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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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编号: 129097   (序号：1) 
姓名: 李志刚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 赤峰市公安局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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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彩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0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振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6 

编号: 129098   (序号：2) 
姓名: 李文增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政法委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大街 党政综合楼  红山区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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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彩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0 

编号: 129099   (序号：3) 
姓名: 张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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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9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桥北贡格尔大街 16 号   红山公安分局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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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彩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0 

编号: 129101   (序号：4) 
姓名: 霍俊超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西城派出所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西城派出所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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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李彩霞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40 

编号: 129102   (序号：5) 
姓名: 滕广恩（曾误为滕广思） 
职务: 国保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10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松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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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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迫害法轮功学员徐振清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9036 

编号: 130359   (序号：6) 
姓名: 杜军 
职务: 国保大队大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5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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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军--2020（第 0196 号）-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58 

编号: 130360   (序号：7) 
姓名: 徐建华 
职务: 国保大队指导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6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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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军--2020（第 0196 号）-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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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0361   (序号：8) 
姓名: 杜利 
职务: 国保大队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6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0 号  林西县公安局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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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军--2020（第 0196 号）-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58 

编号: 130362   (序号：9) 
姓名: 徐国峰（2） 
职务: 院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6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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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军--2020（第 0196 号）-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58 

编号: 130363   (序号：10) 
姓名: 李文武 
职务: 警察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6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拘留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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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2525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2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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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杜军--2020（第 0196 号）-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0358 

编号: 131764   (序号：11) 
姓名: 刘宁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检察院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玉龙大街 56 号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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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060 号）-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3 

编号: 131765   (序号：12) 
姓名: 腾广恩 
职务: 国保大队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松山区公安分局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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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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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060 号）-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3 

编号: 131766   (序号：13) 
姓名: 秦玉浩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政法委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松山大街 1 号  
       邮编：024005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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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060 号）-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3 

编号: 131768   (序号：14) 
姓名: 李金池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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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刘宁 --2021（第 060 号）-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检察院（更新）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763 

编号: 131847   (序号：15) 
姓名: 郭建蒙 
职务: 刑庭庭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7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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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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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编号: 131849   (序号：16) 
姓名: 尚震宇 
职务: 检察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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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编号: 131850   (序号：17) 
姓名: 朱白晔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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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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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1851   (序号：18) 
姓名: 常红凤 
职务: 检察官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检察院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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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编号: 131852   (序号：19) 
姓名: 封玉军 
职务: 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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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编号: 131853   (序号：20) 
姓名: 李海亮（2）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政法委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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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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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编号: 131855   (序号：21) 
姓名: 胡宁 
职务: 所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5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看守所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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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查 令-被追查人郭建蒙--2021（第 064 号）-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院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1834 

编号: 132278   (序号：22) 
姓名: 许振山 
职务: 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7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1 号党政综合楼   赤峰市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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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79   (序号：23) 
姓名: 朝格巴达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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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7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1 号党政综合楼   赤峰市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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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0   (序号：24) 
姓名: 马继安 
职务: 反邪教协调科科长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0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法委 
      （市政法委 610 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1 号党政综合楼   赤峰市政法委 
       邮编：02400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7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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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1   (序号：25) 
姓名: 李丛芳 
职务: 政法委副书记、区扫黑办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1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银河街 党政综合楼   
       邮编：024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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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系统: 政法委系统,  
分类:担任重要职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蒙,  
迫害案例: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2   (序号：26) 
姓名: 刘玉柱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2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银河街 党政综合楼   
       邮编：024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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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3   (序号：27) 
姓名: 林树权 
职务: 副书记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3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银河街 党政综合楼   
       邮编：024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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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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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32284   (序号：28) 
姓名: 鞠文轩 
职务: 办公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4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政法委 
      （区委 政法委）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银河街 党政综合楼   
       邮编：024076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8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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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6   (序号：29) 
姓名: 刘志辉 
职务: 综治维稳室主任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6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政法委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国槐街中段 元宝山镇政法委  
       邮编：024070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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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8   (序号：30) 
姓名: 刘刚（4）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8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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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 
      内蒙古赤峰市新世家宾馆 （松山区广场路 30 号）（洗脑班是在这个宾馆里）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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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编号: 132289   (序号：31) 
姓名: 康建伟（2） 
职务:  
责任人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9 
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其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 
      内蒙古赤峰市新世家宾馆 （松山区广场路 30 号）（洗脑班是在这个宾馆里） 
      单位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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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的通告 
案例链接：http://www.zhuichaguoji.org/node/132233 

 


	责任人 - 地区: 内蒙;

