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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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编号: 128596   (序号：1) 
姓名: 杨兵 
职务: 温榆河法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0002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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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靳学军 -2020（第 0115 号）-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2 

编号: 128597   (序号：2) 
姓名: 张欣 
职务: 温榆河法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 17 号 朝阳区检察院 
       邮编：1000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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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靳学军 -2020（第 0115 号）-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2 

编号: 128599   (序号：3) 
姓名: 郝志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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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靳学军 -2020（第 0115 号）-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2 

编号: 128624   (序号：4) 
姓名: 乔健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燕园派出所 
      北京市 海淀区北京大学东门内逸夫楼连廊（保卫部一层）燕园派出所     
       邮编：10019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乔健宇-2020（第 0117 号）- 北京市海淀区燕园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20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占金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2 

编号: 128644   (序号：5) 
姓名: 亓延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北京市公安局  
       邮编：1007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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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应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7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庞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3 

编号: 128646   (序号：6) 
姓名: 田静 
职务: 局长、副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 45 号 东城区公安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5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公安,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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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瑞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3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2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28647   (序号：7) 
姓名: 孙迺硕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 10 号 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28648   (序号：8) 
姓名: 刘澜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 10 号 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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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28649   (序号：9) 
姓名: 张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 10 号 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28650   (序号：10) 
姓名: 武惟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六区 5 号楼 和平里派出所  
       邮编：10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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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28651   (序号：11) 
姓名: 李晨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六区 5 号楼 和平里派出所  
       邮编：10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28652   (序号：12) 
姓名: 孙鸿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门头沟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45 号 
       邮编：102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09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田静-2020（第 0120 号）-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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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924   (序号：13) 
姓名: 王文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派出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大街 20 号  南口派出所  
       邮编：1022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2 

编号: 128925   (序号：14) 
姓名: 杨永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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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2 

编号: 128926   (序号：15) 
姓名: 陈飞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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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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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淑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2 

编号: 128980   (序号：16) 
姓名: 王金树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二龙闸路甲 5 号    青龙桥派出所   
       邮编：100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1   (序号：17) 
姓名: 马伟峰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二龙闸路甲 5 号    青龙桥派出所   
       邮编：100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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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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2   (序号：18) 
姓名: 杨海荣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二龙闸路甲 5 号    青龙桥派出所   
       邮编：10009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7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3   (序号：19) 
姓名: 孙力 
职务: 海淀区检察院原检察长、北京市高级法院正局级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西路 8 号   海淀区检察院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6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南大街 10 号  
       邮编：10002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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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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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4   (序号：20) 
姓名: 孙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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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5   (序号：21) 
姓名: 赵惠云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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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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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6   (序号：22) 
姓名: 熊文超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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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7   (序号：23) 
姓名: 孙庆宏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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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8   (序号：24) 
姓名: 范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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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代理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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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89   (序号：25) 
姓名: 顾昕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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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8990   (序号：26) 
姓名: 高振宇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位于曹庄和流村之间）昌平区看守所（流村看守所）  
       邮编：1022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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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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海淀区、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韩春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1 

编号: 129169   (序号：27) 
姓名: 洪建华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派出所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路 19 号楼    团结湖派出所  
       邮编：10002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关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7 

编号: 129170   (序号：28) 
姓名: 龚浩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 号 朝阳区法院 
       邮编：10002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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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关智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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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197   (序号：29) 
姓名: 赵波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派出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大街 20 号  南口派出所  
       邮编：1022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2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青山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6 

编号: 129221   (序号：30) 
姓名: 曹镇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镇--2020（第 0142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88 

编号: 129222   (序号：31) 
姓名: 王振利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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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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镇--2020（第 0142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88 

编号: 129223   (序号：32) 
姓名: 史宇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镇--2020（第 0142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88 

编号: 129224   (序号：33) 
姓名: 葛士亮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海淀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镇--2020（第 0142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88 

编号: 129225   (序号：34) 
姓名: 段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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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5 号  海淀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8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5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曹镇--2020（第 0142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88 

编号: 129544   (序号：35) 
姓名: 赵永亮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永亮-2020（第 0157 号）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鲁谷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4 

编号: 129545   (序号：36) 
姓名: 王巍（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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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永亮-2020（第 0157 号）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鲁谷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4 

编号: 129546   (序号：37) 
姓名: 李杰（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永亮-2020（第 0157 号）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鲁谷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4 

编号: 129547   (序号：38) 
姓名: 陆凯 
职务: 国保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甲 1 号 石景山公安分局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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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永亮-2020（第 0157 号）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鲁谷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4 

编号: 129548   (序号：39) 
姓名: 刘海涛（2）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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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法委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永亮-2020（第 0157 号）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鲁谷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4 

编号: 129549   (序号：40) 
姓名: 刘道东 
职务: 综治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法委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8 号 区政法委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61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永亮-2020（第 0157 号）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区分局鲁谷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4 

编号: 130009   (序号：41) 
姓名: 季明义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10 号    顺义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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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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 --2021（第 080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3 

编号: 130010   (序号：42) 
姓名: 翁富裕 
职务: 国保支队长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10 号    顺义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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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 --2021（第 080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3 

编号: 130011   (序号：43) 
姓名: 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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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胜利派出所 
      北京顺义区府前中街 2 号    胜利派出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012   (序号：44) 
姓名: 贾立杰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胜利派出所 
      北京顺义区府前中街 2 号    胜利派出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013   (序号：45) 
姓名: 张梁原 
职务: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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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胜利派出所 
      北京顺义区府前中街 2 号    胜利派出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014   (序号：46) 
姓名: 徐萌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胜利派出所 
      北京顺义区府前中街 2 号    胜利派出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编号: 130015   (序号：47) 
姓名: 耿辉辉 
职务: 检察官、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 
      北京市顺义区新顺南大街 19 号    顺义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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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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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季明义 -2020（第 0179 号）-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66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576   (序号：48) 
姓名: 姜立光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政法委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 27 号   西城区政法委   
       邮编：1000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孟伟--2021（第 068 号）-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7 

编号: 130577   (序号：49) 
姓名: 罗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 
      北京市西城区梁家园胡同 1 号   西城区分局分局  
       邮编：10005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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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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孟伟--2021（第 068 号）-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7 

编号: 130578   (序号：50) 
姓名: 唐薇佳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 18 号楼  西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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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编号: 130580   (序号：51) 
姓名: 谢军（2）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西城区法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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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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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编号: 130581   (序号：52) 
姓名: 张岩（2） 
职务: 刑事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西城区法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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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编号: 130582   (序号：53) 
姓名: 程杰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西城区法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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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编号: 130583   (序号：54) 
姓名: 王红奎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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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西城区法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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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编号: 130584   (序号：55) 
姓名: 刘婕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1 号  西城区法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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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编号: 130585   (序号：56) 
姓名: 周志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乡豆各庄村甲 3 号.  西城区看守所.   
       邮编：1022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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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刘春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孟伟--2021（第 068 号）-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7 

编号: 130694   (序号：57) 
姓名: 李军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权- -2021（第 007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1（第 072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3 

编号: 130695   (序号：58) 
姓名: 申学方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权- -2021（第 007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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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696   (序号：59) 
姓名: 鲁春成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权- -2021（第 007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2 

编号: 130697   (序号：60) 
姓名: 马辉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三街 102 号  清河派出所 
       邮编：10008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权- -2021（第 007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2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1（第 072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3 

编号: 130698   (序号：61) 
姓名: 李克（2）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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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三街 102 号  清河派出所 
       邮编：10008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6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谭权- -2021（第 007 号）-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公安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2 

编号: 130822   (序号：62) 
姓名: 齐静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政法委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 57 号  北京市委/政法委  
       邮编：100744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07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应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7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0823   (序号：63) 
姓名: 赵国利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2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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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原泥河看守所）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西  顺义看守所   
       邮编：101300 
        
       （旧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泥河    顺义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824   (序号：64) 
姓名: 孟潞 
职务: 管教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原泥河看守所）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西  顺义看守所   
       邮编：101300 
        
       （旧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泥河    顺义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825   (序号：65) 
姓名: 赵莉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原泥河看守所）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西  顺义看守所   
       邮编：1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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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泥河    顺义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0826   (序号：66) 
姓名: 徐海林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原泥河看守所）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西  顺义看守所   
       邮编：101300 
        
       （旧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泥河村 泥河    顺义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9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素芹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0 

编号: 131231   (序号：67) 
姓名: 杨业 
职务: 警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次渠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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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业--2021（第 025 号）-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次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25 

编号: 131232   (序号：68) 
姓名: 杨士波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路 163 号  通州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17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业--2021（第 025 号）-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次渠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25 

编号: 131432   (序号：69) 
姓名: 王小洪 
职务: 局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 9 号 北京市公安局  
       邮编：10074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19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庞秀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3 

编号: 131433   (序号：70) 
姓名: 敬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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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10 号    顺义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编号: 131434   (序号：71) 
姓名: 俞功林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10 号    顺义区公安分局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9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编号: 131435   (序号：72) 
姓名: 单慢慢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 
      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1 号  顺义区法院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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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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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编号: 131436   (序号：73) 
姓名: 尹晓安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 
      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1 号  顺义区法院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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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编号: 131437   (序号：74) 
姓名: 米京京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 
      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 1 号  顺义区法院   
       邮编：101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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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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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438   (序号：75) 
姓名: 田波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派出所 
      北京市朝阳区南湖中园 238 号   南湖派出所  
      邮编：1001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80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顺义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赵颜华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291 

编号: 131507   (序号：76) 
姓名: 王玲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0-3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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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瑞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3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2 

编号: 131508   (序号：77) 
姓名: 陈雅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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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10-3 号   东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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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瑞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3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2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31509   (序号：78) 
姓名: 张毅（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瑞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3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31510   (序号：79) 
姓名: 段俊杨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5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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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瑞玲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323 

编号: 131732   (序号：80) 
姓名: 刘晓航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航 --2021（第 056 号）-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1 

编号: 131733   (序号：81) 
姓名: 张艳君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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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航 --2021（第 056 号）-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1 

编号: 131734   (序号：82) 
姓名: 贺军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政法委 
      北京市昌平镇政府街 19 号     昌平区政法委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6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航 --2021（第 056 号）-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1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1735   (序号：83) 
姓名: 季业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曹庄村（位于曹庄和流村之间）昌平区看守所（流村看守所）  
       邮编：1022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42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晓航 --2021（第 056 号）-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71 

编号: 131882   (序号：84) 
姓名: 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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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 18 号楼  西城区检察院 
       邮编：10003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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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孟伟--2021（第 068 号）-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7 

编号: 131883   (序号：85) 
姓名: 柳文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0 号 月坛派出所 
      邮编：10004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8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孟伟--2021（第 068 号）-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7 

编号: 131885   (序号：86) 
姓名: 赵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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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孟伟--2021（第 068 号）-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77 

编号: 131924   (序号：87) 
姓名: 李宁（4）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3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赵轶--2021（第 072 号）-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23 

编号: 132010   (序号：88) 
姓名: 苗赞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派出所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双星桥东 800 米路南 西红门镇派出所 
      邮编：100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3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应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7 

编号: 132011   (序号：89) 
姓名: 胡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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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金星西路 8 号 大兴区法院 
       邮编：10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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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应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7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一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8 

编号: 132012   (序号：90) 
姓名: 陈绍禹 
职务: 刑庭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金星西路 8 号 大兴区法院 
       邮编：10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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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应吉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97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一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8 

编号: 132051   (序号：91) 
姓名: 李喆 
职务: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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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天宫院派出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大庄桥往东 60 米处  天宫院派出所 
       邮编：1026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4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徐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909 

编号: 132055   (序号：92) 
姓名: 周冬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5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周冬伟 --2021（第 080 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3 

编号: 132191   (序号：93) 
姓名: 张岩松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焦王庄派出所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陈列馆路 475 号  焦王庄派出所  
       邮编：10112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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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3   (序号：94) 
姓名: 祁治国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西路 53 号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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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4   (序号：95) 
姓名: 赵程宇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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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5   (序号：96) 
姓名: 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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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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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6   (序号：97) 
姓名: 张惠宁 
职务: 助理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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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7   (序号：98) 
姓名: 马巨 
职务: 助理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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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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8   (序号：99) 
姓名: 张涛（2）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187 号  通州区法院   
       邮编：1011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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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通州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马君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88 

编号: 132199   (序号：100) 
姓名: 王子顺 
职务: 法制办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 45 号 东城区公安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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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200   (序号：101) 
姓名: 胡振鹏 
职务: 法制办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 45 号 东城区公安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64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2201   (序号：102) 
姓名: 吕鸿翔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西羊管胡同 10 号 东城区北新桥派出所 
       邮编: 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521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2202   (序号：103) 
姓名: 来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六区 5 号楼 和平里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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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4710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2203   (序号：104) 
姓名: 徐峰（2）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9 号  东直门派出所 
       邮编：10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2204   (序号：105) 
姓名: 佟轩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9 号  东直门派出所 
       邮编：10002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6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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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迫害许那等 11 名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0 

编号: 132205   (序号：106) 
姓名: 杨金保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甲 68 号  昌平区公安分局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4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06   (序号：107) 
姓名: 贺颖超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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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07   (序号：108) 
姓名: 范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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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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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08   (序号：109) 
姓名: 刘晓燕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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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09   (序号：110) 
姓名: 武宙鹏 
职务: 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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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昌平区法院 
      地址 1：北京市昌平区西环路南侧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地址 2：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西环路 62 号  昌平区法院 
       邮编：102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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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0   (序号：111) 
姓名: 朱雅频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9 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邮编：10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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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1   (序号：112) 
姓名: 敬大力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9 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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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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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2   (序号：113) 
姓名: 王林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9 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邮编：100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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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3   (序号：114) 
姓名: 周维平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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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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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4   (序号：115) 
姓名: 郑文杰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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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5   (序号：116) 
姓名: 相阳 
职务: 审判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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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6   (序号：117) 
姓名: 廖清顺 
职务: 法官助理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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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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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217   (序号：118) 
姓名: 张洋 
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6 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邮编：10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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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昌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范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12 

编号: 132435   (序号：119) 
姓名: 姜铁良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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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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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副局长姜铁良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1840 

编号: 132615   (序号：120) 
姓名: 王仕春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政法委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政街 15 号 大兴区政法委 
       邮编：10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162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一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8 

编号: 132616   (序号：121) 
姓名: 李东民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大兴区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金星西路 8 号 大兴区法院 
       邮编：10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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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大兴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一恒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588 

编号: 132975   (序号：122) 
姓名: 金朝 
职务: 第一检察部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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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大街近园路 13 号  丰台区检察院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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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朝 --2021（第 1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2 

编号: 132977   (序号：123) 
姓名: 王海涛（2）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东铁匠营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朝 --2021（第 1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2 

编号: 132978   (序号：124) 
姓名: 侯雷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 26 号  丰台区公安分局 
      邮编：10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134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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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朝 --2021（第 1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2 

编号: 132979   (序号：125) 
姓名: 李刚（5）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沙岗村  丰台区看守所    
       邮编：100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446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金朝 --2021（第 133 号）-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2 

编号: 132980   (序号：126) 
姓名: 钟达先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4 号  房山区检察院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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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杰--2021（第 134 号）-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3 

编号: 132981   (序号：127) 
姓名: 隋丹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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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4 号  房山区检察院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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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杰--2021（第 134 号）-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3 

编号: 132982   (序号：128) 
姓名: 杨丹 
职务: 助理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4 号  房山区检察院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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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杰--2021（第 134 号）-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3 

编号: 132983   (序号：129) 
姓名: 丁德贤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派出所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刘李店村中原大街 21 号  琉璃河派出所     
       邮编：1024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1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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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杰--2021（第 134 号）-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3 

编号: 132984   (序号：130) 
姓名: 王永年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房山区政法委 
      (区委、区政法委、610 办)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政通路 1 号 
       邮编：102488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5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董杰--2021（第 134 号）-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73 

编号: 132998   (序号：131) 
姓名: 曹宏利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派出所 
      北京市东城区什锦花园胡同 33 号  景山派出所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7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梁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992 

编号: 133401   (序号：132) 
姓名: 罗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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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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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33402   (序号：133) 
姓名: 赵力生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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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33403   (序号：134) 
姓名: 李平平 
职务: 陪审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 号  东城区法院 
       邮编：100007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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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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33404   (序号：135) 
姓名: 胡金甫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编号: 133405   (序号：136) 
姓名: 王萱恒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0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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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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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3406   (序号：137) 
姓名: 丁楠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4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 2 号楼   东花市大街派出所  
       邮编：10006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518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北京,  
迫害案例: 

追查北京市东城区迫害法轮功学员鲍守智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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