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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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卫生;  

编号: 115605   (序号：1) 

姓名: 张立（2）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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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编号: 115606   (序号：2) 

姓名: 沙玉锦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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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编号: 115607   (序号：3) 

姓名: 刘影（2）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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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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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编号: 115608   (序号：4) 

姓名: 付敏（2）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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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编号: 115609   (序号：5) 

姓名: 王敏（3）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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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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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610   (序号：6) 

姓名: 孙秀琴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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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编号: 115611   (序号：7) 

姓名: 唐淑英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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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2 

编号: 115688   (序号：8) 

姓名: 魏巍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6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监狱总医院（提篮桥监狱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繁荣路 478 号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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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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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虹口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姜素英及其家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10 

追查上海市提篮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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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15700   (序号：9) 

姓名: 邹岩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五原劳教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一号信箱  

       邮编：01511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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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魏民选、杨富荣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92 

编号: 115770   (序号：10) 

姓名: 朱波（1） 

职务: 看守所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看守所 

      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水库路   潍坊市看守所 

       邮编：261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270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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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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东省潍坊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李守玉、王志亮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25 

编号: 115781   (序号：11) 

姓名: 张婷婷 

职务: 灌食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780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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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24   (序号：12) 

姓名: 杨长荣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九龙坡区精神病医院石坪桥分院（原矿机部职工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23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56 

编号: 115834   (序号：13) 

姓名: 李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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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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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5835   (序号：14) 

姓名: 邓长青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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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5836   (序号：15) 

姓名: 徐眉琴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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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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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5837   (序号：16) 

姓名: 赵肃军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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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5838   (序号：17) 

姓名: 熊荣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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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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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5839   (序号：18) 

姓名: 钟晓萍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3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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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5840   (序号：19) 

姓名: 王建群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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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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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15841   (序号：20) 

姓名: 林志群 

职务: 监狱二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58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嘉州监狱 (原乐山五马坪监狱)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 1 号信箱  

       邮编：614009 

       （一个监区为一个分箱，比如 9 监区就是 1 号信箱 9 分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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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自贡监狱、乐山五马坪监狱刘远航、杨建春、肖权文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22 

编号: 116003   (序号：21) 

姓名: 海军 

职务: 监狱医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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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谷长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7 

编号: 116124   (序号：22) 

姓名: 李萍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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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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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看守所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文化路  栖霞市看守所 

      邮编：265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92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烟台栖霞市孙太国、隋志春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5 

编号: 116129   (序号：23) 

姓名: 王峻峰 

职务: 脑神经外科医院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869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苏州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光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7 

编号: 116143   (序号：24) 

姓名: 杨福元 

职务: 监狱医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1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永川监狱 

      地址 1︰重庆市永川市游家湾（原 127） 永川监狱 

       邮编︰402160 

        

       地址 2︰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群慧路 94 号 

       邮编：40006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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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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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永川监狱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罗长明、吴大茂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0 

编号: 116304   (序号：25) 

姓名: 彭莉英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槎头洗脑班，潭岗洗脑班）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庆槎路 183 号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 （谭岗强制隔离戒毒所

内） 

       邮编：510430 

        

       地址 2：广东省广州白云区槎头村西洲北路 48 号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 

       邮编：5104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所长潘锦华, 景泰街街道主任白耀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 

编号: 116305   (序号：26) 

姓名: 邓梅青 

职务: 医务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广州市槎头洗脑班，潭岗洗脑班） 

      地址 1：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庆槎路 183 号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 （谭岗强制隔离戒毒所

内） 

       邮编：510430 

        

       地址 2：广东省广州白云区槎头村西洲北路 48 号  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 

       邮编：5104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7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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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法制教育学校所长潘锦华, 景泰街街道主任白耀祥等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3 

编号: 116419   (序号：27) 

姓名: 孙丕建 

职务: 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4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精神病医院（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青岛市第七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31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德耀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9 

编号: 116559   (序号：28) 

姓名: 曹玉杰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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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马吉山等人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9 

编号: 116579   (序号：29) 

姓名: 温益雄 

职务: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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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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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0   (序号：30) 

姓名: 周雄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1   (序号：31) 

姓名: 梁展威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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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2   (序号：32) 

姓名: 陈文兰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3   (序号：33) 

姓名: 蒋北莲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584   (序号：34) 

姓名: 闵家爱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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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复退军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578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玉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铁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1 

编号: 116706   (序号：35) 

姓名: 齐焕岭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本溪市威宁强制隔离戒毒所（本溪劳教所）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镇威宁村  本溪劳教所 

       邮编：117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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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盘锦市教养院、本溪市教养院、辽河油田振兴公司等迫害法轮功学员高东的责任人的通

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1400 

编号: 116715   (序号：36) 

姓名: 付春英 

职务: 医务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寿光市北洛精神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35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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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山东省寿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义明、李义昌的责任人桑会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 

编号: 116716   (序号：37) 

姓名: 王金玉 

职务: 医务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寿光市北洛精神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35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寿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义明、李义昌的责任人桑会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 

编号: 116717   (序号：38) 

姓名: 王丽（2） 

职务: 医务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寿光市北洛精神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35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寿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义明、李义昌的责任人桑会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 

编号: 116718   (序号：39) 

姓名: 杨丽萍 

职务: 医务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7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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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寿光市北洛精神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35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寿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义明、李义昌的责任人桑会东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 

编号: 116846   (序号：40) 

姓名: 罗远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泸州市灯杆山精神病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684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泸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钟少岩,罗远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7 

编号: 117086   (序号：41) 

姓名: 王瀚宇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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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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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溟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50 

编号: 117322   (序号：42) 

姓名: 牟玉兰 

职务: 监狱医院工作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3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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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雁、王爱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 

编号: 117323   (序号：43) 

姓名: 周志红 

职务: 监狱医院工作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哈尔滨女子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邮编：15006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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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雁、王爱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10 

编号: 117423   (序号：44) 

姓名: 符建新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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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监狱总医院（提篮桥监狱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繁荣路 478 号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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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提篮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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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17457   (序号：45) 

姓名: 周一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74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天津市大港区卫生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8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天津,  

迫害案例: 

追查天津市大港区卫生局局长张润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61 

编号: 118183   (序号：46) 

姓名: 张玉刚 

职务: 所长、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保定市涿州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182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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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涿州看守所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会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42 

编号: 118458   (序号：47) 

姓名: 李克成（2）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45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看守所 

      山东省莱州市公安局看守所  

      邮编：2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9079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莱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泮玉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46 

编号: 118463   (序号：48) 

姓名: 孙增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4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中医药大学 

      山东济南长清大学科技园山东中医药大学 

       邮编：2503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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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济南市历下公安分局、山东中医药大学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99 

编号: 118482   (序号：49) 

姓名: 岳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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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4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481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济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建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93 

编号: 118517   (序号：50) 

姓名: 李强（3）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日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72 

编号: 118518   (序号：51) 

姓名: 侯元青 

职务: 院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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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日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72 

编号: 118519   (序号：52) 

姓名: 李培成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51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日照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72 

编号: 118616   (序号：53) 

姓名: 陈荣德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 济南男子监狱）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91 号 

       通信信箱：山东省济南市 210 信箱 11 分箱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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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邵承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 

编号: 118617   (序号：54) 

姓名: 何德国 

职务: 监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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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 济南男子监狱）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91 号 

       通信信箱：山东省济南市 210 信箱 11 分箱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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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邵承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 

编号: 118618   (序号：55) 

姓名: 林祥华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 济南男子监狱） 

      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 91 号 

       通信信箱：山东省济南市 210 信箱 11 分箱 

       邮编：2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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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邵承洛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56 

编号: 118687   (序号：56) 

姓名: 何伟 

职务: 钻井医院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6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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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企业,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胜利油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董宁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14 

编号: 118713   (序号：57) 

姓名: 李廷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卫生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安丘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月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37 

编号: 118715   (序号：58) 

姓名: 董绪伦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南流镇医院（坊子区南流镇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871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安丘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月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37 

编号: 119003   (序号：59) 

姓名: 沈培南 

职务: 县外贸局局长、县人民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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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外贸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4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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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 

编号: 119005   (序号：60) 

姓名: 戴文彪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00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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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 

编号: 119155   (序号：61) 

姓名: 王治文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1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法制教育所（三水法制学校，三水洗脑班 ）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同福路 23 号 广东省法制教育所 

       邮编：5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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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洗脑班”：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同福北路 28 号 广东省法制教育学校  

       邮编：52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31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三水妇女劳教所等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丽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92 

编号: 119440   (序号：62) 

姓名: 刘英山（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解放军第二二四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173 号  二二四医院 

       邮编：1561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0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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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1 

编号: 119441   (序号：63) 

姓名: 杨传宝 

职务: 原政治处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解放军第二二四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173 号  二二四医院 

       邮编：1561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0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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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纪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1 

编号: 119442   (序号：64) 

姓名: 韩玉生 

职务: 麻醉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94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解放军第二二四医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中山街 173 号  二二四医院 

       邮编：1561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50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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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纪平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421 

编号: 120126   (序号：65) 

姓名: 林涛（1） 

职务: 劳教所医院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1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马三家村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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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沈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于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67 

编号: 120382   (序号：66) 

姓名: 吴强（1）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3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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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本溪市溪湖监狱（本溪监狱）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牛心台镇红脸村    本溪监狱  

       邮编：117009 

        

       旧址：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寨东路 44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火连寨 842 信箱 

       邮编：117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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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本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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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 

编号: 120409   (序号：67) 

姓名: 李成强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4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女子监狱（沈阳女子监狱，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责任单位：辽宁省女子监狱  (原沈阳大北女子监狱)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育新路 7 号  

       邮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白辛台村  辽宁省女子监狱 

       邮编：1101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12 

      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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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胡英致精神失常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28 

追查辽宁省调兵山市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36 

编号: 120619   (序号：68) 

姓名: 王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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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6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看守所 

      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市振兴街 127 号  

      邮编：118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78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追查辽宁省凤城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温景松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133 

编号: 120731   (序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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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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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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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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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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33   (序号：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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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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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20736   (序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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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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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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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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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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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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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39   (序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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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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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93   (序号：78) 

姓名: 鲜成树 

职务: 外一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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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阳从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48 

编号: 120899   (序号：79) 

姓名: 韩昆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成都郫县安靖看守所）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3 号  

       邮编：6117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5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0   (序号：80) 

姓名: 高巍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追查四川乐山市、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芳、沈立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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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0901   (序号：81) 

姓名: 蒲武太 

职务: 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2   (序号：82) 

姓名: 李方鸿 

职务: 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3   (序号：83) 

姓名: 傅涛 

职务: 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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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4   (序号：84) 

姓名: 张胜 

职务: 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5   (序号：85) 

姓名: 蒋科 

职务: 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6   (序号：86) 

姓名: 高贵华 

职务: 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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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7   (序号：87) 

姓名: 杨苏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8   (序号：88) 

姓名: 陈婷婷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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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09   (序号：89) 

姓名: 林万琼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10   (序号：90) 

姓名: 庄晓林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11   (序号：91) 

姓名: 金红梅 

职务: 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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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汪道源、高巍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481 

编号: 120959   (序号：92) 

姓名: 李思民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成都郫县安靖看守所）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正义路 3 号  

       邮编：61173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495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乐山市、成都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芳、沈立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79 

编号: 120970   (序号：93) 

姓名: 王凯（3）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09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监狱 

      四川省德阳市黄许镇九五厂（四川省德阳监狱） 

       邮编：618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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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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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省德阳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谢吉甫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85 

编号: 121365   (序号：94) 

姓名: 刘康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精神病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6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正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28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正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4 

编号: 121366   (序号：95) 

姓名: 谭剑 

职务: 精神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精神病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6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正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28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正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4 

编号: 121367   (序号：96) 

姓名: 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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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主治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精神病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36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重庆,  

迫害案例: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正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1)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628 

追查重庆市长寿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黄正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2)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754 

编号: 121733   (序号：97) 

姓名: 魏玉杰 

职务: 保卫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淮安市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32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六一零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952 

编号: 121854   (序号：98) 

姓名: 黄芳 

职务: 医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福建省女子监狱 

      地址 1：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13 号 

       邮编： 3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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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2：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江中路 238 号 505 信箱 

       邮编：3500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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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福建,  

迫害案例: 

追查福建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左秀云的责任人陈雪娣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855 

编号: 121874   (序号：99) 

姓名: 吴青寿 

职务: 党委书记 (九江市卫生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17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西,  

迫害案例: 

追查江西省九江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陆振祥一家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652 

编号: 121926   (序号：100) 

姓名: 乔晓楠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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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1928   (序号：101) 

姓名: 刘琦 

职务: 护士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29   (序号：102) 

姓名: 魏煜军 

职务: 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30   (序号：103) 

姓名: 洪魁 

职务: 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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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1931   (序号：104) 

姓名: 查英利 

职务: 女病区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9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安康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495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西安市安康医院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790 

编号: 122157   (序号：105) 

姓名: 陈清华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青海省女子劳教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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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青海,  

迫害案例: 

追查青海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向建梅、段海荣、王海杰等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523 

编号: 122175   (序号：106) 

姓名: 王健（2） 

职务: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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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中医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4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177   (序号：107) 

姓名: 端建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卫生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176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云南,  

迫害案例: 

追查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865 

编号: 122290   (序号：108) 

姓名: 吴金标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2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监狱总医院（提篮桥监狱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繁荣路 478 号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邮编：20131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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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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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查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鹏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222 

编号: 122445   (序号：109) 

姓名: 陆家锡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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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446   (序号：110) 

姓名: 黄可明 

职务: 监狱医院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黎塘监狱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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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黎塘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何智致死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2510 

编号: 122526   (序号：111) 

姓名: 刘波（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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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卫生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25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97 

编号: 122530   (序号：112) 

姓名: 李亚洲 

职务: 狱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25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看守所 

      吉林省长春市德惠市新华街  德惠市看守所 

       邮编：130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039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部分案例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397 

编号: 123089   (序号：113) 

姓名: 任定勇 

职务: 新立金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金堂监狱副监狱长、公司经理、中心医院副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新立金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清江镇火盆路 2 号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3088 

      四川省金堂监狱（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清江镇火盆路  金堂监狱 

       邮编：6104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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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司法 - 执行机构（包括监狱，劳教所，教养院、劳改队）, 医疗卫生, 企业,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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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28   (序号：114) 

姓名: 衡雪源 

职务: 院长（现任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解放路东段 27 号  临沂人民医院  

       邮编：2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4410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长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048 

编号: 125162   (序号：115) 

姓名: 吕波 

职务: 医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公安局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经开大路 260 号  梨树县公安局 

       邮编：13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130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跨地区绑架 30 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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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吉林省四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孟祥歧、孟凡军等 15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470 

编号: 125318   (序号：116) 

姓名: 王岩明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塔路 16 号  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邮编：2661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何立方、涉嫌活摘器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7 

编号: 125319   (序号：117) 

姓名: 刘福颂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1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塔路 16 号  城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邮编：2661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17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青岛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何立方、涉嫌活摘器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287 

编号: 125388   (序号：118) 

姓名: 王岩 

职务: 公安疗区病监大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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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春市中心医院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1810 号 长春市中心医院 

       邮编：1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87 

责任系统: 公安,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长春市迫害 81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侯爽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335 

编号: 125671   (序号：119) 

姓名: 伍卫 

职务: 精神病科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2   (序号：120) 

姓名: 田贤英 

职务: 精神病科护士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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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3   (序号：121) 

姓名: 李本玉 

职务: 责任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5674   (序号：122) 

姓名: 孙昌红 

职务: 责任护士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7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斗湖堤镇孱陵大道 119 号    公安县人民医院   

       邮编：434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439 

责任系统: 医疗卫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绑架荆州市 75 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绍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95 

编号: 128234   (序号：123) 

姓名: 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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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医院监区、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2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女子监狱（郭家村监狱、长春女子监狱、原长春黑嘴子监狱）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郭家村富盈路 

       邮编：130000 

        

       邮寄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1048 信箱 

       邮编：13011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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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