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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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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 - 责任人系统: 国家机关;  

编号: 128589   (序号：1) 
姓名: 郑雁雄 
职务: 署长、原广东省汕尾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中央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590 

      广东省汕尾市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8984 

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香港,  

编号: 128646   (序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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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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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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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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799   (序号：3) 
姓名: 谭明鹤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政法委 
      （区委 区政法委 综治办 防范办）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 1 号 天河区机关大院  
      邮编 : 51065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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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吴欣霞-2020（第 0128 号）-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794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叶小冰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045 

追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方伟雄、翁庆忠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80 

编号: 128867   (序号：4) 
姓名: 李贵平 
职务: 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委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朝阳大街二段 73 号  朝阳县委办公室    
       邮编：122629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033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辽宁,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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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辽宁省朝阳市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李国俊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00 

编号: 128899   (序号：5) 
姓名: 刘艳东 
职务: 市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30 号   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邮编：8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22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北路 92 号 
       邮编：830004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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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编号: 128900   (序号：6) 
姓名: 王国和 
职务: 政法委书记 (原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9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 30 号   乌鲁木齐市政法委   
       邮编：83006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9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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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春献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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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29135   (序号：7) 
姓名: 韩文明 
职务: 副区长、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公安分局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东大街 14 号   郊区公安分局  
       邮编：04501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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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山西省阳泉市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宝荣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3 

编号: 129163   (序号：8) 
姓名: 王国强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委 
      （县政府 县委 县政法委）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中央大街 138 号  
      邮编：1556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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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姜洪斌 -2020（第 0139 号）-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31 

编号: 129318   (序号：9) 
姓名: 潘展东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31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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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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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增光-2020（第 0149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公安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266 

编号: 129426   (序号：10) 
姓名: 刘志伟（2） 
职务: 管委会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2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综合治理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6316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江苏,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锦辉-2020（第 0151 号） -江苏省南京市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400 

编号: 129556   (序号：11) 
姓名: 陈伟龙 
职务: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政法委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471 号   兴庆区政法委   
       邮编：7500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57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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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李智 --2020（第 0158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535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小佳-2021（第 006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9 

编号: 130257   (序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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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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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130335   (序号：14) 
姓名: 卢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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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3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锦河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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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立军--2020（第 0194 号）-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27 

编号: 130337   (序号：15) 
姓名: 刘老四 
职务: 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3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锦河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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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立军--2020（第 0194 号）-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27 

编号: 130338   (序号：16) 
姓名: 张松 
职务: 副区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3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黑河市锦河区政府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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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王立军--2020（第 0194 号）-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27 

编号: 130432   (序号：17) 
姓名: 张雷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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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雷--2020（第 0201 号）-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市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7 

编号: 130433   (序号：18) 
姓名: 高运禄 
职务: 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3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政府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光复路 政府大楼 
       邮编：158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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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雷--2020（第 0201 号）-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市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7 

编号: 130451   (序号：19) 
姓名: 荀雷 
职务: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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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商务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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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雷--2020（第 0201 号）-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市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27 

编号: 130475   (序号：20) 
姓名: 林木生 
职务: 副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7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扫黑办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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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邓海超 -2021（第 001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分局站前路派出所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457 

编号: 130567   (序号：21) 
姓名: 刘君谋 
职务: 副书记（负责政法、维稳）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广东省茂名市高新区管委会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茂名大道高新段 698 号   高新区管委会  
       邮编：525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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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林武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73 

追 查 令-被追查人余华丹-2021（第 012 号）-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公诉科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857 

追查广东省茂名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潘培德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050 

编号: 130681   (序号：22) 
姓名: 琚兆宇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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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82   (序号：23) 
姓名: 蔡明忠 
职务: 城管局副局长、枣阳“610”成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610 办公室” （防范办）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委政法委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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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610”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683   (序号：24) 
姓名: 王光明 
职务: 职工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城管局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书院东街 8 号   枣阳市城管局  
       邮编：4412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80 

责任系统: 国家机关,  
分类: 
省、自治区、直辖市: 湖北,  
迫害案例: 

追查湖北省枣阳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玉珍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99 

编号: 130721   (序号：25) 
姓名: 李洪国 
职务: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72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黑龙江省鹤岗市委 
      （市委 、市政法委、610）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红旗路 225 号 
      邮编︰154103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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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张福生 -2021（第 008 号）-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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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792   (序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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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49   (序号：27) 
姓名: 王瑞连 
职务: 组织部部长（前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省委 
      （省委 政法委 防范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268 号（省委大院内 ）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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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凡亮--2021（第 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5 

编号: 132350   (序号：28) 
姓名: 李荣灿 
职务: 组织部部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省委 
      （省委 政法委 防范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 268 号（省委大院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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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3007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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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曾凡亮--2021（第 094 号）-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国保大队（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335 

编号: 132800   (序号：29) 
姓名: 付庆利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80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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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彭代平 --2021（第 120 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政法委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798 

编号: 133313   (序号：30) 
姓名: 王成明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1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政法委 
      （汉阳区委、区政府、区政法委）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芳草路 1 号 
       邮编：430051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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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罗亚雄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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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3367   (序号：31) 
姓名: 刘建军（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6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委 
      山东省胶州市北京路 1 号   胶州市政府   
       邮编：2663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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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徐进新 --2021（第 140 号）-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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