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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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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地区: 河南;  

编号: 128803   (序号：1) 
姓名: 娄会峰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洛阳市开元大道通济街口  洛阳市政法委   
       邮编：47102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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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编号: 128804   (序号：2) 
姓名: 李保兴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体育场路 1 号  洛阳市公安局  
       邮编：4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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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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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8806   (序号：3) 
姓名: 李晓哲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长春路公安分局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丽新路 6 号   长春路公安分局  
       邮编：47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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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编号: 128807   (序号：4) 
姓名: 任帅红 
职务: 涧西分局国保队长、长春路派出所副所长、长春路公安分局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长春路公安分局 
      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丽新路 6 号   长春路公安分局  
       邮编：47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5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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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28809   (序号：5) 
姓名: 李小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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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公安分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西大街 205 号    老城公安分局   
       邮编：47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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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编号: 128810   (序号：6) 
姓名: 王慧 
职务: 西关社区片警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公安分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西大街 205 号    老城公安分局   
       邮编：47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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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编号: 128812   (序号：7) 
姓名: 孟庆宝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派出所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建安街 47 号 老城派出所   
       邮编：471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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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编号: 128814   (序号：8) 
姓名: 郭现营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216 号  涧西区检察院  
       邮编：47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韩青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71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28893   (序号：9) 
姓名: 董留民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许由路 480 号许昌公安大厦    许昌市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1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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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禹州市、许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7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6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编号: 128894   (序号：10) 
姓名: 曹广立 
职务: 副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看守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柏冢村西  许昌市看守所  
       邮编：4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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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许昌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7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6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编号: 129118   (序号：11) 
姓名: 尚建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桂村乡    桂村乡派出所   
       邮编：4611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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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尚建峰-2020（第 013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5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编号: 129120   (序号：12) 
姓名: 黄金峰，黄全峰 (音)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魏庄街 1 号   建安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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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尚建峰-2020（第 013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5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29121   (序号：13) 
姓名: 陈曦（2）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魏庄街 1 号   建安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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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尚建峰-2020（第 013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5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29122   (序号：14) 
姓名: 李建军（2）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魏庄街 1 号   建安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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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尚建峰-2020（第 013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5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29124   (序号：15) 
姓名: 李洁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新元大道创业大楼 4018 室   建安区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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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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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尚建峰-2020（第 013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5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29125   (序号：16) 
姓名: 孙新民 
职务: 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新元大道创业大楼 4018 室   建安区政法委  
       邮编：461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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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尚建峰-2020（第 0136 号）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桂村派出所（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5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编号: 129452   (序号：17) 
姓名: 张桂平（2）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东段  许昌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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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6 

编号: 129453   (序号：18) 
姓名: 刘艳霞 
职务: 检察院一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东段  许昌市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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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6 

编号: 129454   (序号：19) 
姓名: 胡国强 
职务: 检察院四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东段  许昌市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6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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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6 

编号: 129455   (序号：20) 
姓名: 董四化 
职务: 控申处处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东段  许昌市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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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志温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36 

编号: 129628   (序号：21) 
姓名: 马继昌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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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继昌-2020（第 0161 号）-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荥阳市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3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29629   (序号：22) 
姓名: 王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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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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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继昌-2020（第 0161 号）-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荥阳市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3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29631   (序号：23) 
姓名: 杨哲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兴华北路 8 号   索河路派出所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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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继昌-2020（第 0161 号）-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荥阳市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3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29632   (序号：24) 
姓名: 方本选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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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中段  荥阳市政法委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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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马继昌-2020（第 0161 号）-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荥阳市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13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30022   (序号：25) 
姓名: 王宝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政法委 
      河南省商丘市锦绣路 66 号（梁园新区行政中心）梁园区政法委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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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24   (序号：26) 
姓名: 赵友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路 264 号   梁园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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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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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26   (序号：27) 
姓名: 王大振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平原派出所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西路  平原派出所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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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28   (序号：28) 
姓名: 孟萌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检察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锦绣路   梁园区检察院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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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29   (序号：29) 
姓名: 徐亚萍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检察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锦绣路   梁园区检察院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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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31   (序号：30) 
姓名: 王亚东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长征南路 132 号  梁园区法院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32   (序号：31) 
姓名: 周献中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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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长征南路 132 号  梁园区法院  
       邮编：47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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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34   (序号：32) 
姓名: 李飞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商丘市平台看守所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平台镇   商丘市平台看守所    
       邮编：47600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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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商丘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巴伟、奚冬松、范瑗瑗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16 

编号: 130091   (序号：33) 
姓名: 柏启传 
职务: 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 1516 号  许昌市委/政法委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08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许由路 480 号许昌公安大厦    许昌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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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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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30093   (序号：34) 
姓名: 杨鑫炜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庄街 6 号   建安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2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编号: 130094   (序号：35) 
姓名: 赵晓艳 
职务: 公诉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庄街 6 号   建安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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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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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玉环、杨新红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39 

编号: 130095   (序号：36) 
姓名: 陈长宏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天宝路 666 号  魏都区政法委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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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30096   (序号：37) 
姓名: 付群刚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东段  魏都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3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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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编号: 130097   (序号：38) 
姓名: 罗怀亮 
职务: 国保大队中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东段  魏都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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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编号: 130098   (序号：39) 
姓名: 陈军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公安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八一路东段  魏都区公安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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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编号: 130100   (序号：40) 
姓名: 高伟强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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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派出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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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编号: 130101   (序号：41) 
姓名: 伊喜灿 
职务: 教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派出所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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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编号: 130102   (序号：42) 
姓名: 阎鑫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北路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人民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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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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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庞永刚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940 

追查河南省许昌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蔡俊平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0 

编号: 130240   (序号：43) 
姓名: 崔慧斌 
职务: 批捕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迎春东街 946 号 文峰区检察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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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慧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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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1   (序号：44) 
姓名: 耿永峰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唐子巷 80 号 文峰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责任系统: 国保、政保科, 公安,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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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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2   (序号：45) 
姓名: 窦志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唐子巷 80 号 文峰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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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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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3   (序号：46) 
姓名: 张雪龙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唐子巷 80 号 文峰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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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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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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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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4   (序号：47) 
姓名: 张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唐子巷 80 号 文峰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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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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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5   (序号：48) 
姓名: 张志飞（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唐子巷 80 号 文峰公安分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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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崔慧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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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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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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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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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6   (序号：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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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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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48   (序号：50) 
姓名: 李袁全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民路与汇聚路交叉口西  川汇区检察院 
       邮编：46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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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49   (序号：51) 
姓名: 郭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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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民路与汇聚路交叉口西  川汇区检察院 
       邮编：46600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4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0250   (序号：52) 
姓名: 张忠（2）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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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1   (序号：53) 
姓名: 周玲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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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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2   (序号：54) 
姓名: 何永昌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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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3   (序号：55) 
姓名: 张元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光明路西段  周口市公安局  
       邮编：46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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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中志、高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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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0254   (序号：56) 
姓名: 张哲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光明路西段  周口市公安局  
       邮编：46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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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5   (序号：57) 
姓名: 张新奇 
职务: 国保支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光明路西段  周口市公安局  
       邮编：46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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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6   (序号：58) 
姓名: 王勇（3）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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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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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7   (序号：59) 
姓名: 孔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7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编号: 130259   (序号：60) 
姓名: 杨飞 
职务: 副县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58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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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260   (序号：61) 
姓名: 轩鹏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看守所 
      河南省周口市交通大道     周口市看守所    
       邮编：46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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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袁全-2020（第 0191 号）-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247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中志、高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0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0792   (序号：62) 
姓名: 李云峰 
职务: 副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政府 
      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 32 号   荥阳市政府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1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30793   (序号：63) 
姓名: 张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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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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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30794   (序号：64) 
姓名: 任志彪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繁荣路 1 号 
       邮编：4501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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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30795   (序号：65) 
姓名: 杨育生 
职务: 郑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长、市第三看守所党总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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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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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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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30796   (序号：66) 
姓名: 万有 
职务: 政委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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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编号: 130797   (序号：67) 
姓名: 孟丽娟 
职务: 女子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河南省郑州惠济区古荥镇古须北路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邮编：45004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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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荥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张小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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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886   (序号：68) 
姓名: 路云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政法委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七一中路 47 号.  周口市政法委  
       邮编：466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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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中志、高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0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0887   (序号：69) 
姓名: 王汝凌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政法委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羲皇大道   淮阳区政法委  
       邮编：4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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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中志、高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0 

编号: 130888   (序号：70) 
姓名: 张喜民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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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清风路   淮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466700 
         
       （国保大队）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大同街 82 号  
       邮编：4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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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中志、高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0 

编号: 130889   (序号：71) 
姓名: 张沛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清风路   淮阳区公安分局   
       邮编：466700 
         
       （国保大队）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大同街 82 号  
       邮编：4667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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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夏中志、高纪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00 

编号: 130983   (序号：72) 
姓名: 周以德 
职务: 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政法委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 56 号    驻马店市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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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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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0984   (序号：73) 
姓名: 王钦胜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中段  驻马店市公安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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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0986   (序号：74) 
姓名: 张立峰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雪松分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雪松路    雪松公安分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5 

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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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0987   (序号：75) 
姓名: 孙琳 
职务: 刑侦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雪松分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雪松路    雪松公安分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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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0988   (序号：76) 
姓名: 王建设 
职务: 刑侦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公安局雪松分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雪松路    雪松公安分局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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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0989   (序号：77) 
姓名: 陈靖 
职务: 起诉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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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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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检察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中华路西段  驿城区检察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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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0990   (序号：78) 
姓名: 张杜军 
职务: 书记、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9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驻马店市开发区开源大道东段  市中级法院    
       邮编：463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3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驻马店市迫法轮功学员康富春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47 

编号: 131077   (序号：79) 
姓名: 田森 
职务: 常务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7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政法委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川大道中段行政综合大楼    临颍县政法委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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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78   (序号：80) 
姓名: 蒋俊涛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政法委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川大道中段行政综合大楼    临颍县政法委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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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79   (序号：81) 
姓名: 胡国涛（2） 
职务: 纪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政法委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川大道中段行政综合大楼    临颍县政法委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979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80   (序号：82) 
姓名: 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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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公安局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清风路 999 号    临颍县公安局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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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81   (序号：83) 
姓名: 赵大伟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检察院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北新区繁昌路南  临颍县检察院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003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82   (序号：84) 
姓名: 王春华 
职务: 检察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检察院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北新区繁昌路南  临颍县检察院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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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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83   (序号：85) 
姓名: 李永波 
职务: 院长（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法院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河路 399 号    临颍县法院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007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84   (序号：86) 
姓名: 臧要峰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法院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颍河路 399 号    临颍县法院   
       邮编：462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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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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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086   (序号：87) 
姓名: 王跃煌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第二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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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88   (序号：88) 
姓名: 翟志伟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杜曲镇派出所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杜曲镇   杜曲镇派出所  
       邮编：46260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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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90   (序号：89) 
姓名: 潘培杰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派出所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     固厢乡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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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626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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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92   (序号：90) 
姓名: 曹平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政府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    固厢乡固厢村 
       邮编：4626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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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93   (序号：91) 
姓名: 林政恩 
职务: 治保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政府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    固厢乡固厢村 
       邮编：4626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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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094   (序号：92) 
姓名: 李铁头 
职务: 村民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政府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固厢乡固厢村    固厢乡固厢村 
       邮编：4626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09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迫害法轮功学员马月琴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61 

编号: 131612   (序号：93) 
姓名: 何晓伟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公安局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跃进路 25 号  潢川县公安局   
       邮编：4651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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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娟--2021（第 046 号）-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5 

编号: 131613   (序号：94) 
姓名: 袁少武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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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延安北路延安路 39 号  魏都区人民法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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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袁少武 --2021（第 049 号）-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9 

编号: 131614   (序号：95) 
姓名: 金晓华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袁少武 --2021（第 049 号）-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9 

编号: 131615   (序号：96) 
姓名: 于艳彩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检察院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建安大道 66 号   魏都区检察院 
       邮编：46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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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袁少武 --2021（第 049 号）-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9 

编号: 131616   (序号：97) 
姓名: 陈俊阳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南城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禹王大道中段 65 号   南城区派出所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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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袁少武 --2021（第 049 号）-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9 

编号: 131617   (序号：98) 
姓名: 方弈 
职务: 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南城派出所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禹王大道中段 65 号   南城区派出所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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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袁少武 --2021（第 049 号）-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9 

编号: 131618   (序号：99) 
姓名: 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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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政法委 
      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党政综合大楼（禹王大道东段）禹州市政法委  
       邮编：4616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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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袁少武 --2021（第 049 号）-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609 

编号: 132036   (序号：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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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70   (序号：101) 
姓名: 马建平 
职务: 副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体育场路 1 号  洛阳市公安局  
       邮编：4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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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编号: 132071   (序号：102) 
姓名: 李红 
职务: 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7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体育场路 1 号  洛阳市公安局  
       邮编：471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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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洛阳市、上海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戴之颖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64 

编号: 132224   (序号：103) 
姓名: 杨斌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2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北辰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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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斌 --2021（第 090 号）-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190 

编号: 132290   (序号：104) 
姓名: 闫家明 
职务: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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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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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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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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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1   (序号：105) 
姓名: 郭永林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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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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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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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2   (序号：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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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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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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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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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3   (序号：107) 
姓名: 李根闯 
职务: 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城关镇西大街 太康县公安局 
       邮编：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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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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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4   (序号：108) 
姓名: 张杰（4） 
职务: 原副局长（主抓国保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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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城关镇西大街 太康县公安局 
       邮编：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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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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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5   (序号：109) 
姓名: 王焕庆 
职务: 国保大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公安局 
      河南省周口市城关镇西大街 太康县公安局 
       邮编：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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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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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7   (序号：110) 
姓名: 杨杰（3）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逊母口镇派出所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逊母口镇  逊母口镇派出所  
       邮编：46143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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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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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9   (序号：111) 
姓名: 韩晓相 
职务: 检察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检察院 
      河南省太康县城关回族镇支农路西段  太康县检察院 
       邮编：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98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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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01   (序号：112) 
姓名: 张建援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法院 
      河南省太康县城关回族镇支农路东段  太康县法院 
       邮编：4614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00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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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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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314   (序号：113) 
姓名: 鲁文明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中路 358 号  
       邮编：4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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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光 --2021（第 092 号）-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77 

编号: 132315   (序号：114) 
姓名: 任建国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中路 358 号  
       邮编：4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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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光 --2021（第 092 号）-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77 

编号: 132316   (序号：115) 
姓名: 侯建新 
职务: 国保大队副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1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中路 3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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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54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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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杨光 --2021（第 092 号）-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77 

编号: 132653   (序号：116) 
姓名: 贺春辉 
职务: 法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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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32654   (序号：117) 
姓名: 武江洋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 216 号  涧西区检察院  
       邮编：471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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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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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655   (序号：118) 
姓名: 黄爱国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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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32657   (序号：119) 
姓名: 张宏亮 
职务: 原局长（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南昌路分局（涧西区南昌路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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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32659   (序号：120) 
姓名: 都青海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小关镇派出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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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32661   (序号：121) 
姓名: 许光宇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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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32662   (序号：122) 
姓名: 申汉校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洛阳市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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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贺春辉--2021（第 111 号）-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643 

编号: 133197   (序号：123) 
姓名: 何洪涛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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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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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198   (序号：124) 
姓名: 闫然生 
职务: 国保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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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199   (序号：125) 
姓名: 彭磊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1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许湾乡派出所（川汇区许湾乡派出所） 
      地址 1：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政府院内  许湾乡派出所  
       邮编：466732 （2006 年后划拨给川汇区） 
        
       地址 2：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许湾乡乡政府院内  许湾乡派出所 
       邮编：4667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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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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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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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200   (序号：126) 
姓名: 朱好领 
职务: 所长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许湾乡派出所（川汇区许湾乡派出所） 
      地址 1：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政府院内  许湾乡派出所  
       邮编：466732 （2006 年后划拨给川汇区） 
        
       地址 2：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许湾乡乡政府院内  许湾乡派出所 
       邮编：4667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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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202   (序号：127) 
姓名: 许新卫 
职务: 村干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许湾村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许湾村  
       邮编：4667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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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203   (序号：128) 
姓名: 许成杰 
职务: 村干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许湾村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许湾村  
       邮编：4667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204   (序号：129) 
姓名: 许刘涛 
职务: 村干部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许湾村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许湾乡许湾村  
       邮编：46673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1 

责任系统: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205   (序号：130) 
姓名: 刘俊荣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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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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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院 
      河南省周口川汇区周商路南段  川汇区法院 
       邮编：466002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74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周口市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凤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79 

编号: 133329   (序号：131) 
姓名: 曹忠良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2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政法委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文峰大道东段 568 号党政综合楼  安阳市政法委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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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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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30   (序号：132) 
姓名: 欧阳报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安阳市高新区长江大道 126 号 安阳市公安局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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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公安,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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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31   (序号：133) 
姓名: 刘志英 
职务: 公诉人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检察院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迎春东街 946 号 文峰区检察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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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编号: 133332   (序号：134) 
姓名: 关立兵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法院 
      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黄河大道中段 文峰区法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1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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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编号: 133333   (序号：135) 
姓名: 杜建民 
职务: 审判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法院 
      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黄河大道中段 文峰区法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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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编号: 133335   (序号：136) 
姓名: 曹更生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法院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大道东段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邮编：45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4 

责任系统: 司法 - 行政系统（法院，司法局，司法厅，检查院）,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河南,  
迫害案例: 

追查河南省安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魏月星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431 

 


	责任人 - 地区: 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