28) 

姓名: 卢峰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华佗东路 沈丘县公安局 

       邮编：4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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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沈丘县国保大队卢峰迫害法轮功学员马玉坤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1 

编号: 120718   (序号：29) 

姓名: 吴天君（2） 

职务: 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政府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东路甲 1 号市政府综合办公楼   

       邮编: 45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7419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被双规,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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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0719   (序号：30) 

姓名: 余海建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0   (序号：31) 

姓名: 候梅莉 

职务: 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1   (序号：32) 

姓名: 肖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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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2   (序号：33) 

姓名: 王敏 

职务: 调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3   (序号：34) 

姓名: 李华荣 

职务: 生卫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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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4   (序号：35) 

姓名: 杨爱青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5   (序号：36) 

姓名: 李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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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6   (序号：37) 

姓名: 吴爱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43 

编号: 120727   (序号：38) 

姓名: 夏雨宵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轩辕大道  禹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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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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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国保大队将法轮功学员孙冠洲迫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08 

编号: 120728   (序号：39) 

姓名: 褚庆甫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委 

      （市委）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  

       邮编: 473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南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邵玉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61 

编号: 120729   (序号：40) 

姓名: 王澄清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七一中路 47 号.  周口市政法委  

       邮编：46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8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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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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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好中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07 

编号: 120730   (序号：41) 

姓名: 张惠（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一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市开发区郑州市第一看守所 

       邮编：45001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0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郑州市金水区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国芳、崔晓卉母女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64 

编号: 120731   (序号：42) 

姓名: 郎法轩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2   (序号：43) 

姓名: 牛瑞英 

职务: 原基础部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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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3   (序号：44) 

姓名: 陈晨 

职务: 保卫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6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4   (序号：45) 

姓名: 吕路线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第二附属精神病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7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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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0736   (序号：46) 

姓名: 邵金远 

职务: 党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7   (序号：47) 

姓名: 朱海滨 

职务: 党委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8   (序号：48) 

姓名: 窦启峰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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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39   (序号：49) 

姓名: 李联群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0   (序号：50) 

姓名: 张淑华 

职务: 领导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35 

责任系统: 教育,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1   (序号：51) 

姓名: 宗万太 

职务: 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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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新飞大道 66 号  新乡市公安局  

      邮编︰45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7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2   (序号：52) 

姓名: 肖玉奎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东路甲 1 号市政府综合办公楼  市政法委   

       邮编:453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70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3   (序号：53) 

姓名: 杜学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90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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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4   (序号：54) 

姓名: 盖予晋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8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5   (序号：55) 

姓名: 王永波 

职务: 国保科副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8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6   (序号：56) 

姓名: 郭习春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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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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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7   (序号：57) 

姓名: 荆瑞方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9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乡医学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3 

编号: 120748   (序号：58) 

姓名: 祁登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政法委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跃进东路 26 号   潢川县委/政法委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8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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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潢川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34 

编号: 120749   (序号：59) 

姓名: 张国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跃进路 25 号  潢川县公安局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潢川县法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桂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34 

编号: 120750   (序号：60) 

姓名: 卢晶明 

职务: 反邪办公室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灯塔路中段路北   安阳县公安局 

       邮编: 455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1   (序号：61) 

姓名: 陈广周 

职务: 主管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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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平安街 5 号  

       邮编： 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2   (序号：62) 

姓名: 秦志得 

职务: 国保大队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平安街 5 号  

       邮编： 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3   (序号：63) 

姓名: 郭秋昌 

职务: 国保大队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平安街 5 号  

       邮编： 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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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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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4   (序号：64) 

姓名: 付钢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平安街 5 号  

       邮编： 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8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5   (序号：65) 

姓名: 朱国奇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法院 

      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行政路 4 号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6   (序号：66) 

姓名: 赵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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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法院 

      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行政路 4 号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7   (序号：67) 

姓名: 方林太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法院 

      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行政路 4 号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5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8   (序号：68) 

姓名: 丁枫 

职务: 起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检察院 

      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东环路 304 号  

       邮编：4565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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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林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志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00 

编号: 120759   (序号：69) 

姓名: 刁百闯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公安局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金城大道中段 58 号  杞县公安局 

       邮编：475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6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杞县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泽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77 

编号: 120761   (序号：70) 

姓名: 张维臣 

职务: 保卫部 (武装部) 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虎明、赵桂香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3 

编号: 120762   (序号：71) 

姓名: 范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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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保卫部 (武装部)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虎明、赵桂香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3 

编号: 120763   (序号：72) 

姓名: 卢俊 

职务: 保卫部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虎明、赵桂香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3 

编号: 120764   (序号：73) 

姓名: 郑春松 

职务: 居委会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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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虎明、赵桂香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3 

编号: 120765   (序号：74) 

姓名: 李耀旺 

职务: 居委会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虎明、赵桂香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3 

编号: 120766   (序号：75) 

姓名: 侯本山 

职务: 居委会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0 

责任系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平顶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牛虎明、赵桂香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13 

编号: 120767   (序号：76) 

姓名: 左志国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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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强制隔离戒毒所（白庙劳教所）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 62 号 白庙劳教所 

       邮编：4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0768   (序号：77) 

姓名: 王炎军 

职务: 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强制隔离戒毒所（白庙劳教所）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 62 号 白庙劳教所 

       邮编：4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0769   (序号：78) 

姓名: 杜爱民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强制隔离戒毒所（白庙劳教所）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 62 号 白庙劳教所 

       邮编：4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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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0770   (序号：79) 

姓名: 马俊峰（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强制隔离戒毒所（白庙劳教所）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 62 号 白庙劳教所 

       邮编：45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32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0772   (序号：80) 

姓名: 王霆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沙口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0773   (序号：81) 

姓名: 吴晓洁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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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沙口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0775   (序号：82) 

姓名: 俞玉梅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沙口路小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774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卢运来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09 

编号: 121841   (序号：83) 

姓名: 靳海如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迎宾大道   项城市公安局   

       邮编：466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4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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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项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残疾人杨得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3 

编号: 121843   (序号：84) 

姓名: 李西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豆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项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残疾人杨得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3 

编号: 121844   (序号：85) 

姓名: 阎民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豆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项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残疾人杨得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3 

编号: 121845   (序号：86) 

姓名: 王培栋 

职务: 狱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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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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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项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残疾人杨得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3 

编号: 121847   (序号：87) 

姓名: 陈海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水寨镇北关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项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残疾人杨得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13 

编号: 122973   (序号：88) 

姓名: 张宏政 

职务: 新郑市公安局副局长、龙湖派出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玉前路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6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派出所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   龙湖镇派出所     

       邮编：4511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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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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74   (序号：89) 

姓名: 秦守忠 

职务: 国保支队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二七路 110 号  郑州市公安局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1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玉前路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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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75   (序号：90) 

姓名: 刘新立 

职务: 国保支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二七路 110 号  郑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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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50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91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玉前路     新郑市公安局  

       邮编：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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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77   (序号：91) 

姓名: 白育峰 

职务: 镇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人民政府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   龙湖镇人民政府   

       邮编：4511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78   (序号：92) 

姓名: 马绍敏 

职务: 党委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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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人民政府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   龙湖镇人民政府   

       邮编：4511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6 

责任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0   (序号：93) 

姓名: 孙东亮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派出所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   龙湖镇派出所     

       邮编：4511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编号: 122981   (序号：94) 

姓名: 李祥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派出所 

      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   龙湖镇派出所     

       邮编：4511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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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2   (序号：95) 

姓名: 郭会军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检察院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郑韩路 326 号    新郑市检察院      

       邮编： 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3   (序号：96) 

姓名: 马红磊 

职务: 代理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检察院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郑韩路 326 号    新郑市检察院      

       邮编： 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19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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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4   (序号：97) 

姓名: 高魁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金城路 238 号    新郑市法院     

       邮编：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5   (序号：98) 

姓名: 张二红 

职务: 代理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金城路 238 号    新郑市法院     

       邮编：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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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6   (序号：99) 

姓名: 李志增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7   (序号：100) 

姓名: 王哲 

职务: 速裁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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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8   (序号：101) 

姓名: 钱基伟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2989   (序号：102) 

姓名: 朱建超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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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2990   (序号：103) 

姓名: 时迎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看守所 

      河南省新郑市玉前路东段  新郑市看守所 

       邮编：45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对法轮功学员、残疾人乔向阳非法判重刑 8 年的责任人旳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644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3805   (序号：104) 

姓名: 梅金贤 

职务: 中联金箭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焦作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中联金箭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丰收路中段路北(焦作金箭实业总公司四楼东侧)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4 

      河南省焦作监狱 

      河北省衡水市区东部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0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19   (序号：105) 

姓名: 张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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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中联龙安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内黄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中联龙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内黄县六村乡白条河园林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18 

      河南省内黄监狱 

      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白条河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1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23   (序号：106) 

姓名: 李钢 

职务: 亚豪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州豫中监狱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亚豪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商贸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2 

      河南省豫中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26   (序号：107) 

姓名: 张培彬 

职务: 洛阳衡艺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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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洛阳衡艺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唐屯 310 国道南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5 

      河南省女子监狱（新乡女子监狱） 

      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化工路  新乡女子监狱 

       邮编：453003 

        

       河南省新乡市第 16 号信箱 

       邮编：453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29   (序号：108) 

姓名: 刁云仓 

职务: 洛阳中联建华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洛阳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中联建华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春都路 1 号 B 区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8 

      河南省洛阳监狱 

      河南省洛阳市春都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27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32   (序号：109) 

姓名: 谷世清 

职务: 郑州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河南春育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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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女子监狱 

      河南省洛阳市春都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0 

      河南春育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路办事处金龙路 168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1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35   (序号：110) 

姓名: 张天祥 

职务: 星彩滚动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豫西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星彩滚动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洛阳市春都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4 

      河南省豫西监狱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春都路 1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38   (序号：111) 

姓名: 高建刚（2） 

职务: 天霖地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豫东监狱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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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天霖地工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商丘市文化西路 1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7 

      河南省豫东监狱 

      河南省商丘市文化西路 16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41   (序号：112) 

姓名: 张秀杰 

职务: 中联红星电瓷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河南省第三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中联红星电瓷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禹州市滨河大道 280 号  河南省第三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0 

      河南省第三监狱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滨河路西段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39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45   (序号：113) 

姓名: 杨开新 

职务: 周口金硕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口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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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金硕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华县城东关两公里处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4 

      河南省周口监狱 

      河南省周口地区西华县城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3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48   (序号：114) 

姓名: 晋国营 

职务: 郑州亚星实业公司总经理、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亚星实业公司 

      郑州市东北郊（郑州国家森林公园内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7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 

      河南省郑州市东北郊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46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3851   (序号：115) 

姓名: 刘渭增 

职务: 陉山石料厂总经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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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陉山石料厂 

      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镇陉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850 

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各省监狱奴工企业情况列表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686 

编号: 124547   (序号：116) 

姓名: 俎建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轩辕大道  禹州市公安局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4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侯英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4 

编号: 124548   (序号：117) 

姓名: 陈建伟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北路延安路 39  魏都区人民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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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禹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侯英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4 

编号: 124549   (序号：118) 

姓名: 杨国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看守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柏冢村 许昌市看守所 

       邮编：46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侯英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504 

编号: 126449   (序号：119) 

姓名: 戚绍斌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公安大厦  

       邮编: 473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0   (序号：120) 

姓名: 霍好胜 

职务: 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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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阳市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1   (序号：121) 

姓名: 张文深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委 

      （市委）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  

       邮编: 473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2   (序号：122) 

姓名: 张明体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政法委 

      （市委）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七一路  南阳市政法委 

       邮编: 473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9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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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3   (序号：123) 

姓名: 周浩然 

职务: 常务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公安大厦  

       邮编: 473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4   (序号：124) 

姓名: 赵增玉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南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 1 号公安大厦  

       邮编: 4731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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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6   (序号：125) 

姓名: 李化舵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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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7   (序号：126) 

姓名: 马骁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2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58   (序号：127) 

姓名: 畅建辉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公安局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府前街  镇平县公安局 

       邮编：474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48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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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460   (序号：128) 

姓名: 周付祥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南阳市新华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5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绍斌-2019（第 0032 号）-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208 

编号: 126786   (序号：129) 

姓名: 于东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政法委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  郑州市政法委   

       邮编︰45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6787   (序号：130) 

姓名: 郭建军（2）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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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金城路 238 号    新郑市法院     

       邮编：451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2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6788   (序号：131) 

姓名: 李广湖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6789   (序号：132) 

姓名: 竹庆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19 号   郑州市中级法院       

       邮编：45004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1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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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新郑市迫害残疾人、法轮功学员乔向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85 

编号: 126887   (序号：133) 

姓名: 周星羽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88   (序号：134) 

姓名: 李俊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89   (序号：135) 

姓名: 周学政 

职务: 副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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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8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0   (序号：136) 

姓名: 张治怀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1   (序号：137) 

姓名: 谷建亭 

职务: 常务副书记、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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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6892   (序号：138) 

姓名: 雍明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42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4   (序号：139) 

姓名: 张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马寨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6   (序号：140) 

姓名: 王任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马寨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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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7   (序号：141) 

姓名: 张继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8   (序号：142) 

姓名: 梁怀义 

职务: 常务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899   (序号：143) 

姓名: 孙自成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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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901   (序号：144) 

姓名: 刘伟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公安局袁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902   (序号：145) 

姓名: 钱建国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公安局袁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0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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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星羽-2019（第 0097 号）-中国河南省新密市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49 

编号: 126998   (序号：146) 

姓名: 戚江飞 

职务: 案件侦查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东工路南段   文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江飞-2020（第 0010 号）-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案件侦查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2 

编号: 126999   (序号：147) 

姓名: 杨永明 

职务: 案件侦查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9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东工路南段   文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江飞-2020（第 0010 号）-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案件侦查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2 

编号: 127000   (序号：148) 

姓名: 张国庆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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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东工路南段   文峰区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江飞-2020（第 0010 号）-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案件侦查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2 

编号: 127001   (序号：149) 

姓名: 李向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政法委 

      （区政法委 610）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道 路北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江飞-2020（第 0010 号）-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案件侦查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2 

编号: 127002   (序号：150) 

姓名: 侯尚法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 （区政法委 610）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道 路北  

       邮编：455000 

        

       地址 2: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南环城 3 号 

       邮编: 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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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戚江飞-2020（第 0010 号）-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案件侦查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722 

编号: 127004   (序号：151) 

姓名: 王明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明君-2020（第 001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6 

编号: 127005   (序号：152) 

姓名: 赵建鹏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明君-2020（第 001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6 

编号: 127006   (序号：153) 

姓名: 关辉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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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明君-2020（第 001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6 

编号: 127007   (序号：154) 

姓名: 李鹏飞（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明君-2020（第 001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6 

编号: 127008   (序号：155) 

姓名: 杨希林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70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看守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柏冢村 许昌市看守所 

       邮编：4611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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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明君-2020（第 001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