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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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610”系统;  

编号: 128520   (序号：1) 

姓名: 米贞和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德阳市政法委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长江东路 218 号    德阳市政法委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83 

      四川省德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长江东路 218 号    德阳市政法委   

       邮编：618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1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安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18 

编号: 128682   (序号：2) 

姓名: 张德宽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政法委 

      (县委、政法委) 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兴华路 325 号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5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公安局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北环路与金盾街交口 农安县公安局   

       邮编：130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3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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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吉林,  

迫害案例: 

追查吉林省农安县近期非法抓捕 20 多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志清-2020（第 0171 号） -吉林省德惠市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44 

编号: 128697   (序号：3) 

姓名: 张锦军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政法委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北路 111 号  新津县政法委 

       邮编：6114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86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公安局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正西街 50-51 号   新津县公安局  

       邮编：6114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3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彭淑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69 

编号: 128744   (序号：4) 

姓名: 张振起 

职务: 主任（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镇林海路 49 号  海林市政法委 

      邮编：157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6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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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海林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权忠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79 

编号: 128869   (序号：5) 

姓名: 李录喜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城凤西路 51 号 岐山县政法委  

       邮编：722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0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岐山县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明侠、焦炳兰、沈红奇等九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2 

编号: 128967   (序号：6) 

姓名: 王强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 创业大厦 6 楼 610 室 桂林市政法委 

       邮编：54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47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王湘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6 

编号: 129002   (序号：7) 

姓名: 李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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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市政法委副书记兼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政法委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永康市政法委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7 

编号: 129003   (序号：8) 

姓名: 应军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永康市政法委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7 

编号: 129004   (序号：9) 

姓名: 黄振洪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永康市政法委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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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7 

编号: 129005   (序号：10) 

姓名: 胡斓斓 

职务: 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行政服务中心 1 号楼 6 楼 1627 室   永康市政法委  

       邮编：3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080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施关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7 

编号: 129320   (序号：11) 

姓名: 吕永利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城镇西滨路 2 号  陆川县政法委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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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321   (序号：12) 

姓名: 黄胜忠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广西省玉林市陆川县陆城镇西滨路 2 号  陆川县政法委 

      邮编：537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23   (序号：13) 

姓名: 吴仁旺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乌石镇“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2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西,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360   (序号：14) 

姓名: 夏季兵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朝霞路 88 路  通州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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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22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04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通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严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3 

编号: 129511   (序号：15) 

姓名: 吴敏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610 办公室”（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7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高煜--2020（第 0156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支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96 

编号: 129528   (序号：16) 

姓名: 王胜强 

职务: 国保大队长兼“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解放街 21 号    隆德县公安局 

       邮编：75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82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宁夏,  

迫害案例: 

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淑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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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国保大队长王胜强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15 

编号: 129580   (序号：17) 

姓名: 巩杰 

职务: “防范办”科长、管理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政法委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 1 号区委区政府办公楼  宝安区政法委  

       邮编：51803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陈雨燕-2020（第 0160 号）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7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连心 --2021（第 076 号）-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镇南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5 

编号: 129669   (序号：18) 

姓名: 薛世谦 

职务: 反邪教总队总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公安厅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45 号    黑龙江省公安厅   

       邮编：15000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24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波--2020（第 0164 号） -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总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2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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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6 

编号: 129699   (序号：19) 

姓名: 王晓明（2）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1 号 （40 号楼） 南京市政法委 

       邮编：2100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68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查江苏省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程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86 

编号: 129785   (序号：20) 

姓名: 张荣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7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诗书路南段 121 号.    东坡区政法委  

       邮编：62001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48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雪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83 

编号: 129807   (序号：21) 

姓名: 张逢涛 

职务: 主任（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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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610 办公室”（防范办）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 38 号  汉滨区政法委  

       邮编：7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98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安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阚广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91 

编号: 130035   (序号：22) 

姓名: 张兆云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腰堡乡 803 信箱 

       邮编：15052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81 

责任系统: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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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大庆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王凤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878 

编号: 130065   (序号：23) 

姓名: 黄丽萍 

职务: 防范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8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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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卫军 -2020（第 0181 号）-湖北省武汉市汉阳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6 

编号: 130136   (序号：24) 

姓名: 但崇军 

职务: 常务副书记（负责“610办公室”）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政法委 

      四川省江油市诗仙路西段 212 号 7 楼    江油市政法委  

       邮编：621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7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中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4 

编号: 130153   (序号：25) 

姓名: 母勇 

职务: 副镇长（负责政法和“610”）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武都镇政府 

      四川省江油市武都镇城塘路 3 号 江油市武都镇政府  

       邮编：6217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5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江油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中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24 

编号: 130167   (序号：26) 

姓名: 李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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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大街 63 号   西安市公安局   

       邮编：710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97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185   (序号：27) 

姓名: 耿向军 

职务: “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通信）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试飞院路 8 号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邮编：71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8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陕西,  

迫害案例: 

追查陕西省西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宋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9 

编号: 130246   (序号：28) 

姓名: 赵连生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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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安阳市文明大道中段区委办公大楼 文峰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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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查人崔慧斌-2020（第 0190 号）-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批捕科(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25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刘凤兰、张海燕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1 

编号: 130292   (序号：29) 

姓名: 张超（3）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北安市乌裕尔大街 555 号 北安市政法委   

       邮编：16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13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查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8 

编号: 130564   (序号：30) 

姓名: 黄鑫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油城五路 28 号  茂名市政法委   

       邮编︰525000 

        

       地址 2：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海城二路区府大楼   市“610办公室”  

       邮编 ：525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06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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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3 

编号: 130682   (序号：31) 

姓名: 蔡明忠 

职务: 城管局副局长、枣阳“610”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委政法委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0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850   (序号：32) 

姓名: 徐志良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610”办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新区新都路 630 号 盐都区公安分局 

       邮编：2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23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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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鹏 - -2021（第 010 号）-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分局潘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40 

追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祝群群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7 

编号: 131246   (序号：33) 

姓名: 张志国（2）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县正阳路 县政法委  

       邮编：1565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4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黑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柴金林--2021（第 028 号）-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抚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28 

编号: 131429   (序号：34) 

姓名: 冯相海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2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海,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昕琦--2021（第 042 号）-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高行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72 

编号: 131456   (序号：35) 

姓名: 王剑凌 

职务: 副局长兼“610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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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大科街道双科街  娄底市公安局   

       邮编：417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25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南省娄底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7 

编号: 131472   (序号：36) 

姓名: 胡朝龙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7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政法委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15 号     肥东县政法委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4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15 号     肥东县政法委   

       邮编：231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246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汤菊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188 

追查安徽省合肥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康启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8 

编号: 132033   (序号：37) 

姓名: 刘渊 

职务: 原省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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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政法委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纬一路 482 号  省政法委 

      邮编：2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781 

      山东省“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纬一路 482 号  省政法委 

      邮编：250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078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编号: 132034   (序号：38) 

姓名: 桑麟榆 

职务: 公安部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局党委书记、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4 号 

       邮编：100741 

        

       （公安部接访室）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 49 号  

       邮编：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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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央,  

编号: 132035   (序号：39) 

姓名: 李新红 

职务: 反邪教总队总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公安厅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洪山区雄楚大街 181 号  湖北省公安厅 

      邮编：43006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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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编号: 132036   (序号：40) 

姓名: 黄继恒 

职务: 反邪教总队总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公安厅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大道 9 号 

       邮编：4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编号: 132041   (序号：41) 

姓名: 刘东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政法委 

      地址 1：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长虹道 258 号  路北区政法委  

       邮编：063000  （政法委在路北检察院内办公） 

        

       地址 2：（区委政法委 防范办）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新华东道 55 号 

       邮编：0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607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志强--2021（第 077 号）-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30 

编号: 132052   (序号：42) 

姓名: 石磊（2） 

职务: 反邪教总队总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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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文庙后街 36 号 

       邮编：61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54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编号: 132108   (序号：43) 

姓名: 林涛（2） 

职务: 政法委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0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浙江,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林德峰 --2021（第 082 号）-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2 

编号: 132292   (序号：44) 

姓名: 程凯 

职务: 原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政法委 

      地址 1：河南省太康县谢安路西段县委院内 太康县政法委 

       邮编：461400 

        

       地址 2：河南省太康县城关回族镇西大街 90 号  县政法委 

       邮编: 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61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地址 1：河南省太康县谢安路西段县委院内 太康县政法委 

       邮编：461400 

        

       地址 2：河南省太康县城关回族镇西大街 90 号  县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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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63 

责任系统: “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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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泰康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36 

编号: 132550   (序号：45) 

姓名: 黄孝军 

职务: 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市委、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42 号 

      邮编：43001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迫害周国强、李军等 4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09 

编号: 132689   (序号：46) 

姓名: 李锋（4） 

职务: 维稳综治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二路 108 号  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   

       邮编：518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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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遂昌、钟迎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9 

编号: 132690   (序号：47) 

姓名: 陈楚鹏 

职务: 维稳综治办公室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二路 108 号  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   

       邮编：518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遂昌、钟迎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9 

编号: 132691   (序号：48) 

姓名: 宋基平 

职务: 维稳综治办公室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二路 108 号  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   

       邮编：518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381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潘遂昌、钟迎春夫妇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49 

编号: 132706   (序号：49) 

姓名: 刘子岩 

职务: “610”人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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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政府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惠丰街 3 号 黄各庄镇政府  

       邮编：0633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0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北省唐山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董建全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5 

编号: 132861   (序号：50) 

姓名: 董濮玉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1132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安徽,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影---2021（第 125 号）-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18 

编号: 133007   (序号：51) 

姓名: 陆伟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政法委 

      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新区市民服务中心   北镇市政法委  

       邮编：12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529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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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孙荣华、陈秀杰、张桂秋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94 

编号: 133038   (序号：52) 

姓名: 周明荣 

职务: 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0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610 办公室” （防范办）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宏德大道 1 号（行政中心四楼） 仪陇县政法委 

       邮编：6376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540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迫害法轮功学员林守敬、龚鲭林等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4 

编号: 133132   (序号：53) 

姓名: 田琳 

职务: “610”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公安分局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道庵路 158 号  泰山公安分局 

       邮编：2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5824 

责任系统: “610”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山东,  

迫害案例: 

追查山东省泰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谢清玲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5 

编号: 133167   (序号：54) 

姓名: 苏志权 

职务: 人大工委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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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 
  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行天理，再现公道，匡扶人间正义。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办事处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 123 号 1409 室   园岭街道办事处 

       邮编：51804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65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广东,  

迫害案例: 

追查广东省深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田碧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28 

编号: 133225   (序号：55) 

姓名: 蒋金斌 

职务: 维稳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政法委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月海路二段 1 号 西昌市政法委 

       邮编：61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9573 

责任系统: “610”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四川,  

迫害案例: 

追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罗明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6 

追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黄彪、赵军等 7 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